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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维修性设计的管路自锁连接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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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管路连接结构对维修性设计的影响，针对军用小涵道比涡扇发动机外部管路连接结构，从维修性角度出发，详
细研究了丝套自锁、爪式自锁、卡环自锁以及卡钩 / 卡槽 4 种管路自锁连接结构，分析了不同结构的特点和实现自锁的机理，得出
管路自锁是通过相对独立于螺纹结构的形变产生克服螺纹松脱的力矩，并间接作用于螺纹实现自锁的结论。通过对比研究，总结归
纳出不同管路自锁结构的优缺点，以及其取消保险丝显著提高管路连接的维修性和装配性的共性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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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ipe Self-Locking Structure Based on Maintenan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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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pipe connection structure on the maintainability design, aiming at the structure of pipe for the

military low bypass ratio engine and from the maintenance point of view, four pipe self-locking connection structures were studied in detail,
respectively, wire thread insert, claw-type, snap ring and hook/card slot, th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mechanism of different self-locking were
analyzed. The conclusion is drawn that the torque overcomes the thread loose produced by the deformation of the screw thread structure, and
achieves self-locking indirectly acting on the threa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different self-locking are compared. The selflocking pipe has the advantages of improving the maintainability and assembly significantly with the cancellation of the fuse.
Key words: low bypass ratio; pipe fitting; connecting structure; self-locking; assembly; maintainability; aeroengine

合国外先进技术进行研究应用，紧跟技术发展脚步。

0 引言

本文将针对军用小涵道比发动机管路接头的自

管路作为航空发动机的重要组成部件，需要使用

锁连接结构进行研究分析，介绍国外 4 种典型的成

大量的管路接头完成连接，考虑到发动机需要在高

熟结构，同时研究不同结构的特点和自锁机理，总

温、高强度、高振动等苛刻的环境下工作 [1]，传统结构

结归纳出不同结构的优缺点，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

管路接头需使用保险丝防止螺纹连接松脱，造成介质

参考借鉴。

泄漏引起发动机故障。目前，国外第 4 代先进军用小
涵道比发动机，其管路接头已广泛采用了自锁结构，
实现了管路接头的无保险丝自锁连接。例如 EJ200、

1 传统管路连接结构
发动机管路系统主要有导管、管路接头、固定卡

F119、F135、
F136 等发动 机都采用了管路自锁结构

箍等结构组成[2]。受限于外部结构空间和布局特点，管

（Spey、
F110 局部使用自锁管接头），显著提高了管路

型往往结构复杂、灵活多样，而且管路接头结构形式

接头密封连接的可靠性，
同时也提高了管路的装配性

相对固定单一，常用的典型结构为法兰连接胶圈 / 金

和维护性，国内在此领域起步较晚，相关研究急需结

属密封圈密封和螺纹连接锥面密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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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连接胶圈 / 金属密封圈密封接头可通过法
兰连接螺栓实现自锁连接，如采用螺栓配合自锁螺

（3）保险丝装配要求较高，
有装配方向要求，同时
保险丝不能过紧也不能过松；

母、自锁丝套等可实现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大管径

（4）保险丝的装配和分解非常费时费力，效率低；

管路多采用此类型接头，
如图 1 所示。

（5）保险丝锁紧保险装配性、维护性差。

2 自锁管路连接结构
航空发动机螺纹连接已广泛采用了自锁结构，常
见的有螺纹收口自锁结构、尼龙嵌环自锁结构等，都
是依靠结构件的形变产生克服螺纹松脱的自锁力
矩 [7-8]。
自锁丝套

2.1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结构是利用锁紧型钢丝螺套
的成熟结构，
通过在外套螺母的内螺纹内镶嵌自锁丝
套，依靠丝套的自锁能力实现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

图 1 法兰连接胶圈 / 金属密封圈密封接头

螺纹连接锥面密封接头是发动机最主要、最广泛

具体结构形式如图 3 所示。

采用的管路连接结构，多应用于中、
小管径管路，其典

多边形锁紧段

型结构有平管嘴、外锥接头、外套螺母构成 ，结构如
[4]

锁紧型
钢丝螺套

装配丝套
自锁外套螺母

图 2 所示，由于外套螺母螺纹规格较大（M12~M33），
无法采用螺纹收口（M6~M10 自锁螺母）实现可靠的
螺纹自锁连接。目前为满足发动机苛刻的工作环境和

外锥接头

锁紧型钢丝螺套

外套螺母

高可靠性要求，采用了保险丝保险，其结构是在外锥
接头和外套螺母设置保险孔，在管路接头装配到位后
通过打保险丝防止螺纹连接出现松脱。

平管嘴

图 3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

外套螺母
外锥接头

平管嘴

此种自锁管路接头的自锁性和可靠性取决于自
锁丝套，早期发动机多应用此种结构解决无法打开保
险丝，如空间限制部位管路接头的可靠性问题，并未
取代保险丝锁紧在发动机上大规模应用，主要原因是

保险丝

受限于大规格螺纹自锁丝套的可靠性，以及丝套对管
路接口同轴度的要求较高。RR 公司在 Spey 和RB199
发动机外部管路采用了丝套自锁管路接头，主要用于
螺纹连接

解决穿出外涵机匣空间受限无法打开保险丝管路接

密封锥面

口的可靠锁紧问题，
如图 4 所示。

图 2 螺纹连接锥面密封接头

2.2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

管路接头使用保险丝进行锁紧，此种传统结构已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依靠装配在外套螺母上的带

经不能满足发动机日益提高的装 配性和维护 性要

弹性自锁爪和装配在外锥接头上的锁紧环，在管路接

求

头装配到位后，二者相互配合，通过锁紧环径向胀起

，其主要缺点：

[5-6]

（1）保险丝装配分解需要使用专用工具；

自锁爪，引起其弹性变形，产生防止螺纹松脱的自锁

（2）保险丝为消耗件，
只能使用 1 次，每次装配需

力矩实现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如图 5 所示。

重新制作保险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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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的卡环装配在外套螺母后端，
装配到位后，卡环的 2 个弹性卡爪与平管嘴上的波浪
环配合，并被径向胀起。外套螺母相对于平管嘴无法
沿螺纹松脱方向运动，卡环的变形约束力克服了可能
出现的螺纹松脱，间接的使得外套螺母和外锥接头螺
纹连接的松脱运动必须克服卡环的变形力，从而实现
管路接头的自锁连接[9]，如图 7 所示。
弹性卡爪

图 4 丝套自锁管路接头的应用（RB199 发动机）
外套螺母

锁紧环

自锁爪

卡环

外锥接头

平管嘴

外套螺母
波浪环

图 7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最大限度的继承了传统锥面

图 5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

特点，在相配件上采用装配结构，灵活实现了管路自
锁，可显著提高管路连接的可靠性并改善装配性和维
护性，F110 发动机外涵道内的燃油总管接头采用此
结构提高连接的可靠性防止漏油隐患，
EJ200 发动机
对需要维护使用的孔探仪堵头采用了此结构提高装
配性和维护性，如图 6 所示。

管路结构，通过装配结构形式的卡环实现了自锁，巧
妙的将外套螺母与平管嘴锁紧间接实现了螺纹自锁，
同时其结构整体性好，卡环可以进行更换，是 1 种成
熟可靠的管路自锁结构。作为 4 代机的 F135 发动机，
其升力风扇管路接头大范围采用了卡环自锁，如图 8
所示。

卡环自锁管接头
F110 燃油总管

EJ200 孔探仪

图 8 卡环自锁管路接头的应用（F135 升力风扇）

2.4 卡钩 / 卡槽自锁管路接头
卡钩 / 卡槽自锁管路接头，其设计思想是通过外
套螺母前段的一体化自锁卡钩与外套螺母上的卡槽
配合，装配到位后，弹性卡钩被径向胀起同时卡钩前
段越过卡槽，通过卡槽胀起卡钩，产生限制螺纹转动
图 6 爪式自锁管路接头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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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自锁管接头结构对比分析

卡钩

自锁管

优点

路接头
卡槽

可更换、结构

丝套
自锁

爪式
自锁

图 9 卡钩 / 卡槽自锁管路接头

最简洁

自锁

多、自锁可 解决装配性
靠性差
局部提高

统 管 接 头 结 构 零散件最多 可靠性和维
更改最小

护性

可更换，继承
性好

零 散 件
多，小管径
应用困难

加工成形，外套螺母上的弹性卡钩对加工要求较高。

应用

提高可靠

Spey、RB
199 局部
F110 燃
油 总 管 、
EJ200 孔 探
仪
F135 升

性和装配性 力风扇

质量大、

F119 和 F135 发动机采用此种结构实现了管路接头

卡钩 /

的全自锁连接，
也是唯一 1 种被大范围成熟应用的自

卡槽

锁管接头，体现出很高的设计制造水平，代表了现今

解决问题

零 散 件

可更换、对传

卡环

此种管路接头无任何零散件，卡钩和卡槽一体化

缺点

自锁

自锁可靠、一
体化无零散件

结 构 尺 寸
大、不可更
换、对加工

提高可靠 F119、F135
性和装配性

要求高

最先进的管路自锁结构，
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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