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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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811361486.6

(22)申请日 2018.11.15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9404364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03.01

(73)专利权人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七二一工厂

地址 050208 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308信

箱

(72)发明人 刘航　孔立军　朱天辉　李兴丽　

李胜国　刘强　刘晓杰　韩勇　

(74)专利代理机构 石家庄冀科专利商标事务所

有限公司 13108

代理人 汤志强

(51)Int.Cl.

F15B 19/00(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4019082 A,2014.09.03

CN 202579459 U,2012.12.05

CN 201621133 U,2010.11.03

CN 102954064 A,2013.03.06

CN 205483538 U,2016.08.17

CN 200989852 Y,2007.12.12

CN 202579459 U,2012.12.05

审查员 宋浩鹏

 

(54)发明名称

一种伺服阀检测方法

(57)摘要

一种伺服阀检测方法，属于测试、测量技术

领域。它所采用的的伺服阀检测装置包括摇臂

杆、转轴、测量杆、偏心套、位移显示屏和固定座；

所述固定座安装在伺服阀故障检测试验台上，固

定座呈L型结构，在其水平壁上装配摇臂杆，在其

竖直壁上装配偏心套；所述摇臂杆的中间部位通

过转轴与固定座水平壁铰接装配，在摇臂杆下端

设有测量头；所述测量杆一端为与摇臂杆上端接

触的触头，另一端与位移显示屏连接，测量杆通

过偏心套安装在固定座上；所述偏心套与固定座

竖直壁上设置的偏心套装配孔配装。本发明实现

了对飞行器伺服作动器中伺服阀故障检测器伺

服阀性能的检测，达到保证测量结果可靠性和飞

行器安全飞行的目的。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109404364 B

2021.02.23

CN
 1
09
40
43
64
 B



1.一种伺服阀检测方法，它采用伺服阀检测装置完成对飞行器伺服作动器中伺服阀故

障检测器伺服阀性能的检测，其特征是，所述伺服阀检测装置包括摇臂杆（2）、转轴（3）、测

量杆（7）、偏心套（6）、位移显示屏（8）和固定座（5）；所述固定座（5）安装在伺服阀故障检测

试验台上，固定座（5）呈L型结构，在其水平壁上装配摇臂杆（2），在其竖直壁上装配偏心套

（6）；所述摇臂杆（2）上端两侧加工成平面，中间部位通过转轴（3）与固定座（5）水平壁铰接

装配，在摇臂杆（2）下端设有测量头（2-1）；所述测量杆（7）一端为与摇臂杆（2）上端侧平面

接触的触头，另一端与位移显示屏（8）连接，测量杆（7）通过偏心套（6）安装在固定座（5）上；

所述偏心套（6）与固定座（5）竖直壁上设置的偏心套装配孔（5-1）配装；所述固定座（5）上设

置与偏心套装配孔（5-1）贯通的豁槽（5-2），在所述豁槽（5-2）部位设置锁紧孔（5-3），所述

锁紧孔（5-3）中配装锁紧钉（9）；

所述伺服阀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a、伺服阀检测装置装配：固定座（5）安装在伺服阀检测试验台上，在固定座（5）的水平

壁上装配摇臂杆（2），并通过转轴（3）将摇杆臂（2）与固定座（5）水平壁铰接，旋松锁紧钉

（9），将偏心套（6）与测量杆（7）套装后置于固定座（5）竖直壁的偏心套装配孔（5-1）中，在测

量杆（7）尾部连接位移显示屏（8）；

b、零位调试：选用标准的伺服阀，将其连接在液压油路中，并将摇臂杆下端测量头置于

标准伺服阀的中间位置处，控制液压油路中油压为设定值，标准的伺服阀处于工作状态，其

阀芯移动至中位，推动摇臂杆（2）绕转轴（3）转动一定角度，然后旋转偏心套（6）带动测量杆

（7）转动，同时测量杆（7）中心轴线上下移动，当位移显示屏（8）示数为零时，偏心套（6）停止

转动，旋紧锁紧钉（9）将偏心套（6）固定；

c、工件安装：将标准的伺服阀从液压油路中拆下，将被检测的伺服阀连接在液压油路

中，并将摇臂杆（2）下端测量头（2-1）置于被检测伺服阀的中间位置处；

d、检测：连通液压油路，被检测伺服阀处于工作状态，其阀芯（1）向中位移动，推动摇臂

杆（2）绕转轴（3）转动一定角度，使与摇臂杆（2）上端接触的测量杆触头左右移动一定距离，

此时位移显示屏（8）上显示的数值即为伺服阀阀芯偏离中位距离的测量值，调整液压油路

中油压，使位移显示屏（8）上显示的数值为设定值；

e、判断伺服阀是否合格：观察并记录液压油路中压力表数值，将该压力表数值与标准

设定的液压油路压力值进行比对，判断伺服阀是否合格；

当压力表数值超出标准设定值范围时，判定被检测的伺服阀不符合要求；当压力表数

值处于标准设定值范围中时，判定被检测的伺服阀符合要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伺服阀检测方法，其特征是，在它采用的伺服阀检测装置中，

所述偏心套（6）的内孔与其外圆柱面中心轴线偏差值L=  0.25mm。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伺服阀检测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偏心套（6）一端设有旋转操

作柄（6-1）。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伺服阀检测方法，其特征是，所述固定座（5）通过一组螺钉（4）

固定在伺服阀检测试验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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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伺服阀检测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液压阀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尤其是一种针对飞行器伺服作动器

中伺服阀故障检测器伺服阀的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属于测试、测量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通常情况下，飞行器伺服作动器中伺服阀两腔的输出压力相等，故障检测器伺服

阀芯在输出油压的作用下压缩阀芯弹簧,使得阀芯处于中位，这时故障检测器处于正常工

作状态。当两侧单级伺服阀两腔输出的压力不等且超过故障检测器的压力门限值或伺服阀

有故障时，伺服阀组件中的阀芯就偏离了中位，从而带动飞行器故障检测器摇臂摆动，断开

微动开关，实现报故（故障报警），这就是飞行器故障检测器报故工作原理。为了保证飞行器

的安全飞行，在检修过程中应对飞行器故障检测器伺服阀的性能进行检测，因此需要优化

设计一种伺服阀检测装置，另外，由于摇臂杆的检测头部精度非常高，而且是易磨损部位，

故需要在检测操作时对其调整，以保证可靠的精度。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提供一种伺服阀检测装置及检测方法，旨在实现对飞行器伺服作动器中伺

服阀故障检测器伺服阀性能的检测，达到保证测量结果可靠性和飞行器安全飞行的目的。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如下技术方案：

[0005] 一种伺服阀检测装置，包括摇臂杆、转轴、测量杆、偏心套、位移显示屏和固定座；

所述固定座安装在伺服阀故障检测试验台上，固定座呈L型结构，在其水平壁上装配摇臂

杆，在其竖直壁上装配偏心套；所述摇臂杆上端两侧加工成平面，中间部位通过转轴与固定

座水平壁铰接装配，在摇臂杆下端设有测量头；所述测量杆一端为与摇臂杆上端侧平面接

触的触头，另一端与位移显示屏连接，测量杆通过偏心套安装在固定座上；所述偏心套与固

定座竖直壁上设置的偏心套装配孔配装。

[0006] 上述伺服阀检测装置，所述固定座上设置与偏心套装配孔贯通的豁槽，在所述豁

槽部位设置锁紧孔，所述锁紧孔中配装锁紧钉。

[0007] 上述伺服阀检测装置，所述偏心套的内孔与其外圆柱面中心轴线偏差值L= 

0.25mm。

[0008] 上述伺服阀检测装置，所述偏心套一端设有旋转操作柄。

[0009] 上述伺服阀检测装置，所述固定座通过一组螺钉固定在伺服阀检测试验台上。

[0010] 一种伺服阀检测方法，采用上述伺服阀检测装置完成对飞行器伺服作动器中伺服

阀故障检测器伺服阀性能的检测，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0011] a、伺服阀检测装置装配：固定座安装在伺服阀检测试验台上，在固定座的水平壁

上装配摇臂杆，并通过转轴将摇杆臂与固定座水平壁铰接，旋松锁紧钉，将偏心套与测量杆

套装后置于固定座竖直壁的偏心套装配孔中，测量杆通过导线连接位移显示屏；

[0012] b、零位调试：选用标准的伺服阀，将其连接在液压油路中，并将摇臂杆下端测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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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标准伺服阀的中间位置处，控制液压油路中油压为设定值，标准的伺服阀处于工作状

态，其阀芯移动至中位，推动摇臂杆绕转轴转动一定角度，然后旋转偏心套带动测量杆转

动，同时测量杆中心轴线上下移动，当位移显示屏示数为零时，偏心套停止转动，旋紧锁紧

钉将偏心套固定；

[0013] c、工件安装：将标准的伺服阀从液压油路中拆下，将被检测的伺服阀连接在液压

油路中，并将摇臂杆下端测量头置于被检测伺服阀的中间位置处；

[0014] d、检测：连通液压油路，被检测伺服阀处于工作状态，其阀芯向中位移动，推动摇

臂杆绕转轴转动一定角度，使与摇臂杆上端接触的测量杆触头左右移动一定距离，此时位

移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即为伺服阀阀芯偏离中位距离的测量值，调整液压油路中油压，使

位移显示屏上显示的数值为设定值；

[0015] e、判断伺服阀是否合格：观察并记录液压油路中压力表数值，将该压力表数值与

标准设定的液压油路压力值进行比对，判断伺服阀是否合格。

[0016] 上述伺服阀检测方法，在所述步骤e中，当压力表数值超出标准设定值范围时，判

定被检测的伺服阀不符合要求；当压力表数值处于标准设定值范围中时，判定被检测的伺

服阀符合要求。

[0017] 本发明所述的伺服阀检测装置，可通过摇臂杆将伺服阀阀芯位移传递给测量杆的

触头，再由与测量杆连接的位移显示屏显示伺服阀阀芯位移值，但由于摇臂杆的测量头在

使用一定时间后会产生磨损，影响了测量结果的可靠性，特别是在阀芯偏移量接近临界值

时，容易产生误判，导致昂贵的构件报废处理，因此应及时更换新的摇臂杆，而摇臂杆在对

称度、跳动度、位置度、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等方面均有很高的要求，而加工误差不可避

免，因此即使采用新的摇臂杆也难以准确定位测量的基准位置。本发明在伺服阀检测装置

设置了偏心套，可通过偏心套调整测量杆触头与摇臂杆的接触位置，从而满足基准位置定

位要求。

[0018] 本发明所述的伺服阀检测方法，首先在标准伺服阀的阀芯处于中位时，通过旋转

偏心套，使位移显示屏示数为零，将此时测量杆触头位置确定为基准零位，再通过锁紧钉将

偏心套固定，然后通过调整试验油路的油压来控制伺服阀阀芯偏离中心位置距离，使位移

显示屏示数为设定值，读取测量油路中压力表数值，并将该数值与标准设定值进行比对，以

此来判断伺服阀是否合格。

[0019]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现了对飞行器伺服作动器中伺服阀故障检测器伺服阀性能的

检测，达到保证测量结果可靠性和飞行器安全飞行的目的。

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本发明所述的伺服阀检测装置结构示意图；

[0021] 图2是图1的侧视图；

[0022] 图3是固定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4是图3的侧视图；

[0024] 图5是偏心套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图5中A-A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6] 图7是伺服阀检测装置工作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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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图8是伺服阀故障检测原理示意图。

[0028] 图中各标号清单为：1、阀芯，2、摇臂杆，2-1、测量头，3、转轴，4、螺钉，5、固定座，5-

1、偏心套装配孔，5-2、豁槽，5-3、锁紧孔，6、偏心套，6-1、旋转操作柄，7、测量杆，8、位移显

示屏，9、锁紧钉。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附图及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30] 参看图  1、图2、图3、图4，本发明所述的伺服阀检测装置，包括摇臂杆2、转轴3、测

量杆7、偏心套6、位移显示屏8和固定座5；所述固定座5安装在伺服阀故障检测试验台上，固

定座5呈L型结构，在其水平壁上装配摇臂杆2，在其竖直壁上装配偏心套6；所述摇臂杆2的

中间部位通过转轴3与固定座5水平壁铰接装配，在摇臂杆2下端设有测量头2-1；所述测量

杆7一端为与摇臂杆2上端侧平面接触的触头，另一端与位移显示屏8连接，测量杆7通过偏

心套6安装在固定座5上；所述偏心套6与固定座5竖直壁上设置的偏心套装配孔5-1配装。

[0031] 参看图3、图4，本发明所述伺服阀检测装置，所述固定座5上设置与偏心套装配孔

5-1贯通的豁槽5-2，在所述豁槽5-2部位设置锁紧孔5-3，所述锁紧孔5-3中配装锁紧钉9。

[0032] 参看图5、图6，本发明所述伺服阀检测装置，所述偏心套6的内孔与其外圆柱面中

心轴线偏差值L=  0.25mm；在偏心套6一端设有旋转操作柄6-1。

[0033] 参看图7、图8，本发明所述伺服阀检测装置工作原理是：伺服阀检测装置的摇臂杆

2可绕转轴3转动，设定转轴3中心为Ｏ点，摇臂杆2触头与测量杆7接触点为B点，摇臂杆2测

量头与阀芯接触点为A点，使ＯA  =ＯB；当伺服阀两腔输出的压力不等时，伺服阀阀芯1就偏

离了中位零点，偏离量为ＡＡ1，由于摇臂杆2转动构成上下两个全等三角形△ＯＡＡ1  和 

△ＯＢＢ1，且ＡＡ1＝ＢＢ1，此时位移显示屏8显示值ＢＢ1就是阀芯1偏离中位零点的值

ＡＡ1，按照有关技术要求，阀芯1偏离中位零点的数值不得大于设定值；但是，由于上述故

障检测器摇臂杆2的测量头在使用一定时间后会产生磨损，导致ＯA＜ＯB，ＡＡ1＜ＢＢ1，

即位移显示屏8显示值大于阀芯1偏离中位零点的值，特别是在阀芯1偏移量接近临界状态

时，容易产生误判，将昂贵的构件报废处理，因此应及时更换新的摇臂杆2，而摇臂杆2在对

称度、跳动度、位置度、尺寸精度、表面粗糙度等方面均有很高的要求，采用新的摇臂杆也难

以准确定位测量的基准位置，为此本发明在伺服阀检测装置设置了偏心套6，通过偏心套6

调整测量杆触头与摇臂杆的接触位置，使位移显示屏8显示值为0时，ＯA  =ＯB，从而满足了

基准位置定位要求。

[0034] 参看图1，本发明所述伺服阀检测方法，采用图中所示的伺服阀检测装置完成对飞

行器伺服作动器中伺服阀故障检测器伺服阀性能的检测，包括以下操作步骤：

[0035] a、伺服阀检测装置装配：固定座5安装在试验台上，在固定座5的水平壁上装配摇

臂杆2，并通过转轴3将摇杆臂2与固定座5水平壁铰接，旋松锁紧钉9，将偏心套6与测量杆7

套装后置于固定座5竖直壁的偏心套装配孔5-1中，在测量杆7尾部连接位移显示屏8；

[0036] b、零位调试：选用标准的伺服阀，将其连接在液压油路中，并将摇臂杆下端测量头

置于标准伺服阀的中间位置处，控制液压油路中油压为设定值，标准的伺服阀处于工作状

态，其阀芯移动至中位，推动摇臂杆2绕转轴3转动一定角度，然后旋转偏心套6带动测量杆7

转动，同时测量杆7中心轴线上下移动，当位移显示屏8示数为零时，偏心套6停止转动，旋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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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紧钉9将偏心套6固定；

[0037] c、工件安装：将标准的伺服阀从液压油路中拆下，将被检测的伺服阀连接在液压

油路中，并将摇臂杆2下端测量头2-1置于被检测伺服阀的中间位置处；

[0038] d、检测：连通液压油路，被检测伺服阀处于工作状态，其阀芯1向中位移动，推动摇

臂杆2绕转轴3转动一定角度，使与摇臂杆2上端接触的测量杆触头左右移动一定距离，此时

位移显示屏8上显示的数值即为伺服阀阀芯偏离中位距离的测量值，调整液压油路中油压，

使位移显示屏8上显示的数值为设定值；

[0039] e、判断伺服阀是否合格：观察并记录液压油路中压力表数值，将该压力表数值与

标准设定的液压油路压力值进行比对，当压力表数值超出标准设定值范围时，判定被检测

的伺服阀不符合要求；当压力表数值处于标准设定值范围中时，判定被检测的伺服阀符合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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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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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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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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