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108591258 B
(45)授权公告日 2019.11.26
(21)申请号 201810440957 .6
(22)申请日 2018 .05 .10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8591258 A
(43)申请公布日 2018 .09 .28
(73)专利权人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
光学技术研究所
地址 210042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板仓街
188号

(56)对比文件
CN
CN
CN
CN
CN
US

107813963 A ,2018 .03 .20 ,全文 .
101251149 A ,2008 .08 .27 ,全文 .
106931035 A ,2017 .07 .07 ,全文 .
100452633 C ,2009 .01 .14 ,全文 .
103777645 A ,2014 .05 .07 ,全文 .
9624974 B2 ,2017 .04 .18 ,全文 .

审查员 朱艳香

(72)发明人 任长志 乐中宇 叶宇 徐进
张夏杰
(74)专利代理机构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 32230
代理人 栗仲平

CN 108591258 B

(51)Int .Cl .
F16C 32/04(2006 .01)
(54)发明名称
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57)摘要
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包括
俯仰轴、方位轴、叉臂、
中间块及底座，
方位轴和
高度轴在空间上正交，
通过方位轴与高度轴的联
动被控对象的运动，
特征是俯仰轴与方位轴分别
设有约束该旋转轴轴向运动的主动式偏置磁悬
浮轴承和约束该旋转轴径向运动的主动式偏置
磁悬浮轴承，
且设有相应的保护轴承和位置反馈
系统，
位置反馈系统的信号输入控制系统，
控制
系统分别控制驱动俯仰轴与方位轴的永磁同步
力矩电机，
还控制俯仰轴与方位轴的制动装置。
本发明易于加工装配，
维护成本低，
无摩擦，
低功
耗，
传动效率高，
超低速运转时无爬行。
可广泛应
用于天文观测仪器、航空航天测控平台等高精
度、
高刚度旋转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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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包括有俯仰轴、方位轴、叉臂、
中间块及
底座，
方位轴和高度轴在空间上正交，
通过方位轴与高度轴的联动，
实现被控对象的运动，
其特征在于：
所述的俯仰轴与方位轴分别设有约束旋转轴轴向运动的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
承和约束该旋转轴径向运动的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
且设有相应的保护轴承和位置反馈
系统，
该位置反馈系统的信号输入控制系统，
该控制系统分别控制驱动俯仰轴与方位轴的
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该控制系统还控制俯仰轴与方位轴的制动装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位
轴由方位轴基座、
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方位轴电磁制动器、
方位轴轴向主动式偏置磁
悬浮轴承、方位轴径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方位轴径向保护轴承、方位轴轴向保护轴
承、
方位旋转轴、
方位轴位置传感器、
方位传感器密封罩、
方位轴电机密封罩组成；
所述高度
轴由左右两个耳轴成对对称组成，
其中，
左右两个耳轴的结构相同，
高度轴的每个耳轴由高
度轴基座、
高度轴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
高度轴轴向保护轴承、
高度旋转轴、
高度轴
盘式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高度轴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检测传感器、
高度轴电磁制动
器、
高度轴径向保护轴承组成。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其特征在于，
本地平式
机架中还包括有传感器检测系统，
该系统包括轴向位移传感器和径向位移传感器；
所述径
向位移传感器位于盘式永磁力矩电机的右侧并安装在定子外壳端盖上的支架上，
所述轴向
位移传感器安装在磁悬浮轴承端盖的轴向支架上；
所述轴向位移传感器检测锥形主动式偏
置磁悬浮轴承轴向的位移，
径向位移传感器检测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径向的位移；
根据检测的偏差，
实时控制高度轴锥形主动式磁悬浮轴承，
确保高度轴回转中心在规定的
精度空间之内。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度
轴还设有保护轴承；
其中径向保护轴承采用滚动轴承、
球轴承或滚子轴承；
所述保护滚动轴
承的滚珠或滚轮与高度轴旋转轴上的一个唯一的圆柱形表面保持相同的间距，
且小于锥形
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的气隙径向分量。
5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方位
轴将承载平面，
制动平面，
圆光栅安装槽、
保护轴承支撑面、磁悬浮轴承转子有效的集成设
计在一个部件上；
其中轴向偏置磁悬浮轴承单元、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单元共用同一个
转子平面，
且该转子平面同时作为制动装置的制动平面。
6 .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其特征在于，
所述径向
偏置磁悬浮轴承单元、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单元共用同一个转子圆柱体，
且该转子圆柱
体同时作为径向保护轴承的支撑圆柱面。
7 .根据权利要求1-6之一所述的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其特征在于，
所
述高度轴盘式永磁力矩电机采用对称的双冗余结构，
正常工作时，
两个盘式永磁力矩电机
同时工作，
当某一个出现故障时，
系统切除发生故障的电机，
启用单余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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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磁悬浮直驱跟踪装置，
具体涉及一种用于大
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可用于大型天文仪器、
雷达、
航天器测控仿真平台等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大型天文仪器大都采用地平式结构，
包含俯仰轴和方位轴，
其跟踪装置需要
在承载数十乃至上千吨回转部件的重量下仍具有极高的运动精度和良好的稳定性，
以确保
精密仪器设备能够平稳、精确、超低速运行。
目前，
轴系一般采用液压静压轴承和机械轴承
支承，
液压静压轴承在结构设计上非常复杂，加工制造精度要求非常高，
对于大型仪器设
备，
如12米天文望远镜方位轴所需的静压轴承直径可达20米，
这无疑是一个极为严峻的挑
战。另外，
液压油性能受温度影响较大，
须严格控制油温和环境温度，
且需要可靠的供油系
统和独立的供电系统，
此外，
还存在振动噪声大、
占 用空间大，维护费用高，
运输难度大等
缺点。机械轴承支承的旋转轴，
存在机械摩擦力矩大，
非线性严重，
功耗大，
低速爬行，
导致
控制系统复杂、
控制精度低等缺点，
对于超低速精密跟踪的精密仪器设备而言问题更明显。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出一种相对于现有技术状况而言应用范围广泛的一种用于大
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本发明能够满足以下技术要求：
易于加工装配，
维护成本
低，
无摩擦，
低功耗，
传动效率高，
超低速运转时无爬行现象。该装置实现了支撑与驱动的集
成化设计，
简化了结构，
机械装配要求低，
可靠性高，
免维护，
运行过程中无摩擦，
精度高，
低
功耗，
加速性能优异，
无振荡等优点。该技术在天文仪器设备、
雷达、
航天器测控仿真平台等
各种精密装备对可靠性、
精度、
承载等要求极高的应用场合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0004] 完成上述发明任务的技术方案是：
一种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包
括有俯仰轴（俯仰旋转轴）、
方位轴（方位旋转轴）、
叉臂、
中间块及底座。方位轴和高度轴在
空间上正交，
该装置通过方位轴与高度轴的联动，
实现被控对象的运动。其特征在于：
所述
的俯仰轴与方位轴分别设有约束该旋转轴轴向运动的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和约束该旋
转轴径向运动的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
且设有相应的保护轴承和位置反馈系统，
该位置
反馈系统的信号输入控制系统，
该控制系统分别控制驱动俯仰轴与方位轴的永磁同步力矩
电机，
该控制系统还控制俯仰轴与方位轴的制动装置。
[0005] 工作前，
先进行方位轴和高度轴各自支撑的磁悬浮轴承初始化，
分别根据各自的
轴向、
径向传感器标定的位置，
初始化控制电流或电压，
控制各个旋转轴的位置。工作时，
各
个旋转轴需要独立或者联动时，
由控制系统发出相应的系统指令。
[0006] 所述方位轴由方位轴基座、
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方位轴电磁制动器、
方位轴
轴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
方位轴径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
方位轴径向保护轴承、
方
位轴轴向保护轴承、方位旋转轴、方位轴位置传感器、方位传感器密封罩、方位轴电机密封
罩组成；
所述高度轴由左右两个耳轴成对对称组成，
其中，
左右两个耳轴的结构相同，
高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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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的每个耳轴由高度轴基座、
高度轴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
高度轴轴向保护轴承、
高
度旋转轴、
高度轴盘式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高度轴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检测传感器、
高度轴电磁制动器、
高度轴径向保护轴承组成。
[0007] 方位轴和旋转轴的驱动部分通过电动直接驱动来实现，
尤其通过永磁同步力矩电
机实现。其中，
所述永磁同步力矩电机为三相永磁力矩电机，
根据方位轴和高度轴各自结构
的特点，
方位轴的驱动电机采用径向磁场结构，
高度轴的驱动电机采用轴向磁场的盘式结
构，
两种不同结构的永磁力矩电机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想，
针对大直径永磁同步力矩电
机，
采用拼接式、
单元式结构设计。
即电机均被设计成2L（L=1，
2，
3，
4……）个最小单元电机。
2L个最小单元可以灵活自由组合成P个功率更大的单元电机，
根据型号大小， P=1，
2，
3，
4，
……。
各个独立的单元电机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电机运行，
也可以协同同步运行。
[0008] 所述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和高度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其定子均采用单元式
拼接结构设计，
每个独立完整的定子单元由若干个最小定子绕组单元组合组成；
可以有2O
（O=1，
2，
3，
4 , ……）个独立的定子单元均布在同一圆周上，
各个独立的定子单元可以单独
作为一个电机运行，
也可以协同或冗余的运行。更具体地，
单元式拼接式结构设计是指每个
独立绕组都由最小定子绕组单元通过定位结构装配为一个完整的定子单元，
矽钢片与线圈
之间通过绝缘隔离罩绝缘。
[0009] 根据方位轴和高度轴各自结构的特点，
方位轴的驱动电机的永磁体采用径向充磁
方式，
而高度轴的驱动电机采用轴向充磁方式，
两种不同充磁方式电机的永磁体采用均采
用了模块化设计思想，
即所述的电机转子由n个N极和n个S极（n=1 ,2 ,3 ,…）交替均布的粘结
在转子轴上，
每个磁极由M（M=1，
2，
3，
…）个等长同极性的永磁体组成；
该M个等长的同极性
的永磁由自动涂胶装配机构沿圆周方向按N、
S极交替进行的方式均匀的粘结在电机转子轴
上；
每个磁极的永磁铁外面设计有不锈钢保护罩，
防止永磁体的脱落。
[0010] 所述的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和高度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均设计有冷却系统，
电机定子外壳上设有冷却介质循环通道，
两侧设有密封槽，
密封槽里面镶入O型橡胶密封
圈，
外侧配合有冷却外壳，
通过螺栓与电机定子外壳和设备基座进行连接固定；
冷却外壳上
加工有两个冷却接头螺纹孔，
入口冷却接头与出口冷却接头分别与冷却接头螺纹孔连接，
冷却时，
冷却介质输入管与入口冷却接头相连，
输出管则与出口冷却接头相连。
[0011] 为了约束方位轴径向自由度且能够在磁悬浮轴承失效时保护整个机架，
需设置有
径向磁悬浮轴承和径向保护轴承，
其中，
径向保护轴承优选滚动轴承，
球轴承或滚子轴承均
可作为保护轴承。在所有情况中，
为了实现方位轴的无摩擦悬浮，
保护滚动轴承的滚珠或滚
轮与方位旋转轴上的一个圆柱形表面保持相同的间距，
且小于径向磁悬浮轴承的气隙，
把
方位旋转轴限制在有效的运动空间之内。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为非机械接触轴承。可以
是永磁偏置的、
电磁控制的主动式磁悬浮轴承或二者相结合的混合轴承，
根据优化设计方
案，
径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采用单元化设计，
成对均布于中央圆柱体的圆周上，
其对数
可选择2、
3、
4、
……，
典型结构为2。为了有效精确控制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来保证方位旋
转轴的回转精度，
2对均布的径向轴承位置传感器实时测量方位旋转轴旋转中心的位置，
根
据检测的偏差，
实时控制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
确保方位旋转轴旋转中心在规定的精度
空间之内。
[0012] 同样，
为了约束方位轴轴向自由度且能够在磁悬浮轴承失效时保护整个机架，
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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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轴向磁悬浮轴承和轴向保护轴承，
为了实现方位轴的无摩擦悬浮，
轴向保护轴承运行
时不与方位旋转轴接触，
只有在轴向磁悬浮轴承失效，
或者遭受大载荷冲击时，
轴向保护轴
承发生作用，
保护轴向磁悬浮轴承以及装置其他部件不受破坏。轴向保护轴承优选滚动轴
承，
球轴承或者滚子轴承均可作为轴向保护轴承。在所有情况中，
为了实现方位轴的无摩擦
悬浮，
轴向保护轴承的滚珠或滚轮与方位旋转轴上唯一的轴向支撑面保持相同的间距，
该
距离小于轴向磁悬浮轴承的气隙，
从而把方位轴的轴向运动限制在有效的运动空间之内。
根据同样的优选原则，
轴向磁悬浮轴承为非机械接触轴承。可以是永磁偏置的、
电磁控制的
主动式磁悬浮轴承或二者相结合的混合轴承，
根据优化设计方案，
轴向偏置磁悬浮轴承采
用单元化设计，
成对均布于中央圆柱体的圆周上，
其对数为R（R=1、2、3、
4、……），
典型结构
为2。
同样，
轴向主动可控磁悬浮轴承也采用单元化设计，
成对均布于方位轴的圆周上，
与偏
置磁悬浮轴承位置正交的均布在同一圆周上，
其对数为T（T=1、
2、
3、
4、
……），
典型结构为2。
2对均布的轴向磁轴承位置传感器实时测量方位旋转轴的位置偏差，
实时控制轴向主动可
控磁悬浮轴承，
确保旋方位轴轴向位置，
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优先选择高精
度的电容式传感器。
[0013] 为了实现高度轴中心旋转，
设计有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为了实现对中间
块4的旋转支撑，
高度轴（3，
5）需要成对使用。所述的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也需成对
使用，
为非机械接触轴承，
可以是永磁偏置的、
电磁控制的主动式磁悬浮轴承或二者相结合
的混合轴承，
根据设计方案，
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采用单元化设计，
被设计成2U（U=
1，
2，
3，
4，
……）个最小单元，
2U个最小单元可以灵活自由组合成W个单元，
成对均布于中央
圆柱体的圆周上，
优选结构W=1，
2，
3，
4，
……。
[0014] 所述的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的锥形角α类似于角接触轴承的接触角，
其大
小可根据轴向和径向承载能力的进行设计，
需成对使用。
[0015] 为了对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进行有效控制，
它还包括传感器检测系统，
该
系统包括轴向位移传感器和径向位移传感器。径向位移传感器位于盘式永磁力矩电机的右
侧并安装在定子外壳端盖上的支架上，
轴向位移传感器安装在磁悬浮轴承端盖的轴向支架
上。轴向位移传感器检测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轴向的位移，
径向位移传感器检测锥
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径向的位移。根据检测的偏差，
实时控制高度轴锥形主动式磁悬
浮轴承，
确保高度轴回转中心在规定的精度空间之内。
[0016] 高度轴旋转时，
为了保护整个装置受到较大的外载荷冲击或者锥形主动式偏置磁
悬浮轴承失效时不受破坏，
还设计有保护轴承。其中径向保护轴承尤其是滚动轴承。球轴承
以及滚子轴承均可作为滚动保护轴承。在所有情况中，
为了实现旋转轴的无摩擦悬浮，
保护
滚动轴承的滚珠或滚轮与高度轴旋转轴上的一个唯一的圆柱形表面保持相同的间距，
且小
于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的气隙径向分量。
[0017] 为了实现地平式机架的紧急制动，
方位轴和高度轴上均需设置有制动装置，
所述
的制动装置优选电磁制动器，
液压制动器气动制动器均可实现旋转轴的制动。根据优化设
计方案，
优选电磁制动器，
Z（Z=1、2、3、
4、……）个电磁制动器对称均布安装在基座圆周上，
每个制动器的制动平面与旋转轴上唯一制动平面保持相同的间距，
失电时，
每个制动器的
制动平面与旋转轴上唯一制动平面接触实现地平式跟踪机架的制动。
[0018] 根据集成化优化设计，
所设计的方位旋转轴将承载平面，制动平面，
圆光栅安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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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
保护轴承支撑面、磁悬浮轴承转子等有效的集成设计在一个部件上；
更有效的形式，
轴
向偏置磁悬浮轴承单元、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单元共用同一个转子平面（导磁结构），
且
该转子平面同时作为制动装置的制动平面。进一步，
径向偏置磁悬浮轴承单元、
径向主动式
磁悬浮轴承单元共用同一个转子圆柱体（导磁结构），
且该转子圆柱体同时可以作为径向保
护轴承的支撑圆柱面。
[0019] 为了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高度轴所设计的盘式永磁力矩电机采用对称的双冗余结
构，
既实现了轴向作用力的对称性，
又可以通过双冗余控制系统实现某套控制系统出现故
障时，
另一套系统仍能够正常工作。正常工作时，
两余度同时工作，
当某一余度出现故障时，
系统切除发生故障的余度，
启用单余度方式。
[0020] 本发明的优点在于，
集成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技术和直接驱动技术，
消除了机
械轴承的摩擦，
本发明的装置易于加工、装配，
运输，
维护成本低，
具有定位精度高，
承载能
力强，
功耗低，
超低速运转时无爬行。
附图说明
[0021] 图1-1、
图1-2为地平式机架整体结构原理图；
[0022] 图2-1、
图2-2、
图2-3、
图2-4为高度轴原理图；
[0023] 图3为高度轴电磁制动器剖面图；
[0024] 图4为高度轴锥形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剖面图；
[0025] 图5为高度轴盘式永磁力矩电机剖面图；
[0026] 图6为高度轴轴向保护轴承剖面图；
[0027] 图7为高度轴反馈系统结构图；
[0028] 图8为方位轴径向保护轴承结构图；
[0029] 图9-1、
图9-2为方位轴原理图；
[0030] 图10为方位轴轴向保护轴承及径向被动式磁悬浮轴承原理图；
[0031] 图11为方位轴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结构原理图；
[0032] 图12为方位轴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结构原理图；
[0033] 图13为方位轴轴向被动磁悬浮轴承结构原理图；
[0034] 图14-1、
图4-2、
图4-3为方位轴永磁力矩电机结构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实施例1，
用于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地平式机架，
如图1-图9-1、
图9-2所示，
本发明
的用于大型精密仪器的地平式机架主要由方位轴1、
叉臂2，
6、
高度轴3，
5、
中间块4组成。方
位轴1主要由方位轴基座1-1、
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1-6、
方位轴电磁制动器1-3、
方位轴
轴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1-2，
1-4、
方位轴径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1-7，
1-8、
方位轴
径向保护轴承1-9、
方位轴轴向保护轴承1-12、
方位旋转轴1-5、
方位轴位置传感器1-10、
方
位传感器密封罩1-11、
方位轴电机密封罩1-13组成；
高度轴3，
5成对组合使用，
结构相同，
以
高度轴3为例，
主要由高度轴基座3-1、
高度轴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3-2、
高度轴轴向
保护轴承3-3、
高度旋转轴3-4、
高度轴盘式永磁同步力矩电机3-6、
高度轴锥形主动式偏置
磁悬浮轴承检测传感器3-6，
3-7、
高度轴电磁制动器3-8、
高度轴径向保护轴承3-9，
3-10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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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该装置水平放置，
负载安装在中间块4上，
工作前，
先进行方位轴1和高度轴3，
5各自支撑
的磁悬浮轴承初始化，
分别根据各自的轴向、
径向传感器标定的位置，
初始化控制电流或电
压，
控制各个旋转轴的位置。工作时，
各个旋转轴需要独立或者联动时，
由控制系统发出相
应的系统指令。
[0036] 根据方位轴1和高度轴3，
5各自结构的特点，
所述永磁同步力矩电机均为三相永磁
力矩电机，
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1-6采用径向磁场结构，
高度轴盘式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3-6采用轴向磁场结构，
两种不同结构的永磁力矩电机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想，
尤其针对
大直径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采用拼接式、
单元式结构设计。即电机均被设计成2L（L=1，
2，
3，
4……）个最小单元电机。2L个最小单元可以灵活自由组合成P个功率更大的单元电机，
根据
型号大小，P=1，
2，
3，
4，
……，
本实施实例中，
P=4。各个独立的单元电机可以单独作为一个
电机运行，
也可以协同同步运行。
[0037] 根据方位轴1和高度轴3，
5各自结构的特点，
所述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1-6和
高度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3-6，
其定子均采用单元式拼接结构设计，
每个独立完整的定子单
元由若干个最小定子绕组单元组合组成；
可以有O（O=1，
2，
3，
4 , ……）个独立的定子单元均
布在同一圆周上，
本实施实例中，
O=4。各个独立的定子单元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电机运行，
也
可以协同或冗余的运行。更具体地，
单元式拼接式结构设计是指每个独立绕组都由最小定
子绕组单元通过定位结构装配为一个完整的定子单元，
矽钢片与线圈之间通过绝缘隔离罩
绝缘。
[0038] 具体的讲，
所述的高度轴3，
5拼接式单元式结构设计具体是指每个独立绕组都由
最小定子绕组单元通过定位结构，
更具体的讲，
最小定子单元（电机）主要由定子外壳3501、
定子铁芯固定板3-502、
定子铁芯3-503、
固定螺栓3-504、
定子绕组3-505、环氧树脂3506、
磁气隙3-507、永磁体保护罩3-508、
转子导磁环（板）3-509、永磁体3-510、
紧定螺钉3511组成。256块永磁体3-510通过环氧树脂均布粘贴在转子导磁环（板）3-509上，
为了防止
永磁体3-510脱落，
在永磁体3-510外表面安装了不锈钢保护罩3-508，
该保护罩通过连接部
件紧固到转子导磁环（板）3-509上，
电机转子通过连接件3-511刚性连接到旋转轴3-4上。最
小定子单元（电机）的定子铁芯3-503设计有凸凹槽结构，
根据具体型号的设计要求，
若干个
最小单元通过凸凹槽定位结构装配为一个完整的定子单元（电机）3-5，
5-5；
每个绕组单元
的定子铁芯由矽钢片通过级进模冲压而成，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实例，
但不限于此，
每个绕组
定子铁芯单元3-503由1000片0 .3mm矽钢片通过级进模冲压而成，
定子铁芯3-503与定子绕
组3-505之间通过绝缘隔离罩绝缘。每个内部单元的齿槽采用了用于减小齿槽效应结构；
而
每个完整定子单元最外侧的绕组单元，
则采用了减少端面效应的设计，
具体是指在定子单
元的最外层的两个定子绕组的矽钢片上设计了有利于的磁力线回路结构，
如图14所示。
[0039] 所述的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1-6为三相永磁同步力矩电机，
径向磁场，
采用单
元式、
拼接式设计结构，
主要由定子外壳1-601、
O形密封圈1-602、
冷却介质输入接口1-606、
冷却介质输出接口1-603、
冷却密封外壳1-604、
冷却介质流动通道1-605、
电机密封盖板1616、
寻相传感器1-6171~1-619、
转子安装圆柱体1-5061、
转子导磁环1-612、永磁体1-613、
永磁体保护罩1-614、
磁气隙1-615、环氧树脂1-611、
定子绕组1-609、
定子铁芯1-608、
定子
固定键1-610组成。本装置有4个定子单元1-6，
共用一个转子，
可以独立或者协同的驱动方
位旋转轴1-5旋转。每个独立绕组都由最小定子绕组单元通过定位凸台和凹槽定位装配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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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定子单元；
作为本专利的一个实例，
但不限于此，
每个绕组定子铁芯单元1-608
由1000片0 .3mm矽钢片通过级进模冲压而成，
矽钢片与线圈直接通过绝缘隔离罩绝缘。
[0040] 所述的永磁同步力矩电机6，
通过寻相传感器617-619实现电机的寻相，
确定相位，
所述的寻相传感器为HALL传感器。
[0041] 根据方位轴1和高度轴3，
5各自结构的特点，
所述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1-6转
子的永磁体采用径向充磁方式，
高度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3-6转子的永磁体采用轴向充磁
方式。两种不同充磁方式电机的永磁体采用均采用了模块化设计思想，
具体的讲，
所述的电
机转子由n个N极和n个S极（n=1，
2，
3，
…）交替均布的分组在转子轴上，
每个磁极由M（M=1，
2，
3，
…）个等长同极性的永磁体组成；
该M个等长的同极性的永磁由自动涂胶装配机构沿圆周
方向按N、S极交替进行的方式均匀的粘结在电机转子轴上；
每个磁极的永磁铁外面设计有
不锈钢保护罩1-614，
防止永磁体1-613的脱落。
[0042] 作为实例一个具体实现，
高度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3-5或5-5转子由128个N极和
128个S极交替均布的分布在转子轴上；
每个磁极的永磁体3-510采用单元式结构；
整个转子
由16个转子单元组成，
每个转子单元交替均布了8个N极和8个S极永磁体3-510，
每个磁极由
6个等长同极性的永磁体3-510组成；
该6个等长同极性的永磁按N、
S极交替进行的方式均匀
粘结在转子导磁环（板）3-509上；
永磁体3-510外面安装有不锈钢保护罩3-508，
通过螺钉3511固定在转子导磁环（板）3-509上。
[0043] 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1-6转子由512个N极和512个S极永磁体1-613交替均布
的粘结在转子轴1-612上；
整个转子由64个转子单元组成，
每个转子单元交替均布了8个N极
永磁体磁极和8个S极永磁体磁极，
每个永磁体1-613由6个等长同极性的永磁体组成；
该6个
等长同极性的永磁体由自动涂胶装配机构按N、
S极交替进行的方式均布的粘结在电机转子
轴1-612上；
为防止永磁体的脱落造成的破坏，
永磁体磁极1-613外面安装了不锈钢保护罩
1-614，
并通过螺钉固定在电机转子轴1-612上。
[0044] 所设计的方位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1-6和高度轴永磁同步力矩电机3-5或5-5设计
有冷却系统，
电机定子外壳上设有冷却介质循环通道，
两侧设有密封槽，
密封槽里面镶入O
型橡胶密封圈，
外侧配合有冷却外壳，
通过螺栓与电机定子外壳和设备基座进行连接固定；
冷却外壳上加工有两个冷却接头螺纹孔，
入口冷却接头与出口冷却接头分别与冷却接头螺
纹孔连接，
冷却时，
冷却介质输入管与入口冷却接头相连，
输出管则与出口冷却接头相连。
具体实施方式以方位轴1为例进行说明，
所述的冷却系统由O行密封橡胶圈1-602，
冷却介质
输入接口1-606，
冷却介质输出接口1-603，
冷却外壳1-604、
冷却介质、
冷却介质循环通道1605组成：
其中，
电机定子外壳1-601上设有冷却介质循环通道1-605，
两侧设有密封槽，
密封
槽里面镶入O型橡胶密封圈1-602，
外侧配合有冷却外壳1-605，
通过螺栓与电机定子外壳1601和设备基座1-1进行连接固定。冷却时，
冷却介质通过输入接口1-606流入冷却介质循环
通道1-605，
被加热的冷却介质通过输出接口1-603流回冷却系统。
[0045] 为了约束方位轴轴向自由度且能够在磁悬浮轴承失效时保护整个机架，
需设置轴
向磁悬浮轴承和轴向保护轴承，
方位轴1轴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主要由轴向偏置磁悬
浮轴承1-4及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1-2组成，
为非机械接触轴承。可以是永磁偏置的、
电磁
控制的主动式磁悬浮轴承或二者相结合的混合轴承，
作为实施实例，
选用混合式磁悬浮轴
承结构，4个轴向偏置磁悬浮轴承单元1-4和4个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单元1-2共用一个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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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4个轴向偏置磁悬浮轴承1-4和4个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1-2交替均布安装在同一圆
周上。根据轴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1-207的反馈信息，
控制器实时控制方位
旋转轴1-5位置。
[0046] 方位轴轴向主动式偏置磁轴承其结构如图11所示，
其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单元
1-2主要由定子铁心1-206 、
外导磁环1-202 、
内导磁环（转子）1-202、
激磁线圈1-203 、环
氧树脂1-209、磁气隙1-202、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1-207组成，
四个轴向主动
式磁悬浮轴承单元2均布在同一圆周上，
每个单元通过36个螺栓固定底座1上。轴向偏置磁
悬浮轴承单元8主要安装底座801，
导磁环802、
永磁体803、
磁气隙804、
导磁环805组成，
四个
轴向偏置磁悬浮轴承单元4与轴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单元2同一圆周上，
旋转错开45 °
均布，
同样，
每个单元通过36个螺栓固定底座1上。4个正交分布的轴向磁轴承位置传感器通过测
量方位旋转轴1-5 z方向2个正交方向上轴向位移信号，
发出检测信号给轴向永磁偏置主动
式磁轴承，
转化为控制量后，
实时控制方位旋转轴1-5。
[0047] 如图10所示，
轴向辅助轴承1-12主要用于整个装置受到较大的外载荷冲击或者轴
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失效时，
保护整个装置不受破坏。设计的轴向辅助轴承1-12主要
由轴承安装底座1-1201、
大滚珠1-1202、小滚珠1-1203、轴承端盖1-1204、底座1-1、
方位旋
转轴1-5轴承支撑槽1-1205及间隙1-1207组成。根据优选方式，
36套辅助保护轴承单元1-12
均布在同一个圆周上，
本设计数量不局限于36个，
根据装置大小和承载能力可自由组合。方
位旋转轴1-5上设计有用于大滚珠1-1202相匹配的球型凹槽，
通过调整轴承安装底座11201，
使得每个轴向辅助轴承单元与方位旋转轴1-5上球型凹槽的距离一致。然后，
通过锁
紧螺母固定在底座1-1设计的安装平面上。
[0048] 更进一步的优化方式，
轴承安装底座1-1201上还设计了压力传感器，
可以检测方
位旋转轴1-5与轴向辅助轴承1-12是否有接触，
以及是否存在超载问题，
根据压力传感器检
测值，
监控方位旋转轴1-5的工作状态。
[0049] 为了约束方位轴径向自由度且能够在磁悬浮轴承失效时保护整个机架，
需设置径
向磁悬浮轴承和径向保护轴承，
方位轴1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见图10，
图12）为非机械接
触轴承，
可以是永磁偏置的、也可以是主动式磁悬浮轴承或二者相结合的主动式偏置磁悬
浮轴承，
本发明装置采用了4个主动控制磁轴承单元1-7和4个永磁偏置磁轴承单元1-8共用
一个转子组成。4个径向主动控制磁轴承单元1-7均布安装在同一圆周上。主动控制磁轴承
单元1-7根据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的反馈信息，
径向主动控制磁悬浮轴承1-7
的控制器利用空间矢量解析控制算法实时控制方位轴旋转中心位置。
[0050] 如图12所示，
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1-7主要由外导磁环1-701、定子铁心1-702、
激磁线圈1-704、环氧树脂1-703、磁气隙1-705、
转子导磁环、传感器等组成，
四个径向主动
控制磁轴承单元1-7均布在电机定子安装座1上。方位旋转轴1-5上设计有转子导磁环。4个
正交分布的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被安装在端盖上，
通过测量方位旋转轴1-5
x , y 2个正交方向上位移信号，
发出检测信号给径向主动式磁悬浮轴承的控制器，
转化为
控制量后，
实时控制方位旋转轴1-5旋转中心。
[0051] 如图8所示，
径向辅助轴承1-9主要用于方位旋转轴1-5受到较大的外载荷冲击或
者轴向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失效时，
保护整个装置不受破坏。设计的轴向辅助轴承1-9主
要由轴承安装底座1-901、轴承棍子1-902、
圆柱棍子轴承1-906、
上轴承端盖1-905、螺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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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下轴承端盖1-907、螺栓1-906、
方位旋转轴承1-9圆柱面组成。根据优选方式，
8套辅助
保护轴承单元1-9均布在同一个圆周上，
本设计数量不局限于8个，
根据装置大小和承载能
力可自由组合。方位旋转轴1-5上设计有用于支撑轴向辅助轴承1-9的圆柱形支撑面，
通过
调整支撑座1-901，
使得每个轴向辅助轴承单元1-9与方位旋转轴1-5上的轴承支撑面的距
离一致。
[0052] 所述的高度轴锥形主动式偏置磁轴承3-2，
5-2成对使用，
其结构如图4所示，
主要
由定子铁芯5-202、
内导磁环5-206、
外导磁环5-201、
激磁线圈5-204 、
绝缘罩5-203、
磁气隙
5-207、定子铁芯压板5-208、轴向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5-6、径向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
5-7组成。
四个锥形主动式磁悬浮轴承单元5-5均布在同一圆周上，
通过12个M20螺栓固定底
座5-1上。4个正交分布的轴向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5-6通过测量旋转轴ｚ方向上的轴向位
移信号，
4个正交分布的径向磁悬浮轴承位置传感器5-7通过测量旋转轴ｘ、
ｙ2个正交方向上
轴向位移信号，
发出检测信号给轴向永磁偏置主动式磁轴承，
转化为控制量后，
实时控制高
度旋转轴5-4。所述的传感器采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
其探头型号RS-900500，
也可以根据需
要采用其它型号的传感器。
[0053] 如图6所示，
高度轴3，
5轴向辅助轴承3-3，
5-3主要用于高度旋转轴受到较大的外
载荷冲击或者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失效时，
保护整个装置不受破坏。设计的轴向辅
助轴承3-3，
5-3成对对称使用，
轴向辅助轴承3-3，
5-3结构相同，
以3-3为例，
高度轴轴向辅
助轴承主要由轴承安装底座3-301、
大滚珠3-303、小滚珠3-302、轴承端盖3-304、
紧固螺钉
3-305、旋转轴3-4轴承支滚道及间隙组成。轴向辅助轴承要成对使用，
根据实施方式，
16套
辅助保护轴承单元3均布在同一个圆周上，
本设计数量不局限于16个，
根据装置大小和承载
能力可自由组合。高度旋转轴3-4上设计有用于大滚珠3-303相匹配的球型滚道，
通过调整
轴承安装底座3-301，
使得每个轴向辅助轴承单元与高度旋转轴3-4上球型滚道距离一致。
根据盘式直驱电机的磁气隙大小，
该间距优选在0 .5-2 .5mm之间。调整好的轴向辅助轴承单
元通过锁紧螺母固定在高度旋转轴设计的安装平面上。
[0054] 如图5所示，
高度轴3，
5径向辅助轴承3-10，
3-9主要用于高度旋转轴3-4受到较大
的外载荷冲击或者锥形主动式偏置磁悬浮轴承失效时，
保护整个装置不受破坏。设计的径
向辅助轴承3-10，
3-9成对对称使用，
经向辅助轴承3-10，
3-9结构相同，
以3-10为例，
主要由
轴承安装底座3-101、
大滚珠3-103、小滚珠3-104、轴承端盖3-105、
紧固螺钉3-102、
接触角
α、轴承间隙和安装基件1、
旋转轴4轴承支撑滚道组成。径向辅助轴承要成对使用，
大滚珠3103 与高度旋转轴3-4承支撑滚道存在一个接触角α ，
可以同时实现轴向和径向的双向约
束，
对于具体实施方式，
α = 40，
8套径向辅助轴承3-10，
3-9均布在同一个圆周上，
本设计数
量不局限于8，
根据装置大小和承载能力可自由组合。旋转轴4轴承上设计有用于大滚珠3103相匹配的球型滚道，
通过调整轴承安装底座3-101，
使得每个轴向辅助轴承单元与旋转
轴4上球型滚道距离一致。根据盘式直驱电机的磁气隙大小，
该轴向间距分量优选在0 .52 .0mm之间。调整好的轴向辅助轴承单元通过锁紧螺母固定在底座设计的安装平面上。
[0055] 为了实现地平式机架方位轴1-1和高度轴3，
5的紧急制动，
方位轴和高度轴上均设
置有制装置，
所述的制动装置优选电磁制动器，
液压制动器或气动制动器均可作为旋转轴
的制动装置。根据优化设计方案，
优选电磁制动器，
Z（Z=1、2、3、
4、……）个电磁制动器对称
均布安装在基座圆周上，
每个制动器的制动平面与旋转轴上唯一制动平面保持相同的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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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失电时，
每个制动器的制动平面与旋转轴上唯一制动面接触实现旋转轴的制动。具体实
施实例中，
以高度轴为例加以说明，
所述的高度轴3，
5旋转轴上均设计有电磁制动器5-8，
主
要由制动器外壳5-801、制动器线圈5-802、摩擦片5-803、调整弹簧5-804、调整弹簧固定套
5-805和高度旋转轴5-4上的制动平面组成。4个电磁制动器5-8对称均布安装在高度旋转轴
基座5-1上，
电磁制动器5-8的摩擦片5-803与高度轴旋转轴5-4唯一制动平面保持相同的间
距0 .5-2 .0mm，
失电时，
每个电磁制动器5-8的摩擦片5-803与高度轴旋转轴5-4唯一制动平
面接触实现高度旋转轴的制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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