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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救尾旋糞直升弋帆倣斜控制器 由帆身上管狀主軸 ( 1) 主軸上的上下旋糞座 (3 18) 安裝旋翼 二套

滾抬注接估劫件 滾幹支架 (7 12) 竿坦件迫接坦 今而成 弋行貝通起抨制杆特盎肘傾斜而抨制杆 ( 12) 的操作

能使上 卜吭糞在平面內叫 向任一方向伽斜 支擋看上 卜旋翼面保持平衡 吭冀作正 回旋特 同肘內圓肚形茵駝

帝劫滾乾特劫 滾乾帝劫上旋翼回推形茵乾特功 通迂內外回推形茵掩勻滾乾的連拮方式 使上旋糞反方向特功。

使上下旋冀旋特力 回相反 疚怡支架占上下旋冀座都安裝在球形座上 就能使上下旋冀在平面內同吋回一方 回傾斜。

其操作更夭括 弋行安全 揣枸筒車的特 占 歧各舛修、保芥 便。



技木領域

本投明涉及一神奴尼旋翼百升弋圳的部件，是杖尼旋翼百升杭旋翼盈傾斜

和估涕劫力的控制器。

背景技木

几十年末，百升肌在技木上鋒仿了几碩垂大的突破性逃展，伙技木特征未

肴，大休上可以介力四代 20 世紀 3 0 年代末且升杭 河世至 60 年代初期，是第

一代百升帆友展愉段 。 主要技木特征足 安裝活塞式友功肌 金屈/木旗泥合式

旋翼槳什 杭休力由即管焊接成的析架式或侶合金半硬克式鈷枸 裝有筒易的

仗表和咆于役各。最大平弋速度夠 200 血 / ，全肌振劫水平 夠 0．229 、噪芹水

平 約 dB 均較高。典型的肌型如米 be 147 等百升帆。 2、第二代百升

帆士要技木特征足 安裝了第一代渦駝軸式炭劫肌 企金屈漿叩勻金屈絞接式

漿教枸成的旋翼 棚休主要仍力侶合金半硬克式鈷枸 升始采用最初的集成微

屯于投各，最大乎弋速度釣迭 2 5 k h。振劫水乎 夠 0．15 9 、噪芹水平 夠

dB 有所降低 。 典型的帆型有米 、 超典蜂 " 等百升肌 。 3 、第三代百升

肌士要技木特征足 安裝第二代渦軸友劫肌 金夏合材料漿吐及帶有沖性元件

的漿教枸成的旋翼 棚休鈷枸部介使用夏合材料 柬用大棚模集成 屯路的咆于

投各和較先逃的弋行控制系統 。 最大弋行速度釣迭 3 0 km/h 。 振功水平 釣

0． 9 、噪甫水平 夠 g d 又述一步得到控制。 典型的肌型有 海豚 "、 山

猶 "、 黑膺 "、 阿帕奇 " 等百升杭。 4 、第四代百升杭士要技木特征包括 安裝

第三代渦軸友劫肌 裝有迸一步伉化役汁的翼型、漿尖和先迸的夏合材料旋翼



漿叩，元舢承或呻性餃式等新型漿教 帆休鈷枸大部分或全部仗用夏合材料

操城系統改力屯估操釧 杭截屯于投各采用數据忠我、綜合屁示和任各管理

先迸的弋行控制、通估早航等系統。最大平弋速度已夠迭 5k 。振劫水平 夠

0．059 、噪甫水乎 的 8 d 已得到良好控制。 典型的帆型有 科曼奇"、

等百升帆。

述入二十一世紀，滾蛇式旋翼崎乞式百升杭，釗合丁以上百升棚的先迸技木，

其玉要技木特征足 旋翼役汁成汕箱，翼尖役汁成噴乞式友劫肌，伙而減少了

帆械役各的垂貝，提高了炭功帆的利用率和仗用力命，上下西尼旋翼座和滾蛇

座都投汁成球形鈷枸，一般林力球形座，通迂村滾蛇的控制，可碉整上下尼旋

與的倣斜面，伙而迭到控制弋行方向，旋與吱乞百升仇鈷枸筒串，操圳方便，

旋翼使用組合金材料，鋒久耐用，操作系統可人工操作，也可屯估操作，旋與

噴勻百升肌迅可投汁成多尼旋翼，戊力超級百升弋析，其起弋垂量可迭 1 T 以

上。

目前，救尼旋翼百升弋行器，旋翼足同軸正反向旋特，弋行方向足用滑劫式

拉杆碉市旋翼的槳距，使旋翼盈升力不平衡，伙而使旋翼盈戶生做斜，弋杭就

向前弋行。 汶神方式的弋行器控制器鈷枸夏朵，制造困雅。

本及明的目的足提供一神救屆旋翼百升弋仇的旋翼倣斜控制器，恤斜控制

器帶功井控制上下尼旋與反向旋特，旋翼做斜控制器碉市旋翼做斜的角度，凋

市上下尼旋翼面的恤斜角度，旋翼傾斜器仗上下尼旋翼面的倣斜角度相互平行，

弋行器朝旋翼恤斜方向弋行。

本投明的目的是迭梓安班的，



弋行器帆身上役宵一根空心較粗管狀士軸，士軸的下部投宵下旋翼座，下

旋翼座安裝在帶有連鈷俯蛇的下球形座上，下球形座安裝在士軸下部的軸承上，

下球形座球面上役胃有滑槽，下旋翼座上投宵有滑抉，滑坎能在球面上作上下

活劫，井把下球形座的旋特力估拾下旋翼座，下旋翼座足一內回帷形毋蛇，旋

翼就安裝在仿蛇下背面 士軸的上部投宵上旋翼座，上旋翼座足一外回帷形茵

掩，茵牠安裝在上球形座上，上球形座安裝在士軸上部的軸承上 茵掩的上背

面安裝旋翼，在上下旋與座的中同安裝有三套滾駝，滾蛇軸的西共役宵有圓帷

形尚蛇，滾蛇由上下西介三角支架支撐，支架都安裝在球形座上，上支架使滾

怡的上回帷形茵船勻上旋翼座外回帷形西牠連鈷，下支架使滾牠的下回帷形茵

蛇占下旋翼座的內岡維形仿箝庄鈷，滾蛇架勻控制杆支架連鈷，控制什支架穿

到士軸內，占做斜面控制杆連鈷，由于上下旋翼座和上下三角形支架都足安裝

在球形座上，弋行貝通迂恤斜面控制杆的操作，能仗上下旋翼在平面內可向任

一方向同肘伽斜，力了旋與盟的平稔工作，役汁了控制杆特盟，使伽斜面控制

杆的工作狀悉保持稔定 。 滾牠的上下三介支庶，支撐若上下旋翼面保持平衡，

下旋翼作正方向旋祐，同肘內回帷形茵蛇帶劫滾牠特劫，滾蛇帶劫上旋翼回帷

形岱蛇特劫。通泣內外回帷形毋箝勻滾蛇的連鈷方式，使上旋翼反方向特劫。

本炭明的有益效果，根据上沐方案，可使上下旋翼旋特方向相反，滾蛇支架

勻上下旋翼座都安裝在球形座上，就能使上下旋翼在平面內同吋向任一方向做

斜。鋒迂揀級控制部分的拭醃，比較圳有的且升弋析控制系統，有揀作夫活，

弋行安企，鈷枸筒卑的特貞，役各錐修、保界方便。

足木投明的鈷枸示意圈

2 足下旋翼座內回帷茵幹占滾幹的乎面枸造囚

3 足上旋翼座外回帷茵斡占滾斡的乎面枸造囚



圈 4 足滾蛇鈷枸示意圈

囤 5 是控制杆支架鈷枸囤

目6 是下球型座鈷枸圈

囤 7 足士軸鈷枸示意囤

囤 8 足倣斜面控制杆特盈俯初圈

圈 9 是做斜面控制杆特盟剖初示意圈

圈 10 足滾蛇回帷茵箝枸造示意圈

囤 11 足帶刀向門式的回帷毋蛇枸造示意囚

圈 12 足下尼西牠洞滑箱示意罔

圈 13 足下尼俯牠洞滑箱刮袖示意圈

困 14 足上尼茵幹洞滑箱示意囚

囚 15 足上居茵蛇洞滑箱剖初示意囚。

在圈 1 15 中 1．士軸，2．旋翼，3．上旋翼座，4．滾蛇回帷仿駝，5．上球型座，

6．士軸承，7.上滾斡架，8．滾幹架球形座，9．刀向連軸器，10．滾輪軸，11．滾
蛇軸承，12．下滾箝架，1 ．定位支架，14．庄接螺吆，15．控制杆支架，16．倣斜

面控制杆，17．窗口，18．下旋翼座，19．滑快，20．下球型座，2 1．連接毋蛇，22 .

連杆，23．活功螺母，24．控制杆特盟，25．活功螺杆，26．小因帷茵牲，27．特盈

估劫茵蛇，28．特盈茵蛇，29．下居岱箝洞滑汕箱，30．下居仿蛇洞滑汕箱孟，3 1.

橡肢密封圈，32．上尼坊蛇洞滑汕箱，3 3．上尼仿蛇洞滑汕箱茁。

具休妄施方式

下面鈷合附囚和突施例吋本炭明述一步悅明。

安施例 1

在征圈 1 15 中，士軸 1 足一組弋空心管狀士軸，下部扒大品喇叭狀，勻仇

尬順連鈷，士軸 1 的下部安裝有軸承，軸承上安裝下旋翼座 18 和外接茵蛇 2 1,

下旋翼座 20 安裝在下球形座 20 上，下球形座 20 的球面上投有一茶滑槽，下旋



翼座 18 上役有一滑映螺埋 19，尚庄鈷毋蛇 特劫肘，下球形座 20 的球面上的

滑槽央住滑快 19，伙而帶劫下旋翼座 18 特劫，下旋理座 18 是一內回帷形茵蛇，

勻下旋理座 18 內因帷形茵幹娃鈷的是滾牠因帷茵牠 4，滾牠因帷茵牠有 3 細，

在一平面回內回隔 120 度，使一乎面回內的 3 貞，決定一平面的位胃，滾蛇回

帷毋蛇 4 由下滾蛇架 12 回定，下滾蛇架 12 安裝在滾蛇架球形座 8 上，控制杆

支架 15 的下面投有恤斜面控制杆 16 ，倣斜面控制杆 16 勻控制杆支架 15 紫配合，

控制杆支架 15 忡出土軸 1 勻下滾駝架 12 連鈷 。士軸的上部安裝有上球形座 5，

上旋翼座 3 足一外回帷形仿蛇，安裝在上球形座 5 上，滾幹回帷茵蛇 4 勻上球

形座 5 的外回帷形茵咕合，上滾輪架 7 安裝在滾牠架球形座 8 上，伙士帥 1 仲

出上下西恨定位支架 13，央住上下滾箝架 7，12 的一恨支，下旋翼 2 勻上旋翼

2 各 自安裝在上下旋翼座的茵乾面背后，刀向娃軸器 9 起連接滾幹支架勻滾幹軸

承 11 的作用。控制杆特盟 24 投有活劫螺杆 25，活劫螺杆 25 上的一端有一小

回帷茵掩，活劫螺母 23 套在活劫螺杆 25 上，活劫螺母 23 的上端役有球形迂杆

22，勻倣斜面控制杆 6 滑配合，小因帷茵牠 26 安裝在控制杆特盈 24 的庇部，

勻活劫螺杆 25 上的回帷茵乾咄合，特盈估劫茵蛇 2 7 帶劫特盈茵蛇 28 特劫，在

下旋翼座 18 和下滾箝圓帷茵蛇 4 的咄合她，投有下居俯蛇洞滑汕梢 29，投有下

尼西牠洞渭油箱孟 3 0，在上旋翼座 3 和上滾牠因帷茵掩 4 的啃合她，役有上尼

毋蛇洞滑汕箱 32 ，役有上居毋蛇洞滑汕箱孟 3 ，橡蛟密封圈 1 安裝在汕箱孟

上。

安施例 2

在安阮安施中，士軸 1 足一較粗的管狀士軸，不旋特，尚岌劫仇茵箝帶劫

連接茵蛇 2 1 祐劫，下球形座 20 升始特劫，下球形座 20 上的滑槽央住下旋翼座

18 上的滑坎 19 ，帶劫下旋翼座 18 和滑坎 19 特功，下旋翼座 18 上安裝的旋翼

也特劫，下旋與座 8 的內岡帷仿乾帝劫 3 套下滾蛇圓帷仿箝 4 特劫，上滾箝岡

帷毋幹 4 特劫肘占上旋與座 3 的外回帷茵幹咄合，上旋翼座 3 帶功上球型座 5

特劫，井帶功旋翼特劫，由于滾駝回帷茵蛇 4 下共足勻下旋翼座 18 內回帷茵



咄合，上共足勻上旋翼座 的外回帷茵蛇咄合，上下旋翼座反向旋祐，上下旋

翼反向旋特，可使肌身在空中不斤生自特。 弋行方向是迭佯控制的。士軸 1 內

有倣斜面控制杆 16，傾斜面控制杆 16 勻控制杆支架 15 是棚性連鈷，由于上下

旋翼座 3，18 和上下滾蛇支架都足安裝在球形座上，3 套滾箝按照 120 度位宵支

撐若上下旋翼座。使倣斜面控制杆 16 向一方向倣斜，滾蛇上下回帷茵蛇斤生一

介倣斜面，上下旋理座和旋翼在滾駝的艾撐下，也芒生西介互相平行的傾斜面，

倣斜的方向就足弋行的方向，力了旋翼盈稔定的工作，役汁了控制杆特盈 24

在控制杆祐盟 24 投有一活劫螺杆 25，小回帷茵蛇 26 安裝在控制杆特盈 24 的

庇部，勻活劫螺杆 25 上的回維茵牠咽合，小回帷茵斡 26 特功吋帶功活劫螺杆

25 的圓帷仿蛇，使活劫螺杆 25 特劫，活劫螺母 23 套在活劫螺杆 25 ，活劫

螺杆 25 的括功可帶功活劫螺母 23 前后移劫，活功螺母 23 的上端投有球形連杆

22，勻恢斜面控制杆 16 滑配合，以上足恤斜而控制杆 16 的且找迭劫，特盈估

劫岱箝 2 7 帶劫特盈茵掩 28 特劫，可使控制杆特盆 24 特劫，井帶劫倣斜面控制

杆 16 作因弧迭功，控制杆特盈 24 安裝在士軸 1 內，做斜面控制杆 16 勻娃杆 22

足滑配合，下球形座 20 上的滑槽位宵勻士帥 1 同向，定位支架 13 位宵勻士軸 1

同向，勻士軸垂百的叉于央住滾蛇支架，保征了滾蛇支架的任意倣斜，而不合

陋旋翼座特功，伙而保征了上下滾牠架 7 和 12 垂且于主軸 1，保征了滾牠因帷

毋蛇勻上下旋翼座的內外回帷毋蛇的咄合。

在安阮安施中，由于上下旋翼座足繞球心活劫，滾蛇的回帷毋蛇足垂百于

士軸迭功，陋若滾牲架恤斜角度的奕化，滾牠因帷西牠勻上下旋翼座的內外因

帷岱掩的晰合就全出班縫隙，影晌茵蛇的特劫，況明祠附圈 10一11 足滾箝回帷

茵蛇枸造囚，囚中捉出了西介解決方案，一足囚 10 按照旋翼座和滾箝支架的做

斜角度，以此角度把滾幹回維茵幹的西加工成因弧，減少滾幹回帷茵幹占上下

旋翼座的內外岡帷仿駝的晰合錐隙。二足圈 在滾抬圓帷仿箝的軸上，投汁成

球型，球上投有垂甘于軸的滑槽，上面的滾乾軸足一球型套，球型套上固定一

滑坎，滑抉在球的滑槽里上下滑功，帝劫滾蛇回帷茵駝特劫，滾斡回帷茵蛇的



毋面勻上下旋翼座的內外回帷西箝的坊面不合出圳錐隙。

在安阮安施中，控制杆支架 15 要加工成西快，參照況明祠附囤圈 5，汶佯

才能穿述主軸 1 內，冉把傾斜面控制杆 16 旋迸控制杆支架 15 的步玟里 。 做斜

面控制杆 16 加工吋要予留安裝央具位宵。

在安阮安施中，囤 12 13 足下尼仿蛇洞滑梢示意囤，利用下旋翼座的內回

帷西牠的外因，活尚加高，就是汕箱的外壁，在下旋翼座的內因帷西輪的內因，

坦迅滾蛇圓帷仿蛇她，安裝一圈薄跌皮或塑料，就細成丁下尼仿駝洞滑汕箱，

依照茵蛇洞滑箱的尺寸，加工一杯形箱茁，箱茁安裝在下滾蛇支架的下面，下

尼西幹洞滑汕箱特功，洞滑汕就合溯到茵牠上，

圈 14 15 足上尼茵掩洞滑汕箱示意圈，加工一外狀槽形箱，安裝在上滾抬

支架的上面，，就組成了上尼茵乾洞滑汕箱，上尼茵幹洞滑汕箱不特功，利用上

旋翼座的外回帷茵幹的外回，活尚加流，就足汕箱的外壁，在上旋翼座的外回

帷俯牠的內回灶，安裝一圈薄跌皮或塑料，就狙成了上尼茵箝洞滑汕箱，力了

防止汕濺出末，汕箱勻汕箱孟的鈷合她要用橡肢密封圈 3 1



杖利要求

1 、秋尼旋與百升弋肌做斜控制器，其特征是弋行器肌身上段宵一根管

狀士軸，士軸的下部役宵下旋翼座，下旋翼座安裝在帶有庄鈷仿駝的下球形座

上，下球形座安裝在士軸下部的軸承上，下球形座球面上投置有滑槽，下旋翼

座上投宵有渭映，滑坎能在球面上作上下活功，井把下球形座的旋祐力估鈴下

旋翼座，下旋翼座足一內岡帷形仿駝，旋翼就安裝在仿蛇下背面 主軸的上部

投置上旋與座，上旋翼座是一外回帷形西牠，茵幹安裝在上球形座上，上球形

座安裝在士軸上部的軸承上，茵幹的上背面安裝旋翼，在上下旋翼座的中同安

裝有三套滾箝，滾箝軸的西共投宵有回帷形茵掩，滾蛇由上下西介三角支架支

撐，支架都安裝在球形座上，上支架仗滾牠的上因帷形茵牲勻上旋與座外因帷

形毋箝庄鈷，下支架使滾乾的下回帷形毋箝勻下旋翼座的內回帷形仿蛇連鈷，

滾蛇架勻控制杆支架連鈷，控制杆支架穿到士軸內，勻恤斜面控制杆連豬，由

于上下旋翼座和上下三角形支架都是安裝在球形座上，弋行貝通迂傾斜面控制

杆的操作，能使上下旋翼在平面內可向任一方向同肘倣斜，其中控制杆箝盈，

仗倣斜面控制杆的丁作狀恣保恃稔定，滾蛇的上下三介文月，支撐若上下旋翼

面保持乎衡，下旋與作正方向旋特，同吋內因帷形西牠帶功滾牠特功，滾乾帶

劫上旋翼圓帷形仿掩特劫 通泣內外圓帷形仿乾勻滾牠的庄鈷方式，使上旋翼

反方向特劫。



空修改的杖利要求
匡阮局收到日 2010年9月15 日

、取居旋興宜升弋杭做斜控制器，某特征是弋行器肌身上徙趾一根管

狀主軸，主軸的下部役置下旋翼座，下旋翼座安裝在帶有連飴齒牲的下球形座

上，下球形座安裝在主抽下部的軸承上，下球形座球面上技置有滑槽，下旋翼

座上投置有滑抉，滑抉能在球面上作上下活劫，井把下球形座的旋弱力估蛤下

旋翼座，下旋製座是一內圃維形茵輪，旋興就安裝在茵掩下背面 主軸的上部

投置上旋翼座，上旋翼座是一外圓堆形茵輪，茵輪安裝在上球形座上，上球形

座安裝在主袖上部的袖承上，茵乾的上背面安裝旋興，在上下旋翼座的中同安
裝有三套滾輪，滾掩袖的丙洪役麗有風催形茵枯，滾掩由上下丙介三俑支架支

撐，支架都安裝在球形座上，上支架使濺輪的上圃維形茵輪勻上旋興座外倒雛

形茵輪遵拮，下支架使滾掩的下圓錐形茵輪七下旋囊座的內圓雛形茵輪達堵，

漆輪架勻控制杆支架達結，控制杆支架穿到主軸內，勻傾斜面控制杆姪拮，由

于上下旋興座和上下三角形支架都是安裝在球形座上，弋行貝通泣傾斜面控制

杆的操作，能使上下旋翼在平面內可向任一方向同吋做斜，其中控制杆特盎，

使傾斜面捷制杆的工作狀悉保持穗定，滾掩的上下三介支貞，支撐看上下旋翼

面保持平衡，下旋粟作正方向旋特，同吋內因催形茵掩帶劫滾乾特劫，漆牲帶

功上旋翼圃惟形曲斡特功 通迂內外圃維形街掩占滾掩的連飴方式，使上旋興

反方向持功。

根据杖利要求 所述的秋尾旋翼貨升弋杭傾斜控制器，某特征是上下滾

輪架 7、 2 勻 3 根滾輪軸 0 的達鞍她役汁有方向職抽器 9，

3、根据杖利要求 所述的取廣旋興直升弋柳傾斜控制器，其特征是定位支

架 3 安裝在主軸上的同一方向。定位支架 3 工作部是一滑槽。

4、根据杖利要求 所述的秋屠旋興直升弋析倣斜控制器，其特征是下碇興

座 8 投汁力下屋茵掩涸滑油箱的底部，上旋興座 3 投汁力上屋茵斡荊滑油箱的

項部，J 茵掩涸滑油箱力郎型，安裝在滾輪牠 0 上。

修改面 (菜夠第 19菜 )



5、根据杖利要求 所迷的秋屋旋翼貫升弋杭傾斜控制器，其特征走 力了

旋翼盤稔定的工作，校汁了控制杆特盎 24，在控制杆轅盤 24 L枝有一活功螺杆

25，小囤推茵輪 26 安裝在控制杆特盎 24 的底部，勻活功螺杆 25 的凹催茵掩

嘀合，小圃維尚斡 26 特劫吋帶劫活功螺杆 25 的園雕茵斡，使活功螺杆 25 特

功，活功螺母 23 套在活劫螺杆 25 J，活功螺杆 25 的特功可帶功活劫螺母 23

前后移功，活功螺母 23 的上端投有球形遵杆 22，巧傾斜面控制杆 6 滑配合，

特盎佬功茵斡 刀帶功特盤茵掩 28 特劫，可使控制杆特盤 24 特功，尹帶功做斜

面控制杆 6 作園弧這功，控制杆韓盎 24 安裝在主柚 內，伽斜面控制杆 6 占

娃杆 22 是滑配合。

6、根据杖利要求 所述的秋居旋巢直升弋析傾斜控制器，其特征是 滾輪

的因曜茵斡是垂貫于主軸送劫，隨看滾乾架倣斜荒度的交化，漆輪因腱茵掩勻

上下旋翼座的內外圓驅茵箝的咄合就舍出珊鏗隙，影晌曲斡的特功，惋明弔附

圈 是滾掩圃雛茵掩枸逍困，囤中提出了丙介解決方突，一是四 0 按照

旋翼座和滾斡支架的傾斜角度，以此角度把漆乾圓維茵輪的茵加工成闊弧，減

少漆斡圃維茵掩勻上下旋興座的內外囤維茵掩的咽合鏈隙。二是圈 在滾掩圓

惟齒斡的軸上，枝汁成球型，球上投有垂宜于軸的滑糟，上面的滾鈍軸是一球

型套，球型套上圃定一滑坎，滑抉在球的滑榴里上下滑功，帶功滾駝個艇茵駝

特功，滾乾圓維茵掩的茵面勻上下旋翼座的內外圓鞭茵翰的茵面不舍出現鍾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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