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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

能部件。其包括主轴箱滑座、主轴箱、主轴总成、

驱动丝杆及电机。主轴箱滑座是呈凹槽状的长方

体，在其凹槽两侧的凸台面上装有三块线轨滑

块，和在主轴箱后面两边分别装有线性导轨，主

轴箱滑座上的线轨滑块与主轴箱上线性导轨相

耦合，使主轴箱上的丝杆螺母座被夹持在凹槽

内,在驱动丝杆带动下，主轴箱可沿其重心方向

做铅锤运动。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的驱动的主

轴箱功能部件由于主轴中心贴近线性导轨面，即

二者距离缩短了，最大限度减少了主轴箱悬伸力

矩和偏载力矩对主轴箱动静态精度和加工精度

的影响。解决了主轴箱故有低头问题和主轴箱高

速运行时振动问题。适用于立卧式数控铣床、钻

床以及龙门式数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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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包括主轴箱滑座(1)主轴箱(2)，其特征在于，所

述主轴箱滑座(1)是呈凹槽状的长方体，其端面呈内凹形，沿垂直方向上往下延伸构成了一

条凹槽(101)，所述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上，连接有一沿铅垂(Z)方向设置的主轴箱(2)，

所述主轴箱(2)内安装有主轴总成(14)；所述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上，相对所述主轴箱

(2)的两个边壁上分别利用第一螺钉(15)固定有一线轨滑块(16) ,所述主轴箱(2)对应所述

线轨滑块(16)的位置处分别利用第二螺钉(17)固定有一沿Z轴方向设置的线性导轨(18)，

所述线性导轨(18)与所述线轨滑块(16)相耦合可使所述主轴箱(2)上的丝杆螺母(11)被夹

持在所述凹槽(101)内，主轴箱嵌在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上并可沿其重心方向做铅锤运

动，所述主轴箱滑座(1)其内凹形缺口相对的另一侧的侧壁上形成有一可分离与外部加工

机床相连接的连接部(3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其特征是：所述凹槽(101)

相对所述主轴箱(2)中心线两侧凸台壁上分别利用第一螺钉(15)固定有一线轨滑块(16)，

所述主轴箱(2)对应所述线轨滑块(16)的位置处分别利用第二螺钉(17)固定有一沿Z轴方

向设置的线性导轨(18)，所述线性导轨(18)与所述线轨滑块(16)相耦合可使所述主轴箱

(2)上的丝杆螺母(11)被夹持在所述凹槽(101)内，主轴箱被嵌在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

并可沿其重心方向做铅锤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其特征是：所述主轴箱滑

座(1)的顶部安装有电机(8)、Z向传动模块(9)和Z向滚珠进给丝杆(13)；所述Z向传动模块

(9)驱动所述Z向滚珠进给丝杆(13)，转动，使丝杆螺母(11)带动所述主轴箱(2)沿铅锤方向

在所述凹槽(101)的两凸台面上作上下进给运动。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其特征是：所述连接部

(30)包括一呈圆台状的、用于与外部连接结构之间呈间隙配合插接的连接块(31)，还包括

多个均匀分布在所述连接块(31)外部的、用于通过紧固件与外部连接结构固定连接的螺钉

(32)。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211331336 U

2



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数控机床、加工中心技术领域，特别是立式数控铣床、立式数控钻

床、及其相应的立式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的主轴功能部件。尤其涉及立式高光机床的主轴

功能部件。

背景技术

[0002] 数控机床是现代制造业必不可少的工艺装备，也是柔性制造系统和无人化工厂的

关键设备。数控机床高速运行时主轴箱的振动和抖动是产品加工质量提升的杀首戟。传统

立式机床，无论是否是数控机床，主轴箱的悬伸力矩和偏载力矩都是客观存在的，主轴箱的

重心与立柱线性导轨距离愈大，悬伸力矩就越大；主轴中心与立柱线性导轨距离愈大，则偏

载力矩也越大。主轴箱越重，悬伸力矩就越大。切削力越大，偏载力矩也就越大。从如下悬伸

力矩计算公式不难看出，悬伸力矩与主轴箱重心至线性导轨面的距离和主轴箱重量都是成

正比的：Mx＝Gx*Lx

[0003] 式中Mx为悬伸力矩，Gx为主轴箱重量，Lx为主轴箱重心至立柱线性导轨面距离,而

偏载力矩是与主轴箱中心至线性导轨面的距离和切削力成正比：设偏载力矩为Mp，  Fz为切

削分力，Lc为主轴中心至线性导轨面的距离，则偏载力矩为：

[0004] Mp＝Fz*Lc

[0005] 悬伸力矩是机床固有的，偏载力矩是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随切削力大变化而变化。

总之切削越大，偏载力矩也就越大；如何减少立式机床的悬伸力矩和偏载力矩这两个问题，

是机床设计的永恒的课题。过大的偏载力矩和悬伸力矩不仅会影响主轴箱运动的平稳性，

而且对主轴轴承的寿命、加工零表面粗糙度的影响也十分明显。特别是对高速、高精机床，

影响更大，偏载力矩对被加工零件表面粗糙度影响具有代表的机床，就是用来加工手机壳

体的钻铣加工中心，该机床就是一种高速、高精加工机床。由于高速、偏载，主轴箱中的主轴

轴承寿命都比较短，一年左右就得更换。目前市场上只有小规格工作台面的钻铣加工中心，

而没有宽工作台面的加工中心，其原因正是受偏载力矩所限，对于用来加工模具的中大型

号的立式机床来说，主轴箱的结构也非常重要传统的立式数控铣床、立式加工中心的主轴

箱，通常都被设计成偏宽形立方体。机床主轴箱的宽度是随工作台的宽度变化而变化。而主

轴箱的重量也会随之变化。以本实用新型中所述的VMC855为例，其传统主轴箱的宽度达

745mm。主轴箱中心距至线性导轨面的距离为628.5mm。而主轴箱总程重为0.5吨。这重达半

吨的主轴箱悬伸700多mm。线性导轨所承受的悬伸力矩高达1860.25Nm。这力矩一直在干扰

主轴箱的动行，迫使主轴箱脱离线性导轨，在运动中一但线性导轨副有所磨损，出现间隙，

主轴箱就会因重力影响，而出现低头现象。过大的间隙又会影响主轴箱运动的平稳性。还会

出现振动现象。机床规格越大，主轴箱的重量和悬伸也越大，机床的精度更难以保持。如果

选用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就能有效的减少悬伸力矩和偏载力矩

对主轴箱运动的影响，解决主轴箱的低头现象。并且还可以提高主轴转速、Z轴的快速进给

速度。使机床成为高速、高精、高光、大切削用量的模具加工机床。我们在样机中进行大量的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211331336 U

3



切削试验，用于加工铸铁导轨面，如加工一导轨长度为600mm，宽度为50mm的两导轨间距

250mm导轨平面，其平面度只有0.002mm,。用来加工模具钢件时，用％％C20的立铣刀，切深

25mm，一刀过，主轴功率只有28.6％。用Φ80的面铣刀，铣削模具钢平面，切深5mm，主轴功率

也未超过30％。用Φ20钨钢刀开304不锈钢的槽槽深25mm，一刀过主轴功率也只有48％。从

上述试切表明安装有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VMC855立式加工中心 

(含立式数控铣床)巅覆了传统立式加工中心的结构。有效解决主轴箱的低头问题所带来

的，主轴箱的运动精度、运动速度、运动的平稳性、切削时的振动等问题、使机床能够发挥最

在大的潜力。配有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的立式加工中心可称之为

粗加、精加、高光一体机；传统立式钻铣加工中心的主轴箱结构如5图所示，其主轴箱是垂直

于立柱，通过安装在主轴箱与立柱间的线性导轨副联接，主轴箱沿安装在立柱上的线性导

轨上作  Z向进给作上运动。主轴箱总程如同一个悬臂体在作铅垂运动，主轴箱因自身重量

会产生一个悬臂(伸)力矩，这个力矩会使主轴箱搭(低)头。主轴箱的重量越大，悬伸的跨度

(主轴箱重心至导轨面距离)越大这个力矩也就越大。这个力矩就是所述的悬伸力矩，通常

称之为巅覆力矩。图6为背景技术中传统立式钻铣加工中心的简易原理示意图。。从附图5中

不难看出，其采用垂直式的立柱(90’)，沿该立柱(90’)垂直方向的外侧壁上设置有平行Z轴

方向(即垂直地面方向)的导轨(18’)，主轴箱(2’)的一端可沿该导轨(18’)方向做上下往返

运动，另一端设置有可沿Z轴方向运动的主轴总成(14’)，实际应用中，正常情况下，主轴箱

(2’)的悬伸方向与立柱(90’)的垂直方向呈现出直角的夹角，此时，主轴总成(14’) 沿垂直

方向的精准度越高，但是，当与该立柱(90’)匹配的工作台的面积、尤其沿X方向的宽度越大

时，主轴箱(2’)悬伸的跨度也势必越大，主轴箱(2’)因自重而产生的悬臂(伸)  力矩也就越

大，因此极易出现主轴箱(2’)呈现一定斜度偏转的现象，致使主轴箱(2)的悬伸方向与立柱

(90’)的垂直方向呈现出锐角的夹角，主轴总成(14’)顺势产生低头的现象，主轴总成(14’)

的中心轴线也顺势产生偏转，致使主轴箱(2’)升降时的平衡受到严重影响，并且高速运行

时势必出现主轴箱(2’)振动和抖动的现象。另外在加工时，因切削力产生的偏截力矩，也会

因主轴总成(14’)与线性导轨(18’)间的加工距离而增加。基于上述原因，国内外至今没有

适用于大规格(工作台宽度)的、且精准度更高的高速立式铣加工中心、只有小规格的高速

钻铣加工中心。

发明内容

[0006] 本实用新型旨在为机床生产厂家提供一种巅覆力矩较小的主轴功能部件，即本实

用新型带Z驱动的主轴功能部件。

[0007] 本实用新型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

能部件，其可分离与外部加工机床的床身固定连接，其包括主轴箱滑座(1)主轴箱(2)，其特

征在于，所述主轴箱滑座(1)是呈凹槽状的长方体，其端面呈内凹形，沿垂直方向上往下延

伸构成了一条凹槽(101)，所述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上，连接有一沿铅垂(Z)方向设置的

主轴箱(2)，所述主轴箱(2)内安装有主轴总成(14)；所述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上，相对

所述主轴箱(2)的两个边壁上分别利用第一螺钉(15)固定有三块线轨滑块(16)。所述主轴

箱(2)对应所述线轨滑块(16)的位置处分别利用第二螺钉(17)固定有一沿Z轴方向设置的

线性导轨(18)，所述线性导轨(18)与所述线轨滑块(16)相耦合可使所述主轴箱  (2)上的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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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螺母(11)被夹持在所述凹槽(101)内，主轴箱嵌在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上并可沿其重

心方向做铅锤运动，所述主轴箱滑座(1)其内凹形缺口相对的另一侧的侧壁上形成有一可

分离与外部加工机床相连接的连接部(30)。

[0008]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凹槽(101)相对所述主轴箱(2)中心的两边的凸台壁上分

别利用第一螺钉(15)固定有一线轨滑块(16)，所述主轴箱(2)对应所述线轨滑块(16) 的位

置处分别利用第二螺钉(17)固定有一沿Z轴方向设置的线性导轨(18)，所述线性导轨  (18)

与所述线轨滑块(16)相耦合可使所述主轴箱(2)被安装夹持在所述凹槽(101)两侧凸台面

上内并可沿其中心方向做铅锤运动。

[0009] 在优选的实施例中，所述主轴箱滑座(1)的顶部安装有电机(8)、Z向传动模块(9) 

和Z向滚珠进给丝杆(13)；所述Z向传动模块(9)驱动所述Z向滚珠进给丝杆(13)转动，并带

动所述主轴箱(2)沿铅锤方向在所述凹槽(101)的两侧凸台面上内做上下进给运动。在优选

的实施例中，所述连接部(30)包括一呈圆台状的、用于与外部连接结构之间呈间隙配合插

接的连接块(31)，还包括多个均匀分布在所述连接块(31)外部的、用于通过紧固件与外部

连接结构固定连接螺钉(32)。

[0010] 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的有益效果在于：主轴箱滑座形状

呈凹槽状的长方体，凹槽的两侧凸台面通过线性导轨可分别连接固定主轴箱，凹槽的两个

侧凸台壁上分别固定有一线轨滑块，主轴箱对应线轨滑块的位置处固定有一可沿Z轴方向

设置的线性导轨，通过线轨滑块与线性导轨的耦合可使主轴箱上的丝杆螺母11被夹持在凹

槽内，并可使主轴箱沿其重心方向做铅锤运动。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

件有别于传统钻立式铣加工中心、立式数控铣床所采用的立柱+悬伸主轴箱的运动结构，使

用本功能部件可最大限度的减少偏载力矩和悬伸力矩对主轴箱运动精度、静态精度和加工

精度的的影响，从而使主轴箱能在少悬伸或零悬伸的情况下，沿铅垂方向高速运行。以解决

主轴箱故有的悬臂力矩所造成的主轴箱的低头问题，长方形的主轴箱被夹持在呈长凹槽的

两侧凸台面的主轴箱箱滑座上沿铅垂方向运行，极大的减少了巅覆力矩对主轴箱的冲击，

解决主轴箱高速运行时的振动现象。有利于提高工件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巅覆力矩

小了，有利于提高主轴的转速和提高Z轴的传动效率。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一实施例中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侧面意图。

[0012] 图2为一实施例中一种带Z轴驱动主轴箱功能的内部结构剖示意图。

[0013] 图3为图2施例中主轴箱滑座的横截面图。

[0014] 图4为图3中主轴箱滑座与主轴箱安装后的横截面图。

[0015] 图5为背景技术中传统立式钻铣加工中心的主轴箱截图。

[0016] 图6为背景技术中传统立式钻铣加工中心的简易原理示意图。

[0017] 图7为一实施例中安装有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的立式加

工中心截图。

[0018] 图8为一实施例中安装有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的主轴箱功能部件的简易

原理示意图。

[0019] 图9为安装有本实用新型可自动更换刀具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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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C855立式钻铣加工中心。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将结合具体实施例及附图对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

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1] 本实用新型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旨在为机床生产厂家，提供一种

悬伸力矩和偏载力矩都较小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模块)。该主轴功能部件

可广泛应用于各种立式数控铣床、立式数控钻床。也可以用于数控龙门铣床。并使之成为相

应的加工中心，如立式加工中心、立式数控铣立式数控钻床等。

[0022] 请参见图1至图4，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其包括主轴箱滑座1和可沿

滑座1的重心方向做铅锤运动的主轴箱2；主轴箱滑座1上形成有一沿其垂直方向从上往下

贯通延伸的凹槽101，滑座1一侧的端面形成有一与凹槽101贯通的内凹形缺口，凹槽101 内

连接有一沿铅锤Z方向设置的主轴箱2，主轴箱2为长方柱型滑枕式，其内安装有主轴总成

14；主轴箱滑座1的且与其内凹型缺口相对的另一侧的侧壁上形成有一可分离与外部加工

中心相连接的连接部30。

[0023] 连接部30包括一呈圆台状的、用于与外部连接结构之间呈间隙配合插接的连接块

31，还包括多个均匀分布在连接块31外部的、用于通过紧固件与外部连接结构固定连接的

螺钉  32凹槽101两侧凸台面相对主轴箱2的两个侧边壁上分别利用第一螺钉15固定有一线

轨滑块16，主轴箱2对应线轨滑块16的位置处分别利用第二螺钉17固定有一沿Z轴方向设置

的线性导轨18，线性导轨18与线轨滑块16相耦合可使主轴箱2被夹持在凹槽101两侧凸台面

上并可沿其重心方向做铅锤运动。

[0024] 滑座1的顶部安装有电机8、Z向传动模块9和Z向滚珠进给丝杆13；Z向传动模块  9

驱动Z向滚珠进给丝杆13转动，并带动主轴箱2沿铅锤方向在凹槽101内做上下进给运动。

[0025] 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的可自动更换刀具的主轴功能部

件，其主要通过将滑座1、主轴箱2、刀库3和Z轴传动模块于一体，使之成为一种悬伸力矩和

换刀时间短、偏载力矩都小、Z速进给速度更快、主轴转速更高的新型功能部件，现以市场上

量大面广的从VMC850立式加工中心为例，如图5所示，分析对比一下本实用新型与传统的 

VMC850立式加工中心(含台湾机)的区别，请同时参见图7至图8，本实用新型的可自动更换

刀具的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其通过连接部30连接在一立柱90的顶端的外侧

壁上。参见图6和图8的偏载力矩对比示意图，其中图6为传统VMC855立式加工中心  (包括国

产机、国产台湾机)的结构示意图，图8为配有本实用新型可自动更换刀具的一种带Z轴驱动

的主轴箱功能部件的新型VMC855立式加工中心。机床在加工时，主轴上的刀具在切除工件

表面的加工余量时所产生的切削力，其Z向分力Fz，是施加在主轴上的切削分力。对立柱导

轨而言，它就是一种偏载力。众所周知，偏载力与偏载距离之积即为偏载力矩。如图6所示：Z

轴线性导轨18’到主轴总成14’中心的距离为628.5mm，这就VMC855立式加工中心的偏载距

离，这个距离比较大。而图8中Z轴线性导轨18到主轴总成14中心的距离非常小，如图所示只

有70mm，两者相差8.98倍之多，也就是说在同等切削条件下，传统  VMC855立式加工中心的

偏载力矩是本实用新型的偏载力矩的8.98倍。偏载力矩(扭矩)计算方法详见如下：

[0026] 1、扭矩计算：Mz＝F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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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6中传统VMC855立式加工中心：Mz＝Fz×628.5

[0028] 图8中配本实用新型部件的立式加工中心：Mz＝Fz×70

[0029] 2、对比结果：在加工力相同的情况下，传统VMC855立式加工中心Z轴导轨承受的扭

矩大约是本实用新型加工中心的.8.98倍，通过上述计算表明本实用新型的主轴箱的偏载

力矩，远小于传统立式钻铣加工中心主轴箱的偏载力矩。偏载力矩是主箱振动之源，加工时

的振动会随着加工速度、加工力的增加而增大。振幅会直接影响到导轨、主轴轴承的使用寿

命，机床刚性和加工性能。为进一步提高主轴箱的刚性，本实用新型的主轴箱结构采用类似

大型龙门机所用的滑枕式高刚性主轴箱结构，其刚性好、可以承受更高转速，加工性能也会

有大幅提高，图9是一立式钻铣加工中心的实施例中，配有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驱动的主

轴箱功能部件是一独立部件的创新后的VMC888立式加工中心，综上，本实用新型一种带Z轴

驱动的主轴箱功能部件，在实验的基础上优化改进和浓缩了主轴箱与立柱的结构，首先是

改取消立柱的导轨，增加一个立柱为主轴箱滑座，加强布筋，将主轴箱滑座的座体设计成为

一个高强度、高刚性、抗弯曲的双层壁的凹槽体，主轴箱在凹槽体内可沿滑座的重心方向做

铅锤运动，其次是改悬臂式的主轴箱为长方柱形滑枕式主轴箱，第三是改导轨副的安装方

式，将导轨安装在主轴箱两侧与主轴箱重心重平行的对称侧面上，而将两三对线轨滑块分

别块镶嵌在凹形滑座体两内侧的凸台的两端面上，线轨滑块尽量贴近从而使主轴箱中的主

轴中心，减少主轴箱悬伸距离。使主轴箱能在零较小的悬臂力矩的情况下，沿铅垂(重心)方

向高速运行。解决了悬臂(伸)主轴箱故有的悬臂力矩所造成的主轴箱的低头现象、同时也

解决了主轴箱的不平衡问题、主轴箱高速运行时的振动现象。而偏截力矩因主轴与导轨距

离缩短而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善。配有本实用新型可自动更换刀具的主轴功能部件的新

型钻铣雕加工中心有别于传统钻铣加工中心所采用的直立柱与悬臂(伸)主轴箱的结构与

安装方式，使用主轴滑座可最大限度的减少偏载力矩和悬伸力矩对主轴箱运动精度、静态

精度和和加工精度的的影响，从而使主轴箱能在零悬臂力矩的情况下，沿铅垂方向高速运

行，解决了主轴箱故有的悬臂力矩所造成的主轴箱的低头问题、主轴箱的平衡问题，很好的

解决了主轴箱高速运行时的振动现象。

[0030] 虽然对本实用新型的描述是结合以上具体实施例进行的，但是，熟悉本技术领域

的人员能够根据上述的内容进行许多替换、修改和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所有这样的

替代、改进和变化都包括在附后的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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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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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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