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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

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其中，拆卸装置包括拔杆、第

一围挡件和膨胀环，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延

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第一围挡件设

置于拔杆的第一端部，膨胀环位于第一围挡件和

右扩口锥帽之间；将膨胀环置于空心销内；带动

延长套管向第一围挡件靠拢，以使延长套管推动

右扩口锥帽向第一围挡件挤压膨胀环；膨胀环膨

胀后与空心销过盈配合；拖动拔杆带动膨胀环以

及与膨胀环过盈配合的空心销脱离。通过本发明

实施例提供的拆卸过盈配合空心销的装置中，左

扩口螺杆端面设置螺纹，与拔杆相连，提升膨胀

环安装便捷性，同时提升了装置易损部分的维修

性和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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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拔杆，所述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所述延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

第一围挡件，所述第一围挡件设置于所述拔杆的第一端部；

膨胀环，所述膨胀环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和所述右扩口锥帽之间，所述膨胀环位于所

配合的空心销内；

所述延长套管向所述第一围挡件靠拢，所述延长套管推动所述右扩口锥帽向所述第一

围挡件挤压所述膨胀环，使得所述膨胀环膨胀，与所述空心销过盈配合，带动所述空心销脱

离。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拔杆的外表面设置有外螺纹；

所述拔杆上还套设有旋转手柄，所述旋转手柄的活动端与所述延长套管连接，所述旋

转手柄通过所述拔杆表面的外螺纹与所述拔管螺纹连接；

所述旋转手柄沿所述拔杆的外螺纹移动，推动所述延长套管带动所述右扩口锥帽移

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环两端面开设有锥形凹槽；

所述第一围挡件为左扩口螺杆，所述左扩口螺杆和所述右扩口螺帽可以伸入膨胀环的

锥形凹槽内实现挤压。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膨胀环为弹性夹头；

所述膨胀环的外表面还开设有螺纹。

5.根据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拔杆的第二端部还设置

有第二围挡件；

所述拔杆上靠近所述第二端部的位置套设有滑块，所述滑块沿所述拔杆向所述第二围

挡件滑动。

6.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的使用方法，其特征在于，应用于权利要求1至5中

任一项所述的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所述方法包括：

在空心销内伸入一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其中，所述拆卸装置包括拔杆、第一围

挡件和膨胀环，所述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所述延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所述

第一围挡件设置于所述拔杆的第一端部，所述膨胀环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和所述右扩口锥

帽之间；

将所述膨胀环置于所述空心销内；

带动所述延长套管向所述第一围挡件靠拢，以使所述延长套管推动所述右扩口锥帽向

所述第一围挡件挤压所述膨胀环；

所述膨胀环膨胀后与所述空心销过盈配合；

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离。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拔杆的第二端部还设置有第二围挡

件，所述拔杆上靠近所述第二端部的位置套设有滑块；

所述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离的

步骤，包括：

带动所述滑块沿所述拔杆向所述第二围挡件滑动，以使得所述滑块对所述第二围挡件

以及所述拔杆产生沿所述滑动方向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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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拔杆在推动力作用下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所述空心销脱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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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及其使用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航空发动机装配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

及其使用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航空发动机的承力部件是航空发动机的“骨架”，各个承力部件搭建传力路径，将

发动机动力向外传递，把驱动力提供给飞机。在航空发动机承力机匣中，传力的支柱需要与

外机匣可靠连接，保证定心的同时，还需承受一定的剪切力。在这种情况下，过盈配合的空

心销连接结构较为常见。该结构连接可靠，但存在着拆卸困难的弊端。某发动机的空心销内

部开设2处直径为2mm的小孔，传统拆卸方法是使用φ2mm的钻头伸入小孔，再使用提锤将其

拔出。

[0003] 这种拆卸方法的弊端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0004] 1、受于小孔直径限制，φ2mm的钻头强度不足。加之销子为过盈配合，使得钻头经

常折断，损耗较大。

[0005] 2、该方法使用冲击力(非静力)，工具与零件接触面小，对零件及拆卸工具破坏均

较大，零件报废率极高。

[0006] 特殊的，当空心销紧度过大，无法正常拆卸时，需采用破坏分解。一般方法是通过

机械加工手段，在空心销表面加工螺纹，再使用螺杆配合拆卸。这种拆卸方法成本高、周期

长。

[0007] 可见，现有的空心销拆卸方案存在所使用的钻头损耗较大且容易造成空心销等零

件报废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8]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

[0009] 第一方面，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包括：

[0010] 拔杆，所述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所述延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

[0011] 第一围挡件，所述第一围挡件设置于所述拔杆的第一端部；

[0012] 膨胀环，所述膨胀环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和所述右扩口锥帽之间，所述膨胀环位

于所配合的空心销内；

[0013] 所述延长套管向所述第一围挡件靠拢，所述延长套管推动所述右扩口锥帽向所述

第一围挡件挤压所述膨胀环，使得所述膨胀环膨胀，与所述空心销过盈配合，带动所述空心

销脱离。

[0014] 可选的，所述拔杆的外表面设置有外螺纹；

[0015] 所述拔杆上还套设有旋转手柄，所述旋转手柄的活动端与所述延长套管连接，所

述旋转手柄通过所述拔杆表面的外螺纹与所述拔管螺纹连接；

[0016] 所述旋转手柄沿所述拔杆的外螺纹移动，推动所述延长套管带动所述右扩口锥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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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

[0017] 可选的，所述膨胀环两端面开设有锥形凹槽；

[0018] 所述第一围挡件为左扩口螺杆，所述左扩口螺杆和所述右扩口螺帽可以伸入膨胀

环的锥形凹槽内实现挤压。

[0019] 可选的，所述膨胀环为弹性夹头；

[0020] 所述膨胀环的外表面还开设有螺纹。

[0021] 可选的，所述拔杆的第二端部还设置有第二围挡件；

[0022] 所述拔杆上靠近所述第二端部的位置套设有滑块，所述滑块沿所述拔杆向所述第

二围挡件滑动。

[0023] 第二方面，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了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的使用方法，

应用于第一方面中任一项所述的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所述方法包括：

[0024] 在空心销内伸入一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其中，所述拆卸装置包括拔杆、第

一围挡件和膨胀环，所述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所述延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

所述第一围挡件设置于所述拔杆的第一端部，所述膨胀环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和所述右扩

口锥帽之间；

[0025] 将所述膨胀环置于所述空心销内；

[0026] 带动所述延长套管向所述第一围挡件靠拢，以使所述延长套管推动所述右扩口锥

帽向所述第一围挡件挤压所述膨胀环；

[0027] 所述膨胀环膨胀后与所述空心销过盈配合；

[0028] 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离。

[0029] 可选的，所述拔杆的第二端部还设置有第二围挡件，所述拔杆上靠近所述第二端

部的位置套设有滑块；

[0030] 所述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

离的步骤，包括：

[0031] 带动所述滑块沿所述拔杆向所述第二围挡件滑动，以使得所述滑块对所述第二围

挡件以及所述拔杆产生沿所述滑动方向的推动力；

[0032] 所述拔杆在推动力作用下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所述空心销脱离。

[0033]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在空心销内伸入

一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其中，所述拆卸装置包括拔杆、第一围挡件和膨胀环，所述

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所述延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所述第一围挡件设置于

所述拔杆的第一端部，所述膨胀环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和所述右扩口锥帽之间；将所述膨

胀环置于所述空心销内；带动所述延长套管向所述第一围挡件靠拢，以使所述延长套管推

动所述右扩口锥帽向所述第一围挡件挤压所述膨胀环；所述膨胀环膨胀后与所述空心销过

盈配合；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离。通

过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拆卸过盈配合空心销的装置中，左扩口螺杆端面设置螺纹，与拔杆

相连，提升膨胀环安装便捷性，同时提升了装置易损部分的维修性和使用寿命。

附图说明

[0034]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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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的使用方法的流程示意

图。

[0036] 附图标记汇总：

[0037] 1-左扩口螺杆，2-膨胀环，3-右扩口锥帽，4-拔杆，5-延长套管，6-旋转手柄，7-滑

块，8-手柄。

具体实施方式

[0038] 参见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如图1所示，所述装置主要包括：

[0039] 拔杆4，所述拔杆4上套设有延长套管5，所述延长套管5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

[0040] 第一围挡件11，所述第一围挡件1设置于所述拔杆4的第一端部；

[0041] 膨胀环2，所述膨胀环2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1和所述右扩口锥帽之间，所述膨胀环

2位于所配合的空心销内；

[0042] 所述延长套管5向所述第一围挡件1靠拢，所述延长套管5推动所述右扩口锥帽向

所述第一围挡件1挤压所述膨胀环2，使得所述膨胀环2膨胀，与所述空心销过盈配合，带动

所述空心销脱离。

[0043] 可选的，所述拔杆4的外表面设置有外螺纹；

[0044] 所述拔杆4上还套设有旋转手柄6，所述旋转手柄6的活动端与所述延长套管5连

接，所述旋转手柄6通过所述拔杆4表面的外螺纹与所述拔管螺纹连接；

[0045] 所述旋转手柄6沿所述拔杆4的外螺纹移动，推动所述延长套管5带动所述右扩口

锥帽移动。

[0046] 可选的，所述膨胀环2两端面开设有锥形凹槽；

[0047] 所述第一围挡件1为左扩口螺杆，所述左扩口螺杆和所述右扩口螺帽可以伸入膨

胀环2的锥形凹槽内实现挤压。

[0048] 可选的，所述膨胀环2为弹性夹头；

[0049] 所述膨胀环2的外表面还开设有螺纹。

[0050] 可选的，所述拔杆4的第二端部还设置有第二围挡件；

[0051] 所述拔杆4上靠近所述第二端部的位置套设有滑块7，所述滑块7沿所述拔杆4向所

述第二围挡件滑动。

[0052] 此外，参见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一种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的使用方

法的流程示意图。应用于上述图1所示的实施例提供的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如图2

所示，所述方法包括：

[0053] S201，在空心销内伸入一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其中，所述拆卸装置包括拔

杆、第一围挡件和膨胀环，所述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所述延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

锥帽，所述第一围挡件设置于所述拔杆的第一端部，所述膨胀环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和所

述右扩口锥帽之间；

[0054] S202，将所述膨胀环置于所述空心销内；

[0055] S203，带动所述延长套管向所述第一围挡件靠拢，以使所述延长套管推动所述右

扩口锥帽向所述第一围挡件挤压所述膨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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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S204，所述膨胀环膨胀后与所述空心销过盈配合；

[0057] S205，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

离。

[0058] 可选的，所述拔杆的第二端部还设置有第二围挡件，所述拔杆上靠近所述第二端

部的位置套设有滑块；

[0059] 所述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

离的步骤，可以包括：

[0060] 带动所述滑块沿所述拔杆向所述第二围挡件滑动，以使得所述滑块对所述第二围

挡件以及所述拔杆产生沿所述滑动方向的推动力；

[0061] 所述拔杆在推动力作用下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所述空心销脱离。

[0062] 在具体实施时，膨胀环2安装在第一围挡件1外表面，第一围挡件1可以为左扩口螺

杆，左扩口螺杆的端部外表面设置外螺纹，连接右扩口锥帽3及拔杆4，螺杆端部的外螺纹与

拔杆4端部的内表面螺纹连接。通过驱动旋转手柄6，使延长套管5带动右扩口锥帽3向前移

动。在左扩口螺杆及右扩口锥帽3的共同挤压作用下，膨胀环2发生膨胀，与空心销内圆柱面

可靠接触。保证拉拔过程中，工具不与空心销分离。

[0063] 快速滑动滑块7，当滑动7至拔杆4尽头，在惯性力的作用下，会产生驱动拔杆4后移

的冲击力。通过膨胀环2的摩擦力作用，冲击力转化为拉拔力，在该冲击力的作用下，拔杆将

空心销拔出，完成空心销的分解。

[0064] 此外，左扩口螺杆端面设置螺纹，与拔杆相连，提升膨胀环安装便捷性，同时提升

了装置易损部分的维修性。在膨胀环外表面设置螺纹，增加了摩擦力。在膨胀环沿周向开设

不贯穿开口，保证膨胀环的可伸缩性。在拔杆端面开设方头，与手柄连接，使用螺母压紧。另

外，还可以旋转手柄表面滚花，用于增加摩擦。旋转手柄设置延长杆与扳手接口，可使用延

长杆和扳手增加力臂，进而增加旋转手柄提供了压紧力。

[0065]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及其使用方法，在空心销内伸入

一过盈配合空心销的拆卸装置，其中，所述拆卸装置包括拔杆、第一围挡件和膨胀环，所述

拔杆上套设有延长套管，所述延长套管的端部设置有右扩口锥帽，所述第一围挡件设置于

所述拔杆的第一端部，所述膨胀环位于所述第一围挡件和所述右扩口锥帽之间；将所述膨

胀环置于所述空心销内；带动所述延长套管向所述第一围挡件靠拢，以使所述延长套管推

动所述右扩口锥帽向所述第一围挡件挤压所述膨胀环；所述膨胀环膨胀后与所述空心销过

盈配合；拖动所述拔杆带动所述膨胀环以及与所述膨胀环过盈配合的所述空心销脱离。通

过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拆卸过盈配合空心销的装置中，左扩口螺杆端面设置螺纹，与拔杆

相连，提升膨胀环安装便捷性，同时提升了装置易损部分的维修性和使用寿命，有效解决了

拆卸工具损耗大、零件报废率高的问题，空心销拆卸成功率(零件不受损)由45％提升至

100％，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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