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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电动机(2)和电子控制

单元(3)的电驱动单元(1)，其中所述电动机(2)

具有至少多个第一电接口(4)并且所述电子控制

单元(3)具有多个第二电接口(5)，其中相应地在

第一电接口(4)与第二电接口(5)之间的电连接

(6)被实现为使得第一汇流排(7)与所述第一电

接口(4)连接并且第二汇流排(8)与所述第二电

接口(5)连接；或者被设计为这样的电连接件，其

中所述第一汇流排(7)与所述第二汇流排(8)借

助于柔性导电元件(9)或线缆(9)电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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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具有电动机(2)和电子控制单元(3)的电驱动单元(1)，其中所述电动机(2)具有

至少多个第一电接口(4)并且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具有多个第二电接口(5)，其中相应地

在第一电接口(4)与第二电接口(5)之间的电连接件(6)被实现为使得第一汇流排(7)与所

述第一电接口(4)连接或者被设计为所述第一接口，并且第二汇流排(8)与所述第二电接口

(5)连接或者被设计为所述第二接口，其中所述第一汇流排(7)与所述第二汇流排(8)借助

于柔性导电元件(9)或线缆(9)电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机(2)和所述电子控制

单元(3)被设计为一个结构单元。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是脉

冲逆变器或具有脉冲逆变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排(7)和所述

第二汇流排(8)基本上是刚性地设计的并且所述柔性导电元件(9)或所述线缆(9)是基本上

柔性地设计的。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机(2)和所述电子

控制单元(3)各自具有至少两个、三个或更多个电接口，其中所述电动机(2)的电接口相应

地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的电接口相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设置有壳体，所述壳体容纳

所述第一电接口(4)、所述第二电接口(5)、所述第一和第二汇流排(7，8)、所述柔性导电元

件(9)或所述线缆(9)。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0)至少部分地容纳

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和/或所述电动机(2)。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排(7)和所述

第二汇流排(8)被设计为金属轨、如铜轨，和/或所述柔性导电元件(9)被设计为柔性金属元

件或柔性铜元件，和/或所述线缆(9)被设计为金属线缆或作为铜线缆。

9.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排(7)和所述

第二汇流排(8)与所述柔性导电元件(9)或与所述线缆(9)通过焊接、拧接、夹紧、钎焊或者

粘结而电连接和机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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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驱动单元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具有电动机和电子控制单元的电驱动单元，如尤其是用于机动

车。

背景技术

[0002] 在现有技术中已知一种用于机动车辆的电驱动单元，所述电驱动单元具有作为电

动机的电动驱动装置并且具有电子控制单元。在此，电子控制单元例如被设计为脉冲逆变

器并与电动机电连接。在此，脉冲逆变器的极柱与电动机的极柱或者借助刚性的汇流排直

接连接或者借助于插头和线缆连接。具有汇流排的设计方案虽然是成本有效的解决方案，

但是所述解决方案在热膨胀效应方面和在公差效应方面有缺点，因为汇流排作为实心金属

元件仅仅能稍微地机械弯曲并且由此不能充分适应膨胀效应或者在汇流排上的相应接口

的不利公差位置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对电动机或脉冲逆变器的损坏。虽然具有插头和线

缆的设计方案具有线缆的弹性可以补偿这种效应的优点，但是产生成本缺点。

[0003] DE  199  53  864  A1和DE  10  2010  014  753  A1公开了一种借助于线缆的电连接

件。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电驱动单元，所述电驱动单元能够成本有效地制造并

且实现机械方面的要求。

[0005] 该目的通过下述1所述的特征来实现，下述2-9为本发明的优选技术方案：

[0006] 1.一种具有电动机(2)和电子控制单元(3)的电驱动单元(1)，其中所述电动机(2)

具有至少多个第一电接口(4)并且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具有多个第二电接口(5)，其中相

应地在第一电接口(4)与第二电接口(5)之间的电连接件(6)被实现为使得第一汇流排(7)

与所述第一电接口(4)连接或者被设计为所述第一接口，并且第二汇流排(8)与所述第二电

接口(5)连接或者被设计为所述第二接口，其中所述第一汇流排(7)与所述第二汇流排(8)

借助于柔性导电元件(9)或线缆(9)电连接。

[0007] 2.根据前述1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机(2)和所述电子控制

单元(3)被设计为一个结构单元。

[0008] 3.根据前述1或2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是脉

冲逆变器或具有脉冲逆变器。

[0009] 4.根据前述1、2或3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排(7)和所

述第二汇流排(8)基本上是刚性地设计的并且所述柔性导电元件(9)或所述线缆(9)是基本

上柔性地设计的。

[0010] 5.根据前述1-4之一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电动机(2)和所述电

子控制单元(3)各自具有至少两个、三个或更多个电接口，其中所述电动机(2)的电接口相

应地与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的电接口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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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6.根据前述1-5之一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设置有壳体，所述壳体容

纳所述第一电接口(4)、所述第二电接口(5)、所述第一和第二汇流排(7，8)、所述柔性导电

元件(9)或所述线缆(9)。

[0012] 7.根据前述1-6之一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壳体(10)至少部分

地容纳所述电子控制单元(3)和/或所述电动机(2)。

[0013] 8.根据前述1-7之一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排(7)和所

述第二汇流排(8)被设计为金属轨、如铜轨，和/或所述柔性导电元件(9)被设计为柔性金属

元件或柔性铜元件，和/或所述线缆(9)被设计为金属线缆或作为铜线缆。

[0014] 9.根据前述1-8之一所述的电驱动单元(1)，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汇流排(7)和所

述第二汇流排(8)与所述柔性导电元件(9)或与所述线缆(9)通过焊接、拧接、夹紧、钎焊或

者粘结而电连接和机械连接。

[0015] 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涉及一种具有电动机和电子控制单元的电驱动单元，其中所

述电动机具有至少多个第一电接口并且所述电子控制单元具有多个第二电接口，其中相应

地在第一电接口与第二电接口之间的电连接件被实现为使得第一汇流排与所述第一电接

口连接或者被设计为所述第一电接口，并且第二汇流排与所述第二电接口连接或者被设计

为所述第二电连接件，其中所述第一汇流排与所述第二汇流排借助于柔性导电元件或线缆

电连接。由此，实现了有利的解决方案以及允许(例如在热膨胀情况下)限定的可运动性的

解决方案。

[0016] 特别有利的是，电动机和电子控制单元被设计为一个结构单元。由此能够实现简

单的装配,其中尤其在存在一个结构单元时，所述结构单元的元件的柔性连接是有利的。

[0017] 在另一实施例中有利的是，电子控制单元是脉冲逆变器或者具有脉冲逆变器。在

此，脉冲逆变器用于将输入直流电压转换成具有可变的幅值、相和频率的三相输出电压。因

此，脉冲逆变器极其适用于馈送三相电机，如异步电机、同步电机等。由此可以有利地以输

入侧的直流电压来驱动作为电动机的、由交流电或三相电驱动的电机。

[0018] 还有利的是：第一汇流排和第二汇流排是基本上刚性地设计的并且柔性导电元件

或者线缆是基本上柔性地设计的。在此，基本上刚性地设计是通过将相应的汇流排设计为

实心构件来实现的。

[0019] 还有利的是：电动机和电子控制单元各自具有至少两个、三个或更多个电接口，其

中电动机的电接口相应地与电子控制单元的电接口相连接。由此，电动机可以被设计为交

流电机。

[0020] 特别有利的是：设置有壳体，所述壳体容纳第一电接口、第二电接口、第一和第二

汇流排、柔性导电元件或线缆。由此能够保护驱动单元和人员免受传导高压的部件的影响。

[0021] 此外还有利的是：所述壳体至少部分地容纳电子控制单元和/或电动机。由此可以

形成简单的集成。

[0022] 特别有利的是：所述第一汇流排和所述第二汇流排被设计为金属轨、如铜轨，和/

或所述柔性导电元件被设计为柔性金属元件或柔性铜元件，和/或所述线缆被设计为金属

线缆或作为铜线缆。由此在必要的柔性方面实现简单的构型。

[0023] 同样有利的是：第一汇流排和第二汇流排与柔性导电元件或与线缆通过焊接、拧

接、夹紧、钎焊或者粘结而电连接和机械连接。由此能够实现永久的、稳定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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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4] 下面借助实施例参照附图详细地阐述本发明。在附图中：

[0025] 图1示出了电驱动单元的示意性图示，并且

[0026] 图2示出了电驱动单元的另一个示意性部分图示。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图1示出了电驱动单元1的示意性图示。

[0028] 电驱动单元1具有电动机2和电子控制单元3，所述电子控制单元例如被设计为脉

冲逆变器或者具有这样的脉冲逆变器。

[0029] 电动机2具有多个第一电接口4并且电子控制单元3具有多个第二电接口5，其中相

应地在第一电接口4与第二电接口5之间存在电连接件6。

[0030] 在此，第一电接口4被设计成使其具有第一汇流排7、或与第一汇流排相连接、或被

设计为第一汇流排7，并且第二电接口5被设计成使其具有第二汇流排8、与第二汇流排8相

连接、或被设计为这样的第二汇流排，其中第一汇流排7与第二汇流排8借助于柔性导电元

件9或者线缆9电连接。

[0031] 对应地，相应的接口4、5作为实心导电元件被设计为汇流排7、8或者与其相连接，

并且在汇流排7、8之间形成柔性导电连接件，所述柔性导电连接件能够接收例如由于热膨

胀而产生的公差和运动。

[0032] 根据本发明的构思，第一汇流排7和第二汇流排8是基本上刚性地设计的、例如为

金属轨，其中布置在它们之间并将它们电连接的柔性导电元件或者线缆是基本上柔性地设

计的。

[0033] 如在图1中可看到的：电动机2和电子控制单元3被设计为一个结构单元，使得它们

彼此机械连接并且能够共同构造。

[0034] 图1还示出了：电动机2和电子控制单元3各自具有至少两个、三个或更多个电接

口，其中电动机2的电接口4相应地与电子控制单元3的电接口5相连接。在所示的实施例中，

各自示出三个第一接口4和第二接口5。

[0035] 还可看到的是：设置有壳体10，所述壳体容纳第一电接口4、第二电接口5、第一汇

流排7和第二汇流排8以及柔性导电元件9或线缆9。在此，壳体10至少部分地容纳电子控制

单元3和/或电动机2并且保护典型地被设计为高电压连接件的电连接件。

[0036] 根据本发明的构思，特别有利的是：第一汇流排7和第二汇流排8被设计为金属轨、

如尤其为铜轨，和/或柔性导电元件9被设计为柔性金属元件或柔性铜元件，和/或线缆9被

设计为金属线缆或作为铜线缆。在此特别有利的是：第一汇流排7和第二汇流排8与柔性导

电元件9或与线缆9通过焊接、拧接、夹紧、钎焊或者粘结而电连接和机械连接。

[0037] 图2还再次以示意性图示示出了：电动机2具有多个第一电接口4并且电子控制单

元3具有多个第二电接口5，其中相应地在第一电接口4与第二电接口5之间存在电连接件6。

[0038] 在此，第一电接口4被设计成使其具有第一汇流排7、或与第一汇流排相连接、或被

设计为第一汇流排7，并且第二电接口5被设计成使其与第二汇流排8相连接、或被设计为这

样的第二汇流排，其中第一汇流排7与第二汇流排8借助于柔性导电元件9或者线缆9电连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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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在此，汇流排7、8被设计为短的汇流排，相应地，所述汇流排不允许在接口4、5之间

的完全电连接，从而在汇流排7、8之间相应地提供柔性电连接件6，该柔性电连接件还相应

地跨接过汇流排7、8之间的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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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1 页

7

CN 109660077 A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ES00006

	DRA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