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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 O S P E E D系列飞机 

铝结构件专用高速加工中心 

为了适应飞机铝结构件更高效 

率、更高表面质量的加工需要，德国 

DST公司与空中客车公司、西门子公 

司及德国阿亨大学等单位合作，开发 

出了新一代的ECOSPEED系列飞机 

结构件专用高速加工中心。北京莱士 

克机械技术有限公司是德国DST公 

司在中国飞机行业销售的独家代理。 

SPRINT Z3型高速万向主轴 

ECOSPEED系列加工中心的主 

要特点是采用了突破性的SPRINT 

Z3型高速万向主轴。该主轴利用3杆 

并联机构，可以同时完成主轴头的直 

线和旋转运动。工作原理为：在主轴 

莱士克机械技术有限公司 

外框体的内壁上有120。均匀分布的 

轴向线性导轨，伺服电动机驱动导轨 

上的滑板前后移动，滑板通过板状连 

杆和万向铰链与主轴部件的壳体相 

连。如果 3块滑板同步运动，则主轴 

部件作Z方向的前后直线移动。如果 

3块滑板不同步运动，就可以通过万 

向铰链使主轴部件沿 A或B坐标在 

±40。范围内任意摆动。由于飞机机 

身结构件一般都是薄壁零件，机床主 

轴z坐标的运动行程控制在670 mm 

以内，以提高主轴的静态和动态刚度。 

传统的A／C、A／B摆角加工主 

轴头有许多弊端，如空间窄小，在很 

小的空间内要布置相应的机械传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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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气、电的供 

应接口；采用摩 

擦离合器等构件 

刚性差 ，易磨 

损，特别是 A／ 

C、A／B摆动的 

加速度很低，完 

全不适应飞机铝 

结构件加工的特 

点 和 要 求 。 

SPRINT Z3主 

轴克服了这些弊 

端，最大的特点是刚性好，功率大 

(80kW)，摆动轴的加速度达到 1g。 

而且，由于SPRINT Z3主轴部件，如 

线性导轨、滑板、滚珠丝杠、万向铰 

链，伺服电机等，全部采用标准元件， 

简易可靠，维修方便。 

SPRINT Z3万向高速主轴的主 

要技术参数： 

(1)连续摆动的A+B轴： 
· 摆动范围 ±40。 

· 定位速度 80。／s 
· 加速度 ≥685。／s 

(2) 电主轴：8OkW，30000 

r／min，46N ·m 

(3)刀柄：HSK A-63／80 

今天，ECOSPEED的系列产品 

ECOSPEED，ECOSPEED F和 

ECOSPEED F HT全部都采用了专 

利设计的SPRINT Z3万向高速主轴。 

立柱移动式高速加工中心 

ECOSPEED 

ECOSPEED立柱移动式高速加 

工中心除了采用SPRINT Z3主轴头 

以外，还一改传统龙门加工中心的水 

平装夹方式，工件垂直装夹在工件台 

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铝屑自动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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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屑装置，这样既解决了排屑、工件 

发热的难题，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 

面粗糙度。另外，各轴(线性轴和回转 

轴)1g的加速度，高达65m／rain的快 

进速度，1．8s的换刀速度(T—T)， 

WERO架式刀库，以及宽广的加工 

范围等，使得无论加工军用飞机部件 

还是民用飞机部件，都显得游刃有 

余。 

主要技术参数： 

(1)各数控轴行程： 
· X轴 3300～15800mm 
· 轴 2500mm 
· Z轴 670mm 

(2)各轴快速移动： 
· A+B 轴集成在主轴头中 

(SPRINT Z3) 

· X轴 65m／rain 
· y轴 50m／rain 

· Z轴 50m／rain 

(3)加速度： 
· A+B 轴集成在主轴头中 

(SPRINT Z3) 
· 各轴均为 9．81m／s 

(4)工作台尺寸： 
· X轴方向 2500～15000mm 
· y轴方向 1500～2500mm 

立柱固定式高速加工中心 

ECOSPEED F 

继立柱移动式高速加工中心 

ECOSPEED的成功推出后，市场上 

又需求一种规格相对较小，但同样高 

性能的用来加工铝结构件的机床。这 

样，ECOSPEED F立柱固定、工作 

台移动式高速加工中心就应运而生 

了。 

ECOSPEED F加工中心继承了 

ECOSPEED型加工中心 SPRINT Z3 

卧式主轴及垂直加工的特点，同时也 

具有同样高的an／减速性能和进给速 

度。与 ECOSPEED的不同之处仅在 

于，立柱为固定式设计，X轴的运动 

通过交换工作台组的移动来实现。工 

作台的交换由 2个可以90。翻转的工 

作台交换站来完成。 

主要技术参数 ： 

(1)各数控轴行程： 
· X轴 3300～5800mm 
· 轴 2500mm 
· Z轴 670mm 

(2)工作台尺寸 ： 
· 轴方向 2500～5000mm 
· y轴方向 1500～2000mm 

(3)快速移动 50m／rain 

(4)加速度 9．8lm／s 

l000mm 

· 工作交换时间 10s 
·

快速移动 50m／rain 
· 加速度 9．81m／s 

(2)ECOSPEED F HT 1250： 

· X轴 600mm 
· y轴 2500mm 
· 工作台尺寸 l250ram × 

1250mm 

(其余参数同ECOSPEED F HT 

1000) 

带快速托盘交换装置的 

高速卧式加工中心 

ECOSPEED F HT 

ECOSPEED F HT是一款带快 

速托盘交换装置的高性能五轴加工中 

心，该机床同样采用了专利设计的 

SPRINT Z3主轴头。该主轴头包含 

在立柱内，可以实现 y、Z、A以及 

B轴的运动 ，X轴的移动通过工作台 

的运动实现。刀库可以为链式或架式 

设计。 

ECOSPEED F HT尤其适用于 

航空航天工业、汽车工业、工模具工 

业以及汽轮机叶片等的加工。 

主要技术参数： 

(1)ECOSPEED F HT 1000： 

· X轴 1200mm 
· 轴 1350mm 
· Z轴 670mm 

370ram(主轴 ±40。时) 
· 工作台尺寸 lO00mm × 

结束语 

今 天 的 制 造 

业，自动化、专业 

化、高效率已经日 

益成为企业参与市 

场竞争至关重要的 

砝码。在企业更多 

强调成本控制、效 

率先行 的背景下 ， 

产品的加工效率无 

疑成为树立品牌核 

心竞争力、发挥专业效能的首选指 

标，同时也是驱动企业前进并发展壮 

大的原动力之一。 

ECOSPEED系列加工中心是当 

今市场上加工飞机铝结构件效率最高 

的机床，它的出现使传统的加工中心 

在该领域的应用黯然失色，随着时间 

的推移，这种效率和技术的差距将会 

越来越大。 

尽管由于机床的结构和成本的原 

因，使得ECOSPEED系列加工中心 

单机的价格高于传统的加工机床，但 

是，从产品成本的角度来看，其无与 

伦比的高效率使得企业在一定生产任 

务下需求的机床数量、人员和生产面 

积大大减少，落实到每个零件上的实 

际生产成本反而比采用传统机床的生 

产成本更低。因此，我们可以理性地 

预见，在未来的几年里，将有越来越 

多的企业采用ECOSPEED系列加工 

中心来加工飞机的结构件。 

(责编 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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