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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三向测力平台校准

系统，包括校准平台及安装于校准平台上的垂向

加载机构、航向加载机构和侧向加载机构；三向

测力平台水平设置于校准平台上，以三向测力平

台的航向受力为X向，以三向测力平台的侧向受

力为Y向，以三向测力平台的垂向受力方向为Z向

建立直角坐标系，垂向加载机构用于沿Z向向三

向测力平台提供垂向标准力；航向加载机构用于

沿X向向三向测力平台提供航向标准力；侧向加

载机构用于沿Y向向三向测力平台提供侧向标准

力。本实用新型可对非标设备三向测力平台的航

向、侧向、垂向三个方向力值进行校准，三向测力

平台Z向承载受力区域进行校准，以及三向测力

平台航向、侧向、垂向三个方向力值耦合进行校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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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校准平台（1）及安装于校准平台（1）

上的垂向加载机构（2）、航向加载机构（3）和侧向加载机构（4）；所述三向测力平台（5）水平

设置于所述校准平台（1）上，以所述三向测力平台（5）的航向受力为X向，以所述三向测力平

台（5）的侧向受力为Y向，以所述三向测力平台（5）的垂向受力方向为Z向建立直角坐标系，

所述垂向加载机构（2）用于沿Z向向三向测力平台（5）提供垂向标准力；所述航向加载机构

（3）用于沿X向向三向测力平台（5）提供航向标准力；所述侧向加载机构（4）用于沿Y向向三

向测力平台（5）提供侧向标准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向加载机构（2）

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1）上的垂向安装架（21），所述垂向安装架（21）上沿Z向依次连接有用

于向三向测力平台（5）加载垂向标准力的垂向液压加载缸（22），以及用于测量所述垂向标

准力的垂向测力传感器（23）。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向安装架（21）包

括横梁（211）和两个立柱（212），两个立柱（212）分设置于三向测力平台（5）沿Y向的两侧，所

述横梁（211）固定于两个立柱（212）的上端，所述垂向液压加载缸（22）固定于所述横梁

（211）的下表面。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航向加载机构（3）

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1）上的航向安装架（31），所述航向安装架（31）上沿Z向依次连接有用

于向三向测力平台（5）加载航向标准力的航向液压加载缸（32），以及用于测量所述航向标

准力的航向测力传感器（33）。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向加载机构（4）

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1）上的侧向安装架（41），所述侧向安装架（41）上沿Z向依次连接有用

于向三向测力平台（5）加载侧向标准力的侧向液压加载缸（42），以及用于测量所述侧向标

准力的侧向测力传感器（43）。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垂向测力传感器

（23）与三向测力平台（5）之间、和/或所述航向测力传感器（33）与三向测力平台（5）之间，

和/或所述侧向测力传感器（43）与三向测力平台（5）之间设有用于防止当标准力偏离相应

方向从而加载到其他两个方向的抗偏载机构（6）。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抗偏载机构（6）包

括第一板（61）和第二板（62），以及夹设于第一板（61）和第二板（62）之间的滚珠（63）；某个

方向上的抗偏载机构（6）中，所述第一板（61）和第二板（62）均垂直于该方向。

8.根据权利要求5-7任一项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立柱

（212）、航向安装架（31）、侧向安装架（41）和三向测力平台（5）均通过T型螺栓固定于所述校

准平台（1）上，所述校准平台（1）上开设有用于容纳所述T型螺栓的T型槽（11）。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T型槽（11）设有多

条，多条T型槽（11）沿X向间隔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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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落震试验测试设备校验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三向测力平台校

准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飞机降落、起落架着陆过程中，通常飞机轮胎只承受地面施加的航向（X向）、侧向

（Y向）、垂向（Z向）三个方向的正交力。同样在模拟飞机着陆的落震试验中，用于测试起落架

载荷的三向测力平台也是测量模拟飞机着陆过程中的轮胎承受的航向（X向）、侧向（Y向）、

垂向（Z向）三个方向的正交力。开展飞机起落架落震试验时，只有比较准确的测量出落震试

验过程中起落架轮胎处承受的X向、Y向、Z向三个方向的载荷，才能通过计算分析，真实的评

判出试验起落架的缓冲及承载特性，因此三向测力平台的力值准确性需进行系统校准评

判。测力平台只有经过计量或校准后，落震试验结果才能取得用户的认可。

[0003] 三向测力平台是各航空公司自行设计的非标设备，一般由上下台面及设于上下台

面之间的三个方向（垂向、航向和侧向）上的力传感器组件组成。单三向测力平台一般需4个

或6个三向力传感器。也即，测力平台垂向力值输出由这些三向传感器对应垂向力值矢量和

输出，测力平台航向力值输出由这些三向力传感器对应航向力值矢量和输出，测力平台侧

向力值输出由这些三向力传感器对应侧向力值矢量和输出；落震试验用三向测力平台的航

向、侧向力输出一般为垂向力值输出的1/3~1/2。目前国内对落震试验用的非标设备三向测

力平台没有专门计量标准和计量设备，航空工业起落架公司自研的大吨位三向测力平台校

准困难问题一直即待解决。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克服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可靠性和准确性

高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一种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包括校准平台及安装于校准平台上的垂向加载机

构、航向加载机构和侧向加载机构；所述三向测力平台水平设置于所述校准平台上，以所述

三向测力平台的航向受力为X向，以所述三向测力平台的侧向受力为Y向，以所述三向测力

平台的垂向受力方向为Z向建立直角坐标系，所述垂向加载机构用于沿Z向向三向测力平台

提供垂向标准力；所述航向加载机构用于沿X向向三向测力平台提供航向标准力；所述侧向

加载机构用于沿Y向向三向测力平台提供侧向标准力。

[0007] 申请人的实践表明，因试验过程中起落架轮胎给测力平台施加的三向力的方向是

确定的，非标三向测力平台按指定承载受力方向安装到位后，把其当成一个标准三向力传

感器，在三个受力承载方向上分别逐级施加标准静态力进行力值系统校准的方法是可行

的。单个方向上力的测量精度会受台面刚度、传感器装配间隙等的影响，并且由于制备技术

的局限性，三个方向力值之间会存在耦合误差。校准时用最小二乘法对三向力传感器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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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值输出通道进行静态校准，确保测力平台三个方向输出力值与标准力值在允许误差范围

内。另外，某一方向加载时，根据另外两个方向力值输出可以算出该方向对另外两个方向的

耦合误差。

[0008] 作为上述技术方案的进一步改进：

[0009] 所述垂向加载机构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上的垂向安装架，所述垂向安装架上沿Z

向依次连接有用于向三向测力平台加载垂向标准力的垂向液压加载缸，以及用于测量所述

垂向标准力的垂向测力传感器。优选带数显仪的测力传感器，垂向测力传感器事先经计量

单位校准，可准确测量垂向液压加载缸提供的垂向标准力。

[0010] 所述垂向安装架包括横梁和两个立柱，两个立柱分设置于三向测力平台沿Y向的

两侧，所述横梁固定于两个立柱的上端，所述垂向液压加载缸固定于所述横梁的下表面。

[0011] 所述航向加载机构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上的航向安装架，所述航向安装架上沿Z

向依次连接有用于向三向测力平台加载航向标准力的航向液压加载缸，以及用于测量所述

航向标准力的航向测力传感器。优选带数显仪的测力传感器，航向测力传感器事先经计量

单位校准，可准确测量航向液压加载缸提供的航向标准力。

[0012] 所述侧向加载机构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上的侧向安装架，所述侧向安装架上沿Z

向依次连接有用于向三向测力平台加载侧向标准力的侧向液压加载缸，以及用于测量所述

侧向标准力的侧向测力传感器。优选带数显仪的测力传感器，侧向测力传感器事先经计量

单位校准，可准确测量侧向液压加载缸提供的侧向标准力。

[0013] 所述垂向测力传感器与三向测力平台之间、和/或所述航向测力传感器与三向测

力平台之间，和/或所述侧向测力传感器与三向测力平台之间设有用于防止当标准力偏离

相应方向从而加载到其他两个方向的抗偏载机构。

[0014] 所述抗偏载机构包括第一板和第二板，以及夹设于第一板和第二板之间的滚珠；

某个方向上的抗偏载机构中，所述第一板和第二板均垂直于该方向。

[0015] 第一板和第二板优选圆盘，圆盘大小根据试验起落架轮胎大小设计，圆盘限定了

测力平台垂向力施加标准力范围，滚珠沿着垂直圆盘方向传力，其余方向自由度放开。三个

方向力值标定时，即便因夹具变形或力台变形，给测力平台施加的标准力与测力平台设计

受力方向产生夹角，标准力值也附加不到测力平台另外两个方向输出值，起到抗附加力值

偏差作用，提高校准精度。

[0016] 所述立柱、航向安装架、侧向安装架和三向测力平台均通过T型螺栓固定于所述校

准平台上，所述校准平台上开设有用于容纳所述T型螺栓的T型槽。

[0017] 所述T型槽设有多条，多条T型槽沿X向间隔布置。

[001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优点在于：

[0019] 本实用新型解决了航空工业起落架公司落震试验用三向测力平台在试验现场难

以系统校准的问题，为大吨位三向测力平台校准提出一种校准设备，此设备根据飞机起落

架落震试验时起落架轮胎实际受X向、Y向、Z向受力载荷特点，可对非标设备三向测力平台

的航向（X向）、侧向（Y向）、垂向（Z向）三个方向力值进行校准，三向测力平台Z向承载受力区

域进行校准，以及三向测力平台航向（X向）、侧向（Y向）、垂向（Z向）三个方向力值耦合进行

校准。经此设备校准过的三向测力平台已经应用到多个军用和民用飞机起落架落震试验，

取得了用户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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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的主视结构示意图。

[0022] 图3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另一视角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抗偏载机构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5为图4的A-A剖视图。

[0025] 图6为本实用新型实施例采用校准系统中的加载液压缸液压加载系统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以下结合具体优选的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描述，但并不因此而限制本实

用新型的保护范围。

[0027] 实施例1：

[0028] 如图1-图3所示，本实施例的三向测力平台校准系统，包括校准平台1及安装于校

准平台1上的垂向加载机构2、航向加载机构3和侧向加载机构4。其中，校准平台1上开设有

多条沿X向间隔布置的T型槽11。

[0029] 三向测力平台5水平设置于校准平台1上，以三向测力平台5的航向受力为X向，以

三向测力平台5的侧向受力为Y向，以三向测力平台5的垂向受力方向为Z向建立直角坐标

系，垂向加载机构2用于沿Z向向三向测力平台5提供垂向标准力；航向加载机构3用于沿X向

向三向测力平台5提供航向标准力；侧向加载机构4用于沿Y向向三向测力平台5提供侧向标

准力。

[0030] 本实施例中，垂向加载机构2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1上的垂向安装架21，垂向安装

架21包括横梁211和两个立柱212，两个立柱212分设置于三向测力平台5沿Y向的两侧，横梁

211固定于两个立柱212的上端。

[0031] 横梁211的底面沿Z向依次连接有用于向三向测力平台5加载垂向标准力的垂向液

压加载缸22、用于测量垂向标准力的垂向测力传感器23，以及用于防止当标准垂向力偏离

该方向从而加载到其他两个方向的抗偏载机构6。

[0032] 本实施例中，航向加载机构3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1上的航向安装架31，航向安装

架31上沿Z向依次连接有用于向三向测力平台5加载航向标准力的航向液压加载缸32、用于

测量航向标准力的航向测力传感器33，以及用于防止当标准航向力偏离该方向从而加载到

其他两个方向的抗偏载机构6。

[0033] 本实施例中，侧向加载机构4包括固定于校准平台1上的侧向安装架41，侧向安装

架41上沿Z向依次连接有用于向三向测力平台5加载侧向标准力的侧向液压加载缸42、用于

测量侧向标准力的侧向测力传感器43，以及用于防止当标准侧向力偏离该方向从而加载到

其他两个方向的抗偏载机构6。

[0034] 如图4-5所示，抗偏载机构6包括第一板61和第二板62，以及夹设于第一板61和第

二板62之间的滚珠63；某个方向上的抗偏载机构6中，第一板61和第二板62均垂直于该方

向。

[0035] 其中，立柱212、航向安装架31、侧向安装架41和三向测力平台5均通过T型螺栓和T

型槽11的配合从而固定于校准平台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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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图6为各加载液压缸的液压加载装置7，包括手摇泵71、油虑72、单向阀73、开关1、

开关2、开关3、开关4、软管74、快换接头75、加载液压缸76和液控单向阀77。打开开关1，  4，

关闭开关2，  3，摇动手摇泵71，液压加载缸76向下运动对测力平台加标准力，直到加载到需

要的标准力值后停止并带载锁定。液压加载缸76收回向上运动时、打开开关2，  3，关闭开关

1，  4，摇动手摇泵71，即可实现液压加载缸76向上运动、卸载施加的标准力。

[0037] 以上所述，仅是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对本申请做任何形式的限制，虽然本申

请以较佳实施例揭示如上，然而并非用以限制本申请，任何熟悉本专业的技术人员，在不脱

离本申请技术方案的范围内，利用上述揭示的技术内容做出些许的变动或修饰均等同于等

效实施案例，均属于技术方案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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