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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电动缸套拆卸装置技术方案
赵胜利　张英建

（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黄河钻井总公司 50107 队，山东 东营 257000）

摘　要　在钻井过程中，柴油机工作时，由于受到高温高压的冲击，气缸套经常需要大修或更换。钻井队柴油机大修时，

由于缺乏高效、省力同时又安全可靠的拆卸工具，导致气缸套的拆卸十分困难。本文探讨了一种新研制的新型拆卸装置，

大大降低了工作强度、缩短了拆卸时间、工作效率高，保障了检修质量，性能可靠，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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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气缸套是钻井柴油机的维修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

节。190 型柴油机采用的缸套是湿式缸套，工作过程中，缸

套的外壁直接接触冷却水，在机体内腔形成闭合冷却水腔。

柴油机工作一段时间后，使用的冷却水会结垢、腐蚀，将

气缸套和发动机机体内腔作为一个整体连接起来，增加了

缸套和机体内腔间的摩擦力，当气缸套装配时，被压在机

体上，因此气缸套的拆卸往往需要几吨的张力。目前，我

科拆卸气缸套时使用的工具结构不太合理，全部是手工拆

卸。特别是在鳞片较厚的情况下，难以拆卸气缸套，需要

工作人员手持钢管多次击打气缸套底部，松开气缸套，然

后用大力拉出气缸套。费时费力，工作强度也很大，且容

易造成设备破坏，同时存在人员伤害风险。

1 原缸套拆卸装置结构分析

原钻井队 190 柴油机气缸套拆卸装置的结构主要分为

拉杆、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上部结构设有螺母和支架，

下部结构设有拉盘及拉盘块。拉杆上部结构带螺纹，中部

和下部光滑。旋紧其上端的螺母，将一个支撑架安装在螺

母下面。支撑架主要由横梁和两个中空支腿组成。有一圆

孔处在横梁中心，通过圆孔穿过拉杆，两个中空支腿对称

插入发动机缸体气缸盖的安装螺栓中，定位整个气缸套拆

卸装置并控制螺母的移动。下部结构的拉板中心有一圆孔，

插座与圆孔直径相同。拉板从插座插入拉杆内，支撑气缸

套底部。在拉盘的下方设置有拉盘塞。拉盘塞与拉杆焊接

在一起，阻止拉盘向下移动。

该缸套拆卸装置结构见图 1。

2 原缸套拆卸装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拆卸过程费时费力，效率低下

气缸套拆卸装置装配完毕后，用扳手夹紧螺母，将一

根加长杆安装在扳手上。工人推动延长杆，螺母随之旋转。

扳手和延长杆一次只能旋转约 90 度，因此扳手和延长杆需

要拆除，安装在一个新的角度，再次旋转，重复直到气缸

套被拆除。如果要拆卸一台柴油机的 12 个缸套，大约需要

3 名工人工作 8 小时，劳动强度大，耗时长，效率低。

2.2 存在人身伤害及设备损坏风险

首先，柴油机气缸盖部件和操作人员在反复安装和拆

卸扳手和延长杆的过程中，容易磕碰，造成仪器损坏，产

生额外维护的成本和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存在人员伤害

风险。其次，如果水垢很厚且存在严重的腐蚀，气缸套难

以拆卸，工作人员用约 2 米长的钢管直接击打气缸套底部，

使气缸套松动。维修过程中，钢管的前端容易损伤车身，

后端容易损伤工作人员。

3 新型电动缸套拆卸装置技术方案

钻井队对原缸套拆卸装置的结构和工作过程进行了分

析、研究、设计和制造。该装置采用电动扭矩代替手动扭矩，

极大地降低了工作强度，同时装置拆卸迅速，使用时气缸

套可一次拆卸，从而节省了反复拆卸扳手和拉长杆的时间，

明显提高拆卸效率，避免了柴油机零部件反复拆卸、拉长

扳手和钢管碰撞气缸套底部带来的损失，并且消除了人员

安全隐患。

3.1 结构组成

该装置主要组成部分有：（1）固定扭矩电动扳手；（2）

拉杆；（3）上层构造；（4）下部构造。

上层构造由支架、推力轴承和接头组成，下部构造由拉

板和定位螺母组成。新型气缸套电拆装置的结构如图 2 所示。

该装置的动力部分主要是一个固定扭矩的电动扳手。

通过电动扳手提供的扭矩，带动定位螺母中的接头和拉杆

旋转，拉板和缸套向上移动，将缸套拉出。将拉杆上端设

计成六角接头，与定扭矩电动扳手配套。将推力轴承安装

在关节下面的一个轴颈上。中间是一根圆棒，表面光滑。

下端加工成螺纹，用于在定位螺母上拧紧。在节点下方的

轴颈上安装推力轴承，并将其压入支架横梁上的推力轴承

槽内，拉杆旋转时带动其转动。支撑架由横梁和两个中空

支腿组成，空心支架固定在横梁上，采取焊接方式。横梁

中间有个圆孔，圆孔直径略大于拉杆直径，两个中空支腿

分别安装在气缸盖的固定螺栓上。首先使用支撑架对整个

电拆装置进行定位，以确保装置处于气缸套的中心位置。

在气缸套下面安装有拉板，拉板的外径略小于缸套的外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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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缸套的内径，拉板上还有定位孔。在螺母上焊接有定

位螺母。定位销的直径比定位孔的直径小 1 毫米。安装维

修时，使用定位销固定拉盘，使定位销与拉杆同轴，定位

螺母与拉盘主体固定。

3.2 主要技术参数（根据我段定扭矩电动扳手实

际情况）

最大扭矩：1500N·m；

最大拉升高度：150mm；

适用范围：190 型系列柴油机。

3.3 工作原理

在拆卸气缸套之前，首先拆卸气缸盖附件和气缸盖。

气缸盖固定螺栓被保留。将止推轴承安装在拉杆的轴颈上，

然后将支架的两支腿安装在缸盖固定螺栓上，并将其压在缸

（下转第 54 页）

表 1 新型电动缸套拆卸装置使用情况统计表

序号 时间 作业内容 现作业工时 原作业工时 使用效果

1 2016.06.06 GK1-108# 2 人，99 分钟 3 人，8 小时 功效提高约 7.5 倍，劳动强度降低。

2 2016.07.01 GK1-35# 2 人，98 分钟 3 人，8 小时 功效提高约 7.5 倍，劳动强度降低。

3 2016.09.22 GK1-24# 2 人，92 分钟 3 人，8 小时 功效提高约 8 倍，劳动强度降低。

4 2016.12.01 GK1-86# 2 人，93 分钟 3 人，8 小时 功效提高约 8 倍，劳动强度降低。

5 2017.02.17 GK1-46# 2 人，89 分钟 3 人，8 小时 功效提高约 8 倍，劳动强度降低。

              图 1 原缸套拆卸装置结构图                            图 2 新型电动缸套拆卸装置结构图

图 3 新型电动缸套拆卸装置工作原理示意图

1. 拉杆；2. 定位螺母；3. 拉盘；4. 支撑架；

5. 推力轴承；6. 接头；7. 定扭矩电动扳手1. 拉杆；2. 拉盘挡块；3. 拉盘；4. 支撑架；5. 螺母

1. 拉杆；2. 定位螺母；3. 拉盘；4. 支撑架；5. 推力轴承；6. 接头；7. 定扭矩电动扳手；

8. 反力杆；9. 缸套；10. 机体；11. 气缸盖固定螺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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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将拉杆的螺纹端向下插入支架横梁的中心孔内，从

缸套下伸出，从拉杆下端将定位螺母拧入，拉盘从插座上

插入拉杆，将定位销插入其定位孔中。在这种情况下，拉

杆的上端接头用扳手紧固，拉杆随定位螺母中的接头旋转，

用定位孔和销将定位螺母与拉盘固定到一起。拉杆受支撑

架和推力轴承的限制，支撑架与机体固定在一起，拉杆无

法下移，拉杆的旋转将导致定位螺母上移，驱动拉盘向上

运动，直到其与气缸套接触。然后拆下扳手，安装固定扭

矩电动扳手和反作用杆，连接电源，打开开关，固定扭矩

电动扳手驱动接头，拉杆转动，定位螺母不会因拉板与缸

套接触产生摩擦和拉板重力而旋转。

其工作原理示意图见图 3。

3.4 主要特征

1. 拉杆上端机加工为六角接头，使之能够与扳手和定

扭矩电动扳手结合，驱动拉杆转动。由固定扭矩电动扳手

提供拆卸气缸套的动力。拉杆的下端加工成螺纹，配合定

位螺母。

2. 推力轴承设置在接头的下方。当拉杆转动时，推力

轴承随之转动，使接头与支架之间无摩擦。

3. 发动机缸体的气缸盖固定螺栓上安装支撑架，并由

发动机缸体向下移动，以限制支撑架、推力轴承和拉杆。

4. 在气缸套下方的拉板中心有一圆孔和插座，并加工

出定位孔。定位螺母上的定位销与定位孔配合，通过拉板

的重力和拉板与缸套之间的摩擦力，限制定位螺母的旋转，

使之不随杆转动，从而实现杆的旋转，固定定位螺母不旋转，

定位螺母向上移动，驱动拉板，缸套向上移动，将缸套拉出。

4 新型电动缸套拆卸装置现场使用效果

一种新型柴油机气缸套电动拆卸装置已用于钻井队多

台柴油机的维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5 结论

新型电动气缸套拆卸装置用于钻井队 190 台柴油机的

大修。大大提高了拆卸效率。本实用新型不需多次撞击气

缸套底部，反复拆卸扳手和加长杆，省时省力、安全可靠，

并且可以达到设计目的，受到操作人员的欢迎，是柴油机

气缸套理想的拆卸装置。

参考文献 :
[1]　敬旭东 . 钻井柴油机缸套拆卸装置的研制 [J]. 石油机
械 ,2007,35(07):49-51.
[2]　张文军 .190 柴油机缸套的穴蚀故障分析 [J]. 化工管
理 ,2019(14):161-162.

然而，也需要注意规范实践教育环节，教师在学生进

行实践的过程之中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要以像对待理论

课一样的教学态度对待学生的自主实践。失去了教师的监

督与指导的实践教学往往具有很大的随机性与任意性，虽

然给予了学生充足的理论课之外的动手实践创造的机会，

然而可能会存在一部分同学自觉性不高或者能力不足无法

独立完成实践任务的情况。所以，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

以采用任务驱动教学方法，要时刻关注学生在具体任务中

的学习进展 [5]，并且从旁指导，及时纠正错误，建立起正确

的思维模式。

在实践教学中，教师可以简单带学生回顾一遍基础操

作，然后创设一个实际的情境，提出一个任务，在任务之

中融入一些操作问题，也可以适当地添加一些难点或上课

没有提及的内容供学生自主探究，以任务驱动为手段，使

学生进入如同真正工作一样的情境，端正学生的态度，调

动学生积极性，自主思考探究 [6]。在实际的实践过程之中，

学生获得了模拟日后工作的任务完成过程，但是又有教师

从旁协助指导，有目的地进行实践学习，磨炼实际操作技能。

5 结语

综上所述，时代发展与社会需要为院校学生带来了难

得的发展机遇，要想抓住未来的工作机会，在人才招聘市

场上取得优势，就要熟练掌握 Office 办公软件的基本操作方

法和要领，提高办公软件的操作素养。另外该专项教学有

教学目标不明晰、教学效果不佳、学生重视程度不够等问

题的存在，使得教学成效并不显著 [7]，要引起学校与教师的

重视。以就业为导向的计算机 Office 办公软件教学模式革新，

要求学校结合时代要求针对现存问题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

方案，例如教学内容革新与系统化构建、建立一支专业化

的高素质高水平教师队伍、创新实验情境实践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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