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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电动汽车的电机控制器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电动汽车的电机控

制器，包括主箱体、上壳体、上盖板和控制器电

路，主箱体的底板包括散热水道，散热水道包括

进水口和出水口；控制器电路包括发热功率器

件，主箱体底部的边缘包括固定下壳体的接盘；

散热水道包括上水道、下水道和回水道；下水道

布置在上水道的下方，上水道的顶部包括窗口，

作为发热功率器件散热器的上盖板封闭上水道

的窗口；下水道接进水口，回水道接出水口，上水

道的入口与下水道连通，出口与回水道连通。本

实用新型便于集成DC/DC模块，DC/DC模块发热功

率器件的散热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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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动汽车的电机控制器，包括主箱体、上壳体和控制器电路，主箱体的底板包括

散热水道，散热水道包括进水口和出水口；控制器电路包括发热功率器件，主箱体底部的边

缘包括用于固定下壳体的接盘；其特征在于，包括上盖板，散热水道包括上水道、下水道和

回水道；下水道布置在上水道的下方，上水道的顶部包括窗口，作为发热功率器件散热器的

上盖板封闭上水道的窗口；下水道接进水口，回水道接出水口，上水道的入口与下水道连

通，出口与回水道连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上盖板的底部包括复数条并列的散

热翅片，散热翅片插入到上水道中；主箱体底板的顶面在上水道窗口的周边包括复数个螺

纹孔，上盖板的周边包括复数个螺钉孔，复数个螺钉穿过上盖板的螺钉孔旋入主箱体底板

顶面的螺纹孔，将上盖板固定在主箱体的底板上。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回水道布置在上水道的下方，下水

道的侧面；下水道的投影面积大于回水道的投影面积。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下盖板，下水道的底部和回水

道的底部各包括窗口，下盖板封闭下水道的窗口和回水道的窗口。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下水道包括第一J形水道和第二J形

水道；第一J形水道长度和第二J形水道的长度分别大于回水道的长度；第二J形水道包在第

一J形水道的外周；散热水道包括上水道的进水通道和出水通道，进水通道和出水通道竖直

布置；第一J形水道的头部接进水口，第二J形水道的脚部与第一J形水道的脚部连接，第二J

形水道的头部通过进水通道接上水道的入口；回水道的第一端接出水口，上水道的出口通

过出水通道接回水道的第二端。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回水道为第三J形水道，第一J形水

道包在第三J形水道的外周；第三J形水道的头部接出水口，上水道的出口通过出水通道接

第一J形水道的脚部。

7.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下盖板通过螺钉固定在主箱体的底

面，主箱体的底板上预留有一个铜排孔和一个电缆孔，主箱体的侧面预留有一个直流输出

接口。

8.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包括下壳体和DC/DC模块，所述的下

盖板作为DC/DC模块发热元器件的散热器，DC/DC模块的发热元器件固定在下盖板的底面

上；下壳体顶部的突缘与主箱体底部的接盘通过螺钉连接，DC/DC模块位于下壳体的内腔

中。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主箱体的底板包括铜排孔和电缆

孔，DC/DC模块的电源输入铜排从主箱体的内腔穿过铜排孔进入下壳体与DC/DC模块的电源

模组连接；电源控制信号线缆从主箱体的内腔穿过电缆孔进入下壳体与DC/DC模块连接。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其特征在于，主箱体的侧面包括直流输出接口，

直流输出接口装有直流输出端子；主箱体的底面包括直流输出端子的连接孔，DC/DC模块的

直流输出端通过连接孔与直流输出端子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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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电动汽车的电机控制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电动汽车，尤其涉及一种电动汽车的电机控制器。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轻量化、高功率密度的需求越来越高，电机控制器的集成

设计势在必行。

[0003] 申请号为CN201621019493.4的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纯电动汽车用电机控制器水

冷散热结构，解决了现有技术密封性差、散热欠佳等问题。一种纯电动汽车用电机控制器水

冷散热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主箱体、上壳体和下壳体；所述主箱体、上壳体和下壳体组合

构成电机控制器的外壳，其中，所述主箱体位于上壳体和下壳体之间；在所述主箱体内设置

有内部水腔，在所述主箱体上分别设置有与所述内部水腔连通的进水端口和出水端口，所

述主箱体朝向所述上壳体的一侧为IGBT模块安装区域，所述主箱体朝向所述下壳体的一侧

为DC/DC模块安装区域。

[0004] 该实用新型采用一次成型铸造，生产效率低，无法成型复杂的水道结构，水道的换

热面积大打折扣，导致水道的散热效果较差；DC/DC与IGBT模块共同散热，由于IGBT模块的

发热量较DC/DC发热量大的多，IGBT散发到水道中的热量会影响DC/DC的散热，难以保证DC/

DC器件在允许的温度范围内运行；该实用新型不支持单电机控制器和电机控制器+DC/DC两

种独立状态的产品。

[发明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便于集成DC/DC模块，且散热效果好的电动

汽车的电机控制器。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电动汽车的电机控

制器，包括主箱体、上壳体、上盖板和控制器电路，主箱体的底板包括散热水道，散热水道包

括进水口和出水口；控制器电路包括发热功率器件，主箱体底部的边缘包括固定下壳体的

接盘；散热水道包括上水道、下水道和回水道；下水道布置在上水道的下方，上水道的顶部

包括窗口，作为发热功率器件散热器的上盖板封闭上水道的窗口；下水道的底部包括窗口，

下水道接进水口，回水道接出水口，上水道的入口与下水道连通，出口与回水道连通。

[0007]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上盖板的底部包括复数条并列的散热翅片，散热翅片插

入到上水道中；主箱体底板的顶面在上水道窗口的周边包括复数个螺纹孔，上盖板的周边

包括复数个螺钉孔，复数个螺钉穿过上盖板的螺钉孔旋入主箱体底板顶面的螺纹孔，将上

盖板固定在主箱体的底板上。

[0008]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回水道布置在上水道的下方，下水道的侧面；下水道的投

影面积大于回水道的投影面积。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包括下盖板，下水道的底部和回水

道的底部各包括窗口，下盖板封闭下水道的窗口和回水道的窗口。

[0009]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下水道包括第一J形水道和第二J形水道；第一J形水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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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第二J形水道的长度分别大于回水道的长度；第二J形水道包在第一J形水道的外周；散

热水道包括上水道的进水通道和出水通道，进水通道和出水通道竖直布置；第一J形水道的

头部接进水口，第二J形水道的脚部与第一J形水道的脚部连接，第二J形水道的头部通过进

水通道接上水道的入口；回水道的第一端接出水口，上水道的出口通过出水通道接回水道

的第二端。

[0010]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回水道为第三J形水道，第一J形水道包在第三J形水道的

外周；第三J形水道的头部接出水口，上水道的出口通过出水通道接第一J形水道的脚部。

[0011]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下盖板通过螺钉固定在主箱体的底面，主箱体的底板上

预留有一个铜排孔和一个电缆孔，主箱体的侧面预留有一个直流输出接口。

[0012]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包括下壳体和DC/DC模块，所述的下盖板作为DC/DC模块

发热元器件的散热器，DC/DC模块的发热元器件固定在下盖板的底面上；下壳体顶部的突缘

与主箱体底部的接盘通过螺钉连接，DC/DC模块位于下壳体的内腔中。

[0013]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主箱体的底板包括铜排孔和电缆孔，DC/DC模块的电源输

入铜排从主箱体的内腔穿过铜排孔进入下壳体与DC/DC模块的电源模组连接；电源控制信

号线缆从主箱体的内腔穿过电缆孔进入下壳体与DC/DC模块连接。

[0014] 以上所述的电机控制器，主箱体的侧面包括直流输出接口，直流输出接口装有直

流输出端子；主箱体的底面包括直流输出端子的连接孔，DC/DC模块的直流输出端通过连接

孔与直流输出端子连接。

[0015] 本实用新型便于集成DC/DC模块，DC/DC模块发热功率器件的散热效果好。

[附图说明]

[0016] 下面结合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的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电机控制器的立体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电机控制器的主视图。

[0019] 图3是图2中的A‑A剖视图。

[0020] 图4是图3中的B‑B剖视图。

[0021] 图5是图3中的C‑C剖视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主箱体的立体图。

[0023] 图7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主箱体另一视角的立体图。

[0024] 图8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电机控制器的立体图。

[0025] 图9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电机控制器的主视图。

[0026] 图10是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电机控制器的分解图。

[0027] 图11是图9中的G‑G剖视图。

[0028] 图12是图11中的D‑D剖视图。

[0029] 图13是图11中的E‑E剖视图。

[0030] 图14是图11中的F‑F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电机控制器的结构如图1至图7所示，包括主箱体100、上壳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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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上盖板30、下盖板40和控制器电路。上壳体20通过螺钉21固定在主箱体100的上方，形成

安装控制器电路的腔体。

[0032] 主箱体100的底板10中有散热水道10A，散热水道10A包括进水口11、出水口12、上

水道13、下水道14和J形的回水道15。

[0033] 控制器电路包括发热功率器件01，主箱体100底部的边缘有一圈用于固定下壳体

50的接盘18。

[0034] 下水道14和J形的回水道15布置在上水道13的下方，下水道14和回水道15与上水

道13之间有隔板19隔开，回水道15布置在下水道14的侧面。

[0035] 上水道13的顶部有一个窗口131，作为发热功率器件散热器的上盖板30用来封闭

上水道13的窗口，发热功率器件01固定在上盖板30的顶面。上盖板30的底部有多条并列的

散热翅片31，散热翅片31插入到上水道13中，以提高上盖板的散热效果。

[0036] 主箱体100底板10的顶面在上水道13窗口的周边有多个螺纹孔，上盖板30的周边

有多个螺钉孔，螺钉32穿过上盖板30的螺钉孔旋入主箱体100底板10顶面的螺纹孔，将上盖

板30固定在主箱体100的底板10上。

[0037] 下水道14和回水道15的底面开窗，下水道14的底部有一个窗口141，回水道15的底

部有一个窗口151。下盖板40用螺钉固定在主箱体100的底板10的底面，同时封闭下水道窗

口141和窗口151。

[0038] 下水道14在下盖板40上的投影面积大于回水道15在下盖板40上的投影面积。

[0039] 下水道14包括J形水道142和J形水道143，J形回水道15包在J形回水道15的外周，J

形水道143包在J形水道142的外周。

[0040] J形水道142长度和J形水道143的长度分别大于回水道15的长度。

[0041] 散热水道10A还包括上水道13的进水通道133和出水通道132，进水通道133和出水

通道132竖直布置。

[0042] J形水道142的头部接进水口11，J形水道143的脚部与J形水道142的脚部通过弧形

的水道平滑连接，J形水道143的头部通过进水通道133接上水道13的入口。回水道15的第一

端接出水口12，上水道13的出口通过出水通道132接回水道15的第二端。

[0043] J形回水道15的头部接出水口12，上水道13的出口通过出水通道132接J形水道142

的脚部。

[0044] 从进水口11流入的冷却水，流经J形水道142和J形水道143先对下盖板40进行冷

却，然后经进水通道133进入上水道13，对作为发热功率器件散热器的上盖板30进行冷却。

从上水道13流出的冷却水，经出水通道132和回水道15，从出水口12流出。

[0045] 主箱体100的底板10预留有一个铜排孔16和一个电缆孔17，主箱体100的侧面预留

有一个直流输出接口70。

[0046]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电机控制器的结构如图8至图13所示，在实施例1电机控制器

的基础上，还包括下壳体50和DC/DC模块60，下盖板40作为DC/DC模块60发热元器件的散热

器，用螺钉42固定在主箱体100的底板10的底面，同时封闭下水道窗口141和窗口151。DC/DC

模块60的发热元器件固定在下盖板40的底面上。

[0047] 下壳体50顶部周边的突缘51与主箱体100底部的接盘18通过螺钉52连接，DC/DC模

块60位于下壳体50与主箱体100封闭的内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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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8] 主箱体100的底板10有一个铜排孔16和一个电缆孔17，DC/DC模块60的电源输入铜

排61从主箱体100的内腔穿过铜排孔16进入下壳体50与DC/DC模块60的电源模组连接。电源

控制信号线缆62从主箱体100的内腔穿过电缆孔17进入下壳体50与DC/DC模块60连接。

[0049] 主箱体100的侧面有一个直流输出接口70，直流输出接口70装有直流输出端子71。

主箱体100的底面有一个直流输出端子的连接孔73，DC/DC模块60的直流输出端63通过连接

孔73与直流输出端子71连接。

[0050]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电机控制器为单电机控制器，可满足IP67以上防护等级，作为

完整的产品应用。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电机控制器集成了DCDC电源，是在单电机控制器的

基础上增加DCDC电源模组、DCDC电源输入铜排模组、DCDC电源控制信号线缆、DC输出端子和

下壳体构成。

[0051]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和2中的主箱体为压铸件，在单电机控制器的形态下，主箱体

底面无功能性要求，压铸毛坯即可满足要求，无需作特殊处理，下水道和回水道不需要开

窗，也不需要配下盖板。电机控制器在集成DCDC电源的形态下，主箱体需机加工主箱体底

面，使其达到粗糙度Ra1.6、平面度0.3；下水道和回水道的下方开窗，并用作为DCDC电源模

组散热器的下盖板封闭，以满足DCDC电源功率器件散热需求。同时加工出若干螺纹孔供下

盖板、DCDC电源模组、DCDC电源输入铜排模组、DC输出端子、下壳体固定使用。主箱体的底板

预留有铜排孔和电缆孔，在压铸毛坯进行机加工时开通。

[0052] 将DCDC电源模组装配到主箱体底面，DCDC电源输入铜排模组，通过铜排孔从电机

控制器中取高压直流电作为DCDC电源的电流输入；DCDC电源控制信号线缆，通过电缆孔从

电机控制器中取DCDC电源控制信号；通过DC输出端子，将DCDC电源转换的低压直流电输出

给汽车蓄电池。下壳体与主箱体配合实现密封，保证了整个电机控制器集成DCDC电源产品

达到IP67以上的防护等级。本实施例的实施例1和2采用兼容的结构。该结构以在开发投入、

模具投入较少的情况下实现两款产品的开发

[0053] 本实用新型实施例1还包含电机控制器功率发热器件、DCDC电源功率发热器件共

用的水道结构。该水道分上下两层，冷却液先流过下层给DCDC功率发热器件散热，再流入上

层给电机控制器功率发热器件散热。

[0054] 该水道结构考虑DCDC电源发热器件损耗较小，记为P1，约300W，电机控制器发热器

件损耗较大，记为P2，约3500W，故水流结构先冷却DCDC发热器件。水冷系统中损耗热量大部

分通过传递给冷却液流出散热系统，通过其他途径传导、辐射出去的热量可以较少，可以忽

略。常用汽车冷却液密度记为ρ，约1049kg/m3，比热容记为c，约3454J/kg·K，汽车冷却系统

常用流量记为q，约8L/min。根据公式

[0055] c＝Q/(m·△T)，

[0056] Q＝P·t，

[0057] m＝ρ·T，

[0058] T＝q·t，

[0059] 得△T＝P/(ρ·q·c)

[0060] 其中

[0061] c为比热容，单位J/kg·K；

[0062] Q为热量，单位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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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3] m为质量，单位kg；

[0064] △T为变化温度，单位K；

[0065] P为发热功率，单位W；

[0066] ρ为密度，单位kg/m3；

[0067] T为体积，单位m3；

[0068] q为流量，单位m3/s；

[0069] t为时间，单位s。

[0070] 当冷却液流过DCDC发热器件，忽略其他传热途径，温度上升△T1＝P1/(ρ·q·c)

＝0.621K；当冷却液流过电机控制器发热器件，忽略其他传热途径，温度上升△T2＝P2/

(ρ·q·c)＝7.245K。

[0071] 即当冷却液流过下层DCDC发热器件，温度上升0.621K，后流入上层，由于冷却液流

入上层前温升较小，对电机控制器发热器件的温度影响较小，考虑冷却液本身的温度波动、

以及温度传感器的测量误差，本实用新型实施例2的电机控制器集成DCDC电源产品中电机

控制器部分散热效果近似等同于单电机控制器的散热效果。反之，若先流入上层电机控制

器部分，当冷却液流入下层DCDC电源部分时，冷却液温度已上升7.245K，这将直接导致DCDC

电源功率器件温度上升7.245K，导致DCDC寿命降低、能力下降。

[0072] 本实用新型以上实施例单电机控制器与电机控制器集成DCDC产品，可作为一个产

品开发，共用模具、共用物料，同时可作为两个独立的产品应用。

[0073] 本实用新型以上实施例单电机控制器升级为电机控制器集成DCDC产品，只需加工

主箱体，增加零部件就可实现。极大程度的减少物料种类、降低库存压力，加大生产运营的

灵活性。

[0074] 本实用新型以上实施例对DCDC电源的兼容结构，不影响单电控控制器形态产品的

成本、功率密度、能力、寿命、可靠性等各项指标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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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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