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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箭发动机推力矢量测力天平的研究 

姚文秀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高温气体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海淀区 100190） 

 

引言 

在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过程中，其性能评估

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地面试验。地面试验要测量

最重要的技术指标是发动机的推力性能。所

以，发动机推力矢量的测力传感器对于地面试

验尤为关键。 

火箭发动机在工作过程中，由于燃烧室、

矢量喷管等内流场存在不对称流动，必然产生

相对主推力矢量而言然微小的侧向力。由于对

飞行器的控制精度要求越来越高，这种微小的

侧向力对飞行器的控制带来的影响作用需引起

足够重视。 

现在所采用的发动机地面推力矢量测量传

感器是单分量测力机构，只能测量发动机的轴

向主推力矢量，无法测量垂直于中心轴线的侧

向微小载荷。 

 基于以上需求，我们根据火箭发动机型

号部门的要求，研制了可以测量包括侧向力载

荷的推力矢量载荷测力六分量天平。 

根据发动机推力矢量测量的试验要求，所

设计的矢量测量系统需要满足如下主要条件： 

a）载荷范围： 

发动机轴向推力 Fx：1000～3500N。 

发动机侧向推力 Fy：0～50N。 

发动机侧向推力 Fz：0～50N。 

b）测量传感器校准精度：小于 1%。 

c）测量传感器安装位置环境最高温度：50

度。 

d）可进行六分量载荷测量，包括三个方向的

推力载荷和对参考坐标系的三个力矩载荷。 

从以上要求可以看出，侧向载荷较发动机

主推力矢量载荷有量级的差别，设计测量系统

需特别关注；设计的测量系统还需要有适当的

热防护措施。 

1 发动机推力测量系统的方案 

综合试验现场情况的分析，测力系统方案

本着满足测量精度要求、试验操作和安装简单

方便的原则。所设计的方案是把测力系统的传

感器安装在支撑系统与试验模型底部之间。如

图（1）所示。实验模型和所受到的载荷全部

由测力传感器支撑，这样模型测量的载荷变化

就是发动机工作所带来的载荷，从而避免了其

它支撑对测量带来的干扰，这样只要保证传感

器的测量精度。 

图 (1) 
发动机测力天平采用盒式天平技术，主要

结构分为浮动框、测力元件和固定框。盒式天

平以其刚度大、机械分解较彻底、耦合干扰小

等特点。固定框与试验支撑系统连接，浮动框

与模型连接在一起，实验模型所受到的各个分

量的载荷可以通过浮动框传递到各个测量元

件。                       

2 发动机推力测量系统的关键技术问题 

对所提出的测量系统方案，我们认为有两

个最关键的技术问题，这些问题解决的情况直

接关系到所研制的发动机推力系统的成败。 

从试验要求来看，侧向推力载荷较主推力

矢量载荷小一个量级以上，要在同一个传感器

上测量这两种载荷，需要解决大载荷对小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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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干扰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所

测量的侧向力载荷可能不是真实的发动机侧向

载荷，造成测量失真。 

另一个需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发动机供应管

路（包括两组推进剂管路和一组控制气路）对

测量系统的影响问题。 

3 发动机矢量测力天平的研制 

3.1 测量天平采用应变测量技术 

应变天平基于非电量电测原理。在外载荷

作用下，天平元件产生相应的应变，粘贴在天

平元件上的应变片产生与气动力成比例的电阻

增量，通过应变片组成的测量电桥，将电阻增

量转换成电压信号输出，并由检测仪表测量记

录。应变天平系统的组成见图(2) 

 
图(2) 应变天平系统组成图 

图中：P——作用在模型上的气动力； 
——天平元件在 P 作用下产生的应变； 

R ——应变片电阻增量； 
u ——测量电桥的输出电压； 
n ——检测仪表输出的模拟量。盒式应

变天平机械分解 

3.2 盒式应变天平机械分解 

盒式应变天平由固定框、浮动框与弹性连

杆等组成。浮动框与模型连接，固定框与支杆

连接，通过弹性连杆将浮动框与固定框连接在

一起。在固定框上设置悬臂梁式测量元件，应

变计粘贴在悬臂梁上。弹性连杆分别设置在轴

向、法向与横向三个方向上，将力分别传递到

悬臂梁的自由端。弹性连杆两端有双向弹性铰

链，弹性铰链所提供的横向自由度排除了其它

两个方向上力的作用，因此，使弹性连杆只传

递拉或压力，保证悬臂梁只受到主测量力（或

力矩）的作用，天平干扰小，实现力与力矩的

机械分解 

载荷分配由于六个空气动力分量全部由七

根连杆将力传递到各自天平元件上，因此每根

连杆和元件受力大小是不同的。如图(3) 

 
(a)                             

 
(b) 

图(3)  弹性连杆布局 

弹性连杆两端都采用双圆弧形双向弹性铰

链的结构形式，这种弹性铰链的优点是抗干扰

能力强，灵敏度高，可以提供小的角位移，轴

向刚度大，没有间隙和摩擦、滞后的问题。由

弹性铰链所实现的机械分解，使各测力元件

“并联”，只受到欲测力的作用，因而各分量

间干扰小，有利于提高精度。 

 
图(4) 盒式天平使用的两种形式的弹性连杆 

 

3.3 天平元件的强度校核和刚度计算 

天平元件强度校核 

强度分析主要考察天平拓扑结构中最危险

截面，对盒式天平来说，柔性铰为最薄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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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计算的受力严重部位一般选取悬臂梁根部

截面与弹性连杆铰链处。 

悬臂梁根部截面的强度校核计算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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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元件刚度计算 

按矩形悬臂梁的线位移计算公式，可得各

测量元件的线位移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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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悬臂梁截面惯性矩， 12/3bhI   

弹性连杆的拉压变形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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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天平灵敏度设计 

天平灵敏度被定义为在该测量分量满量程

的作用下，电桥电压输出与供桥电压的比值即

mV/V，即： 

U

U
S




 
一般地，要求比值不小于 0.2mV/V[ 4 ]。 

根据应变式天平的测量原则，某一测量分

量的电桥输出为： 

UK
R

R
UU 



 

KUU  /  
式中：U—供桥电压 

  R—桥臂内应变计初始电阻值 

  R —桥臂电阻增量 

  K—应变计灵敏度系数 

 —应变计感受的平均应变 

根据上式可以看出，在所选用的应变计灵

敏度系数一定的情况下，只有提高天平元件在

测量载荷作用下的应变，才能提高天平的测量

灵敏度 

3.5 天平元件总体布局设计 

在风洞测力试验中，天平既作为传力元

件，又是支撑机构，受力情况复杂，因此天平

设计成整体结构，使量程范围不同的各个分量

都能获得较理想的输出信号。该盒式天平为六

分量整体式结构，力矩参考中心位于天平形

心。 

⑴ 天平外形尺寸：长×宽×高=200mm×

100 mm×80 mm； 

（2）应变计尺寸:5mm×4mm; 

 (3)应变计阻值 :350Ω； 

（4）应变计灵敏度系数: k=2.1 

 
图(5) 天平元件总体布局 

3.6 天平的电路设计 

在每个天平测量元件上各自组成一个测量

电桥，通过七个测量电桥输出的不同组合来获

得所需六个分量。本文天平采用后一种设置，

图 3-4 为新设计盒式天平贴片图。 

 
图(6)  应变计粘贴图 

3.7 天平公式和校准结果 

在天平校准坐标系下，相对于校准参考点

（天平的几何中心）的载荷隐式计算公式如

下： 

以法向载荷 Y 为例，传感器的校准公式

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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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KZKXKMxKMzK My

Y
Z
Y

X
Y

Mx
Y

Mz
Y  —----------————次干扰项 

222222 222222

MyKZKXKMxKMzKYK My
Y

Z
Y

X
Y

Mx
Y

Mz
Y

Y
Y  ---—二次干扰项 

MyYKZYKXYKMxYKMzYK YMy
Y

YZ
Y

YX
Y

YMx
Y

YMz
Y   

MyMzKZMzKXMzKMxMzK MMyz
Y

MzZ
Y

MzX
Y

MzMx
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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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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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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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XKZXK XMy
Y

XZ
Y   

MyZK ZMy
Y    -----------------------------=----后五行为交叉干扰项。 

同样可以写出其它载荷的传感器校准公式。简化写为： 
),,,,,,( MyZXMxMzYUfMz Mz  
),,,,,,( MyZXMxMzYUfMx Mx
 

),,,,,,( MyZXMxMzYUfX X  
),,,,,,( MyZXMxMzYUfZ Z  

),,,,,,( MyZXMxMzYUfMy My
 

 主要校准结果： 

综合加载误差 

项目\单元 Y Mz Mx X Z My 

绝对误差(δ)(N N·M) 1.9916 0.1090 0.0956 0.1935 0.1796 0.0254 

相对误差(σ)(%) 0.23 0.26 0.49 0.39 0.37 0.36 

极限误差(3·σ)(%) 0.68 0.77 1.46 1.18 1.10 1.08 

天平校准系数： 

项目

＼单

元 

Y Mz Mx X Z My 

Y 1.7547E+02 2.5760E-05 -2.8055E-05 4.9703E-03 3.3552E-04 3.3044E-04

Mz -1.5169E-04 1.6249E+01 -6.9387E-03 -1.5128E-01 -3.6559E-02 -3.0734E-05

Mx -7.4236E-02 -2.0402E-02 7.0359E+00 3.0305E-02 -9.6014E-02 -7.0309E-04

X 4.6275E-02 -2.2941E-02 2.2299E-05 4.8262E+01 -7.4881E-04 1.3898E-04

Z -7.0436E-03 -3.3302E-03 -2.1224E-03 9.8673E-04 3.1906E+01 -4.0554E-05

My 7.6883E-01 4.9285E-03 -3.2054E-03 1.4840E-02 -3.0217E-02 2.4545E+00

Y.Y 0.0000E+00 5.3494E-08 -2.5218E-07 1.5147E-06 1.8941E-07 -3.1219E-08

Mz.Mz 3.9018E-05 0.0000E+00 3.4455E-06 7.3841E-06 -3.7283E-06 -4.1891E-06

Mx.Mx 2.8881E-04 8.6820E-07 0.0000E+00 1.1158E-05 -1.6456E-05 6.4444E-06

X.X 1.0190E-05 -2.7470E-06 2.3331E-07 0.0000E+00 1.2001E-05 7.2201E-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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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2.6048E-06 4.3207E-07 1.4954E-06 1.5368E-05 0.0000E+00 -1.0036E-06

从以上校准结果可以看出，所研制的测力

天平校准综合加载误差小于 0.5%，符合国军标

标准。从校准系数看，所有干扰量与主系数相

比，小于两个量级以上，完全可以满足侧向力

微小载荷的需要。 

·4 发动机供应管路对测量系统的影响问

题的解决方案 

解决思路是通过管路的参数和型线的设计

把管路对测量的影响限制在远小于测量误差要

求以内。采取以下三种方法：一、对管路的影

响效应进行影响效应的结构分析，找出合理的

管路设计参数；二、对管路的连接形式和管路

型现进行优选设计。 

(1) 对管路的影响效应进行影响效应的分

析，提出满足要求的管路设计参数 

理论上讲，对某一方向载荷（例如主推力

Fx）是由测力传感器和外管路共同承担，即 :    

 

   ，  

K 为弹性系数，一般系统的弹性系数

。其中 E 为弹性模量，只与材料

有关，S 为截面积，L 为支撑梁的长度。 

管 路 带 来 的 误 差 ：  

 

 
一般来讲，测力传感器的材料采用高强度

合金钢材料，它的 E 较管路材料的 E 要大，传

感器受力梁较管路的截面积也有量级的差别，

此外，在综合考虑管路的振动特性的基础上，

通过调整管路的型线长度，综合以上因素，把

管路分解的载荷控制在满足测量要求的情况。 

·5  结论 

本文针对火箭发动机推力矢量偏心载荷测

量的需求，研制了可以进行测量包括侧向微小

载荷的测力天平。校准结果表明，该测力天平

的测量准度小于 0.5%，同时，不同分量的干扰

小，完全可以满足发动机台架实验的要求。并

对管路对测量的影响问题，提出了管路设计方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