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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压扭矩扳手操作保养手册 

 
    本操作手册内容包括 WD-A 和 WD-C 系列的液压扭矩扳手操作规程、警告和注意事项以及故障排

除。 

使用前，请仔细阅读本首次，彻底理解其内容并妥善保管。本说明书仅作为最终用户参考。 
 

一、收货须知（开箱检查） 

    仔细检查产品外观有无损伤，是否有运输损坏。运输损坏不包括在保修范围内。如果发现因货运受损，应及时

向货运商申报，货运商应支付运输损坏带来的所有维修和更换费用。 

 

    安全第一 

液压扭矩扳手是一种动力工具，使用前应仔细阅读所有的说明、警告和注意事项，遵守安全措施以避免在操作

设备发生人身或设备的损伤！WODEN 对因为不安全操作及错误操作导致的损坏不负任何责任。 

 

二、产品描述 

   WODEN 液压扭矩扳手采用铝钛合金及超高强度合金材料制造的螺栓预紧动力工具，双作用的液压设计，可以锁

紧及松开螺栓连接，广泛适合用于大力矩螺栓拆卸，扭矩精确可调，误差不超过±3%。 

 

 

 

 

 

WD-A 型驱动液压扳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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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C 型中空液压扳手由： 

  
三 警告事项 

 警告  为避免人身伤害及可能的设备损伤，要确保每一个液压元件能够承受 700bar 的工作压

力。 

 警告   不要超过设备的额定负荷 

               尽量减少超载的危险：在系统中使用压力表以显示操作负载。压力表示系统内发生情况的窗口。 

               使用液压扳手时不得超过其允许的最大扭矩。 

 警告   尽快用 WODEN 原厂零件替换破旧的零件。 

 注意  避免损坏液压油管 

              使用中应该避免液压油管严重弯曲和缠绕。使用弯曲或缠绕的油管将产生过大的背压。严重弯曲和

缠绕使油管内部损坏，从而过早报废。 

              不要将重物掉到或压到油管上。严重冲击可使油管内部金属线损坏，加口压时被损坏的油管可能破

裂。 

              不能用液压油管拖拉及吊拿其它液压部件（如：泵、液压扳手、阀等）。 

 警告  为避免损坏设备及人身伤害，不得拆掉扳手上的护板，不得改动扳手及附件，不得改变旋转接头上

的安全阀。 

 注意   不正确的连接会导致故障及危险。连接前应保持快速接头清洁，使用后旋上防尘帽。 

 注意  不得使用破旧的套简和插头．不得用公制套简扭英制的螺母和螺栓，反之亦然。 

 警告  使用 WODEN 原厂高性能的套筒。 

 警告   用插销将套筒驱动头紧固以避免套筒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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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螺栓预紧力推荐表 

 
注：表中数值为德国工业标准，在螺栓达到屈服极限的 80%时所测定的。 

    建议锁紧扭矩为：表中数值×80% 

    例如：M52, 8.8 级螺栓，则锁紧力矩为 4704×80%= 3763N m 

    拆松力矩为锁紧力矩的 1.5—2 倍 

例如：上例锁紧力矩为 3763N．m，则其拆松力矩为 3763×1.5(2)=5645( 7526) N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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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操作使用 

 

连接  扳手及液压泵是由工作压力均为 700bar 的钢丝编织的高压油管连接的。 

    每根油管的两段均有凹接头以及凸接头，以保证泵与扳手之间的正确连接。 

    不得随意变动旋转接头上的任何螺栓。这是厂家为了安全而设定的。只有受过专业培训者才能去调节。 

     
 

    快速接头互连时，必须保证啮合后无间隙（图 4），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接头内单向阀打开，使油路畅通。否则，

连接后，接头内钢珠没有相顶，接头内单向阀无法打开，致使油路不通后，接头内将充满压力，会出现扳手无

法运转、从扳手旋转体上的自动泄油口出油等现象。 

 

此时，需要拆开所有软管接头，检查所有快速接头内包括扳手接头内钢珠，用手是否可以按动钢珠，有弹性。

如果不能按动，此时需要找锤去敲打接头内钢珠（图 5），释放接头里的压力，请注意敲击钢珠时会有液压油喷

出，虽然没有危险，但会弄脏您的衣服！直接用手可以按动接头内钢珠，再重新连接。 

 

远离超高压液压油可能喷出的位置；液压油可能穿透你的手，导致严重受伤。 

如果液压油喷到您的眼睛，立即用清水反复清洗 15 分钟，然后去医院情节眼睛。 

不要碰带压力的软管；如果液压油喷出，会导致严重伤害。 

液压软管是消耗性配件，经过肉眼检查没有问题，内部可能有破裂和针孔；考虑到良好使用状况，应定期更换

软管，且使用时应避免出现急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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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A 系列 
 

驱动换向  按住锁紧器中间圆型按钮（图 6），并轻拉驱动轴，以解开驱动轴与锁紧器的啮合，驱动轴就可以拉出。 

 

将驱动轴放入扳手内，确定方向（图 7），使其与花键套完全啮合，然后转动驱动轴使之于花键套以及棘轮槽啮合，

通过棘轮推动驱动轴转动。 

 

准备  确定是拆松，还是锁紧螺母 

    通过按下驱动力轴锁紧器；取出四方驱动轴：按图进行左右换向，装上驱动轴锁紧器，取下反作用力臂上，按

合适方位装入反作用力臂。拆锁螺栓，驱动液压扳手方向见图(7)所示。 

 

    连接泵站 

    将泵的高压出口（H 或 A）与液压扳手的高压出口(H 或 A)、泵的低压出口（L 或 R）与液压 

    扳手的低压出口（L 或 R）分别用高压油管连接起来。连接时油管上的快速接头应插到底。然后用手拧紧紧固

螺母。 

    仔细检查油管接头是否连接可靠，泵中是否有油。 

    将泵的电源插头插入电源。 

警告 严禁无油运转！ 

试运转 

    将扳手至于空地上。 

    打开泵的电源开关，启动泵，检查泵是否运转正常。 

    按线控开关任意一只按钮，此时方轴开始转动，当听到“啪”的一声，复位扳机跳下，扳手到位停止转动，压

力表由“0”急速上升至调定压力；松开按钮，当又听到“啪”的一声，扳手自动回程到位，压力表由“0”急

速上升至 7.5Mpa；重新按下按钮，此时扳手转动，一个新的循环始。反复几次，使扳手空转数次，观察扳手转

向，以确定是将扳手放至套筒上。 

    注意：扳手不用时，应即时关闭电源！ 

操作 

    调整压力 

    一手将线控开关按钮按下，当听到扳手“啪”一声，复位扳机跳下，扳手到位停止转动， 

    压力表由“0”急速上升，另一只手调整油泵调压阀，调整压力表中指针至所需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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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松 

    将泵站压力调整到最高，确认扳手转向，确认为拆松方向，将扳手放到螺母上，找好反作用支点，靠稳，反复

执行试运转中第三条动作，直至将螺母拆下。 

 

    锁紧 

    1、力矩设定 

    首先根据设计要求设定力矩：如无设计力矩，建议按表（1）螺栓预紧力推荐表中的数据来设定力矩。 

    具体方法：设定力距=（表中数矩）×( 80%—90%) 

    例如：M48 螺栓、8.8 级，表中建议预紧力矩为 3920N.m，则没定力矩为： 

    3920×80%,= 3136N．m。 

 

    2、泵站压力设定  根据所需的力矩值及所用扳手型号来设定泵站压力。 

如上述 M48 螺栓、8.8 级设定力矩为 3136N．m，选用 WD-A3 型扳手，则查表中（六  驱动扳手 WD-A 系列压

力与扭矩对照表）WD-A3 一列，查出对应于 3136N．m 力矩时泵站的压力为 49Mpa，所以泵站压力应设定至

49Mpa。 

 

    3、确定扳手转向确为锁紧方向，将扳手放在螺母上反复执行试运转中第三条的动作，直至螺母不动为止。 

    使用中扳手卡紧取不下时： 

    在操作中，螺栓锁紧后，取扳手时如扳手卡紧取不下，切忌用锤打；而应将线控开关(按钮)按下不松，同时向

下按快速释放扳机（图 8），然后放开按钮，此时扳手会自动松开，取下扳手！或将泵站压力提高一些，将螺

栓再拧紧，放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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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D-C 系列 

    工作头与动力头的组合与拆分 

    将动力头上的长销轴卡入工作头的沟头，然后按下动力头，对齐组合销口，再插入快速组合销定位（图 9）。 

    拉出快速组合销，向上拉起动力头，然后沿着沟槽方向，将动力头和工作头分开（图 10）。 

    

方向位置 

  中空扳手的松紧程序也是左松右紧，工作时移动要确保反作用力臂或直角靠在一个牢靠 

的反作用支点上。 

   

准备  确定要拆松（锁紧）螺母的大小，选择适合的动力头、工作头及变径套附件。 

     连接泵站 

     将泵的高压出口(H 或 A)与液压扳手的高压出口（H 或 A）、泵的低压出口（L 或 R）与液压 

     扳手的低压出口（L 或 R）分别用高压油管连接起来。连接时油管上的快速接头应插到底，然后用手拧紧固定

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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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检查油管接头是否连接可靠，泵中是否有油。 

     将泵的电源插头插入电源。 

     警告严禁无油运转！ 

 

试运转 

     将扳手置于空地上。 

     打开泵的电源开关，启动泵，检查泵是否运转正常。 

     按线控开关上任意一只按钮，此时棘轮开始转动，当听到“啪”的一声，扳手运转到位停止转动，压力表由

“0”急速上升至调定压力，松开按钮，扳手自动回程；当又听到“啪”的一声，扳手自动回程到位，压力表

“0”急速上升至 7.5Mpa。重新按下按钮，确定是拆松还是锁紧螺母，无异常时，才能将扳手放至套筒上。 

    注意：扳手不用时，应即时关闭油泵电源！ 

 

操作 

    调整压力 

    手将线控开关按钮按下，当听到扳手“啪”的一声，复位扳机跳下，扳手到位停止转动，压力表山“0”急速

上升，另-一只手调整油泵调压阀，调整压力表至所需压力。 

    拆松 

    将泵站压力调整到最高，确认扳于转向，确认为拆松方向，将扳手放到螺母上，找好反作用支点，靠稳，反复

执行第二项中的第三条动作，直至螺母拆下。 

    锁紧 

    1、力矩设定 

    首先可根据设计要求设力矩；如无设计力矩，建议按螺栓预紧力推荐表中数据来设定力矩。 

    具体力法为：设定力矩=（表中数值）×（80%—90%） 

    例如：8.8 级、M48 螺栓，表中建议预紧力为 3920N.m，则设定力矩为： 

    3920×80%= 3136N．m。 

    2、泵站压力设定 

    根据所需的力矩值及所用扳手型号来设定泵站压力。 

    如上述 8.8 级、M48 螺栓没定力矩为 3136Nm，选用 WD-C4 型扳手，则查表中 WD-C4 一列， 

    查出对应于 3136Nm 力矩时泵站的压力为 38Mpa，所以泵站压力应设定至 38Mpa。 

             3、确定扳手转向确为锁紧方向，将扳手放在螺母上反复执行第二项中第三条的动作，直至螺母不动为止。 

使用中扳手卡紧取不下时： 

    在操作中，螺栓锁紧后，取扳手时如扳手卡紧取不下，切忌用锤打：而应将线控开关(按纽)按下不松，同叫按

下快速释放杆保持着（图 12），然后放开按钮，此时扳手会自动松开，取下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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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驱动扳手 WD-A 系列压力与扭矩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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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中空扳手 WD-C 系列压力与扭矩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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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WD-A 驱动扳手装配图 

 

说明： 

旋转接头 50a 和 50b 为选配，具有互换性。 

马掌 21,22 为选配，标准为马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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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WD-A 驱动扳手零件详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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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WD-C 中空扳手工作头装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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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WD-C 中空扳手工作头详细零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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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WD-C 中空扳手动力头装配图及零件详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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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液压扳手故障与排除 

故障 可能引起故障的原因 解决方法 

活塞不顶升或不回缩 

快速接头没有被连接到位 
检查快速接头，确保快速接头

连接到底 

快速接头有缺陷 替换任何有缺陷的快速接头 

遥控器有缺陷 替换按钮或控制器 

污垢进入泵上的方向控制阀 拆开泵，把方向控制阀檫干净 

活塞不回缩 

管子接头连接错误 

确保泵上的高压接口与工具上

的高压接头连接，泵上的低压

接口与工具上的低压接口连接 

回油管没有连接好 安全正确的连接回油管 

返回销或弹簧损坏 替换弹簧或销子 

油缸不能建立起压力 
活塞密封发生泄漏 替换任何有缺陷的密封圈 

接头有缺陷 替换任何有缺陷的接头 

扳手方头驱动轴不转动 

油渍或污垢存在于棘轮和棘爪

间 
拆开棘轮部件，擦污垢或油渍 

棘齿或棘爪破旧或损坏 替换任何破旧或损坏的部件 

泵不能建立起压力 

有缺陷的泄压阀 检查，调节或替换泄压阀 

电压太低 
确保电流，电压和其他一些数

值符合泵的操作要求 

压力表有缺陷 替换压力表 

油太少 检查和加入足够的泵用油 

过滤器堵塞 
检查，搽干净或替换泵用过滤

器 

螺母随着回程回转 棘轮和止退棘爪未吻合 更换棘爪或更换棘爪的弹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