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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携式小口径弹药拔弹机设计技术
李泓江，孙吉伟，朱庆谭
(中国人民解放军 63876 部队，陕西 华阴 714200)
摘要：为解决小口径弹药在试验环境拆解销毁必要性的问题，针对现有试验条件无法满足其现场拔弹的情况，
提出一种便携式小口径弹药拔弹机设计。该拔弹机采用立式结构，使用分离式液压千斤顶来提供拔弹的驱动力，既
保证了拔弹节拍，又减小了设备体积。结果表明：该设计可实现小口径弹药拔弹过程稳定可控，携行方便且便于操
作，提高了拔弹的安全性，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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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Technology of Portable Small-caliber Ammunition Puller
Li Hongjiang, Sun Jiwei, Zhu Qingtan
(No. 63876 Unit of PLA, Huayin 7142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necessity of dismantling and destroying the small-caliber ammunition in
the test environment, a portable small-caliber ammunition drawing machine was designed to solve the problem that the
existing test conditions could not meet the situation of drawing ammunition on site. The bullet pulling machine adopts a
vertical structure and uses a separate hydraulic Jack to provide the driving force for bullet pulling, which not only ensures
the rhythm of bullet pulling, but also reduces the volume of the equi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sign can realize the
stability and controllability of the small-caliber ammunition pulling process, which is easy to carry and operate, and
improves the safety of pulling ammunition, and has a certain promo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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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工程大学便携式拔弹机技术较为先进和成熟。

引言
弹药销毁 [1 4]一般有 2 种方式：对全备弹药直接
-

进行销毁与拆解弹药到一定程度层级再进行销毁。
[5]

拆解销毁 有诸多优点：1) 可以消除弹药的军事属
性，降低弹药的危险属性，同时提高弹药后续处理
的安全性；2) 消除弹药材料中有毒、有害材料对环
境的污染，尽可能地将弹药污染材料分离出来再利
用，有利于环境保护。
拔弹 [6]是弹药拆解销毁的第 1 个工序，也是实
现药筒与弹丸分离的关键环节。现有的小口径弹药
分离设备一般体积大、质量重，不支持外出执行任
务携行。当小口径弹药出现不发火情况，现有的试
验环境条件无法满足小口径弹药现场拔弹的需求；
因此，笔者通过分析几种型号小口径弹药的结构参
数和现行便携式拔弹机的工作原理，提出一种便携
式小口径弹药拔弹机设计。

1

现行便携式拔弹机现状
根据现行便携式拔弹机技术发展情况，石家庄

1.1

便携式拔弹机构成及原理

该装置由拔弹机、箱体平台、滑动轨道、可更
换卡板模具及动力液压装置 5 部分组成。
拔弹机机体主要由 2 个螺纹杆和 4 块圆形钢板
构成，其中 2 个螺纹杆提供贯穿 4 个钢板的结构主
体作用及弹丸药筒拔弹时保持同轴度作用，4 个圆
形钢板(从左往右依次编号为 A、B、C、D)分别发
挥不同的作用(如图 1 所示)：A 钢板为弹丸夹具，
可在滑轨上滑动，打开由轴承连接的上部分夹具，
根据需要放入卡板模具(如图 2 所示)，放入弹丸关
闭上部分夹具，旋转螺丝卡紧弹丸，限制弹丸位移。
B 钢板为拔弹机药筒尾座，尾座有 23～105 mm 弹
药药筒的 U 型卡槽，卡住药筒底座限制药筒向前位
移。C、D 钢板提供液压受力运动的作用，拔弹流
程开始时，D 钢板固定不动且连接液压系统，C 钢
板受到 D 钢板的液压作用力向左移动，C 钢板利用
2 根螺纹杆连接 A 钢板，A 钢板与 2 根螺纹杆连接
且可以手动固定，这样 A 钢板就可以带动 C 钢板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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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移动，B 钢板保持不动，就达到了拔弹的作用。
拔弹机

卡板模具
A

B

C

D

滑动导轨
动力液压
装置

箱体平台

图1

图2

便携式拔弹机正面

便携式拔弹机侧面

右边箱体平台对便携式拔弹机提供包装保护与
平台操作功能，在野外行军或装车运输时，便携式
拔弹机可以放入箱内固定携行，便于安全运输；在
展开使用时，将拔弹机从箱内拿出放置在箱体平台
顶盖的固定滑轨上，滑轨提供 4 块钢板轴线的一致
性。不同的弹丸匹配不同的弹丸卡板模具和药筒卡
槽模具。液压系统连接在 D 钢板上，利用手动增压
的方式给予拔弹机拔弹动力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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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搬运时存在安全隐患，不适合携行至野外试验
环境。
2) 操作步骤多，配件零件多。
拔弹操作时，需要将拔弹机、配套卡板模具、
动力液压装置等从箱子里取出，按其步骤安装调试。
根据不同口径型号的弹药选配不同的弹丸卡板模具
和药筒卡板模具，拔弹前准备过程耗时较长，需要
连接调试地方较多，步骤较为复杂，不能很好地满
足对于试验环境出现不稳定弹药分解的紧迫性。

2

便携式小口径弹药拔弹机设计

根据上述存在问题进行改进，提出一种便携式
小口径弹药拔弹机设计。该拔弹机拔弹方式为立式
拔弹。功能是分解 23～30 mm 的小口径弹药。如图
4 所示，该拔弹机主要由尾部卡座、弹丸夹具、可
更换卡板模具和分离式液压千斤顶 4 部分组成。在
拔弹分解时，夹具夹紧弹丸相对于药筒和卡槽一起
向上移动，当弹丸与药筒分离时完成弹药拔弹拆解
环节。
弹丸夹具（一）
卡板模具
分离式液压千斤顶
弹丸夹具（二）

M10螺丝
小口径弹药

尾部卡座

图4

2.1

图3

1.2

便携式拔弹机侧面

便携式小口径弹药拔弹机

尾部卡座

尾部卡座正视图如图 5 所示，其功能是实现药
筒底座固定。尾部卡座成倒“T”型结构，中间凸
出部分左右两翼设计 2 个三角钢板加固板。

便携式拔弹机存在的问题

该拔弹机的工作范围较大，虽能满足试验环境
的需求，但是存在以下不足：
1) 整体体积过大，质量过重。
箱体尺寸偏大，不便于运输。设备大部分由实
心钢材构成，质量偏重。现实野外试验环境运输携
行 [7] 能力有限，参试人数受限且质量大、体积大的

图5

尾部卡座

倒“T”型左右 2 个水平面上各设计一个下凹
2～3 mm 的圆形限位平面区域，该区域是千斤顶底
座与尾部卡座相互接触受力区，其大小和形状根据
采购的千斤顶 [8] 底座做相应调整，下凹的设计是防
止拔弹时千斤顶加压发生打滑位移。中间凸出部分
的顶部为 U 型卡槽，其作用为限制药筒向上移动，
根据 23～30 mm 范围内常用弹药设计其卡槽大小
和深度。尾部卡座的 2 个圆形平面的圆心与待拆解
弹药的轴心在同一水平面内。拔弹时，左右 2 个千
斤顶同时作用，使得待拆解弹药受力更均匀、拆解
过程更稳定安全 [9 10]。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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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圆环卡板由外空心圆环和内空心圆环构成，外空
心圆环和内空心圆环为一个整体，但外圈空心圆环
比内空心圆环加工厚度要薄。外空心圆环便于直接
卡入弹丸夹具的圆形卡槽内，内空心圆环与弹丸接
触受力卡住弹丸。2) 固定弹丸功能区，该区是加工
在内空心圆环内壁的一排卡齿，其功能是使弹丸产
生形变或卡住弹带等部位实现夹紧弹丸。

弹丸夹具

弹丸夹具俯视图如图 6、7 所示，其功能是实现
弹丸的固定。夹具由 2 部分构成：第 1 部分夹具主
要作用是受力，其背面有 2 个下凹 2～3 mm 的圆形
限位平面区域，该区域是千斤顶上顶部与尾部夹具
相互接触受力区，其大小和形状根据采购的千斤顶
上顶部做相应调整，下凹的设计是防止拔弹时千斤
顶加压发生打滑位移；第 2 部分夹具主要作用是夹
紧弹丸，第 2 部分夹具卡入第 1 部分内，其中间半
圆形卡槽与第 1 部分半圆形卡槽放入匹配的模具后
放入弹丸，利用左右 2 个螺丝固定夹紧弹丸。

图6

图8

2.4

分离式液压千斤顶

分离式液压千斤顶如图 9 所示，其作用为提供
拔弹动力。2 个千斤顶下端各固定在尾部卡座的 2
个受力区内，顶端升起时受力在弹丸夹具下方的受
力区内。当弹药卡入尾座卡槽、弹丸被夹具夹紧后，
千斤顶连接手动液压泵上的液压油管，根据拔弹进
展实时调整拔弹节拍。

弹丸夹具(一)

图9
图7

2.3

卡板模具

弹丸夹具(二)

可更换卡板模具

可更换卡板模具正视图如图 8 所示，其作用是
实现夹紧弹丸部分。卡板模具通常由 2 个相同规格
的半圆形卡板组成一对空心圆环卡板。卡板模具分
2 个功能区域：1) 卡入弹丸夹具功能区，该区的空

分离式液压千斤顶

根据便携式小口径弹药拔弹机设计图纸，除去
需要买原材料进行加工的零件外，还需要 2 种成品
配件：1) M10 螺丝 2 套，可使用 12.9 级外六角螺丝
螺母套装组合；2) 可伸长油压千斤顶 2 套，可使用
分离式液压千斤顶，根据相关参数计算后，采用型
号 为 FCYⅠ 加 长 型 油 压 千 斤 顶 LONG TYPE
JACK(FCY-10150)，其参数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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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销毁中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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