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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向前尖端和所述尾部基座之间的所述探

针头尾部中的壁分接端口入口。所述壁分接端口

入口以相对于所述纵轴的角度打开，其中所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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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方式减少湿气引起的压力误差的长形入口边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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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大气数据探针，其包括：

探针头，所述探针头由向前尖端和尾部基座限定纵轴；和

壁分接端口入口，其被限定在所述向前尖端和所述尾部基座之间的所述探针头中，所

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开口方向相对于所述纵轴成角度，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具有长形

入口边界，所述长形入口边界在与限定出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轴线垂直的平面上的投影

是长形的，其中所述长形入口边界被配置为减少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中湿气弯月的形成，

从而减少湿气引起的压力误差。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长形入口边界的形状选自由以下形

状组成的组：

泪滴形状；

跑道形状；

鸡蛋形状；

多边形形状；和

椭圆形状。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长形入口边界在平行于所述纵轴的

方向上是长形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长形入口边界在横向平面内沿所述

探针头的表面是长形的，其中所述横向平面垂直于所述纵轴。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还包括第一导管和冲击端口，其中所述第一

导管将所述冲击端口入口流体连接到第一出口固定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还包括第二导管，其将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

流体连接到第二出口固定具。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被配置为用于计算

攻角。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被配置为用于计算

侧滑角。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被配置为用于测量

静态压力。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大气数据探针是皮托静压探针。

11.一种大气数据探针，其包括：

探针头，所述探针头由向前尖端和尾部基座限定纵轴；和

壁分接端口入口，其被限定在所述向前尖端和所述尾部基座之间的所述探针头中，所

述壁分接端口入口以相对于所述纵轴的角度在所述探针头的表面打开，其中所述壁分接端

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在与限定出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轴线垂直的平面上的投影是长

形的，所述长形入口边界具有第一方向上的第一尺寸和第二方向上的第二尺寸，其中所述

第一和第二尺寸彼此垂直，且其中所述第一尺寸和所述第二尺寸不同，使得所述壁分接端

口入口的所述长形入口边界在平分所述探针头的平面中沿所述探针头的表面是长形的，且

其中所述长形入口边界的所述第一尺寸和所述第二尺寸之间的差被配置为减少所述壁分

接端口入口中湿气弯月的形成，从而减少湿气引起的压力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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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所述长形入口

边界的形状选自由以下形状组成的组：

泪滴形状；

跑道形状；

鸡蛋形状；

多边形形状；和

椭圆形状。

13.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还包括第一导管和冲击端口，其中所述第

一导管将所述冲击端口入口流体连接到第一出口固定具。

14.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还包括第二导管，其将所述壁分接端口入

口流体连接到第二出口固定具。

15.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被配置为用于计

算攻角。

16.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被配置为用于计

算侧滑角。

17.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大气数据探针，其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被配置为用于测

量静态压力。

18.一种制造大气数据探针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形成探针头，所述探针头由向前尖端和尾部基座限定纵轴；和

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其被限定在所述向前尖端和所述尾部基座之间的所述探针头

中，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开口方向相对于所述纵轴成角度，其中形成所述壁分接端口入

口包括形成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以使其在与限定出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

的轴线垂直的平面上的投影是长形的，且所述长形入口边界具有第一方向上的第一尺寸和

第二方向上的第二尺寸，其中所述第一和第二尺寸彼此垂直，且其中所述第一尺寸和所述

第二尺寸不同，其中所述第一尺寸和所述第二尺寸之间的差被配置为减少所述壁分接端口

入口中湿气弯月的形成，从而减少湿气引起的压力误差。

19.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所述长形入口边界

包括以选自由以下形状组成的组的形状形成所述长形入口边界：

泪滴形状；

跑道形状；

鸡蛋形状；

多边形形状；和

椭圆形状。

20.根据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形成所述壁分接端口入口的所述长形入口边界

包括将端铣刀插入所述探针头并相对于所述探针头移动所述端铣刀以形成所述壁分接端

口入口的所述长形入口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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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湿大气数据探针

发明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大气数据探针，并且更具体而言涉及大气数据探针的抗湿入口。

[0002] 相关技术的描述

[0003] 在飞机飞行控制的领域中已知各种大气数据探针装置。在这样的装置中，许多是

涉及测量皮托压力、静态压力、局部攻角压力和侧滑角压力作为计算压力高度、高度变化

率、空速、马赫数、攻角和侧滑角的参数。大气数据探针还可提供用于次要目的的数据，包括

引擎控制、人工感觉、座舱压力差等等。

[0004] 大气数据探针通常包括位于与探针的表面一体的探针头的一侧上的一个或多个

静态压力端口，其感测飞机外的大气压力，理想情况是不受由飞机的移动所引起的压力变

化的影响。静态压力是重要的参数，其在飞机中被利用用于许多用途，包括高度、高度变化

率、空速和空速率的确定，最后提到的参数反过来用作对各种其它装置（诸如飞行管理系

统、自动驾驶仪、地面接近警告系统和风切变探测器）的输入。

[0005] 图3示出代表现有技术的大气数据探针10的部分。大气数据探针10包括探针头12、

沿探针头12的纵轴A打开的冲击端口入口14、具有圆形入口边界18的壁分接端口入口16和

用于从冲击端口入口14和16流体连通至内部组件的多个导管20、22。

[0006] 虽然大气数据探针10代表最先进技术，但是在大气湿气条件下，大气数据探针10

可能具有由于存在于大气数据探针10的表面上的湿气以及也由于摄取到冲击端口入口14

和壁分接端口入口16中的湿气引起的压力感测测量误差。这种湿气包括固体和液体的湿

气。在地面操作和飞行期间，大气湿气可积聚在压力感测端口周围和其中。大气数据探针10

的壁分接端口入口16和其它相关端口有时由于湿气积聚可发展为弯月，这会影响所感测压

力的精确度，并因此影响所确定的空气速度、高度，或其它所测量的流体动态特性的精确

度。

[0007] 这种常规的方法和系统对于其预期目的一般都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然而，对于

推进最先进技术以在大气数据探针的壁分接端口入口中减少湿气弯月的形成仍然永远存

在需要。在本领域中也对价格低廉和易于制造和用于减少大气数据探针的湿气积聚的方法

和系统仍然有需要。本发明提供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发明概要

[0008] 本主题发明涉及一种新的有用大气数据探针。大气数据探针包括探针头。探针头

由向前尖端和尾部基座限定纵轴并包括被限定在向前尖端和尾部基座之间的探针头中的

壁分接端口入口。壁分接端口入口以相对于纵轴的角度打开，其中壁分接端口入口具有被

配置为抗弯月形成或以其它方式减少湿气引起的压力误差的长形入口边界。

[0009] 根据某些实施方案，长形入口边界的形状是泪滴形状、跑道形状、鸡蛋形状、多边

形形状、椭圆形状或任何其它合适的长形形状。长形入口边界可在平行于纵轴的方向上是

长形的。长形入口边界可在横向平面内沿探针头的表面是长形的，其中横向平面垂直于纵

轴。大气数据探针可包括第一导管和冲击端口，其中第一导管可将冲击端口入口流体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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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一出口固定具。大气数据探针可包括第二导管，其将壁分接端口入口流体连接到第二

出口固定具。壁分接端口入口可被配置为用于计算攻角、侧滑角、静态压力，或任何其它适

当的气动特性。此外，大气数据探针可以是皮托静压探针。

[0010] 根据某些实施方案，壁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具有第一方向上的第一尺寸

和第二方向上的第二尺寸。第一和第二尺寸彼此垂直，且第一尺寸和第二尺寸不同，使得壁

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在平分探针头的平面中沿探针头的表面是长形的，且其中长

形入口边界的第一尺寸和第二尺寸之间的差被配置为抗弯月形成，或以其它方式减少湿气

引起的压力误差。

[0011] 本发明还包括制造大气数据探针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形成探针头，其中探针头

由向前尖端和尾部基座限定纵轴。所述方法还包括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其被限定在向前

尖端和尾部基座之间的探针头中。壁分接端口入口以相对于纵轴的角度打开。形成壁分接

端口入口包括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可以上述任何形状形成壁分接端口入

口的长形入口边界。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可包括将端铣刀插入冲击端口入

口的探针头尾部中并相对于探针头移动端铣刀以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

[0012] 根据优选实施方案的以下详细描述并结合附图，本主题发明的系统和方法的这些

和其它特征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将变得更容易了解。

附图说明

[0013] 所以本主题发明所属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如何制作和使用本主题发

明的装置和方法，而无需过多的实验，下面将参照某些图对其优选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

其中：

[0014] 图1是根据本发明构造的大气数据探针的示例性实施方案的透视图，其示出安装

到飞机的探针；

[0015] 图2是图1的大气数据探针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从导管传递出探针；

[0016] 图3是现有技术的大气数据探针的示意平面图，其示出探针头的部分和壁分接端

口入口的圆形入口边界；

[0017] 图4至图13是大气数据探针的示例性实施方案的示意平面图，其示出根据本发明

构造的探针头的每个部分，其中每个实施方案具有不同抗弯月的壁分接端口入口形状；

[0018] 图14是图4的长形入口边界的放大示意平面图，其示出两个尺寸之间的关系；和

[0019] 图15是图4的大气数据探针的平分横截面图，其示出长形入口边界的长形平面。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现在将参照附图，其中类似参考符号标识本主题发明的类似结构特征或方面。为

了解释和说明而不是限制的目的，根据本发明的大气数据探针的示例性实施方案的局部视

图示于图1中且一般由参考字符100指示。根据本发明或其多个方面的大气数据探针的其它

实施方案提供在如将要描述的图2和图4至图15中。

[0021] 如图1所描绘，大气数据探针100包括具有从其延伸的探针头102的支柱110。支柱

110被优选地配置并调适为从飞机114的外皮向外延伸以允许大气数据探针100气动地测量

飞机114外的所需空气流动性质。大气数据探针100包括位于支柱110下方的基板112，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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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将大气数据探针100附接到飞机114。探针头102由向前尖端101和尾部基座103限定纵轴

A，并包括沿纵轴A打开的冲击端口入口104和被限定在向前尖端101和尾部基座103之间的

探针头102中的壁分接端口入口106。壁分接端口入口106以相对于纵轴A的角度（即垂直于

纵轴A）打开。壁分接端口入口106具有长形的非圆形入口边界108。

[0022] 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根据本发明构造的探针头（例如探针头102）不需要

包括支柱110。例如，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大气数据探针（例如大气数据

探针100）可以是悬臂式探针，其中探针头从飞机的前部延伸。此外，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

易理解冲击端口入口（例如冲击端口入口104）不是必需的。例如，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

范围的情况下，大气数据探针（例如大气数据探针100）可仅与壁分接端口入口（例如壁分接

端口入口106）一起使用。

[0023] 继续参照图1，长形入口边界108允许在干燥空气条件下实现类似于传统圆形入口

的压力精确度和噪声性能，以及实现在大气湿气条件下改进性能。使用长形或非圆形的入

口边界可防止形成完整弯月，或仅允许微弱的弯月，从而减少湿气跨压力测量端口（诸如壁

分接端口入口106）形成阻塞，或当与干燥空气测量相比以其它方式引起压力误差的能力。

这将导致与具有传统圆形端口开口的大气数据探针相比大气湿气对大气数据压力读取的

影响减小。

[0024] 现在参照图2，大气数据探针100包括从支柱110延伸的探针头102。探针头102具有

入口104和106，其分别与多个导管118和120连通。大气数据探针100包括第一导管118，其将

冲击端口入口104流体连接到第一出口固定具122；和第二导管120，其将壁分接端口入口

106流体连接到第二出口固定具124。入口104和106被配置为用于空气速度测量。然而，本领

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入口的任何合适组合都

可用于测量皮托压力、静态压力、攻角压力、侧滑角压力或任何其它合适的气动特性。此外，

本领域技术人员也将理解大气数据探针100可以是皮托静压探针。

[0025] 现在参照图4到图13，探针头102、502、602、702、802、902、1002、1102、1202、1302分

别包括壁分接端口入口106、506、606、706、806、906、1006、1106、1206、1306，其分别具有长

形入口边界108、508、608、708、808、908、1008、1108、1208、1308。如所描绘，长形入口边界

108、508、608、708、808、908、1008、1108、1208、1308的形状具有如下面将要详细描述的泪滴

形状、跑道形状、多边形形状或椭圆形状。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这些形状是示例性

的，且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使用任何合适的非圆形的形状，诸如鸡

蛋形状。

[0026] 图4到图13所示的实施方案描绘了一些长形入口边界形状，但并不旨在穷举所有

可能的定向和尺寸。其它合适的形状包括具有可变直径、更小、较不长形、更长形、较大、椭

圆形、可变定向、尖锐边角、更圆角或这些特征的组合的长形入口边界。

[0027] 继续参照图4，长形入口边界108在跑道形状中在与纵轴A平行的方向上是长形的。

壁分接端口入口106位于探针头102的非锥形表面上，使得长形入口边界108的长形部处于

与纵轴A平行的方向上。

[0028] 现在参照图14，长形入口边界108具有第一方向上的第一尺寸D1和第二方向上的

第二尺寸D2。第一和第二尺寸D1、D2彼此垂直，且第一尺寸D1和第二尺寸D2在长度上彼此不

同。长形入口边界108的第一尺寸D1和第二尺寸D2之间的差被配置为抗弯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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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如图15所示，壁分接端口入口106的长形入口边界108在平分冲击端口入口104和

探针头102的平面B中沿探针头102的表面是长形的。壁分接端口入口106位于探针头102的

向前尖端101的锥形的探针头102尾部的圆柱部分上。还可以预期，壁分接入口可位于如图5

到图13中的探针头的锥形部分上。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内侧109可任选地是倾斜

或锥形的。

[0030] 现在参照图5到图10和图12，长形入口边界508、608、708、808、908、1008、1208每个

都具有第一方向上的第一尺寸D1和第二方向上的第二尺寸D2（类似于上述的长形入口边界

108），且被对准以由平分其各自冲击端口的平面平分。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长形

入口边界108、508、608、708、808、908、1008、1108、1208和1308可沿探针表面在任意方向上

被定向在探针头102、502、602、702、802、902、1002、1102、1202和1302上。此外，长形入口边

界（例如长形入口边界108）的尺寸D1和D2可依赖于气动性能要求而调节。

[0031] 现在参照图5，壁分接端口入口506具有泪滴形状的长形入口边界508。本领域技术

人员将很容易理解长形入口边界508在尺寸上可变化为更长、更宽、更窄或更短的泪滴形

状。

[0032] 参照图6，壁分接端口入口606具有跑道形状的长形入口边界608。长形入口边界

608类似于长形入口边界108，然而，长形入口边界608的跑道形状比图4的长形入口边界108

的跑道形状成比例地更长和更窄。

[0033] 现在参照图7，壁分接端口入口706具有跑道形状的长形入口边界708。长形入口边

界708类似于长形入口边界608，然而，长形入口边界708的跑道形状比图6的长形入口边界

608的跑道形状成比例地更宽。

[0034] 现在参照图8，壁分接端口入口806具有跑道形状的长形入口边界808。长形入口边

界808类似于长形入口边界708，然而，长形入口边界808的跑道形状比图7的长形入口边界

708的跑道形状成比例地更长。

[0035] 现在参照图9，壁分接端口入口906具有跑道形状的长形入口边界908。长形入口边

界908类似于上述长形入口边界708，然而，长形入口边界908的跑道形状比图7的长形入口

边界708的跑道形状成比例地更宽。

[0036] 现在参照图10，壁分接端口入口1006具有椭圆形状的长形入口边界1008。长形入

口边界1008是示例性的，且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长形入口边界1008的椭圆形状可

在尺寸上成比例地变化。

[0037] 现在参照图11，长形入口边界1108可在横向平面C中沿探针头1102的表面是长形

的，其中横向平面C垂直于纵轴A。长形入口边界1108的跑道形状类似于图4所示的长形入口

边界108。然而，长形入口边界1108被不同地定向并形成在探针头1102的锥形表面上。本领

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壁分接端口入口1106在探针头1102的锥形表面中的放置是示例

性的，且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壁分接端口入口1106在探针头1102表面

上的形成可变化。

[0038] 现在参照图12，壁分接端口入口1206具有多边形形状的长形入口边界1208。长形

入口边界1208是示例性的，且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容易理解长形入口边界1208的多边形形

状可在尺寸上成比例地变化，且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包括更多或更少

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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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参照图13，壁分接端口入口1306的跑道形状的长形边界1308可在倾斜平面D中沿

探针头1302的表面是长形的，其中倾斜平面D被以相对于纵轴A的倾斜角定向。长形入口边

界1308的跑道形状类似于图6所示的长形入口边界608。

[0040] 本发明还包括制造大气数据探针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形成探针头（例如探针头

102），其中探针头由向前尖端101和尾部基座103限定纵轴（例如纵轴A）。所述方法还包括形

成壁分接端口入口（例如壁分接端口入口106），其被限定在向前尖端101和尾部基座101之

间的探针头中，使得壁分接端口入口以相对于纵轴的角度打开。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包括

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的边界，作为长形入口边界（例如长形入口边界108）。壁分接端口入口

的长形入口边界可以如上所述的合适的非圆形形状形成，用于抗弯月形成。形成壁分接端

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可包括将端铣刀插入向前尖端101和尾部基座103之间的探针头中

并相对于探针头移动端铣刀以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界。本领域技术人员将很

容易理解上述铣刀是示例性的，且其它合适的处理可用于形成壁分接端口入口，诸如EDM、

激光切割、激光烧结、冲压和水射流切割。

[0041] 由于壁分接端口入口（例如壁分接端口入口106）的长形入口边界（例如长形入口

边界108），可抵抗在壁分接端口入口中形成弯月。因此，根据示例性实施方案构造的大气数

据探针的最大压力测量误差大大低于根据当前最先进技术构造的大气数据探针的最大压

力测量误差。

[0042] 如上所述和附图中所示的本发明的方法和系统为壁分接端口入口的长形入口边

界提供优异性质，包括减少和抵抗在在壁分接端口入口中形成弯月。虽然已经参照优选实

施方案示出和描述了本主题发明的装置和方法，但是本领域技术人员很容易理解在不脱离

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对其进行更改和/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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