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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6 水平舱方舱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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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介绍了 KM6 水平舱方舱门改造的设计方案、实施过程及改造后的真空检漏和调试结果，给
出了舱门预紧力计算方法。通过 KM6 水平舱联合调试和飞船轨道舱泄复压试验,认为改造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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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舱门是 KM6 真空设备水平舱的重要分系

方舱门的主要组件包括：门框、门板、转臂机
构、锁紧机构、平动门支臂机构、密封圈、转动轴
动密封结构等。主要组件的改造设计方案如下：

统之一，作为试验期间进入试验舱的通道，舱门
需要能在真空或大气环境下 5 s 内从门两侧手动

主要部组件的改造设计方案

开启，并且开门轻便[1,2]。同时为了保证试验舱内

(1) 门框改造方案

的真空度，对舱门的泄漏率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设计生产一套专用加工机床，对已经焊在舱

即每扇门的泄漏率不大于 1.33×10-4 Pa·L/s 。因

体上的门框进行机械修复加工，使修复后的门框

此，舱门不仅要满足常规门机构的开关和锁紧功

法兰面和密封槽底面平面度在 0.4 mm 以内，密封

能要求，还必须考虑在真空环境使用的特殊性，

槽表面粗糙度达到 Ra0.8。

要密封可靠和开启轻便。

(2) 门板设计方案

改造前 6 扇方舱门的门框都已经同水平舱舱

根据门框结果尺寸，对门板进行重新设计。

体焊接成一体，并且安装了门板及相应的锁紧机

利用有限元分析结果，对门板的加强筋进行了调

构。由于焊接变形等因素，门框密封面的平面度

整。调整后的加强筋刚度和强度比改造前稍有降

的最大值达到了 5.98 mm，门板的平面度的最大

低，因此新设计的门板要比原来的轻。设计完成

值达到了 6.28 mm，难于实现真空密封要求。原

后的门板结构见图 1。

有的舱门锁紧机构达不到锁紧目的，开闭困难，

(3) 锁紧机构

并且也达不到对密封圈预紧压力的要求，无法实

锁紧机构由转臂、转轴、传动齿轮、钢丝绳

现真空密封和快速开闭功能。
为此，对 6 扇方舱门进行了改造，其中三扇
（1、3、4 号门）为右开旋转门，一扇（1´号门）
为左开旋转门，一扇（2 号门）为右开平动门，
一扇（2´号门）为左开平动门。
对方舱门的改造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在舱体

轮、钢丝绳、滚动轴承及插销等组成，见图 1。
设计有 10 个锁紧点，其中上、下各有 2 个，两侧
面各有 3 个。
(4) 转臂机构
转臂机构采用双转臂基座、长回转轴结构，
转动活动部件采用不锈钢滚动轴承，使门板转动
轻便、灵活。结构设计见图 2。

上直接修磨门框，使门框密封槽面平面度在 0.4 mm

(5) 平动门支臂机构

以内，表面粗糙度达到 Ra0.8；二是重新研制门板、

对已有导轨机构进行改造，重新设计平动门支

转臂机构和锁紧机构等，使重新加工的门板密封

臂机构。支臂机构采用滚动轴承形式，全部轴承为

面平面度在 0.4 mm 以内，表面粗糙度达到 Ra0.8。

不锈钢材料，使用时可以加适量的二硫化钼作润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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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密封圈

以达到密封泄漏率要求。其中， 两道为“O”型

密封圈材料采用氟橡胶，重新设计密封圈截

密封圈，一道为气动密封圈。与密封圈配合的轴

面形状和尺寸。

外表面镀硬铬并抛光，使粗糙度达到 Ra0.05，相

(7) 转动轴动密封结构

应轴套内表面的粗糙度达到 Ra0.4。

对于转动轴的密封，采用三道密封结构形式，

Fig.1

图 1 门板及锁紧结构
The floor shutter and lock-pin structure

1. 手柄，2. 转轴，3. 传动齿轮，4. 门板，5. 钢丝绳轮，6. 钢丝绳，7. 插销

插销所需要的插入力 Pc 为：
Pc  λPym tg α ，

(2)

式中：Pc 为插销所需要的插入力，Ｎ；λ 为系数，
考虑到 10 个插销的受力不均匀，取 λ = 2；Pym 为
每个插销需要的预压紧力，Ｎ，Pym＝Py／10；α
为插销压紧面倾斜角，°。
为了保证插销自锁，插销压紧面的斜度设计为
1:10，即 tgα = 0.1，由此可以计算出关门时需要施加
Fig.2

的预紧力，并进行有关部组件的强度计算。

图 2 转臂机构
The rotating arm structure

1. 锁紧螺母，2. 轴承，3. 套筒组件，4. 长回转轴，5. 双转臂铰链基座

3

4.1

舱门预紧力计算
设舱门压紧密封圈所需要的预紧压力为 Py，

则存在以下关系：
Py=A·Y，

4

(1)

式中：Py 为舱门预紧压力，N；A 为密封圈接触
面积，mm2；Y 为密封圈比压，MPa。其中 A 可
按以下公式计算：A = (2L1+2b1+π·rs)·d 。式中：

舱门制造与安装调试
舱门制造流程
方舱门加工制造流程见图 3。
(1) 门框修复加工
设计专用机床和工装加工门框法兰面及其密

封槽。专用机床基准面通过 6 个定位螺钉与 6 个
锁紧螺钉与门框连接；专用机床在现场分段对门
框法兰面及其密封槽进行加工。

L1 为密封槽垂直方向直段长度，mm；b1 为密封槽

(2) 门板组件加工

水平方向直段长度，mm；rs 为密封槽圆角直径，

门板框直线部分用锻件经龙门刨或龙门铣，

mn；d 为密封圈直径，mm。
对于橡胶密封圈，一般取 Y = 1.4，此时密封
圈压缩量为 25%，漏率小于 1×107 Pa·L/s 。

按图加工成型，留适当的加工余量。门板框圆弧
部分用碾压件车成圆环形，再铣削成 1/4 圆弧形。
最后把门板框焊接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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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门铰链加工

门板按图下料后校正，再与门板框焊接成一
体。

门铰链加工的关键是保证两门轴平行度，因
门板框与门板一侧为满焊，另一侧为间断焊。

此必须保证门轴套孔的同轴度与平行度。为此采

完成焊接后，再与加强筋板及滑轮固定底板焊接，

用焊后热处理再整体加工轴承孔并保证轴孔的同

完成后进行整体热处理，消除应力。

轴度与平行度的加工工艺。
(4) 门组件的装配

精修门板框平面，使平面度达到图纸要求即
小于 0.4 mm。

不管是旋转门还是平动门，在关闭后必须保

用砂带机和砂具对门板框平面进行抛光加

证门板平面与门框平面贴合，因此装配旋转门时

工，使门框平面粗糙度达到 Ra0.4，用粗糙度样板

可用调整垫片来调整门铰链座或舱体铰链座，保

进行检测。

证门轴在 X 方向上下贴合。

方舱门
改造方
案设计

方舱门门
板及专用
机床设计

门框修复工艺制定
门板、锁紧、转轴、
转臂等机构加工

门框与门板
现场组装

Fig.3

4.2

专用机床研制
门板与加强筋、锁
紧机构基座组焊

舱门真
空检漏

门框现场修复加工

门框修复加
工精度检测

门框板平面精修

门框板平面
精度检测

方舱门开启
时间测试

方舱门参加水平舱
联合调试和试验

门板组件
组装

方舱门
最终验收

图 3 方舱门制造流程图
The flow chart of manufacture of the rectangular door

舱门检漏

4.3

舱门开启时间测试

在完成了方舱门的工厂加工和现场对门框进

分别对三名试验人员进行舱门开启 90°用时

行修复并把门板、门框安装就位后，开始对方舱门

测试，测试结果见表 2。结果表明，A-C 舱门开

进行真空检漏。分别对 1、1′、3、4 号舱门门框法

启 90°平均时间为 4.0 s，B-C 舱门开启 90°平均时

兰密封面、观察窗法兰焊缝、门轴法兰焊缝、门轴

间为 3.3 s。测试时间满足设计要求。

动密封和观察窗密封法兰进行了真空检漏。4 扇门
门框法兰密封面和门轴动密封的检漏漏率结果见

Table 2

表 1。
4 扇门门框法兰最大漏率为 1.3×10-8 Pa·L/s，
达到小于 10-6 Pa·L/s 量级的设计要求，说明门板
和门框法兰密封面平面度及粗糙度、密封圈截面

5

表 2 舱门开启用时实测值（s）
Measured opening time for Nos. 3&4 cabin doors
项目\人员代号
1
2
3
4 号门
4.0
4.0
4.0
3 号门
3.0
3.5
3.5

结论

和材料等的选择、锁紧机构及预紧力等都达到了
设计要求。4 扇门门轴动密封漏率最大值为
2.6×10-9 Pa·L /s，也优于设计指标，说明所采用
的动密封结构方案是成功的。方舱门总漏率不大
于 1.33×10-4Pa·L/s ，达到了 KM6 水平舱改造总
体对方舱门改造的漏率要求。
表 1 方舱门主要密封面漏率实测值（Pa·L/s）
Table 1 Measured leakage values for the sealing faces of
the cabin doors
舱门名称
1 号门
1′号门
3 号门
4 号门

门框大法兰密封面
1.3×10-8
1.0×10-9
2.2×10-9
3.2×10-9

门轴动密封
7.4×10-10
2.5×10-9
1.9×10-9
2.6×10-9

方舱门在完成了安装调试和真空检漏后，即用
于 KM6 水平舱联合调试和飞船轨道舱泄复压和
“人-船-服”联合试验。试验证明方舱门操作轻便，
真空密封漏率达到设计要求，能够承受一个大气压
力负荷。KM6 水平舱方舱门改造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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