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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新型米系列直升机

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由固定支架

组件、下垂测量组件和侧向间隙测量组件组成。

本实用新型设计巧妙，结构合理，刚度及稳固性

好，加工与测量点控制精度高，拆装简单、快捷，

体积小，重量轻，工况及环境适应性好，便于携

带，适用于定期检修、大修、尾传动轴更换和野外

伴随保障等多种时机使用，同电子部件配合相容

性高，实现了测量基准的牢固可靠，测量结果快

速、真实、精准，测量、存储与打印等实现了自动

化，是一种全新的产品，使用后，大大提高直升机

尾传动轴伴随保障能力和维修检测效率，减轻了

技术人员对该项检测工作的劳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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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其特征在于：由固定支架组

件、下垂测量组件和侧向间隙测量组件组成；所述固定支架组件包括卡瓣式圆形卡箍，卡瓣

式圆形卡箍包括两个卡瓣，分别为第一卡瓣和第二卡瓣，第一卡瓣的一端与第二卡瓣的一

端可转动的连接在一起，第一卡瓣的另一端设置有第一连接耳，第二卡瓣的另一端设置有

两个平行的第二连接耳；所述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包括L型安装块和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

螺柱，L型安装块由水平安装块和竖直安装块固定连接而成，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的

两端分别与固定支架组件和L型安装块连接，竖直安装块上开设有侧向位移传感器安装孔；

所述下垂测量组件包括测量支臂，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测量支臂的一端通过下垂测量组

件安装块与固定支架组件连接，测量支臂的另一端设置有带触头托板机构，带触头托板机

构与测量支臂转动连接，带触头托板机构包括托板和托板下方安装的托板触头，测量支臂

上设置有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二卡瓣的外端面上安装有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上分别设置有销

轴安装孔和螺钉安装孔，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远离测量支臂的一端通过销轴安装孔和销轴

与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的底部连接，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靠近测量支臂的一端通过螺钉安

装孔和限位螺钉与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的顶部连接。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其特征在于：所

述螺钉安装孔为椭圆形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其特征在于：所

述第一连接耳上设置有定位装置，可使得第一卡瓣和第二卡瓣合到一起时，第一卡瓣上的

螺柱安装孔和第二卡瓣上的螺柱安装孔能够完全重合；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的一端

通过第一卡瓣、第二卡瓣的螺柱安装孔与固定支架组件安装在一起。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其特征在于：所

述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的一端通过贯穿水平安装块的螺柱安装孔与L型安装块连

接；水平安装块的侧面设置有带柄螺钉，竖直安装块的侧面设置有锁紧螺钉，锁紧螺钉用于

对侧向位移传感器安装孔内安装的侧向位移传感器的锁紧，带柄螺钉用于对侧向间隙测量

组件固定螺柱的锁紧。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其特征在于：下

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上设置有下垂位移传感器锁紧装置，下垂位移传感器通过下垂位移传

感器安装块安装在测量支臂上，并通过下垂位移传感器锁紧装置进行锁紧，下垂位移传感

器的测量端与托板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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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一种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主要适用

于米系列直升机定期检修、大修、尾传动轴更换和野外伴随保障等多种时机使用。

背景技术

[0002] 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将主减速器扭矩传送到尾桨，用于平衡旋翼桨叶产生的反

扭矩，从而实现直升机的安全、稳定操纵。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转速为2954r/min，总长度

约14米，其长度较长、连接点多，使用时，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等是监控与判断尾传

动轴技术状态的关键参数，是直升机操纵系统的关键部件，一旦出现故障，轻则影响直升机

的操纵性能，重则造成机毁人亡。传统的米系列直升机尾轴下垂/侧向间隙的测量设备，为

国外60年代制造，存在测量时因检查工艺孔小，安装困难和需要借助反光镜、手电筒等跟踪

观察随设备转动中的百分表指示数值，不能直视、直读和随时记录等，易导致采集数据判读

失误，造成测量值准确性不高，工作效率较低等等问题。为此我们设计制造了一种新型米系

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实现了快速安装，测量基准牢固可靠，测量结

果快速、真实、精准，使测量、存储与打印等实现了自动化，使用后，大大提高直升机尾传动

轴伴随保障能力和维修检测效率，减轻了技术人员对该项检测工作的劳动量。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针对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现有工装易导致

采集数据判读失误，造成测量值准确性不高等不足，研制了一种适用于直升机定期检修、大

修、尾传动轴更换和野外伴随保障等多种时机条件下使用的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

侧向间隙测量的专用工装，主要用于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

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由固定支架组件、下垂测量组件和侧向间隙测量组件组成；所述固

定支架组件包括卡瓣式圆形卡箍，卡瓣式圆形卡箍包括两个卡瓣，分别为第一卡瓣和第二

卡瓣，第一卡瓣的一端与第二卡瓣的一端可转动的连接在一起，第一卡瓣的另一端设置有

第一连接耳，第二卡瓣的另一端设置有两个平行的第二连接耳；所述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包

括L型安装块和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L型安装块由水平安装块和竖直安装块固定连

接而成，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的两端分别与固定支架组件和L型安装块连接，竖直安

装块上开设有侧向位移传感器安装孔；所述下垂测量组件包括测量支臂，下垂测量组件安

装块，测量支臂的一端通过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与固定支架组件连接，测量支臂的另一端

设置有带触头托板机构，带触头托板机构与测量支臂转动连接，带触头托板机构包括托板

和托板下方安装的托板触头，测量支臂上设置有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

[0005] 优选的，所述第二卡瓣的外端面上安装有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下垂测量组件安

装块上分别设置有销轴安装孔和螺钉安装孔（该螺钉安装孔为椭圆形孔），下垂测量组件安

装块远离测量支臂的一端通过销轴安装孔和销轴与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的底部连接，下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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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组件安装块靠近测量支臂的一端通过螺钉安装孔和限位螺钉与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

的顶部连接。

[0006] 优选的，所述第一连接耳上设置有定位装置，可使得第一卡瓣和第二卡瓣合到一

起时，第一卡瓣上的螺柱安装孔和第二卡瓣上的螺柱安装孔能够完全重合；侧向间隙测量

组件固定螺柱的一端通过第一卡瓣、第二卡瓣的螺柱安装孔与固定支架组件安装在一起。

[0007] 优选的，所述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的一端通过贯穿水平安装块的螺柱安装

孔与L型安装块连接；水平安装块的侧面设置有带柄螺钉，竖直安装块的侧面设置有锁紧螺

钉，锁紧螺钉用于对侧向位移传感器安装孔内安装的侧向位移传感器的锁紧，带柄螺钉用

于对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的锁紧。

[0008] 优选的，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上设置有下垂位移传感器锁紧装置，下垂位移传

感器通过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安装在测量支臂上，并通过下垂位移传感器锁紧装置进行

锁紧，下垂位移传感器的测量端与托板接触。

[0009] 本实用新型产生的有益效果是：本实用新型设计巧妙，结构合理，刚度及稳固性

好，加工与测量点控制精度高，拆装简单、快捷，体积小，重量轻，工况及环境适应性好，便于

携带，适用于定期检修、大修、尾传动轴更换和野外伴随保障等多种时机使用，同电子部件

配合相容性高，实现了测量基准的牢固可靠，测量结果快速、真实、精准，测量、存储与打印

等实现了自动化，是一种全新的产品，使用后，大大提高直升机尾传动轴伴随保障能力和维

修检测效率，减轻了技术人员对该项检测工作的劳动量等。

附图说明

[0010] 图1为固定支架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为下垂测量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2] 图3为侧向间隙测量组件结构示意图；

[0013] 图4为本实用新型工装总体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实施例1

[0015] 如图1－4所示，一种米系列直升机尾传动轴下垂/侧向间隙测量工装，由固定支架

组件、下垂测量组件和侧向间隙测量组件组成；所述固定支架组件包括卡瓣式圆形卡箍1，

卡瓣式圆形卡箍包括两个卡瓣，分别为第一卡瓣101和第二卡瓣102，第一卡瓣101的一端与

第二卡瓣102的一端通过销轴一3转动连接在一起，第一卡瓣101的另一端设置有第一连接

耳103，第二卡瓣102的另一端设置有两个平行的第二连接耳104；所述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包

括L型安装块16和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4，L型安装块16由水平安装块和竖直安装块

固定连接而成，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4的两端分别与固定支架组件和L型安装块16连

接，竖直安装块上开设有侧向位移传感器安装孔23；所述下垂测量组件包括测量支臂10和

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24，测量支臂10的一端通过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24与固定支架组件连

接，测量支臂10的另一端设置有带触头托板机构14，带触头托板机构14与测量支臂10转动

连接，带触头托板机构包括托板1401和托板下方安装的托板触头1402，测量支臂10上设置

有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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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 所述第二卡瓣102的外端面上安装有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26，下垂测量组件安装

块24上分别设置有销轴安装孔12和螺钉安装孔11（椭圆形孔），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块24远离

测量支臂的一端通过销轴安装孔12和销轴二7与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26的底部连接，下垂

测量组件安装块24靠近测量支臂10的一端通过螺钉安装孔11和限位螺钉8一（限位螺钉一8

上设置有配套的锁紧螺帽9）与下垂测量组件安装架26的顶部连接。

[0017] 所述第一连接耳上设置有定位装置5，可使得第一卡瓣101和第二卡瓣102合到一

起时，第一卡瓣上的螺柱安装孔6和第二卡瓣上的螺柱安装孔6能够完全重合；侧向间隙测

量组件固定螺柱4的一端通过第一卡瓣、第二卡瓣的螺柱安装孔6与固定支架组件安装在一

起；所述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4的另一端通过贯穿水平安装块的螺柱安装孔与L型安

装块16连接；水平安装块的侧面设置有带柄螺钉17，竖直安装块的侧面设置有带橡胶层的

锁紧螺钉18，带橡胶层的锁紧螺钉18用于对侧向位移传感器安装孔内23安装的侧向位移传

感器22的锁紧，带柄螺钉17用于对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柱4的锁紧。

[0018] 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25上设置有下垂位移传感器锁紧装置，下垂位移传感器通

过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块25安装在测量支臂10上，并通过下垂位移传感器锁紧装置进行锁

紧，下垂位移传感器的测量端与托板1401接触。

[0019] 下垂检查时，在无负载直升机上进行。直升机应在平坦场地上迎风停放，不倾斜。

风速不应超过5m/s；在地面将下垂测量支臂10通过下垂测量支臂安装孔（销轴安装孔12）用

销轴二7销固安装在固定支架组件上，再用限位螺钉一8和锁紧螺帽9通过椭圆形孔（螺钉安

装孔）11将下垂测量支臂10组装在一起。然后，单手将固定支架组件两个卡瓣打开，套到尾

传动轴联轴节固定螺帽上，并合在一起，两个卡瓣安装孔6重合，手松开，用侧向间隙测量组

件固定螺柱4固定卡箍，通过拧紧三件固定螺钉2将整个支架紧固定在传动轴联轴节固定螺

帽的凸缘上。将高精度下垂位移传感器安装到下垂测量支臂10上，用限位螺钉二13、蝶型螺

母15固定（下垂位移传感器锁紧装置包括限位螺钉二13和蝶型螺母15），但不拧紧。调整下

垂测量支臂10，使带触头的托板机构14的触头1402接触到尾传动轴，托板1401呈垂直状态，

但测量支臂10不能接触到尾传动轴轴体，用限位螺钉一8和锁紧螺帽9固定好测量支臂10。

调节高精度下垂位移传感器使其测量端与托板1401接触并按技术要求值给于一定预压量，

用限位螺钉二13、蝶型螺母15固定紧。使尾传动轴转动，所测得的尾传动轴下垂量通过信号

转换与传输，最终被手持式无线数据记录仪接收并显示。最后，打印无线数据记录仪记载的

数据，进行技术鉴定或存档。

[0020] 测量支臂10整体采用角形件式设计，在保证支臂强度、刚性的基础上，测量支臂10

设计横截面面积非常小，杜绝了使用时因机上部件间间隙小，测量下垂时，需要调整另一个

部件位置才能完成测量，否则无法测量的弊端。测量支臂10同固定支架组件共有两个点分

别通过销轴及带限位螺钉及锁紧螺帽连接固定，销轴与其安装孔为高精度配合，确保测量

支臂可绕销轴较大角度转动同时，保证被测量点的精准。限位螺钉一8及锁紧螺帽9固定连

接部位的测量支臂上设计有椭圆孔11，松开锁紧螺帽9时，可使支臂在一定范围内移动，保

证测量支臂10与尾传动轴间有适当的间隙，用锁紧螺帽9将测量支臂10牢固地固定在下垂

测量组件安装架26上。带触头托板机构14将尾传动轴测量部位与测量元件高精度位移传感

器的相互平行关系转换为相互垂直的传动关系，实现下垂测量值的精准传导、精确测量。高

精度下垂位移传感器与带触头托板机构接触并按技术要求进行预压，预压完成后，通过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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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螺钉二13与蝶形螺母15锁紧高精度下垂位移传感器的方式将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固定在

测量支臂上。测量下垂时转动尾传动轴，带触头挡托板机构感受到尾传动轴下垂量变化，将

机械位移变化量传给高精度下垂位移传感器，通过信号转换与传输，然后被无线数据记录

仪接收并显示。

[0021] 侧向间隙测量，将L型安装块16安装在固定支架组件的侧向间隙测量组件固定螺

柱4上，用带柄螺钉17固定，先不拧紧，然后将高精度侧向位移传感器用带橡胶层的锁紧螺

钉18固定，同样不拧紧，调整L型安装块16，使高精度侧向位移传感器的测量端方向对准传

动轴锥形销固定螺帽，拧紧带柄螺钉17，将L型安装块16固定紧，再将高精度侧向位移传感

器，使其测量端接触传动轴锥形销固定螺帽，并按技术要求值给于一定预压量，然后带橡胶

层的锁紧螺钉18拧紧固定，按要求转动尾桨叶，所测得的尾传动轴侧向间隙量通过信号转

换与传输，最终被手持式无线数据记录仪接收并显示。最后，打印无线数据记录仪记载的数

据，进行技术鉴定或存档。

[0022] 侧向间隙测量组件与下垂测量组件安装在固定支架组件上互不影响。用刹车装置

刹住尾传动轴，按工艺要求，来回使尾传动轴转动一定角度，尾传动轴花键套齿间隙变化量

就会传递给高精度侧向位移传感器，通过信号转换与传输，最终被手持式无线数据记录仪

接收并显示。根据螺钉使用位置与及紧固对象所需力度大小，设计上使用了锁紧螺钉18尾

部安装橡胶层的设计，解决了由于尾传动轴测量部位及空间限制，被固定件松动的问题和

防止因螺钉直接顶住高精度位移传感器外圆而可能导致压伤和滑脱等问题。

[0023] 拆卸按相反的顺序进行。最后，对该套工装进行清洁并装箱储存。

[0024] 本实用新型设计巧妙，结构合理，刚度及稳固性好，加工与测量点控制精度高，拆

装简单、快捷，体积小，重量轻，工况及环境适应性好，便于携带，适用于定期检修、大修、尾

传动轴更换和野外伴随保障等多种时机使用，同电子部件配合相容性高，实现了测量基准

的牢固可靠，测量结果快速、真实、精准，测量、存储与打印等达到了自动化，是一种全新的

产品，使用后，大大提高直升机尾传动轴伴随保障能力和维修检测效率，减轻了技术人员对

该项检测工作的劳动量，具有广泛的推广价值。

[0025]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较佳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并不

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根据本实用新型

的技术方案及其发明构思加以等同替换或改变，都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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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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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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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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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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