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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元件以及包含联接元件的管道加工设

备

(57)摘要

提供了联接元件(116)和包括联接元件的管

道加工设备(20)。在一个方面，联接元件包括轴

(132)和接合元件(136)，该接合元件限定从其穿

过的空腔并包括凸出部(200)。轴至少部分地定

位在空腔中，并延伸穿过空腔，并且轴适于相对

于接合元件旋转。联接元件还包括至少部分地定

位在空腔中并可相对于接合元件移动的柱塞

(148)，并且还包括至少部分地定位在柱塞和接

合元件之间的空腔内的偏置元件(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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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管道加工设备，包括：

第一部分，所述第一部分包括框架的第一部分和工具承载体的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所述第二部分包括所述框架的第二部分和所述工具承载体的第二部分，其

中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分适于联接在一起,并且通过将所述第一部分和所述第二部

分联接在一起，所述工具承载体适于相对于所述框架移动；

工具支承件，所述工具支承件联接到所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分或所述第二部分

的其中一个，并适于支承工具以用于与所述工具承载体一起相对于所述框架移动；以及

联接元件，所述联接元件适于将所述工具支承件联接到所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

分或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所述联接元件包括轴和接合元件，所述轴适于接合所

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分或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所述接合元件联接到所述

轴并可在联接状态和断开联接状态之间相对于所述轴和所述工具支承件旋转，在所述联接

状态下，所述接合元件将所述工具支承件联接到所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分或所述第

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在所述断开联接状态下，所述接合元件不将所述工具支承件联接

到所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分或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接合元件限定从其穿过的空腔，并且

所述轴至少部分地位于所述空腔中并且延伸穿过所述空腔。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轴包括在其第一端部上的加大头部

和在其第二端部上的螺纹，并且其中所述加大头部接合所述接合元件的第一表面，且所述

螺纹延伸超出所述接合元件的与所述第一表面相对的第二表面，并且其中所述螺纹接合所

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分或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接合元件包括凸出部，并且其中在所

述联接元件处于所述联接状态的情况下，所述凸出部处于邻接所述工具支承件的一部分的

位置，以及在所述联接元件处于所述断开联接状态的情况下，所述凸出部不处于邻接所述

工具支承件的一部分的位置。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凸出部包括在所述联接元件处于所

述联接状态的情况下适于接合所述工具支承件的表面，并且其中在所述联接元件处于所述

断开联接状态的情况下，所述凸出部的所述表面不接合所述工具支承件。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接合元件包括可与所述工具支承件

接合的表面，并且其中所述表面包括第一止动元件、第二止动元件以及在所述第一止动元

件和所述第二止动元件之间的弓形部分。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第一止动元件在所述联接元件处于

所述联接状态的情况下接合所述工具支承件，并适于阻止所述接合元件在第一方向上的旋

转，并且其中所述第二止动元件在所述联接元件处于所述断开联接状态的情况下接合所述

工具支承件，并适于阻止所述接合元件在与所述第一方向相反的第二方向上的旋转。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第一止动元件是大致平坦的，并且所

述第二止动元件是大致平坦的。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接合元件限定从其穿过的空腔，并且

所述轴至少部分地位于所述空腔中并且延伸穿过所述空腔，并且其中所述联接元件还包括

至少部分地位于所述空腔中的偏置元件以及至少部分地位于所述空腔中的柱塞，并且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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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轴延伸穿过所述偏置元件和所述柱塞。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在所述接合元件的所述空腔中限定有肩

部，并且所述偏置元件位于所述肩部和所述柱塞之间并接合所述肩部和所述柱塞。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柱塞延伸到所述接合元件的所述

空腔外部并且适于接合所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分或第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轴在第一方向上的旋转将所述接

合元件朝着所述工具承载体的所述第一部分或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移动并且压

缩在所述肩部和所述柱塞之间的所述偏置元件，并且其中，所述轴在与所述第一方向相反

的第二方向上的旋转允许所述偏置元件解压缩并移动所述接合元件远离所述工具承载体

的所述第一部分或所述第二部分的所述其中一个。

13.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管道加工设备，其中所述联接元件还包括：

联接到所述轴并适于接合所述空腔的第一内表面的第一弹性元件；以及

联接到所述柱塞并适于接合所述空腔的第二内表面的第二弹性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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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接元件以及包含联接元件的管道加工设备

[0001] 本申请是申请日为2013年10月2日、国际申请号为PCT/US2013/063023、国家申请

号为201380059749.7、发明名称为“联接元件以及包含联接元件的管道加工设备”的发明专

利申请的分案申请。

[0002] 相关申请

[0003] 本申请要求享有2012年10月4日提交的共同悬而未决的美国临时专利申请号61/

709,742的权益，兹以参见的方式将其全部内容并入本文中。

技术领域

[0004]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管道加工设备，并且更具体地，涉及用于加工大直径管道的管

道加工设备。

背景技术

[0005] 存在各种不同的联接元件用于各种不同的环境和应用中。一种需要联接元件的示

例性应用是管道加工设备，上述管道加工设备可实现在管道上的各种加工工艺。一种上述

工艺包括切割管道。大直径的管道可通过分割式框架管道加工设备来进行切割，该分割式

框架管道加工设备包括从相应侧环绕管道并围绕管道联接在一起的的两个半框架。上述管

道切割机包括工具或切割装置，该工具或切割装置包围管道并在切割工艺过程中以小增量

朝着管道移动，以便慢慢地切入管道中。最后，在朝着管道调节许多小增量之后，管道将被

完全切开。

[0006] 上述管道加工设备包括适于支承切割工具的工具支承件。上述工具支承件通过多

个螺纹紧固件固定就位。每个工具支承件均必须通过一只手保持就位，而另一只手开始拧

紧所述多个紧固件。必须充分拧紧几个螺纹紧固件以便于操作者通过另一只手松开工具支

承件。而且，为了充分拧紧紧固件，必须旋转许多次紧固件。因此，将工具支承件固定就位的

工艺是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实现的繁琐的任务。

[0007] 另外，在其它应用中的联接元件的使用也是繁琐的。此外，联接元件可能在实现所

需的联接方面是无效的和/或当需要联接时，联接元件可能易于变成断开联接。

[0008] 联接元件还具有被限制的使用。也就是说，有些联接元件适于一种特定的应用或

环境，并且上述联接元件在其它应用或环境中不能使用，从而限制了联接元件的可用性。

[0009] 因此，希望提供一种联接元件，该联接元件易于使用，在提供所需的联接方面是有

效的，并且可用于多种环境。

发明内容

[0010] 本公开由所附权利要求限定，并且在该部分中不应当做对这些权利要求的限制。

[0011] 在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管道加工设备，该管道加工设备包括：框架；联接到框架

并可相对于框架移动的工具承载体；联接到工具承载体并适于支承工具用于与工具承载体

一起相对于框架移动的工具支承件；以及适于将工具支承件联接到工具承载体的联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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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联接元件包括适于接合工具承载体的轴以及联接到轴并可在联接状态和断开联接状态

之间相对于轴旋转的接合元件，在该联接状态下，接合元件将工具支承件联接到工具承载

体，在该断开联接状态下，接合元件不将工具支承件联接到工具承载体。

[0012] 在另一个方面，提供了一种联接元件，并且该联接元件包括轴和限定从其穿过并

包括凸出部的接合元件。轴至少部分地定位在空腔中并延伸穿过空腔。轴适于相对于接合

元件旋转。联接元件还包括：至少部分地定位在空腔中并可相对于接合元件移动的柱塞；以

及至少部分地定位在柱塞和接合元件之间的空腔中的偏置元件。

附图说明

[0013] 结合下列附图和具体实施方式能够更好地理解本公开。在附图中的部件不一定是

按比例绘制的，而是把重点放在示出本公开的原理。

[0014] 图1是根据一实施例的示例性环境的顶部前立体图，在该环境下可利用示例性联

接元件，示例性环境包括联接到管道的示例性管道加工设备。

[0015] 图2是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图1中示出的管道加工设备的底部后立体图。

[0016] 图3是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图1中示出的管道加工设备的前视图，其中拆去其一部分

以示出管道加工设备的内部部件。

[0017] 图4是根据一实施例的图1中示出的示例性工具支承件和多个示例性联接元件的

放大前视图，其中示出的联接元件处于联接状态中。

[0018] 图5是根据一实施例的图1中示出的工具支承件和多个联接元件的放大前视图，其

中示出的联接元件处于断开联接状态中。

[0019] 图6是根据一实施例的图1中示出的联接元件之一的顶部立体图。

[0020] 图7是根据一实施例的图6中示出的联接元件的底部立体图。

[0021] 图8是根据一实施例的图6中示出的联接元件的底部视图。

[0022] 图9是根据一实施例的沿联接元件的图8中的线9-9剖开的剖视图。

[0023] 图10是根据一实施例的图6中示出的联接元件的分解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参照图1至图3，示出了适于加工不同直径的管道P的管道加工设备20的一个示例

性实施例。在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设备20完全切断管道P。在另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设备

20制备用于联接到另一管道的管道P的端部。在又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设备20既完全切割

又制备用于联接到另一管道的管道P。

[0025] 在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中，管道加工设备20由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半圆形节段24A、

24B形成并包括框架28和工具承载体32。两个节段24A、24B一起包括框架28和工具承载体

32，使得框架28的第一部分和工具承载体32的第一部分包含在一个节段24A中，并且框架28

的第二部分和工具承载体32的第二部分包含在另一个节段24B中。框架28具有柱形件36，该

柱形件延伸到两个半圆形节段24A、24B外侧并容纳适于与适合的驱动马达44(例如具有适

合的齿轮减速装置的空气马达)的小齿轮40。框架28适于联接到管道P并相对于管道P固定，

并且工具承载体32可相对于固定的框架28和管道P转动。空气马达44适于通过柱形件36中

的齿轮传动系统将工具承载体32相对于框架28旋转。工具承载体32具有用于与可旋转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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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柱形件36中的小齿轮40啮合的圆形齿条56。小齿轮40具有开口60，该开口60设置有用

于接纳驱动马达44的互补形状的驱动头64的多边形周边。因此，可以看出，驱动马达44适于

通过由柱形件36中的小齿轮40提供的齿轮系统和工具承载体32上的圆形齿条56将工具承

载体32相对于框架28旋转。

[0026] 可旋转的工具承载体32包括一个或多个工具支承件48(在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中

示出的两个工具支承件)，该工具支承件支承工具52，用于当工具52围绕管道P周向旋转时

在管道P上实施切割或加工操作。工具支承件48通过多个联接元件116联接到工具承载体32

(下面更详细地描述)。由工具52实施的加工操作可形成垂直于管道P的纵向长度的直边缘、

在管道P的端部上横向于管道P的纵向长度以及以除了九十度之外的任何角度的斜面或者

管道P的具有任意角的边缘。

[0027] 设备20还包括四个可调节的夹持元件或联接元件68，该夹持元件或联接元件可与

管道P的外部接合并具有适合的调节能力，以将设备20联接到管道P并将设备20定位在管道

P的中心。

[0028] 如在图3中最佳看到的那样，工具承载体32通过多个滚柱轴承72可旋转地安装在

框架28上并由框架28支承。滚柱轴承72骑在工具承载体32内部上的圆形轴承座圈76中。

[0029] 多个凸出部80可调节地移动到推进元件84的路径中以及从推进元件84的路径中

移出，该推进元件84联接到每个工具支承件48，以将工具52朝着管道P推进。在示出的示例

性实施例中，设备20包括用于接合推进元件84的总共两个凸出部80，然而，设备20可包括任

意数量的凸出部80。每个凸出部80联接到杆88，该杆可由用户致动以选择性地将凸出部80

移动到推进元件84的路径中以及从推进元件84的路径移出。

[0030] 继续参照图1和图3，并进一步参照图4至图10，更具体地示出了工具支承件48之一

和用于将工具支承件48联接到工具承载体32的多个联接元件116。工具支承件48包括：基部

92，可旋转地联接到基部92的进给螺杆96；适于支承工具52并且可沿进给螺杆96移动的工

具夹持件100；联接到基部92的涡轮壳体104；由涡轮壳体104支承并至少部分地定位在涡轮

壳体104中的涡轮组件108；以及联接到涡轮组件108的推进元件84。

[0031] 工具支承件48通过一个或多个联接元件116(在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中示出两个)

联接到工具承载体32并且可相对于管道P调节，以使基部92的弓形边缘120与管道P的外周

边接触或者非常接近于管道P的外周边。工具夹持件100适于支承工具52并且可沿进给螺杆

96朝着管道P和远离管道P移动(取决于进给螺杆旋转的方向)。进给螺杆96可具有各种不同

的牙型、尺寸、螺距和构造，以便在设备20的使用过程中提供所需的工具移动量。推进元件

84联接到涡轮组件108，并且涡轮组件108联接到进给螺杆96使得推进元件84与凸出部80的

接合使得推进元件84旋转，从而造成涡轮组件108旋转，这会旋转进给螺杆并最终将工具夹

持件100和工具52在所需的方向沿进给螺杆96移动。工具联接器128(例如六角螺母)例如联

接到进给螺杆96的端部，从而提供工具可根据需要联接到进给螺杆96并旋转进给螺杆96的

位置处。

[0032] 联接元件116包括轴132、接合元件136、第一弹性元件140、偏置元件144、柱塞148

以及第二弹性元件152。轴132包括靠近其第一端部的加大头部156，该加大头部包括适于由

工具接合的工具联接器160，用于轴132的旋转。在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中，工具联接器160

是六角头型联接器。可选地，工具联接器160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工具联接器，例如，平头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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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型螺钉驱动联接器、艾伦扳手联接器(六角键联接器)或任何其它类型的联接器。

加大头部156的底部表面164接合接合元件136的顶部表面168。轴132还在其中限定用于接

纳第一弹性元件140的凹部172。凹部172具有适合的深度，使得第一弹性元件140突出超过

轴132并接合限定在接合元件136中的空腔180的内表面。轴132的第二端部184是带螺纹的

并且适于以螺纹的方式接合在工具承载体32的互补的螺纹开口。

[0033] 具体参照图6至图10，接合元件136限定穿过其中的空腔180，该空腔包括第一部分

188和第二部分192，该第一部分188适于接纳轴132的一部分和第一弹性元件140，该第二部

分192适于接纳轴132的一部分、偏置元件144、柱塞148和第二弹性元件152。第一部分188的

直径小于第二部分192，并且在第一和第二部分188、192之间提供有肩部194。第一弹性元件

140接合空腔180的第一部分188的表面176，并且第二弹性元件152接合第二部分192的表面

196。轴132完全延伸穿过空腔180，其中加大头部156的底部表面164接合接合元件136的顶

部表面168，并且轴132的螺纹端部184伸至接合元件136的底部表面198下面。接合元件136

还包括凸出部200，该凸出部具有适于接合工具支承件48的基部92的顶部表面208的底部表

面204，用于将工具支承件48相对于工具承载体32固定就位。另外，接合元件136包括侧表面

212，该侧表面通常在凸出部200下面取向并适于接合工具支承件48的基部92的侧表面216。

侧表面212包括：第一止动元件或第一通常直的或平坦的部分220；第二止动元件或第二通

常直的或平坦的部分224；以及在第一和第二止动元件220、224之间的弓形部分228。此外，

接合元件136包括从接合元件136的底部表面198延伸并适于接合工具承载体32的趾或突出

部232。突出部232的内含物提供具有类似于趾夹持件的特征的联接特征的接合元件136。

[0034] 具体参照图9和图10，偏置元件144限定穿过其中的孔洞236并且定位在空腔180的

第二部分192中。偏置元件144的顶部表面240接合空腔180的肩部194，并且偏置元件144的

底部表面244接合柱塞148的顶部表面248。轴132延伸穿过限定在偏置元件144中的孔洞

236。在一些示例性实施例中，偏置144元件可以是聚氨酯弹簧。在其它示例性实施例中，偏

置元件144可以是任意类型的偏置元件，例如卷簧、片簧、盘簧、弹性元件等。

[0035] 现在参照图7至图10，柱塞148限定穿过其中的空腔252，该空腔包括第一部分256

和第二部分260，其中第一部分256的直径小于第二部分260的直径。轴132延伸穿过空腔

252，并且第一部分256的尺寸适于提供在轴132和第一部分256之间的小间隙。第二部分260

比第一部分256宽，并且尺寸足够大以提供在轴132的螺纹端部184上的螺纹和空腔252之间

的间隙。柱塞148在其外表面268中还限定有凹部264，用于在其中接纳第二弹性元件152。凹

部264具有适合的深度，使得第二弹性元件152突出超过柱塞148的外表面268并且接合空腔

180的第二部分192的内表面196。柱塞148延伸到空腔180外，突出到接合元件136的底部表

面198下面，并且柱塞148的底部表面276适于接合工具承载体32。

[0036] 现在参照图4和图5，联接元件116适于在联接状态(见图4)和断开联接状态(见图

5)之间旋转。在示出的示例性实施例中，联接元件116配置成以顺时针方向旋转以将联接元

件116移至联接状态，并配置成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以将联接元件116移至断开联接状态。可

选地，联接元件116可配置成以逆时针方向旋转以将联接元件116移至联接状态，并且可配

置成以顺时针方向旋转以将联接元件116移至断开联接状态。

[0037] 继续参照图4和图5，并进一步参照图6至图9，将描述联接元件116的操作，并且更

具体地，描述当联接元件116在联接状态和断开联接状态之间移动时联接元件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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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8] 为了将联接元件116从断开联接状态移至联接状态，用户通过具有互补构造的工

具接合工具联接器160，并以顺时针方向旋转轴132。当联接元件116处于断开联接状态下并

且轴132开始以顺时针方向旋转时，联接元件116的侧表面212接合基部92的侧表面216(如

果其未准备接合的话)，以在这两个接合表面212、216之间产生摩擦力。只要在两个接合表

面212、216之间的摩擦力大于在轴132和接合元件136之间的摩擦力，则轴132将在空腔180

内相对于接合元件136旋转。在轴132和接合元件136之间的摩擦力可至少部分地包括在第

一弹性元件140和空腔180的内表面176之间产生的摩擦以及在加大头部156的底部表面164

和接合元件136的顶部表面168之间的摩擦。当轴132旋转时，轴132的螺纹端部184进一步旋

入工具承载体32内，这造成通过加大头部156施加在接合元件136上的向下的力以及施加在

柱塞148的底部表面276上的向上的力。柱塞148的上述向上的力压缩柱塞148和接合元件

136的肩部194之间的偏置元件144，从而将加大头部156的底部表面164更多地压入接合元

件136的顶部表面168内。这增加了在轴132和接合元件136之间的摩擦力，并且最终上述摩

擦力将超过在接合元件136的侧表面212和基部92的侧表面216之间的摩擦力。当在轴132和

接合元件136之间的摩擦力超过在侧表面212、216之间的摩擦力时，接合元件136与轴132一

起旋转并且接合元件136的侧表面212靠着基部92的侧表面216以凸轮方式运动、骑乘、滚动

或滑动。侧表面212的弓形部分228有助于接合元件136的侧表面212靠在基部92上的滚动运

动。接合元件136与轴132一起旋转，直到第一止动元件220接合基部92的侧表面216。凸出部

200现在位于基部92的顶部表面208上面。由于第一止动元件200通常是平坦的表面，所以克

服在第一止动元件220和基部92的侧表面216之间产生的摩擦力所需要的力的量太大并且

不能通过旋转轴132来实现。在接合元件136在上述固定位置的情况下，轴132可以相对于接

合元件136继续旋转，以进一步将接合元件136的凸出部200向下拉至基部92的顶部表面208

上。轴132的上述额外旋转还进一步将柱塞148向上按压，以进一步压缩偏置元件144。轴132

旋转直到在联接元件116和基部92之间产生所需数量的联接力。现在联接元件116处于图4

中示出的联接状态下。

[0039] 为了将联接元件116从联接状态移至断开联接状态，用户通过具有互补构造的工

具再次接合工具联接器160，并以逆时针方向旋转轴132，以减小在接合元件136的凸出部

200和基部92的顶部表面208之间的联接力的量。当上述联接力大于轴132和接合元件136之

间的摩擦力的量时，轴132将相对于接合元件136旋转。轴132和接合元件136之间的摩擦力

可至少部分地包括在第一弹性元件140和空腔180的内表面176之间产生的摩擦以及在加大

头部156的底部表面164和接合元件136的顶部表面168之间的摩擦。在柱塞148和空腔180的

肩部194之间的偏置元件144的压缩提供了对接合元件136的提升力，使得当通过轴132的加

大头部156对接合元件136施加的向下的力减小时，偏置力向上提升接合元件136远离基部

92。凸出部200和基部92的顶部表面208之间的联接力将最终小于轴132和接合元件136之间

的摩擦力，在此时，接合元件136将与轴132一起旋转。接合元件136的侧表面212将靠在基部

92的侧表面216上以凸轮方式运动、骑乘、滚动或滑动，直到侧表面212的第二止动元件224

接合基部92的侧表面216。现在从基部92的顶部表面208上面将凸出部200移出。由于第二止

动元件224通常是平坦的表面，所以克服在第二止动元件224和基部92的侧表面216之间产

生的摩擦力所需要的力的量太大并且不能通过转动轴132来实现。在接合元件136在上述固

定位置的情况下，轴132可以相对于接合元件136继续旋转，以进一步将接合元件136向上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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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或松开。现在联接元件116处于图5中示出的断开联接状态下，并且工具支承件48可根据

需要进行调节或移除。

[0040] 应当理解的是，在这里的任何取向或方向术语的使用，例如“顶部”、“底部”、“左”、

“右”、“侧”等，并不旨在仅意味着与其相关联的术语的单个取向，或者并不旨在以任何的方

式限制本公开。上述取向或方向术语的使用旨在有助于这里公开的原理的理解并且旨在对

应于在附图中示出的示例性取向。例如，联接元件可以任意取向使用，并且使用术语例如

“顶部”、“底部”、“侧”等的使用对应于在附图中示出的联接元件的示例性取向。与联接元件

相关联的这些术语的使用并不旨在限制联接元件为单个取向或以任意的方式限制联接元

件。

[0041] 提供了本公开的摘要，以允许读者快速地确定本技术公开的性质。通过理解主张

其不用于解释或者限制本权利要求的范围或含义。另外，在前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中，可以看

出，为了本公开的简化，在各实施例中将各特征集合在一起。公开的该方法不应解释为反映

要求保护的实施例需要比每个权利要求中明确引用的更多特征的意图。而是，正如下列权

利要求反映的那样，发明的主题在于少于单个公开的实施例的所有特征。因此，兹将下列权

利要求结合到具体实施方式中，其中每个权利要求站在自己的角度作为单独的要求保护的

主题。

[0042] 虽然已描述了本公开的各实施例，但是对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在本公开的范

围内的其它实施例和实施方式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除了按照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变换

之外，本公开并不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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