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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 、滚压头及其滚压设备 。使滚压轮相对 于空心 圆柱毛坯 由螺尾 向螺纹头部沿轴 向
滚压移动 ，同时通过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控制滚压轮径 向进给 ，使得滚压轮径 向进给随着轴 向滚压位置 的
变化而变化 ，从而直接滚压加工成形 圆锥管外螺纹 。滚压头包括至少一个沿 圆周布置 的滚压轮及相应 的滚压
轮轴和滚压轮座 ，滚压轮通过滚压轮轴可转动地 固定到滚 压轮座 ，滚压轮上设有管螺纹成型部分 ，管螺纹成
型部分的螺纹长度小于所滚 压的管外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 。一种包括这种滚压头 的滚 压设备 。从而 ，钢 管端
部在滚压期 间不容 易变形 、显著节约空心 圆柱毛坯的材料 、提高成 品率 。



用 于滚 压 管外螺 纹 的方法 、滚 压头及其 设备

本 申请要 求 2013 年 3 月 3 1 日提 交 的 申请 号 为 CN2013101 10406.0 的在 先

申请 的优 先权 。

技术领 域

本 发 明总体涉及 管道 产 品和 管道 加工机械领 域 ，且具体涉 及 一种用 于滚 压

管外螺纹 的方法 、滚 压 头及其 设备 。

背景技术

由于滚 压 管外螺纹相 比切 削管外 螺纹具有 管螺 纹机械连接 强度 高 、密封 性

能 好 等 优 点 ，被 越 来 越 多 的人 们 所 重 视 ，相 应 的制 造 工 艺 在 国家 发 明专 利

"CN2003101 11695.2" 和 发 明专 利 "CN2007 101069 12.7 " 也 有 所 披露 。然 而 ，

上 述 的二个 发 明专 利 所 揭 示 的二种 滚 压 管外 螺 纹 加 工 方法 都 是 先进 行 轴 向冲

压 或径 向挤 压 圆锥面然 后再进行 管外螺纹滚 压加工 的工 艺 。相 比切 削管外螺纹

一道 加工成形 方法 ，这 二种 加工工 艺均 需要利用 圆锥 形模 具机械 的或者是液压

的轴 向冲 压 或者是径 向挤 压 空心 圆柱毛坯工件 ，即先加工 形成 圆锥面 ，再在 圆

锥 面 上滚 压 加工 管外螺 纹 。

显然所述 的这二种滚 压 管外螺纹 加工工 艺至少存在着 下列 3 个 问题 ：

1. 由于滚 压 管外 螺 纹 加 工 工 艺 比 目前 套 丝 或 者 是 切 削加 工 管 外 螺 纹 工 艺

多 了一道 设 备庞 大 的圆锥 面 加工工序 ，不但 费 时 ，而且对 于 管 网现场 加工 管外

螺纹操 作非 常不便 ，无法 使人接 受 。

2. 由于 巨大 的轴 向瞬 间冲 压 或径 向挤 压 压力 ，锥 面 成形 时 ，钢 管原始外径

与 圆锥面 交界 处 的管体材料 ，特 别是悍 管 的此 处悍缝 ，容 易受 到 隐性和 显性 的

破坏 ，造 成 管外螺纹产 品安全 隐患 。

3. 由于现有滚 压钢 管毛坯 外径 是 以切 削工 艺而 定 的钢 管外径 ，对 于滚 压而

言其 外径偏 大 。在冲 压形成 圆锥面 时 ，尽 管 圆锥面 为 1:16 ，但 滚 压后产 品 内径

锥 面往往 大 于标准锥度 1:16 ，或 者是锥面 长度 （高度 ）远远 大 于标准 允许 的长

度 ，造 成滚 压 管外螺纹产 品 内孔最 大缩 小量大于标 准 允许 的钢 管外径和钢 管壁



厚最大偏差值之累计所造成的最大 内径缩小量，对流体输送稳定性可能产生一

定影响。

从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不对现有标准钢管外径采用 圆锥面加工的话 ，要么

滚压加工成形 的管外螺纹尺寸过大，要么管体容易变型或者是开裂 。因此，冲

压或挤压是现有管外螺纹滚压技术的必须工艺。究其原因，这是上述二项发明

专利工艺设计上 的缺 陷以及 以切削管螺纹技术制定 的钢管标准外径作为滚压

钢管外径滚压加工管外螺纹等原因所造成的。

针对切削钢管外径过大不适合直接滚压，有一种利用滚压工艺在钢管标准

外径上先进行滚压使钢管外径缩减至一定尺寸，即标准管外螺纹的中径 ，然后

再滚压加工圆锥管外螺纹 的方法 。这种方法在滚压缩小钢管外径加工时会产生

不易控制钢管椭 圆度、钢管表面镀层受损 以及滚压后产生钢管 内孔缩小过多等

现象 。解决此 问题 的方法是在生产钢管时直接生产 出符合滚压工艺要求的比标

准钢管外径偏小的滚压专用外径钢管 。但滚压钢管外径与壁厚 尚无国家和 国际

标准 ，市场推广和接受需要一定的时间，这势必会影响到滚压管外螺纹工艺的

推广和应用 。

通过上述描述与分析，不难发现 ：在使用现有标准外径 的钢管情况下，省

略轴 向冲压或径 向挤压工艺，简化工艺步骤 ，使滚压管外螺纹既符合 国家和 国

际标准 ，又符合 目前人们操作习惯是推广滚压管外螺纹这一优秀工艺的关键所

在 。

发明内容

本发 明的 目的在于提供一种 以现有 的管材标准外径作为滚压管外螺纹 的

空心圆柱毛坯外径 ，可 以不通过圆锥形模具机械 的或者是液压的轴 向冲压或径

向挤压空心 圆柱毛坯加工形成圆锥面 的预备工艺，仅仅通过一次滚压这一贯穿

始终的工艺方法 ，直接在管材标准外径 的空心圆柱体毛坯上滚压加工成形密封

圆锥管外螺纹 的制造方法 、滚压头及其设备，使滚压 圆锥管外螺纹加工工艺简

单、实用和完整 ，并且尽量符合人们 目前 的操作习惯 。

本发明一方面提供一种滚压加工管外螺纹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将滚压轮

从所述管外螺纹的螺尾开始滚压切入，向螺纹头部方 向完成螺纹滚压 。



现有螺纹滚压工艺有二种：径向滚压法和轴向滚压法。70 多年来径向滚

压工艺技术被实际证明无法实施不借助芯棒的管外螺纹的滚压，而现有的管外

螺纹滚压工艺沿袭的是管外螺纹切削的加工方式，是从 内外螺纹啮合的起始

端，亦即螺纹头部开始切入滚压完整管外螺纹开始的轴向滚压法。除了技术偏

见之外，目前的轴向滚压技术也只能从螺纹头部开始滚压，否则管螺纹产品的

螺纹长度大大超出标准管螺纹长度。径向与轴向滚压的工艺技术困难和对切削

工艺的承袭造成滚压管外螺纹从螺纹头部开始滚压这一工艺技术的必然。由于

管口端是管外螺纹最小直径端，其径向变形是整个管螺纹段最大处。在滚压加

工初始阶段 （也即数个滚压轮对牙时）管口受到较大的径向应力；同时随着管

外螺纹成形过程的深入和材料冷作硬化，管材受到的滚压力不断增强，对于悍

管或者是薄壁管极易产生由管口端部开始的管体悍缝开裂或者是管体变形，直

接导致现有的管外螺纹滚压技术对管材有矫圆缩径或者是冲压或挤压锥度的

要求；同时对管材的成分、壁厚、壁厚均匀度以及悍缝质量等技术指标要求很

高。即便如此，在实际操作中受到管材标准宽松的影响，现有滚压技术生产的

滚压管外螺纹产品合格率仍然难以在 80% 以上，滚压管外螺纹工艺不可靠，造

成现有滚压管外螺纹工艺，特别是现场施工滚压管外螺纹工艺，难以推广。本

发明克服了目前径向滚压的技术困难，破除现有轴向滚压管外螺纹这一偏见，

创造性地采取从管外螺纹尾端开始滚压切入，向螺纹头部方向完成滚压的管外

螺纹加工方法。一方面利用管材非端口部 （内侧）受挤压后比端口部不容易变

形的特点；另一方面，对于管外螺纹，特别是圆锥管外螺纹，利用其螺纹尾部

不完整螺纹的技术标准，有效地降低了滚压加工初始滚压轮与空心圆柱毛坯啮

合阶段的滚压力要求，极大地放宽了管材的适用度，不但适用于现有的有缝与

无缝、厚壁与薄壁管材，而且适用于相对较软的各种壁厚的铜管或者是铝合金

管等等其它各类金属管材；通过对不同管材屈服强度与滚压管外螺纹形成力的

计算，合理的控制滚压力，使产品合格率达到 99.9% 以上，使滚压管螺纹技术

的实用性大大增强。

为了进一步减小作用在空心圆柱毛坯上的滚压力，在本发明如上所述的管

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中，优选地其进一步的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上含有管螺

纹成型部分，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小于所滚压的所述管外螺纹的有



效螺纹长度。更优选地，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为所述管外螺纹的一

道螺纹长度、二道螺纹长度、三道螺纹长度、四道螺纹长度或五道螺纹长度。

优选的是一道、二道、三道和四道螺纹。

目前现有技术的管外螺纹滚压设备所使用的滚压轮的管螺纹成型部分的

螺纹长度大于或等于管外螺纹有效螺纹的长度，这样随着滚压的进行，滚压轮

与管材圆柱毛坯的接触面积不断增加，随着材料的冷作硬化，管材圆柱毛坯受

到的滚压力也不断增加，极易导致管材，特别是端口的变形与开裂，本发明采

用管外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小于所滚压的所述管外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

的滚压轮，有效地减小了接触面积，在保证螺纹充分成形的前提下，亦即减小

了管材圆柱毛坯所受到的滚压力的径向分力，不但对管材的材质、悍缝、壁厚

等要求降低，而且降低了滚压轮材料成本和制造成本，同时使滚压管螺纹工艺

可靠成熟，产品合格率提高至 99.9% 以上。

本发明提供的上述滚压方法既可以用于圆柱管外螺纹的滚压，也可以用于

圆锥管螺纹的滚压。

本发明在上述滚压方法用于滚压圆锥管外螺纹时创造性地应用了管外螺

纹实时锥度概念，增加滚压全过程中径向位置动态实时调节装置，所述管外螺

纹实时锥度径向位置调节装置能够在滚压全过程中实时动态调节所述滚压轮

座沿径向移动的位置，其 目的是为了在滚压管外螺纹的同时，实现其实时锥度

的滚压，打破了轴向冲压或径向挤压形成圆锥面的技术偏见。本发明利用滚压

时产生的滚压轴向分力，使所述滚压轮由螺尾向螺纹头部沿轴向滚压移动，或

者是空心圆柱毛坯相对于滚压轮由螺尾向螺纹头部轴向移动；同时通过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控制的滚压轮同步按实时锥度径向动态进给，使得滚压轮径向

进给随着轴向滚压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避免了冲压或挤压圆锥面的工艺而

直接滚压加工成形圆锥管外螺纹，使滚压管螺纹工艺方便实用。现有滚压管螺

纹技术采用轴向滚压技术，也就是说一旦滚压设备中滚压轮径向位置调整完

毕，空心圆锥毛坯进入滚压工位，滚压轮径向位置固定直至滚压完成，滚压轮

径向退出，工件退出。虽然滚压轮也可以径向进给和退出调节，但其进给运动

关系与管螺纹的牙型成形特别是圆锥面成形过程无关，其 目的、实施的技术手

段和最终技术效果与本发明是完全不同。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 能够通过径 向位置调节装 置在动态滚压全过程 实 时调

节其沿径 向的位置 ，从而形成滚压工 艺所 需要 的锥度 。

优选地 ，利用滚压 时所述滚压轮产 生 的滚压轴 向分力 ，使所述滚压轮相对

于空心 圆柱毛坯 由螺尾 向螺纹头部滚 压移动 ，同时通过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

控制滚压轮径 向进给 ，使得滚 压轮径 向进给 随着轴 向位置 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

直接滚压加工成形 圆锥 管外螺纹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相对于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 的轴 向滚压移动是所述滚压

头轴 向移动 而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轴 向静止 ，或者是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轴 向移动

而所述滚压头轴 向静止 ，或者是二者 同时轴 向的相对移动 。

优选地 ，所述滚 压轮 的径 向进给速 率和所述滚 压轮相对于所述 空心 圆柱毛

坯 的轴 向移动速 率 的比值等于所述 管外螺纹实 时锥度 的 1/2 。

用于滚 压 BSPT ，NPT 标准 圆锥 管外螺纹 时，所述滚压轮 的径 向进给速 率

和所述滚压轮相对于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 的轴 向移动速 率 的比值 等于 1/32 。

本发 明另一方面提供 一种滚压管外螺纹 的滚 压头 ，包括至少一个沿 圆周布

置 的滚压轮及相应 的滚 压轮轴和滚压轮座 ，所述滚压轮通过所述滚压轮轴可转

动地 固定到所述滚压轮座上 ，所述滚压轮上设有 管螺纹成型部分 ，所述 管螺纹

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 小于所滚压 的所述 管外螺纹 的有效螺纹长度 。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 压头 中，所述滚压轮 的个 数为 2 个 以上 ，优选地 为 4

个和 5 个 。

本发 明滚 压头可 以方便地用于滚 压 圆锥 管外螺纹 。在所述滚压轮座上还可

以在所述滚 压轮座上设有沿径 向调节所述滚压轮座 的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 ，从而

沿径 向在动态滚压全过程 实 时调节所述滚压轮 的径 向位置 ，从而形成滚压工 艺

所 需要 的锥度 。滚压 圆锥 管外螺纹 时利用滚压 时所述滚压轮产 生 的滚压轴 向分

力 ，使所述滚压轮相对于空心 圆柱毛坯 由螺尾 向螺纹头部沿轴 向滚压移动 ，同

时通过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控制滚压轮径 向进给 ，使得滚压轮径 向进给 随着

轴 向滚压位 置 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直接滚压加工成形 圆锥 管外螺纹 。

优选地 ，所述滚 压轮相对于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 的轴 向滚压移动是所述滚压

头轴 向移动 而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轴 向静止 ，或者是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轴 向移动

而所述滚压头轴 向静止 ，或者是二者 同时轴 向的相对移动 。



优选地 ，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 的径 向力动力源可 以来 自使滚压头与空心

圆柱毛坯相对转动 的动力源或者是来 自其它独立 的动力源 。

优选地 ，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可 以是手动调节、机械传动调节、液压 比

例调节、气动 比例调节、电机带动蜗轮蜗杆调节、电机带动齿轮齿条调节、电

机滚珠丝杠调节 以及 由滚压头轴 向运动联动径 向位置进给调节 中的一种 ，或者

其 中多种 的组合 。

优选地 ，管外螺纹滚压头还包括外圆壳体盘、旋转盘、以及滚压轮座和滚

压轮；所述外圆壳体盘与滚压设备上的滑座 间隙相连 ；所述旋转盘在所述外圆

壳体盘一侧通过轴孔配合与所述外 圆壳体盘同轴心地安装在其 内圆轴上，并在

与所述外圆壳体盘相对 的一侧上设有螺旋凹槽 ；所述外圆壳体盘上开有至少一

个径 向滚压轮座滑槽 ，所述滚压轮座通过其底部的多个螺旋凸槽与所述旋转盘

的所述螺旋凹槽 的相互配合作用而在外 圆壳体盘 的所述滚压轮座滑槽 内作径

向移动 ，所述滚压轮座上装有滚压轮，当旋转盘旋转时，通过与其螺旋凹槽相

匹配的螺旋 凸槽 ，带动滚压轮座沿着外圆壳体盘上相应滑槽作径 向移动 。

优选地 ，管外螺纹滚压头还包括齿轮控制杆 ，所述旋转盘的另一侧是伞形

齿轮，所述伞形齿轮中心轴线大致与滚压头的中心轴线重合 ；齿轮控制杆在其

一端部设有与所述旋转盘 的伞形齿轮啮合且 中心轴线沿所述齿轮控制杆纵 向

轴线的另一伞形齿轮，所述齿轮控制杆 的纵 向轴线与所述旋转盘 的中心轴线成

一定角度 ；所述旋转齿轮控制杆能够使所述旋转盘绕其 自身轴线旋转 。

优选地 ，管外螺纹滚压头还包括动力 电机 ，所述动力 电机通过蜗轮蜗杆、

齿轮齿条、滚珠丝杠、皮带轮、凸轮或 曲柄连杆驱动所述齿轮控制杆旋转 。

优选地 ，管外螺纹滚压头还包括动力旋转柄、丝杆、上杆、中杆、下杆、

一对导向柱；所述一对导向柱在其上端和下端分别 固定到所述上杆和下杆 的两

侧 ，构成固定框架结构，且所述一对导向柱穿过所述 中杆两侧上的孔，且所述

中杆能沿所述导向柱上下滑动 ；所述上杆 内设有竖直方 向的螺纹孔；所述丝杠

可与所述螺纹孔啮合 ，且所述丝杆上端与所述动力旋转柄 固定连接 ，而下端抵

靠所述 中杆 ，从而所述动力旋转柄带动所述丝杆转动下可使所述 中杆沿两侧 的

导向柱上下移动 ；所述 中杆和下杆上分别设有滚压轮座和相应 的滚压轮 。

优选地 ，管外螺纹滚压头还包括：圆柱体、弹簧 以及调节螺栓 ；所述 圆柱



体上端与所述下杆 固定相连 ；所述 圆柱体下端与滚压设备滑座 的轴孔活动配

合 ，通过套设在所述 圆柱体上且两端分别抵靠所述下杆和所述滚压设备滑座 的

所述弹簧使整个所述 固定框架结构与所述滚压设备滑座浮动相连 ；所述调节螺

栓从所述下杆 向下突出并与所述滚压设备滑座间隔开一定距离，通过调节所述

调节螺栓 的长短，从而调节其与所述滚压设备滑座间隔开的距离，能够控制所

述 固定框架结构的摆动幅度 以保证所述空心圆柱毛坯与滚压头同轴 ；通过转动

所述动力旋转柄，所述丝杆带动 中杆在导向柱上下移动 由此实现在滚压头轴 向

移动时径 向滚压轮位置 的动态调整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含有至少一道螺纹 ，所述螺纹的螺牙

形状与所加工的圆柱管外螺纹螺牙或者是所加工的圆锥管外螺纹螺牙对应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用于滚压 55 ° BSPT 圆锥管外螺纹，管径为 DN4 、

DN6 、DN8 、DN10 、DN15 、DN20 、DN25 、DN32 或 DN40 时，其管螺纹成

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6 道螺纹，优选 的是一道或二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

DN65 、DN80 或 DN90, 其管螺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9 道螺纹，优选

的是一道、二道或三道 ，对于管径为 DN100 、DN125 、DN150 及 以上，其管

螺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14 道螺纹，优选 的是一道、二道、三道或四

道 ；所述滚压轮用于滚压 60 ° NPT 圆锥管外螺纹，管径为 DN4 、DN6 、DN8 、

DN10 、DN15 、DN20 、DN25 、DN32 或 DN40 时，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

长度不超过 5 道螺纹，优选 的是一道或二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DN65 、DN80

或 DN90, 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8 道螺纹，优选 的是一道、二

道或三道 ，对于管径为 DN100 、DN125 、DN150 及 以上，其管螺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13 道螺纹，优选 的是一道、二道 、三道或四道 ；所述滚压

轮用于滚压 API 圆锥管外螺纹时，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其相应

有效螺纹长度 的 90% ，优选 的是一道、二道 、三道、四道或五道螺纹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可 以是螺旋滚压轮或者是环型滚压轮，或者是它们二

者的合理组合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在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 的头部进一步包括预成型部

分，所述预成型部分的形状包括圆柱面 、圆锥面、圆柱螺纹、非完整 圆锥螺纹、

或其组合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在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 的头部进一步包括导入部分，

所述导入部分的形状包括锥面、弧面、渐进 曲面或其组合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在所述预成型部分的头部进一步包括导入部分 ，所述

导入部分的形状包括锥面、弧面、渐进 曲面或其组合 。

优选地 ，所述导入部分、所述预成型部分 以及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是一体

化结构，或是组合结构 。

利用本发 明的滚压轮，可 同时对管材进行矫 圆与缩径等滚压预处理 ，有效

地降低 了滚压管螺纹对管材 的要求 ，同时大大提高了管螺纹产 品的合格率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包括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所述滚压轮相对所述滚压

轮座沿所述滚压轮轴 的方 向上有一轴 向活动空间。所述滚压轮相对于所述滚压

轮座沿所述滚压轮轴 的径 向上有一径 向活动空间。

需要说 明的是 ，本发 明的滚压轮和滚压轮轴可 以是一体 的也可 以是分开

的。

所述轴 向活动空间优选 的是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的 0.1 个螺距

至 1 个螺距 ，更优选 的，是 0.5 个螺距至 1 个螺距 ，更优选 的，是 0.5 个螺距

或 1 个螺距 ；所述径 向活动空间优选 的是不超过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

的 1 个螺距 ，更优选 的是不超过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的 0.5 个螺距 。

优选地 ，所述轴 向活动空间和所述径 向活动空间是通过选 自以下任一组结

构来实现 的：

a)所述滚压轮轴和所述滚压轮座之间的浮动连接 ；

b )所述滚压轮与所述滚压轮轴之间的浮动连接 ；

a)组和 b )组的组合 ；

所述浮动连接选 自：轴孔浮动连接或轴承浮动连接 。

在一实施例 中，所述轴孔浮动连接包括：所述滚压轮轴孔表面与所述滚压

轮轴表面任一呈弧形或均为弧形的接触连接 ；或所述滚压轮轴和所述滚压轮座

之间的轴孔连接位置处表面任一呈弧形或均为弧形的接触连接 。

在一实施例 中，所述轴承浮动连接是通过滚针轴承或者是端面轴承或者是

二者组合连接实现 的。

本发明另外提供一种利用上述任一滚压头滚压管外螺纹的方法 ，亦即将滚



压轮从所述管外螺纹的螺尾开始滚压切入，向螺纹头部方 向完成螺纹滚压 。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运用上述任一滚压头的管螺纹滚压设备 。该滚压设备可

以进一步包括 ：机座、动力 电机、工件夹紧装置、电机开关 以及联接动力 电机

与空心圆柱工件夹紧装置或者是滚压头的变速装置；其 中，所述机座上部设有

所述动力 电机及所述 电机开关及用于夹紧待加工空心 圆柱毛坯 的所述夹紧装

置，所述动力 电机在 电机开关的控制下，通过所述变速装置，使所述滚压轮与

所述夹紧装置夹持的空心 圆柱毛坯产生相对滚压运动 。

在另一实施例 中所述滚压设备还可 以进一步包括：空心主轴、两根轴 向导

柱、滑座 ；

其 中，所述机座上部一侧设有所述动力 电机及所述变速装置和所述 电机开

关，所述动力 电机上方有所述空心主轴 ，所述变速装置将所述动力 电机 的主轴

与所述空心主轴相连 ；

所述机座上部还有用于夹紧待加工空心 圆柱毛坯并使其旋转 的所述夹紧

装置，所述夹紧装置与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并连为一体；

所述两轴 向导柱设置在所述机座上部的另一侧 ，且平行于所述空心主轴 中

心线前后设置；

所述滑座设置在所述两轴 向导柱上，可沿所述轴 向导柱水平 自由滑动 ；

所述滚压头浮动设置在所述滑座上，与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 。

本发明上述滚压设备还可 以包括一倒角装置和/或一滚压切料装置和/或一

光 电感应装置 ；其 中，所述倒角装置浮动设置在所述滑座上相对所述动力 电机

和所述变速装置一侧 ，与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

所述切料滚压装置，设置在所述滑座上相对所述动力 电机变速装置一侧 ，

与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 ；

所述 的光 电感应装置设置在所述滚压头中的所述滚压轮座上，控制滚压时

间和滚压正反转顺序 。

一种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 圆锥管外螺纹的方法 ，由至少二个或者是

二个 以上的非全长度尺寸的沿圆周方 向分布 的滚压轮组成的滚压装置，从管外

螺纹的不完整螺纹尾部开始滚压切入 ，利用滚压时产生的滚压轴 向分力，使所

述滚压装置 由螺纹尾部 向螺纹头部沿轴 向移动 ，同时通过所述滚压装置中由传



动机构控制的滚压轮的径 向同步进给 ，直接一次滚压加工成形 圆锥管外螺纹产
P

上述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圆锥管外螺纹的方法 中，优选地 ，滚压装

置 的轴 向移动是在滚压轮与 圆柱毛坯 的螺纹螺旋角差异所致 的轴 向力 的作用

下，从管外螺纹螺纹尾部不完整螺纹开始 向管外螺纹头部的完整管外螺纹方 向

逐步的轴 向滚压移动 。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 圆锥管外螺纹的装置，由至

少二个或者是二个 以上 的非全长度尺寸 的沿 圆周方 向分布 的滚压轮组成 的滚

压装置，从管外螺纹 的不完整螺纹尾部开始滚压切入，利用滚压时产生的滚压

轴 向分力，使所述滚压装置 由螺纹尾部 向螺纹头部沿轴 向移动 ，同时通过所述

滚压装置中由传动机构控制的滚压轮的径 向同步进给，直接一次滚压加工成形

圆锥管外螺纹产 品。

优选地 ，所述 的滚压装置中的二个或者是二个 以上滚压轮，在滚压装置整

体轴 向移动滚压过程 中滚压轮 同时是通过手动 同步径 向进给 的或者是机械 同

步径 向进给 的或者是液压 同步径 向进给 的或者是 电机带动蜗杆和蜗轮机构 同

步径 向进给 的；滚压装置中的滚压轮的径 向进给速度和 比例是随着滚压装置轴

向移动 的速度和 比例按锥管管外螺纹的滚压工艺要求设置的。

优选地 ，滚压轮的内孔与安装在可径 向滑动 的滑块 的鼓形销轴相匹配或者

是滚压轮圆弧形 内孔与安装在可径 向滑动 的滑块 的标准销轴相匹配 ，滚压轮 内

孔与销轴之间有一定的空间 自由度 ，滚压轮能轴 向和径 向非常灵活地运动 。

优选地 ，所述非全长度尺寸的管外螺纹滚压轮有一道或者是一道 以上的相

应标准 的圆柱管外螺纹螺牙或者是相应标准 的圆锥管外螺纹螺牙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用于滚压 55 ° BSPT 圆锥管外螺纹，管径为 DN4 、

DN6 、DN8 、DN10 、DN15 、DN20 、DN25 、DN32 或 DN40 时，其螺牙道数

不超过 6 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DN65 、DN80 或 DN90, 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9

道 ，对于管径为 DN100 、DN125 或 DN150, 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14 道 ；所述滚

压轮用于滚压 60 ° NPT 圆锥管外螺纹 ，管径为 DN4 、DN6 、DN8 、DN10 、DN15 、

DN20 、DN25 、DN32 或 DN40 时，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6 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

DN65 、DN80 、DN90 、DN100 、DN125 或 DN150, 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7 道 ；



所述滚压轮用于滚压 API 圆锥管外螺纹时，其螺牙道数不超过其相应有效螺纹

长度 的 80% 。

优选地 ，管外螺纹滚压轮是螺旋滚压轮或者是环型滚压轮，或者是它们二

者的组合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轮是非全长度尺寸管外螺纹滚压轮或者是 由导入部分和

非全长度尺寸管外螺纹部分组合成一体的滚压轮 。

优选地 ，所述滚压装置，是安装在被加工圆柱毛坯一边 的设计用于滚压加

工单头管外螺纹产 品，或者是安装在被加工圆柱毛坯两边 的设计用于同时滚压

加工双头管外螺纹产 品。

本发 明的有益效果是 ：现有技术 的圆锥管外螺纹滚压装置都是从管 口端

(螺纹头部 ）开始进行螺纹滚压，所用 的滚压轮的螺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均

大于或等于其所加工的管外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 ，而且滚压过程 中，滚压轮径

向位置不是随着 圆锥管螺纹的加工过程而实时变化 的，而是滚压初期径 向调整

好后，径 向固定的轴 向滚压方法 。因而在滚压加工前要对空心圆柱毛坯要进行

矫 圆缩径或者是冲压或挤压圆锥面等前道预成型工艺，增加了实施现场滚压加

工管螺纹的技术难度、生产成本和对管材 的破坏 。同时在滚压管外螺纹过程 中，

滚压轮和管材 的接触范 围随着螺纹 的成型而不断加大 以及材料冷作硬化 的增

强，滚压力也相应地增大，对管材 的材料成分、悍缝 、壁厚及其均匀度和 口径

要求很高，使得滚压管外螺纹滚压的推广难 以进行 。本发明摈弃技术偏见，创

造性地运用从管螺纹尾部至管螺纹头部的滚压工艺，同时采用螺纹成型部分的

螺纹长度较所述管外螺纹 的有效螺纹长度要小 的滚压轮 以及滚压轮径 向进给

滚压圆锥面等技术手段 ，充分利用管外螺纹尾部不完整螺纹所需滚压力 比管 口

处管外螺纹头部成形完整管外螺纹 的滚压力、钢管非端部不容易变形等特点，

通过本发明的滚压轮在钢管非端部管外螺纹尾部开始滚压不完整管外螺纹，逐

步径 向进给矫 圆缩径锥度管材 ，同时滚压完整管外螺纹直至完成管外螺纹滚压

加工；在强化螺纹密度和减小钢管 内孔直径缩小量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滚压

过程 中滚压径 向力过大或突变所造成的管材变型和悍缝开裂等现象 。本发明省

略了 目前滚压圆锥管外螺纹工艺中轴 向冲压或径 向挤压圆锥面工序 ，解决了冲



压对管材原始外径与圆锥面交界处的管体材料 ，特别是悍管悍缝 ，的破坏等 问

题 ，实现 了与 目前沿用 100 多年 的套丝加工管螺纹操作步骤基本一致 的加工方

法 ，使滚压管外螺纹工艺简化与实用 ，并且完全符合人们 目前 的操作习惯，使

管网安装施工现场实现滚压加工管外螺纹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由于滚压成形

的管外螺纹产 品其单位长度重量与滚压前 的原始钢管单位长度重量一样并受

滚压的冷作硬化作用 ，相 比目前传统的去金属工艺法切削管外螺纹工艺，在大

大提高了管外螺纹机械连接与密封安全性能基础上 ，实现非去金属工艺法使钢

管壁厚减薄的 目标 ，可望节约 15% —35% 的钢管材料 ，提供 了一种低成本节能

减排 的方法 。同时，利用本发明涉及 的制造 圆锥管外螺纹的方法、滚压头和其

设备，将开启传统管外螺纹加工设备和产 品生产结构升级换代 ，革命性地提升

管材施工机具的制造 ，对全球管道加工机械领域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

下面将结合附图说明和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的前述 目的、技术方案和有

益效果进行详细的描述 。

附图说 明

图 1 是根据现有 的滚压管外螺纹技术制造 圆锥管外螺纹产 品的工艺示意

图。

图 2 是 图 1 的滚压过程工艺的示意图。

图 3 是根据现有 的滚压技术加工成形的管外螺纹产 品的结构剖视 图。

图 4 是根据本发明的用二道螺纹滚压轮滚压圆锥管外螺纹工艺示意图。

图 5 是 图 4 滚压工艺过程 的示意图。

图 6 是根据本发明的方法、滚压头和设备滚压成形的管外螺纹产 品的结构

剖视 图。

图 7 是根据本发 明的利用使滚压轮与空心 圆柱毛坯之间相对转动 的扭矩

dT 和滚压轮径 向调节力 dF 来实现滚压头相对空心圆柱毛坯的轴 向移动和滚压

轮径 向同步进给的示意 图。

图 8 显示 了三个滚压轮滚压圆锥管螺纹过程 中工件受力情况分析 。

图 9 是 图 8 的螺纹滚压力分解进一步示意图。

图 10 是轴 向移动速率与径 向进给速率的关系 。



图 11 是二段不同锥度 的非标准管外螺纹轴 向移动速率与径 向进给速率的

示意图。

图 12 是一个沿圆周布置的滚压轮可转动地 固定在滚压轮座上滚压头一实

施例示意图。

图 13 是包含 2 个沿圆周布置的滚压轮可转动地 固定滚压轮座上滚压头一

实施例示意 图。

图 14 是包含 5 个沿圆周布置的滚压轮的滚压头一实施例示意图。

图 15 是根据本发明的四个滚压轮滚压头的一实施例 的结构正视 图。

图 16 是图 15 的结构侧视 图。

图 17 是图 16 中外圆壳体盘的结构剖视 图。

图 18 是图 15 中滚压头中滚压轮座结构剖视 图。

图 19 是图 18 中的滚压轮结构与滚压轮轴配合结构剖视 图。

图 20 是图 16 中的一面为螺旋凹槽而另一面为伞齿轮的旋转盘与控制杆配

合 的结构剖视 图。

图 2 1 是根据本发 明的带有 四个滚压轮滚压头 的手动调节径 向进给的一实

施例 的结构示意图。

图 22 是根据本发 明的带有三个滚压轮 由液压或气动 比例调节滚压轮径 向

位置的滚压头 的一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 图。

图 23 至图 25 是本发明滚压轮与滚压轮轴为一体的滚压轮与滚压轮座之间

使用轴孔配合实现浮动连接 的有轴 向和径 向活动空间的示意 图。

图 26 是本发明环形螺纹滚压轮与滚压轮轴为一体的滚压轮二端装配滚针

(轴承 )与滚压轮座轴承孔之间使用轴承配合实现浮动连接 的有轴 向和径 向活动

空间的示意 图。

图 27 是本发明滚压轮与滚压轮轴作为一体成型的替代方案一 （平 ）键槽

配合 的示意 图。

图 28 是本发明滚压轮轴与滚压轮座之间使用无间隙轴孔静配合并非浮动

的连接 ，依靠滚压轮和滚压轮轴之间的浮动连接来实现 自由轴 向和径 向活动 的

示意图。

图 29 是本发明滚压轮轴与滚压轮座之间使用有间隙轴孔配合连接 ，但非



浮动 的连接 ，主要依靠滚压轮和滚压轮轴 以及滚压轮轴和滚压轮座之间的浮动

连接来实现 自由轴 向和径 向活动 的示意图。

图 30 至图 3 1 为本发明滚压轮和滚压轮轴为滚针 (轴承 )同时滚压轮一端面

与滚压轮座为端面轴承浮动连接来实现 自由轴 向和径 向活动 的示意图。

图 32 至图 34 为本发明滚压轮和滚压轮轴三种轴孔配合浮动连接来实现 自

由轴 向和径 向活动空间的示意图。

图 35 至图 36 分别表示本发明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可 以是 圆锥螺纹和 圆

柱螺纹的结构示意图。

图 37 至图 4 1 是本发明滚压轮中三个部分的详细图示，分别是：导入部分、

预成型部分和管螺纹成型部分的各类组合示意图。

图 42 是本发明滚压轮三部分：导入、预成型和管螺纹成型部分分体形式

示意图。

图 43 是根据本发明的管外螺纹滚压设备的一实施例 的结构正视 图。

图 44 是图 43 的结构侧视 图。

图 45 是根据本发 明的管外螺纹滚压方法、滚压头及其设备在空心圆柱毛

坯上滚压成形圆锥管外螺纹的一实施例 的工艺示意图。

图 4 6 是图 45 的滚压过程结束时的工艺示意图。

图 47 显示包含本发明的滚压头转动 的另一滚压设备的结构示意图。

图 48 是根据本发 明的管外螺纹滚压方法 的双头圆锥管外螺纹生产设备的

一实施例 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下面将结合较佳 的实施例对本发 明进行详细 的描述 ，应当注意的是 ，在后

述 的描述 中，尽管所使用 的术语是从公知公用 的术语 中选择 的，但是有些术语

则是 申请人按其判断来选择 的，其详细含义应根据本发 明欲揭示 的精神来理

解 。本文中使用 的 " 上 " 、 " 下 " 、 " 左 " 、 " 右 " 等关于方 向的表述仅表示

是说明性的，并不表示对各装置和部件在使用时的方 向进行 限制 。

本发 明所述滚压头是指用于在空心 圆柱毛坯上滚压加工 出管外螺纹 的装

置，主体部件包括用于滚压管外螺纹的一个或者是数个滚压轮 以及用于支撑或



固定滚压轮 的滚压轮轴和滚压轮座 。所述滚压轮通 过所述滚压轮轴 与所述滚压

轮座配合 。值得注 意 的是本发 明所述 的滚压轮和滚压轮轴 可 以是分体 的，也可

以是一体 的 。

本发 明所述 的管外螺纹是指管螺纹连接 中用 于与管 内螺纹配合 的管螺纹 ，

包 括 圆柱 管 外 螺 纹 以及 圆锥 管 外 螺 纹 。螺 纹 术 语 的定 义 基 本 参 考 国家 标 准

GB/T 14791 ，其 中管外螺纹包括完整 螺纹 、不完整螺纹和螺尾 ，所述 的完整螺

纹是指螺纹 的牙顶和牙底均具有完整形状 的螺纹 ，所述 的不完整螺纹是指牙底

完整而牙顶 不完整 的螺纹 ，但特别值得指 出的是本 发 明中所述 的螺尾 除指 向光

滑表面过渡 的牙底不完整 的螺纹外 ，还包括 了与此牙底不完整 的螺纹相邻 的一

道或数道牙底完整 的螺纹 。本发 明所述 的管外螺纹 的有效螺纹包 括管外螺纹 的

完整螺纹和不完整螺纹部分 ，所述 的管外螺纹 的有效螺纹长度可 以理解 为有效

螺纹 的轴 向长度 。本发 明中螺纹头部是指 与 内螺纹首先 啮合 的部分 。但在具体

的实施 当中，螺纹头部不一定是在 管 口，例如在 管材 的变径 区域加工锥 管外螺

纹 ，其相应 的螺纹头部应 该为螺纹 中径最小 的一侧 。

本发 明所述 的滚压轮外表面上具有 管螺纹成型部分 ，所述 的管螺纹成型部

分是指与要求滚压 出的完整螺纹对应 的螺纹 ，可 以包括 圆柱管外螺纹或者 圆锥

管外螺纹 ；所述 的圆柱管外螺纹和 圆锥外螺纹包括 ：BSPT ，NPT ，API 以及米

制标准 圆柱管外螺纹和 圆锥外管螺纹 。所述 的管螺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可 以

理解 为该螺纹 的轴 向长度 。在现有 的圆锥 管外螺纹滚压工艺 当 中，滚压轮管螺

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 大于或等于上述 的管外螺纹 的完整螺纹长度 ；而在本发

明中，创造 性地采用 管螺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 小于相应 管外螺纹 的完整螺纹

长度 的滚压轮 ，大大减少 了管材在滚压 时所承受 的滚压力 ，同时也 降低 了滚压

轮 的材料 与制造成本 。本发 明管外螺纹成型部分 的螺纹长度 小于相应 管外螺纹

的有效螺纹长度 的滚压轮也称 为非全 长尺寸滚压轮 。

本发 明的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含有至少一道螺纹 ，所述 的一道螺纹是指

连 续 的轴 向长度 为一个螺距 的螺纹 ，所述螺纹 的螺牙形状 与所加工 的圆柱管外

螺纹螺牙或者是所加工 的圆锥 管外螺纹螺牙对应 ，亦 即运用包含上述 管外螺纹

成型部分 的滚压轮可 以滚压加工 出上述 的圆柱管外螺纹或者 圆锥 管外螺纹 。

除上述 管外螺纹成型部分外 ，滚压轮还可 以在 空心 圆柱毛坯加工 的起始位



置再增加一预成型部分或者导入部分 ，所述空心圆柱毛坯加工 的起始位置为管

外螺纹滚压加工时滚压轮与空心圆柱毛坯最先接触 的位置 。本发明所述 的管螺

纹成型部分 的头部是指管螺纹成型部分靠近空心圆柱毛坯加工起始位置端 。所

述预成型部分 的形状包括 圆柱面、圆锥面、圆柱螺纹、非完整锥螺纹、或其组

合 。预成型部分为圆柱管外螺纹时，圆柱管外螺纹 的牙型和管外螺纹成型部分

的牙型相 同。预成型部分为非完整 圆锥管外螺纹时，非完整 圆锥管外螺纹的螺

距与管外螺纹成型部分螺纹的螺距相等，非完整锥螺纹的牙底与管螺纹成型部

分螺纹的牙底相 同，而牙顶较小。所述导入部分的形状包括锥面、弧面、渐进

曲面或其组合 。

除此之外，滚压轮还可 以从空心 圆柱毛坯加工 的起始位置依次同时具有导

入部分、预成型部分 以及管螺纹成型部分 。上述 的各个部分可 以是一体化结构 ，

也可 以是组合结构 。所述 的组合结构是指 ，各部分依次分设在空心圆柱毛坯加

工方 向上，可 以是在 同一个滚压轮轴上，也可 以是分设在不同的滚压轮轴上，

甚至是分设在不同的滚压头上 。

本发 明所述滚压轮座上设有沿径 向调节所述滚压轮座 的径 向位置调节装

置，从而沿径 向在动态滚压全过程实时调节所述滚压轮的径 向位置，所述 的动

态滚压全过程是至指滚压轮在轴 向滚压进给过程 中，滚压轮同时连续不间断地

径 向进给直至滚压工艺结束 。通过反馈系统轴 向进给与径 向进给可 以实时互补

进给距离，以满足滚压锥度工艺要求 。

该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可 以控制滚压轮在滚压头 内沿径 向方 向 自由活动 ，所

述 的径 向方 向应当理解为空心圆柱毛坯加工轴线的垂直方 向。在实际的滚压过

程 中，滚压轮从管外螺纹 内侧 的螺尾端滚压切入，由于滚压轮的螺纹螺旋升角

与空心圆柱毛坯的导入角存在差异，滚压时随着空心圆柱毛坯和滚压轮的相对

运动 ，滚压轮受到滚压轴 向分力的作用 ，使滚压头相对空心圆柱毛坯 由螺尾 向

螺纹头部沿轴 向移动 ；与此同时，通过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控制滚压轮径 向

进给，使滚压头相对空心圆柱毛坯 的轴 向移动速率和滚压轮的径 向进给速率保

持设定的比例关系，即可直接滚压加工成形圆锥管外螺纹 。所述 的轴 向移动速

率是指滚压头相对空心 圆柱毛坯在空心圆柱毛坯加工轴线方 向上的移动速率；

所述 的径 向进给速率是指滚压轮在空心 圆柱毛坯加工轴线 的垂直方 向上 的进



给速率 。本发 明的所述径 向进给速 率和所述轴 向移动速率 的比值等于所述管外

螺纹实时锥度 的 1/2 。所述 的实时锥度是指螺纹滚压处所对应 的管外螺纹 的锥

度 ，为该点处所欲加工 的管外螺纹 的基线 的切线与螺纹轴线夹角 的两倍 ，所述

的管外螺纹 的基线可 以理解 为所欲加工管外螺纹过轴心 的同一轴 向截面 内同

侧螺纹牙底 的连线 ，为一假想 曲线 。例如 ，滚压 圆柱管螺纹 时，实时锥度 为 0，

此 时径 向进给速率也为 0 ; 滚压 BSPT, NPT 标准 圆锥管螺纹 时，实时锥度 即

为螺纹锥度 ，为 1/16 ，此 时滚压轮 的径 向进给速率是滚压头相对空心 圆柱毛坯

的轴 向移动速率 的 1/32; 滚 压其他包含变异螺纹 的管外螺纹 时，实时锥度可 以

随时间变化 ，相应地 ，滚压轮 的径 向进给速率和滚压头相对于空心 圆柱毛坯 的

轴 向移动速 率 的比值按照实时锥度 的 1/2 进行设置 。

本发 明所述 的 55 ° 的圆锥管外螺纹或 60 ° 的圆锥管外螺纹分别对应 的是

相应 的国内或 国际标准 圆锥管外螺纹 ，所参考 的标准 圆锥管外螺纹包括 BSPT

(GB/T 7306.2-2000) ，NPT CGB/T 12716-2002) ，以及 APKGB/T 9253.2-1999)

圆锥 管外螺纹 ，本发 明用于滚压 API 标准螺纹 时，所述管外螺纹可 以是管线管

螺纹 ，套 管 圆螺纹 ，油管 圆螺纹或偏梯形套 管螺纹等 。应注意 的是本发 明的滚

压方法 、滚压头和滚压装置所 能滚压 的螺纹并不受本发 明此处所列举 的螺纹标

准 的限制 ，其他未提及 的标准或非标准螺纹 同样可依据本发 明披露 的思想滚压

获得 。本发 明所述 的空心 圆柱毛坯 的公称直径 （DN) 参考 的是管材标准 《低

压流体输送用悍接钢管》 （GB3091-2008) ，但在本发 明的实际运用过程 中其

他类型 的管材也能够根据本发 明的精神进行滚压螺纹加工 。

本发 明所述 的活动 空 间应 当理解 为存在一个 空 间可 以使得滚压轮在该空

间 内 自由地活动 。所述 的轴 向活动 空间指所述滚压轮在滚压轮轴 的轴线方 向上

的活动空间。所述轴 向活动空间的轴 向距离应 当理解为所述滚压轮在沿所述滚

压轮轴 的轴线方 向上可 自由活动 的最大距离 ；该最大距离优选 的是滚压轮管螺

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 的 0.1 个螺距至 1 个螺距 ；更优选 的，是 0.5 个螺距至 1

个螺距 ；更优选 的，是 0.5 个螺距或 1 个螺距 。所述 的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

是指与要求滚压 出的管螺纹对应 的滚压轮上 的螺纹 。所述 的径 向活动空间指所

述滚压轮在沿所述空心 圆柱毛坯加工轴线 的垂直方 向上 的活动空间，该径 向活

动 空 间应 当理解 为所述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沿所述 空心 圆柱毛坯加工轴 线



的垂直方向上可相对预加工的空心圆柱毛坯 自由活动的最大距离。该最大距离

优选的是不超过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的 1个螺距。更优选的是不超

过滚压轮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的 0.5 个螺距。

图 1至图 6是一种现有滚压管外螺纹工艺与根据本发明的滚压管外螺纹工

艺的一组对比示意图，显示了从空心圆柱毛坯准备到加工圆锥管外螺纹产品的

全过程以及其产品的差异。

图 1至图 3显示了现有的利用有效螺纹长度管外螺纹滚压轮的有轴向移动

但无径向进给的滚压工艺示意图及其产品。

图 1 中显示了一种现有技术的有效螺纹长度圆锥管外螺纹滚压轮 80,滚压

轮的管螺纹成型部分的长度尺寸为相应的有效螺纹长度，425 为圆锥毛坯锥度。

在滚压管螺纹之前，先对空心圆柱毛坯进行冲压形成 425 圆锥面，然后由

管口 420 (也即欲加工管外螺纹的头部 460) 处开始轴向滚压至管材 421 (也即

欲加工管外螺纹的尾部 461 ) 结束。图 2 中清晰地显示了在滚压过程中空心圆

锥毛坯与滚压轮 80 的接触面不断增加直至滚压轮 80 与圆锥面 425 全部滚压接

触的过程。显然，管口从滚压开始就要承受形成完整螺纹的径向力，同时随着

轴向滚压进行，管材 420 至 421 段所受到的径向力不断增加。这样的滚压工艺，

对管材的材料成分、悍缝、壁厚和口径有相当的要求，对冲压预成型圆锥面工

艺要求也很高。在冲压或挤压圆锥面和滚压过程中，产品 46 端口 （螺纹头部）

的内径 462 缩小量难以控制，往往 465 圆锥面大于管螺纹产品标准要求。同时

对于镀锌管而言，管外螺纹类产品头部 460 处的锌层受到的滚压 （摩擦）次数

和破坏要比其它部位大。

图 4 至图 6 显示了本发明的管外螺纹滚压轮的有轴向移动，同时径向按滚

压工艺要求在滚压全过程动态实时进给的滚压工艺示意及其产品。

图4 中的空心圆柱毛坯为管材原始外径毛坯而非图 1中的预成型的空心圆

锥毛坯，而二道螺纹滚压轮相比最短的 55 度 DN6 管外螺纹的 7 道螺纹长度要

少 5 道螺纹。利用本发明滚压轮 82 从非管口 4 11 ( 也即欲加工管外螺纹的尾部

481 ) 处开始向管口 410 处(也即欲加工管外螺纹的头部 480)轴向径向同时进给

滚压，直至图 5 中管外螺纹产品的螺纹尾部 480 处结束。显然，相比图 1至图

3 所示的现有滚压管螺纹技术，管材在滚压过程中受到的滚压力明显地减小，



在保证管螺纹牙型完全成形 的前提下 ，保护 了 目前各种标准壁厚管材 的圆度和

悍缝完整 。由于滚压过程 中径 向进给力完全受控 ，图 6 中产 品 48 内径 482 的

值对于不 同管材材料 的相 同尺寸管螺纹产 品是基本恒定 的，并可保证完全符合

管螺纹产 品各种标准 。同时管材螺纹段所受到 的滚压次数是相 同的，时间基本

—致 ，大大优化 了管材螺纹段 内部金相结构 的均匀度 。

图 7 至 图 9 显示 了三个滚压轮滚压 圆锥管螺纹过程 中工件受力情况分析 。

滚压 时外界施加一个径 向力 dF 和一个动力扭矩 dT 。径 向力 dF 和 由 dF 产 生 的

切 向 （摩擦 ）力 dTf 以及 由 dT 产 生 的切 向 （摩擦 ）力 dTt 三者综合产生 X 、Y

和 Z 轴方 向的圆锥管螺纹 的三个滚压分力 dX 、dY 和 ( 沿垂直于 图面方 向）；

分力 dX 、 dY 和 分配 比例关系与螺纹牙型 、螺旋角 、螺距 、空心 圆柱毛坯

直径与材料 、滚压轮 （安装 ）形式 、滚压轮直径 以及滚压轮与空心 圆柱毛坯 的

相对转速等密切相关 。使空心 圆柱毛坯变形为 圆锥管螺纹 的主要力 （包括螺纹

牙型力 dFl 和锥度力 dF2) 为滚压轮施加给工件 的径 向滚压力 dR，图 9 中的径

向滚压力 dR 近似等于 dF，其方 向与滚压轮 中心和空心 圆柱毛坯 中心 的连线平

行或者重叠 ；由动力扭矩 dT 使空心 圆柱毛坯和滚压轮产生相对旋转而产生 的

切 向 （摩擦 ）力 dTt 和 由 dF 产 生 的 dTf 使工件旋转 ；由于空心 圆柱毛坯 的初

始角和滚压轮实际螺旋角有差异 ，主要是动力扭矩使空心 圆柱毛坯与滚压头在

旋转 的同时产生相对轴 向 （Z 轴方 向）移动 ；同时继续动态地施加锥度成形力

dF2 ，从而用本发 明的方法完成管外螺纹加工 。

图 10 至 图 11进一步说 明了标准螺纹与非标准螺纹径 向和轴 向同步进给 的

速率关系 。

在 图 10 标准管螺纹锥度 的标示 中，滚压轮在轴 向滚压过程 中，按标准锥

度进给 。在 BSPT 、NPT 和米制管螺纹 中 a 等于 1/32,在 圆柱管螺纹滚压 中，a

等于 0。

在 图 11 非标准管螺纹锥度 的标示 中，al 不等于 a2,滚压轮在轴 向滚压过

程 中其径 向进给位置会 由按 al 的锥度进给实时地变更到按 a2 的锥度进给 ，实

现实时锥度滚压径 向进给控制 。

图 12 至 图 14 显示 了本发 明的三种滚压头 的滚压轮分布方式 。

图 12 是数量为一个滚压轮 的滚压头实施例 的示意 图。在空心 圆柱毛坯 40



相对于该一个滚压轮 82 高速旋转时，可以产生多个滚压轮同时滚压空心圆柱

毛坯 40 的相同工艺效果。这种单个滚压轮高速旋转可以使空心圆柱毛坯圆周

表面相同点滚压间隔时间等效于数个滚压轮滚压工件的间隔时间。

图 13 沿圆周方向等分分布的 2 个滚压轮滚压头实施例示意图。图中的 40

为空心圆柱毛坯，6 1 为滚压轮座滑槽，86 为滚压轮座，82 为滚压轮。

图 12 和图 13 的滚压轮座 86 借助传动机构实现沿滚压轮座滑槽按工艺需

要的径向进给。

图 14 是分别沿圆周方向等分分布的 5 个滚压轮滚压头实施例示意图。

图中 1 为机座，40 为空心圆柱毛坯，6 1 为滚压轮座滑槽，62 为伺服电机、

69 为滚珠丝杆，82 为滚压轮。空心圆柱毛坯 40 高速旋转时，伺服电机 62 转

动通过丝杆 69 带动滚压轮座 86 上的滚压轮 82 径向运动。

图 15 至图 20 显示了本发明的一种带有四个滚压轮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包

括：外圆壳体盘 60、旋转盘 66、齿轮控制杆 64、蜗轮蜗杆组 63、动力电机 62

以及滚压轮座 86 和滚压轮 82。图 15 显示出外圆壳体盘 60，其底部二边通过

二块链接板 601 上的二个圆柱 602 与滚压设备中滑座二边的中心圆孔间隙浮动

相连；间隙浮动相连是为了解决在实际操作中空心圆柱毛坯的中心与滚压头中

心位置一致的问题。图 16 示出外圆壳体盘 60 和旋转盘 66。该旋转盘 66 通过

轴孔配合在外圆壳体盘 60 右侧并与外圆壳体盘 60 同心地安装在其圆轴部分

上，旋转盘 66 在与外圆壳体盘 60 相对的一侧上设有螺旋凹槽 662(如图 20 所

示)。图 17 显示出外圆壳体盘 60 上开有四个径向滚压轮座滑槽 6 1。图 18 显示

出滚压轮座 86 通过其右侧部多个螺旋凸槽 861 与旋转盘 66 的螺旋凹槽 662 的

相互配合作用而在外圆壳体盘 60 的滚压轮座滑槽 6 1 作径向移动。如图 20 所

示，在旋转盘 66 的右侧形成伞形齿轮 661，其中心轴线大致与滚压头的中心轴

线重合。该伞形齿轮 661 与齿轮控制杆 64 上的另一伞齿轮啮合。该齿轮控制

杆 64 的另一伞齿轮的中心轴线沿该齿轮控制杆 64 的纵向轴线并与伞形齿轮

661 的中心轴线成一定角度，在所示具体实施例中，该角度为 90 ° 。旋转齿轮

控制杆 64 可使旋转盘 66 绕其 自身轴线旋转。当旋转盘 66 旋转时，通过与其

螺旋凹槽 662 相匹配的螺旋凸槽 861，带动滚压轮座 86 沿着外圆壳体盘 60 上

滚压轮座滑槽 6 1 作径向移动。如图 18 所示，滚压轮座 86 前端通过圆弧销轴



83 装有非全长度尺寸的管外螺纹滚压轮 82，滚压轮 82 纵 向二边均带有导入部

分 8A1 、预成型部分 8B1 和 圆锥管螺纹成形部分 8C, 管螺纹成形部分的螺纹道

数为 2 道 ，但也可采用其它道数而不偏离本发 明的范围。二边相 同的成形结构

是为了双倍滚压轮的使用寿命 。管外螺纹滚压轮 82 的中心孔与圆弧销轴 83 配

合并存在一定的轴 向间隙 891 和径 向间隙 892 ，以便在滚压初始阶段 四个滚压

轮能 自动对牙 ，进一步减少滚压径 向力对管材 的破坏 。动力 电机 62 通过蜗轮

蜗杆 63 带动齿轮控制 64 旋转，从而带动旋转盘 66 旋转，通过滚压轮座 86 上

的螺旋凸槽 861 与旋转盘 66 上的螺旋凹槽 661 相互作用 ，在外圆壳体盘 60 的

滚压轮滑槽 6 1 中径 向上下同步控制 四个滚压轮座上的四个非全长度尺寸的管

外螺纹滚压轮 82，由此构成 由多个可径 向运动非全长度尺寸滚压轮组成的可轴

向移动 的圆锥管外螺纹滚压头，并可实现滚压不同尺寸管外螺纹产 品的 目的。

应理解 ，旋转盘的转动也可通过除齿轮传动之外的其它传动方式来实现 。还应

理解该蜗轮蜗杆 63 也可 由本领域公知的其它传动机构，如滚珠丝杠、曲柄连

杆来代替 。

以上滚压头 中滚压轮的数量除了上述实施例 中的 1 个、2 个、4 个、5 个

之外，也可 以为其它数量 ，例如 3 个、6 个或更多个 。其 中优选地是 4 个或 5

个 。

图 2 1 显示了另一种管外螺纹滚压头的一实施例 。该管外螺纹滚压头包括

设有弹簧 的圆柱体 75、两个导向柱 7 1、中杆 771 和安装在 771 上的上滚压轮

座 761 、下杆 772 和安装在 772 上的下滚压轮座 762 、上杆 770 、丝杆 73、动

力旋转柄 72、以及 四个浮动调节螺栓 74 ( 后面调节二个螺栓未示 出）。 尽管

在该实施例 中调节螺栓 的数量是 4 个 ，但应理解 ，其可 以是如 2 个、3 个等 。

其 中两个导柱 7 1 的上端和下端分别与管外螺纹滚压装置的上杆 770 和下杆 772

的两侧 固定连接组成框架结构 。两个导柱 7 1 分别穿过中杆 771 两侧上设置的

？L, 中杆 771 可相对于该孔上下滑动 。上杆 770 中开有竖直方 向的螺纹孔 。丝

杠 73 与该螺纹孔啮合 ，且丝杆 73 上端与动力旋转柄 72 固定连接 ，而下端抵

靠 中杆 771 ，从而在旋转柄 72 带动丝杆 73 转动下可使 中杆 771 沿两侧 的导向

柱 7 1 上下移动 ,带动 中杆 771 上的上滚压轮座 761 径 向运动 。其 中圆柱体 75

的底部与滚压设备滑座 102 中心圆孔间隙浮动相连 ，套在 圆柱体 75 上的螺旋



弹簧的两端分别抵靠滚压设备滑座 102 和下杆 772 ，从而实现滚压头的浮动连

接。四个浮动调节螺栓 74 ( 后面二个调节螺栓未显出）与下杆 772 内螺纹连接

并从其下表面 向下突出且其突出端与滚压设备滑座 102 面间隔开一定距离，其

从下杆突出的长度可通过该螺纹连接进行调整，从而调整与滚压设备滑座 102

的间隔距离，从而控制滚压头左右前后摆动幅度。上下端滚压轮座上沿空心圆

柱毛坯 40 的圆周方向分布上边两个滚压轮 82 和下边两个滚压轮 82，滚压轮螺

牙道数优选的是二道，上下滚压轮座与滚压轮 82 的装配方式类似于前述的实

施例方法，在此不再赘述 。通过旋转调节旋转柄 72，控制中杆 771 的上下进给，

从而控制滚压轮 82 的径向进给位置，用于实现本发明的在滚压装置轴向移动

时滚压轮径 向按滚压锥度和螺纹工艺要求进行径向同步进给，并可实现滚压不

同尺寸钢管管外螺纹产品的目的。应指出，其中旋转柄 72 的转动可手动实现，

但也借助于电机直接驱动转动或通过本领域已知的任何传动机构驱动转动。

图 22 显示了一种液压调节的管外螺纹滚压头一实施例，包括:固定圆盘

60、沿圆周方向安装的三个液压油缸 68 以及油缸比例伺服阀 67; 油缸内端安

装着滚压轮座 86 以及安装在滚压轮座上的本发明滚压轮 82; 滚压轮座 86 与滚

压轮 82 的装配方式类似于前述的二个实施例的方法，在此不再赘述。启动动

力源油缸通过比例伺服控制阀 67 带动滚压轮座 86 用于实现本发明的在空心圆

柱毛坯轴向移动时滚压轮径向按滚压锥度工艺要求进行径向同步进给，并可实

现滚压不同尺寸钢管管外螺纹产品的目的。除了液压油缸外，通过控制气缸也

可以实现同步控制与气缸活塞杆相连的滚压轮座 86 和滚压轮 82 实现径向同步

进给，来实现本发明所揭示的目的。

结合图 4 至图 6 和图 15 至图 22,本发明滚压工艺的技术特征清晰可见。虽

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熟悉本

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应当可以作出种种的

等效的变化或替换，例如：所述滚压头的结构还可以参照下面所列专利中涉及

到的相应滚压头装置进行合理的设置和改造 ：US5699691A 、US3058196A,

EP282889A2, US3452567A 、、US3058196A 、、US20060 16241 1A1 、JP10034270A 、

JP10244340 A JP2003 126937 A 、JP9327742A, CN100542735C 、CN2555962Y,

CN103264128A 、 CN103286245A 、 SU 1344479 A 1 、 US2012001 1912A1 、



US4617816A 、 US4785649A 、 US5870918A 、 GB 1150525 A JP1273637A 、

SU703197A1 。

图 23至图 36显示了本发明的管外螺纹滚压轮以及其轴向和径向间隙各种

配合示意图。

图 23至图 25是本发明滚压轮与滚压轮轴为一体的滚压轮与滚压轮座之间

使用轴孔配合实现浮动连接的有轴向和径向活动空间的示意图。

上述各图中均示意了滚压轮 82 通过两端的滚压轮轴 83 嵌设在滚压轮座

76 的轴套 766 上，轴套 766 增加了滚压轮与滚压轮座间隙浮动的灵活度。标记

891、 892 分别是各种配合的轴向间隙、径向间隙。

图 23 是螺旋滚压轮 82 的二端为外凸圆弧形轴柱与滚压轮座 76 的圆柱孔

之间的轴孔配合实现浮动连接形成有轴向和径向活动空间，即轴向间隙和径向

间隙 891、 892 。

图 24 是环形滚压轮 82 的二端为圆柱形轴柱与滚压轮座 76 的外凸圆弧形

孔之间的轴孔配合实现浮动连接，形成有轴向和径向活动空间，即轴向间隙和

径向间隙 891、 892 。

图 25 是螺旋滚压轮 82 的二端为外凸圆弧形轴柱与滚压轮座 76 的外凸圆

弧形孔之间的轴孔配合实现浮动连接，形成有轴向和径向活动空间，即轴向间

隙和径向间隙 891、 892 。

上述结构中均使用的是一体滚压轮，即滚压轮轴 83 和滚压轮 82 是一体成

型结构，使用一体滚压轮的最大好处是滚压轮直径不受滚压轮 82 内孔直径和

其轴 83 直径的影响，因而滚压轮直径可以很小，比如：10 毫米，甚至更小。

这为增加滚压头中的滚压轮数量创造了技术条件。

图 26 是本发明环形滚压轮与滚压轮轴为一体的滚压轮二端装配滚针轴承

与滚压轮座轴承孔之间使用滚针轴承配合实现浮动连接的有轴向和径 向活动

空间的结构示意图。图示中，图 26 与图 23、图 24、图 25 不同之处再于，在

滚压轮座 76 上采用了滚针轴承 836，使用滚针轴承 836 可以进一步大大改善滚

压轮轴 83 与滚压轮座 76 孔之间的滑动转动效果。

图 27 是本发明滚压轮 82 与滚压轮轴 83 作为一体成型的替代方案，即使

用 （平）键槽 835 配合的示意图。



图 28 是本发明滚压轮轴 83 与滚压轮座 76 之间使用无间隙轴孔静配合并

非浮动 的连接 ，依靠滚压轮 82 和滚压轮轴 83 之间的浮动连接来实现 自由轴 向

891 和径 向 892 活动 的情况 。

图 29 是本发明滚压轮轴 83 与滚压轮座 76 之间使用有间隙轴孔配合连接 ，

但并非浮动连接 ，主要依靠滚压轮 82 和滚压轮轴 83 之间的浮动连接来实现 自

由轴 向和径 向活动情况，其 中示意了滚压轮 82 与滚压轮轴 83、滚压轮轴 83

和滚压轮座 76 之间轴 向间隙 891 和两个位置的径 向间隙 8921 、 8922 。

图 30 至图 3 1 为根据 图 26 中本发明滚压轮 82 和滚压轮轴 83 采用滚针 (轴

承 ）浮动连接配合 ，同时滚压轮二个端面采用端面轴承来实现 自由轴 向和径 向

活动 的情况；使用滚针 （轴承 ）836 和端面轴承 837 可 以进一步大大改善滚压

轮 82 与滚压轮轴 83 之间和滚压轮 82 与滚压轮座 76 之间的滑动转动效果 。

图 32 至图 34 为本发明滚压轮 82 和滚压轮轴 83 三种轴孔配合浮动连接来

实现 自由轴 向和径 向活动空间的情况，其 中仅仅示意了径 向间隙 892 。

其 中，图 32 是滚压轮轴 83 中部为外凸圆弧形结构，螺旋滚压轮 82 内孔

为圆柱形结构 。

图 33 是滚压轮轴 83 为圆柱形结构，环形滚压轮 82 内孔为外凸圆弧形结

构 。

图 34 是滚压轮轴 83 中部为外 凸圆弧形结构，环形滚压轮 82 内孔也为外

凸圆弧形结构 。

图 35 至图 36 分别表示本发明滚压轮 82 的螺纹成型部分分别是圆锥管螺

纹和 圆柱管螺纹的结构 。其 中，825 是滚压轮二个端孔的直径 ，其等于所述滚

压轮轴直径加上 0.1 至 1 个对应滚压轮螺纹 的螺距来形成径 向活动空间 892 。

需要指出是，尽管图 32 至图 36 没有标示轴 向间隙，但在实际滚压中，轴

向间隙是必须存在 的。

上述各个滚压轮的螺纹形式可 以是螺旋螺纹或者是环形螺纹，圆柱滚压轮

或者是圆锥滚压轮，完全取决于滚压工艺需要 。上述 的轴孔配合或者是轴承配

合或者是其它配合形式 ，其 目的是要产生滚压轮相对于滚压轮座或者是滚压轮

相对于滚压轮轴可实现轴 向与径 向的本发明揭示的 自由活动空间，以便在滚压

初始瞬间数个滚压轮可 自由活动对牙 。



图 37 至图 4 1 是本发明滚压轮 82 中三个部分的详细图示，分别是：导入

部分 A 、预成型部分 B 和管螺纹成型部分 C 的各类组合示意图。

其 中，图 37 是在滚压轮 82 上呈外凸圆弧面 的导入部分 A l 、圆柱管螺纹

预成型部分 B 1 和 圆锥管螺纹成型部分 C 为一体的组合结构；

图 38 是在滚压轮 82 上 圆锥面导入部分 A 2、非完整 圆锥管螺纹预成型部

分 B2 和 圆锥管螺纹成型部分 C 为一体 的组合结构 ；

图 39 是在滚压轮 82 上包括呈渐进 曲面 的导入部分 A 3、圆柱面预成型部

分 B3 和 圆锥管螺纹成型部分 C 为一体 的组合结构 ；

图 40 是在滚压轮 82 上包括呈外凸圆弧面 的导入部分 A 1和 圆锥管螺纹成

型部分 C 为一体的组合结构；

图 4 1 是在滚压轮 82 上包括非完整 圆柱管螺纹预成型部分 B2 和 圆锥管螺

纹成型部分 C 为一体的组合结构 。

图 42 给 出了本发明滚压轮 82 的三部分分体结构，即导入部分 A 、预成型

部分 B 和 圆锥管螺纹成型部分 C 依次分立在滚压轮轴 83 上形成滚压轮 82 的

示意图。

上述各个滚压轮的导入部分、预成型部分和成形部分螺纹的各种组合完全

取决于空心圆柱毛坯的壁厚、椭 圆度、口径及其材料等状况、滚压轮材料和其

预期寿命、滚压头与设备设计 以及滚压工艺等需要 。

图 43 是根据本发明的管外螺纹滚压设备的结构正视 图。

图 44 是 图 43 的结构侧视 图。该设备包括机座 1，机座 1 上部一侧设有动

力 电机 22 和变速装置 2 1 以及 电机开关 20，用于夹紧空心圆柱毛坯 40 并使其

旋转的夹紧装置 3; 在机座 1 上部另一侧 ，平行主轴 中心线并排设有位于一水

平面 内两根轴 向导柱 11,导柱设有齿条 ；滑座 10 底部二侧安装在二根轴 向导柱

11 上 ，滑座 10 底部二侧与导柱 11 配合 的内孔设有齿轮，与前述 的轴 向导柱

11 上 的齿条相匹配，通过摇柄 101 旋转可轴 向移动滑座 10; 在滑座 10 上相对

动力 电机变速装置 2 1 —侧设有与主轴 同轴心的并且浮动 的圆锥管外螺纹滚压

装置 6，滚压装置 6 上装有沿圆周分布 的四个可 以作径 向同步运动 的本发明的

滚压轮螺纹长度为二道 的滚压轮 82; 滚压装置 6 在一定的轴 向力作用下可带动

滑座 10 在轴 向导向柱 11 上移动 ，伺服 电机 62 通过蜗轮蜗杆装置 63 控制滚压



轮 82 径 向锥度与螺纹滚压工艺进给 。光 电感应器 121 与光 电感应触杆 122 组

成光 电感应装置 。当滚压轮从空心 圆柱毛坯的滚压起始端开始 向管 口端完成滚

压时，产 品螺纹头部接触光 电感应触杆 122 ，启动感应器 121 使主 电机 22 停止

工作，同时伺服 电机 62 反向旋转，滚压轮 82 退出滚压加工工位 。如图 45 所

示 ，根据工艺需要 ，滚压设备上可配有切料装置 5 和倒角装置 9，使设备具有

加工任意长短产 品和倒角去毛剌 的功能。

图 45 是根据本发 明的管外螺纹滚压方法、滚压头和设备在空心圆柱体毛

坯上滚压成形圆锥管外螺纹的一实施例 的设备结构示意图。

图 4 6 是图 45 的本发明滚压工艺结束 时的示意图。

图 45 显示 了设备从完成切料开始、准备滚压的状况 。图 46 显示了滚压完

成时，在光 电感应装置 12 作用下，滚压轮 82 径 向退出，管外螺纹类产 品完成

加工并准备倒角加工的示意图。

图 47 是包含本发 明的滚压头旋转的一设备的结构示意图。该设备包括机

座 1，机座 1 上部左侧设有动力 电机 22 和变速装置 2 1 以及 电机开关 20，变速

装置 2 1 与空心主轴 23 相连 ，将动力 电机 22 的高速小扭矩转动变为空心主轴

低速大扭矩转动 ；空心主轴 23 与滚压头 6 相连 ；这样动力 电机 22 转动通过空

心主轴带动滚压头 6 转动滚压一端被夹紧装置 3 固定，另一端被 中心孔定位顶

针装置 9 1 中心定位 的空心 圆柱毛坯 40 的管外螺纹；在机座 1 上部，平行主轴

中心线设有位于同一水平面 内的双平面导轨 11; 滑座 10 底部安装在平面导轨

11 上，在滑座 10 —侧设有夹紧装置 3,另一侧设有 同平面 同轴心的空心圆柱毛

坯中心孔定位装置 9 1。管螺纹滚压装置 6 上装有沿 圆周分布 的四个可 以作径 向

同步运动 的滚压轮 82。当滚压圆锥管外螺纹时，其工作原理与前述 图 43 至图

44 相 同。当空心圆柱毛坯完成滚压时，产 品螺纹头部接触光 电感应装置 121 ，

使主 电机 22 停止工作，同时伺服 电机 62 反向旋转，滚压轮 82 退出滚压加工

工位 ,完成滚压管外螺纹类产 品的加工 。如同图 45 所示，根据工艺需要 ，滚压

设备上可配有切料装置 。将空心圆柱毛坯中心孔定位装置 9 1 改为倒角装置 9，

使设备另外具有加工任意长短产 品和倒角去毛剌 的功能。

本发明所述 的滚压头不仅可 以运用于上述滚压设备当中，本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本发明的精神经过改造 ，也可 以运用于下面所列专利 中涉及到的相应滚压



设 备 的任 何 一 种 或 它 们 之 间 的可 能 组 合 ： US477 1625A 、 JP1273637A 、

CN102198590A, CN202316603U, CN103264128A, CN1251821C 。

图 48 根据本发明的方法制造 的双头圆锥管外螺纹生产设备 的一实施例 的

结构示意图。图中左右二边分别设置不同转 向的滚压头 6。当空心 圆柱毛坯 40

被按设定的转速旋转时，左右二个滚压头 6 分别 由 4 11 处也即欲加工的螺纹尾

部开始滚压切入，由里 向外至 410 处也即欲加工的螺纹头部开始滚压切入 。同

时通过滚压头 6 的径 向进给装置 电机 62，完成双头 圆锥管外螺纹类产 品滚压加

工 。左右二个滚压头的轴 向与径 向工作方式、设备的基本配置与功能与前述 的

相 同，在此不在赘述 。

实例

下面 以燃气行业常用规格为 DN32 、长度为 6000 毫米 、壁厚为 3.5 毫米 的

燃气专用镀锌悍管现场安装为例 ,结合 图 1 至图 6、图 15 至图 20 以及 图 45 至

图 46，对 比现有滚压加工管外螺纹工艺，对本发明的前述 目的、技术方案和有

益效果加 以进一步详细说 明。

根据现有 国家标准 《低压流体输送用悍接钢管》 （GB3091-2008 ) DN32

燃气专用镀锌钢管的外径 423 为 42.4 毫米、普通壁厚为 3.50 毫米、内径 422

为 35.40 毫米 。如图 1 所示，采用现有滚压管外螺纹工艺，采用大吨位轴 向冲

压装置，首先加工 1:16 的圆锥面 425; 如图 2 和 3 所示，然后利用有效螺纹长

度 的滚压轮 80，从管 口端 420 处也既欲加工的管外螺纹头部 460 处开始滚压切

入至 421 处也既欲加工的管外螺纹尾部 461 处方 向轴 向滚压加工管外螺纹产

品，完成管外螺纹类产 品 46 的滚压加工 。但造成下列 问题 ：

1. 钢管的内径 422 缩小量为 3.1 1 毫米 ，即滚压加工后的管外螺纹类产 品

内径不但受到锥面冲压 内缩径约 1.6 毫米 的影响，而且也受到滚压约 1.5 毫米

内径再缩径 的影响，内径最小端 462 处仅为 32.29 毫米 ，钢管 内孔缩小百分 比

为 9% , 远远大于前述 的国家和 国际标准允许 的 3.4% 钢管 内孔缩小百分 比，影

响管 内流体输送 的稳定性；

2 . 每个管网施工安装现场不可能配有大吨位轴 向冲压或者是径 向挤压设

备 ，专 门用于加工圆锥面 425;



3. 冲压或挤压压力在成形锥面时，对管体材料，特别是钢管原始外径 423

与圆锥面交集处的悍管悍缝 461，造成隐性和显性的破坏，给滚压管外螺纹产

品留下安全隐患。

为了解决前述问题，如图 4 至图 6 以及图 15 至图 20 所示，采用本发明的

管螺纹成型部分只有二道螺纹的滚压轮 82，其螺纹长度不到其产品有效螺纹长

度 11 道螺纹长度的 20% ，也既本发明滚压轮的滚压轮长度为现有滚压技术滚

压轮长度的 20% 不到。滚压头由 4 11 处也既欲加工的管外螺纹尾部 481 处开始

滚压，利用滚压头上的滚压轮与空心圆柱毛坯的螺旋角差异在滚压过程中产生

的轴向分力，在向 410 处也即欲加工管外螺纹头部 480 处轴向滚压移动过程时，

如图 15 和图 16 所示，利用伺服电机 62 和蜗轮蜗杆传动装置 63，将电机 62

的旋转变为按滚压锥度工艺要求的滚压轮 82 径向同步进给，边滚压管螺纹边

形成圆锥面，同时直接在标准 DN32 钢管外径上滚压管外螺纹。由于采用直接

滚压方法，摈弃了冲压工艺和设备，避免了冲压压力在锥面成形时对管体材料，

特别是在钢管标准外径与锥面交集处 481 的悍管悍缝的隐性和显性破坏，大大

减少了现有滚压技术对管外螺纹产品产生的安全隐患，同时减少了钢管内孔

482 缩小量，仅为现有技术的 50% ，增加了管内流体输送的稳定性。

下面结合图 45 和图 46 进一步详细说明具体加工实施步骤。首先，将前述

标准钢管外径毛坯 40 的 DN32 置于夹紧装置 3 之中并夹紧，打开电机开关 20

使空心圆柱毛坯 40 旋转，手动将浮动的滚压切料装置 5 按工艺径向进给，滚

压切断空心圆柱毛坯 40 的 6000 毫米的长度至所需长度 2750 毫米，手动反向

旋转松开滚压切料装置 5，关闭电机开关 20,完成切料工位。通过摇柄 101 手动

将管外螺纹滚压装置 6轴向进给推至加工位置 4 11也即欲加工的管外螺纹的尾

部位置；手动将浮动的滚压装置 6 中的滚压轮 82 径向接触空心圆柱毛坯 40 的

加工位置 4 11，该被接触的位置 4 11，当管外螺纹加工完毕后，就是管外螺纹

的尾部 481 ; 打开电机开关 20，空心圆柱毛坯 40 旋转；进一步径向进给滚压

轮 82 使滚压轮滚压切入 4 11位置，利用滚压轮的螺旋升角与空心圆柱毛坯 40

的导入角差异使滑座 10 沿双导向柱 11 由位置 4 11开始 自动向 410 处也既欲加

工的管外螺纹头部 480 处轴向移动。与此同时，伺服电机 62 通过预先设定的

程序 自动径向按滚压锥度工艺要求进给；当滑座 10 上的滚压装置 6 中的滚压



轮 82 轴 向移动到管外螺纹的头部 480 时,光 电感应装置 12 工作，关闭主动力 电

机 ，同时启动伺服 电机 62 反向旋转，滚压轮 82 脱离管外螺纹产品 48,滚压加

工完成。在加工管外螺纹过程中，根据滚压工艺需要，可以将浮动的倒角装置

9 一并使用 。

结合图 1 至图 6 以及图 45、图 46，将它们相对 比，本发明的圆锥管外螺

纹产品的方法、滚压头及其设备与现有技术的圆锥管外螺纹产品的制造方法、

滚压头及其设备的差异性显而易见，由此带来其有益效果是：

1. 比目前滚压管外螺纹工艺节省了轴 向冲压或者是径 向挤压工艺，与 目前

现场 100% 采用的切削套丝工艺步骤基本接近，加工装置简易轻便，符合人们

目前使用习惯，便于大量推广使用 ；

2 . 采用管螺纹成型部分螺纹长度较有效管螺纹长度短的滚压轮，并旋转逐

步滚压工艺来完成圆锥面与管外螺纹一次定位加工，避免了对钢管管体，特别

是悍管悍缝，隐性和显性的破坏 ，提高了螺纹密实均匀度、螺纹连接强度与密

封安全性能，同时提高了管外螺纹产 品的同心度 ；

3 . 管外螺纹产品的内孔缩小量符合现有 国际与国家标准；

4 . 降低了滚压轮的材料成本和制造成本；

5 . 比目前切削套丝加工管外螺纹工艺，滚压成形的管外螺纹产品其钢管单

位长度重量与滚压前 的原始钢管单位长度重量是一样 的并受到滚压 的冷作硬

化作用，其承压能力比相对应的标准的切削管外螺纹产品提高了约 100%; 显

而易见，在提高管外螺纹连接安全性的基础上，可以探讨减少钢管的外径或壁

厚，从而减少钢管用钢量，达到节能减排的绿色环保 目的。

虽然本发明已以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而其并非用 以限定本发明，任何

熟悉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应当可以作出

种种的等效的变化或替换，并不受前述的滚压方法与方向、滚压轮长度、滚压

轮数量与安装形式、滚压头数量与安装形式、滚压轮座径 向与轴 向运动形式等

限制。例如：滚压轮开始滚压切入点可以是从管外螺纹的螺尾开始，也可以是

从有效螺纹 的螺尾或者是从完整螺纹的螺尾或者是完整螺纹的其它非螺纹 口

端开始滚压切入，向螺纹头部方 向完成螺纹滚压 。对于厚壁管外螺纹，滚压轮



可 以是从管外螺纹 的头部 开始滚压切入 ，滚压轮径 向地逐步 由内向外按滚压锥

度工艺要求滚 压至 圆锥 管外螺纹 的尾 部 。滚压头可 以是相对于 固定空心 圆柱钢

管毛 坯 的装 置 的转动 或 者是 固定 空心 圆柱 管材 毛坯 的装 置相 对 于滚 压 头装 置

的转动或者是二者相对 的转动 。每个滚压轮也可 以 自带旋转动力 以滚压轮轴 为

中心 自行旋转产 生相对 于空心 圆柱毛坯 的运动 。数个滚压轮座可 以是 同步径 向

进给运动或者是非 同步运动 。前述 的滚压轮螺纹道数 ，对于不 同钢 管种类 ：如

碳钢 管 、不锈钢 管 、铜钢 管 、钛合金钢 管至 24 以及特殊合金钢 管等 ，对于不

同尺寸钢 管 ：如 1/16 寸 以及 以上等 ，或者是其它非标准 外径尺寸管材 ，对于不

同钢 管厚度 、有缝无缝钢 管 ，对于不 同管外螺纹牙 型 ：如 NPT,BSPT 、 API 以

及米制管螺纹等等 ，可 以根据本发 明前述 的合适滚压力原则来调整 ，通过调整

滚压头装置轴 向与径 向进 给 比例 ，然 后利用本发 明所揭示 的滚压方法加工管外

螺纹确 定滚 压轮长度 ，以适应 各种标准和非标准 的管材 。本发 明的滚压方法不

但适合 空心 圆柱毛坯 ，还适合于实心 圆柱毛坯 。因此 ，本发 明的保 护范 围当视

后 附的本 申请权利要求所 界定 的范 围为准 。

附图标记列表

1 机座及机座架

2 动 力 电机及变速 装置

20 电机 开关

2 1 变速装置

22 动 力 电机

23 空心主轴

3 工件 夹紧装置

4 空心 圆柱毛坯与管螺纹产 品

40 空心 圆柱毛坯

41 现有 切削技术空心 圆柱毛坯

410 加工起始端

411 加工 结束端

42 现有滚压技术空心 圆柱毛坯



420 加工起始端

421 加工结束端

422 圆柱 内径

423 圆柱外径

425 圆柱锥面

46 现有滚压技术管螺纹产 品

460 螺纹头部

461 螺纹尾部

462 产 品内径

465 产 品锥面

48 本发 明管螺纹产 品

480 螺纹头部

481 螺纹尾部

482 产 品内径

5 滚压切料装置

6 ( 圆形 ）滚压头

60 滚压头本体 (固定盘）

601 固定盘体轴孔

602 固定盘体轴

6 1 滚压轮座滑槽

62 滚压头中动力 电机

63 蜗轮蜗杆组

64 齿轮控制杆

66 旋转盘

661 伞齿轮

662 螺旋凹槽

67 液压油缸或者是气缸 比例伺服 阀

68 液压油缸或者是气缸

69 滚珠丝杆



(方形 )滚压头

滚压头本体

导柱

动力旋转柄

丝杆

浮动调节螺栓

浮动弹簧柱

滚压轮座

上滚压轮座

下滚压轮座

轴承

横杆

上杆

中杆

下杆

滚压轮

现有技术滚压轮

本发 明滚压轮

滚压轮体端 口直径

本发 明滚压轮轴

平键

本发 明滚压轮轴上滚针轴承

端面轴承

滚压轮座

螺旋凸槽

间隙

轴 向间隙

径 向间隙

(滚压轮体的）导入部分



A l 外 凸圆弧面导入部分

A 2 圆锥面或者是圆锥面导入部分

A 3 渐进 曲面导入部分

8B (滚压轮的）预成型部分

B 1 圆柱管螺纹预成型部分

B2 非完整管螺纹预成型部分

B3 圆柱面预成型部分

8C (滚压轮的）圆锥管螺纹成型部分

9 倒角装置

9 1 中心孔定位顶针装置

10 滑座

101 滑座 的摇柄

11 机座上 （二根 ）轴 向导柱或者是平面导轨

12 光 电感应装置

121 光 电感应器

122 光 电感应触杆

a 实时锥度

al 实 时锥度 1 的 1/2

a2 实时锥度 2 的 1/2

F 外施加的力

dFl 产生 的滚压螺纹牙型径 向分力

dF2 产生 的滚压锥度径 向分力

dTf 产生 的滚压切 向分力

dT 旋转产生的扭矩

dTt 产生 的滚压切 向分力

dZ 由滚压轮与圆柱毛坯螺旋角差产生轴 向分力

R 产生的滚压力

X 产生的 X 轴分力

Y 产生的 Y 轴分力



1、一种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将滚压轮从所述管外螺纹

的螺尾开始滚压切入，向螺纹头部方 向完成螺纹滚压。

2、如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

轮上含有管螺纹成型部分，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小于所滚压的所

述管外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 。

3、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螺

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为所述管外螺纹的一道螺纹长度、二道螺纹长度、三

道螺纹长度、四道螺纹长度或五道螺纹长度 。

4、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管外

螺纹是圆柱管外螺纹。

5、如权利要求 2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管外

螺纹是圆锥管外螺纹。

6、如权利要求 5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

轮能够通过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在动态滚压全过程实时调节其沿径 向的位置，

从而形成滚压工艺所需要的锥度 。

7、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利用滚压

时所述滚压轮产生的滚压轴 向分力，使所述滚压轮相对于空心圆柱毛坯 由螺

尾 向螺纹头部滚压移动 ，同时通过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控制滚压轮径 向进

给，使得滚压轮径 向进给随着轴 向位置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直接滚压加工成

形圆锥管外螺纹。

8、如权利要求 6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

轮的径 向进给速率和所述滚压轮相对于所述空心圆柱毛坯的轴 向移动速率

的比值等于所述管外螺纹实时锥度 的 1/2 。

9、如权利要求 8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加工方法 ，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

轮的径 向进给速率和所述滚压轮相对于所述空心圆柱毛坯的轴 向移动速率

的比值等于 1/32 。



10、一种管外螺纹滚压头 ，包括至少一个沿 圆周布置 的滚压轮及相应 的

滚压轮轴和滚压轮座 ，所述滚压轮通过所述滚压轮轴可转动地 固定到所述滚

压轮座上，所述滚压轮上设有管螺纹成型部分，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

长度小于所滚压的所述管外螺纹的有效螺纹长度 。

1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的

个数为 2 个 以上，优选地为 4 个或 5 个 。

12、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管外螺纹

为圆锥管外螺纹 。

13、如权利要求 12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滚压轮

座上设有沿径 向调节所述滚压轮座 的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从而沿径 向在动态

滚压全过程实时调节所述滚压轮的径 向位置，从而形成滚压工艺所需要 的锥

度 。

14、如权利要求 13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 ，利用滚压时所

述滚压轮产生的滚压轴 向分力，使所述滚压轮相对于空心圆柱毛坯 由螺尾 向

螺纹头部沿轴 向滚压移动 ，同时通过所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控制滚压轮径 向

进给，使得滚压轮径 向进给随着轴 向滚压位置的变化而变化 ，从而直接滚压

加工成形圆锥管外螺纹 。

15、如权利要求 14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压轮相

对于所述空心 圆柱毛坯 的轴 向滚压移动是所述滚压头轴 向移动而所述空心

圆柱毛坯轴 向静止，或者是所述空心圆柱毛坯轴 向移动而所述滚压头轴 向静

止 ，或者是二者同时轴 向的相对移动 。

16、如权利要求 13 至 15 任一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

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 的径 向力动力源可 以来 自使滚压头与所述空心 圆柱毛

坯相对转动 的动力源或者是来 自其它独立的动力源 。

17、如权利要求 13 至 15 任一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

述径 向位置调节装置可 以是手动调节、机械传动调节、液压 比例调节、气动



比例调节、电机带动蜗轮蜗杆调节、电机带动齿轮齿条调节、电机滚珠丝杠

调节 以及 由滚压头轴 向运动联动径 向位置进给调节 中的一种 ，或者其 中多种

的组合 。

18、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外圆壳

体盘、旋转盘、以及滚压轮座和滚压轮；所述外圆壳体盘与滚压设备上的滑

座间隙相连 ；所述旋转盘在所述外圆壳体盘一侧通过轴孔配合与所述外圆壳

体盘同轴心地安装在其 内圆轴上，并在与所述外圆壳体盘相对 的一侧上设有

螺旋凹槽 ；所述外圆壳体盘上开有至少一个径 向滚压轮座滑槽 ，所述滚压轮

座通过其底部 的多个螺旋 凸槽与所述旋转盘 的所述螺旋 凹槽 的相互配合作

用而在外圆壳体盘的所述滚压轮座滑槽 内作径 向移动 ，所述滚压轮座上装有

滚压轮，当旋转盘旋转时，通过与其螺旋凹槽相匹配的螺旋 凸槽 ，带动滚压

轮座沿着外 圆壳体盘上相应滑槽作径 向移动 。

19、如权利要求 18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齿轮

控制杆 ，所述旋转盘的另一侧是伞形齿轮，所述伞形齿轮中心轴线大致与滚

压头的中心轴线重合 ；齿轮控制杆在其一端部设有与所述旋转盘的伞形齿轮

啮合且中心轴线沿所述齿轮控制杆纵 向轴线的另一伞形齿轮，所述齿轮控制

杆 的纵 向轴线与所述旋转盘的中心轴线成一定角度 ；所述旋转齿轮控制杆能

够使所述旋转盘绕其 自身轴线旋转 。

20、如权利要求 19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动力 电

机 ，所述动力 电机通过蜗轮蜗杆 、齿轮齿条、滚珠丝杠、皮带轮、凸轮或 曲

柄连杆驱动所述齿轮控制杆旋转 。

2 1、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动力

旋转柄、丝杆、上杆 、中杆、下杆、一对导向柱 ；所述一对导 向柱在其上端

和下端分别固定到所述上杆和下杆 的两侧 ，构成固定框架结构，且所述一对

导 向柱穿过所述 中杆两侧上 的孔，且所述 中杆能沿所述导向柱上下滑动 ；所

述上杆 内设有竖直方 向的螺纹孔；所述丝杠可与所述螺纹孔啮合 ，且所述丝

杆上端与所述动力旋转柄固定连接 ，而下端抵靠所述 中杆 ，从而所述动力旋



转柄带动所述丝杆转动下可使所述 中杆沿两侧的导向柱上下移动；所述 中杆

和下杆上分别设有滚压轮座和相应 的滚压轮。

22、如权利要求 2 1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还包括：圆柱

体、弹簧 以及调节螺栓；所述圆柱体上端与所述下杆固定相连；所述圆柱体

下端与滚压设备滑座的轴孔活动配合，通过套设在所述 圆柱体上且两端分别

抵靠所述下杆和所述滚压设备滑座 的所述弹簧使整个所述 固定框架结构与

所述滚压设备滑座浮动相连；所述调节螺栓从所述下杆 向下突出并与所述滚

压设备滑座间隔开一定距离，通过调节所述调节螺栓的长短，从而调节其与

所述滚压设备滑座间隔开的距离，能够控制所述固定框架结构的摆动幅度 以

保证所述空心圆柱毛坯与滚压头同心；通过转动所述动力旋转柄，所述丝杆

带动 中杆在导向柱上下移动 由此实现在滚压头轴 向移动时径 向滚压轮位置

的动态调整 。

23、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管

螺纹成型部分含有至少一道螺纹，所述螺纹的螺牙形状与所加工的圆柱管外

螺纹螺牙或者是所加工的圆锥管外螺纹螺牙对应 。

24、如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管螺纹成

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为所述有效螺纹的一道螺纹长度、二道螺纹长度、三道螺

纹长度、四道螺纹长度或五道螺纹长度 。

25、如权利要求 23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用

于滚压 55 ° BSPT 圆锥管外螺纹，管径为 DN4 、DN6 、DN8 、DN10 、DN15 、

DN20 、DN25 、DN32 或 DN40 时，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6

道螺纹，优选的是一道或二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DN65 、DN80 或 DN90 ，

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9 道螺纹，优选的是一道、二道或三道，

对于管径为 DN100 、DN125 、DN150 及 以上，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

度不超过 14 道螺纹，优选的是一道、二道、三道或四道 ；所述滚压轮用于

滚压 60 ° NPT 圆锥管外螺纹，管径为 DN4 、DN6 、DN8 、DN10 、DN15 、

DN20 、DN25 、DN32 或 DN40 时，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5



道螺纹，优选的是一道或二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DN65 、DN80 或 DN90 ，

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 8 道螺纹，优选的是一道、二道或三道，

对于管径为 DN100 、DN125 、DN150 及 以上，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

度不超过 13 道螺纹，优选的是一道、二道、三道或四道 ；所述滚压轮用于

滚压 API 圆锥管外螺纹时，其管螺纹成型部分的螺纹长度不超过其相应有效

螺纹长度的 90% ，优选的是一道、二道、三道、四道或五道螺纹。

26、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是

螺旋滚压轮或者是环型滚压轮，或者是它们二者的合理组合 。

27、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在

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的头部进一步包括预成型部分，所述预成型部分的形状

包括圆柱面、圆锥面、圆柱螺纹、非完整圆锥螺纹、或其组合 。

28、如权利要求 10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在

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的头部进一步包括导入部分，所述导入部分的形状包括

锥面、弧面、渐进 曲面或其组合 。

29、如权利要求 27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轮在

所述预成型部分的头部进一步包括导入部分，所述导入部分 的形状包括锥

面、弧面、渐进 曲面或其组合 。

30、如权利要求 27 至 29 任一项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

述滚压轮的所述导入部分、所述预成型部分以及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是一体

化结构，或是组合结构 。

3 1、如权利要求 10 至 30 任一项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压轮包括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所述滚压轮相对于所述滚压轮座沿所

述滚压轮轴 的方向上有一轴 向活动空间；同时所述滚压轮相对于所述滚压轮

座沿所述滚压轮轴的径 向上有一径 向活动空间。

32、如权利要求 3 1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轴 向活动

空间优选的是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的 0.1 个螺距至 1个螺距 ，更优



选的，是 0.5 个螺距至 1 个螺距，最优选的，是 0.5 个螺距或 1 个螺距，同

时所述径 向活动空间优选的是不超过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的 1个螺

距，更优选 的是不超过所述管螺纹成型部分对应螺纹的 0.5 个螺距 。

33、如权利要求 3 1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轴 向活动

空间和所述径 向活动空间是通过选 自以下任一组结构来实现 的：

a) 所述滚压轮轴和所述滚压轮座之间的浮动连接；

b ) 所述滚压轮与所述滚压轮轴之间的浮动连接；

c) a)组和 b )组的组合；

所述浮动连接选 自：轴孔浮动连接或轴承浮动连接 。

34、如权利要求 33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轴孔浮动

连接包括：

a) 所述滚压轮轴孔表面与所述滚压轮轴表面任一呈弧形或均为弧形 的

接触连接；或

b ) 所述滚压轮轴和所述滚压轮座之间的轴孔连接位置处表面任一呈弧

形或均为弧形的接触连接 。

35、如权利要求 33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头，其特征在于，所述轴承浮动

连接是通过滚针轴承或者是端面轴承或者是二者组合连接实现 的。

36、一种利用权利要求 10-35 中所述任一滚压头滚压加工管外螺纹的方

法，其特征在于，将所述滚压轮从所述管外螺纹的螺尾开始滚压切入，向螺

纹头部方向完成螺纹滚压。

37、 一种管外螺纹滚压设备，包含权利要求 10-35 中任一项所述的滚

压头。

38、如权利要求 37 所述的管外螺纹滚压设备，进一步包括：机座、动力

电机、工件夹紧装置、电机开关以及联接动力 电机与空心圆柱工件夹紧装置

或者是滚压头的变速装置 ；其中，所述机座上部设有所述动力 电机及所述



电机开关及用于夹紧待加工空心圆柱毛坯的所述夹紧装置，所述动力 电机在

电机开关的控制下，通过所述变速装置 ，使所述滚压轮与所述夹紧装置夹持

的空心圆柱毛坯产生相对滚压运动 。

39、如权利要求 38 所述 的管外螺纹滚压设备，进一步包括：空心主轴、

两根轴 向导柱、滑座 ；

其 中，所述机座上部一侧设有所述动力 电机及所述变速装置和所述 电机

开关，所述动力 电机上方有所述空心主轴 ，所述变速装置将所述动力 电机 的

主轴与所述空心主轴相连 ；

所述机座上部还有用于夹紧待加工空心圆柱毛坯并使其旋转 的所述

夹紧装置，所述夹紧装置与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并连为一体 ；

所述两轴 向导柱设置在所述机座上部的另一侧 ，且平行于所述空心

主轴 中心线前后设置；

所述滑座设置在所述两轴 向导柱上，可沿所述轴 向导柱水平 自由滑动 ；

所述滚压头浮动设置在所述滑座上，与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 。

40、如权利要求 38 所述 的管螺纹滚压设备，进一步包括 ：空心主轴 、导

轨、滑座 以及空心圆柱毛坯中心孔定位顶针装置 ；

其 中，所述机座上部一侧设有所述动力 电机及所述变速装置和所述 电机

开关，所述动力 电机上方有所述空心主轴 ，所述变速装置将所述动力 电机 的

主轴与所述空心主轴相连，所述空心主轴与一滚压头固定相连 ；

所述机座上部滑座一侧设有用于夹紧待加工毛坯的夹紧装置 ，滑座

另一侧设有与其匹配的空心圆柱毛坯中心孔定位顶针装置；

所述导轨设置在所述机座上部，且平行于所述空心主轴 中心线前后设置；

所述滑座设置在所述导轨上，可沿所述轴 向导轨水平 自由滑动 ；

所述夹紧装置和 中心定位顶针装置设置在所述滑座上，与所述滚压

头同轴心 。



4 1、如权利要求 39 和 40 所述 的滚压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滚压设备

还包括一倒角装置和/或一滚压切料装置和/或一光 电感应装置 ；

其 中，所述倒角装置浮动设置在所述滑座上相对所述动力 电机一侧 ，

与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 ；

所述切料滚压装置，设置在所述滑座上相对所述动力 电机一侧 ，与

所述空心主轴 同轴心；

所述 的光 电感应装置设置在所述滚压头中，控制滚压时间和滚压正

反转顺序 。

42、一种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圆锥管外螺纹 的方法 ，其特征在于，

由至少二个或者是二个 以上 的非全长度尺寸 的沿 圆周方 向分布 的滚压轮组

成的滚压装置，从管外螺纹的不完整螺纹尾部开始滚压切入，利用滚压时产

生的滚压轴 向分力，使所述滚压装置 由螺纹尾部 向螺纹头部沿轴 向移动 ，同

时通过所述滚压装置中由传动机构控制的滚压轮的径 向同步进给，直接一次

滚压加工成形圆锥管外螺纹产 品。

43、如权利要求 42 所述 的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圆锥管外螺纹的方

法 ，其特征在于 ，滚压装置的轴 向移动是在滚压轮与空心圆柱毛坯的螺纹螺

旋角差异所致 的轴 向力的作用下，从管外螺纹螺纹尾部不完整螺纹开始 向管

外螺纹头部 的完整管外螺纹方 向逐步的轴 向滚压移动 。

44、一种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圆锥管外螺纹 的装置，其特征在于，

由至少二个或者是二个 以上 的非全长度尺寸 的沿 圆周方 向分布 的滚压轮组

成的滚压装置，从管外螺纹的不完整螺纹尾部开始滚压切入，利用滚压时产

生的滚压轴 向分力，使所述滚压装置 由螺纹尾部 向螺纹头部沿轴 向移动 ，同

时通过所述滚压装置中由传动机构控制的滚压轮的径 向同步进给，直接一次

滚压加工成形圆锥管外螺纹产 品。

45、一种如权利要求 44 所述 的滚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 的滚压装置

中的二个或者是二个 以上滚压轮，在滚压装置整体轴 向移动滚压过程 中滚压



轮 同时是通过手动 同步径 向进给 的或者是机械 同步径 向进给 的或者是液压

同步径 向进给 的或者是 电机带动蜗杆和蜗轮机构 同步径 向进给 的；滚压装置

中的滚压轮 的径 向进给速度和 比例是 随着滚压装置轴 向移动 的速度和 比例

按锥管管外螺纹 的滚压工艺要求设置 的。

46、如权利要求 44 所述 的滚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滚压轮 的内孔与安装

在可径 向滑动 的滑块 的鼓形销轴相 匹配或者是滚压轮 圆弧形 内孔与安装在

可径 向滑动 的滑块 的标准销轴相匹配 ，滚压轮 内孔与销轴之间有一定的空间

自由度 ，滚压轮能轴 向和径 向非常灵活地运动 。

47、如权利要求 44 所述 的滚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非全长度尺寸 的

管外螺纹滚压轮有一道或者是一道 以上 的相应标准 的圆柱管外螺纹螺牙或

者是相应标准 的圆锥管外螺纹螺牙 。

48、如权利要求 47 所述 的滚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压轮用于滚压

55 ° BSPT 圆锥管外螺纹 ，管径为 DN4 、DN6 、DN8 、DN10 、DN15 、DN20 、

DN25.DN32 和 DN40 时，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6 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DN65 、

DN80 和 DN90, 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9 道 ，对于管径为 DN100 、DN125 和

DN150, 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14 道 ；所述滚压轮用于滚压 60 ° NPT 圆锥管外

螺纹 ，管径为 DN4 、DN6 、DN8 、DN10 、DN15 、DN20 、DN25 、DN32 和

DN40 时，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6 道 ，对于管径为 DN50 、DN65 、DN80 、DN90 、

DN100 、DN125 和 DN150, 其螺牙道数不超过 7 道 ；所述滚压轮用于滚压

API 圆锥管外螺纹 时，其螺牙道数不超过其相应有效螺纹长度 的 80% 。

49、如权利要求 44 所述 的滚压装置 ，其特征在于 ，管外螺纹滚压轮是螺

旋滚压轮或者是环型滚压轮 ，或者是它们二者 的组合 。

50、如权利要求 44 所述 的滚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压轮是非全长

度尺寸管外螺纹滚压轮或者是 由导入部分和非全长度尺寸管外螺纹部分组

合成一体 的滚压轮 。

5 1、如权利要求 44 所述 的滚压装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滚压装置 ，是安

装在被加工空心 圆柱毛坯一边 的设计用于滚压加工单头管外螺纹产 品，或者



是安装在被加工空心 圆柱毛坯两边 的设计用于 同时滚压加工双头管外螺纹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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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N : 1-51
LIMITED), 02 July 2008 (02.07.2008), the whole document

1 1 Further documents are listed i n the continuation of Box C . 1 1 See patent family annex.

Special categories of cited documents: T " later document published 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or priority date and not i n conflict with the application but

"A" document defining the general state of the art which i s not cited to understand the principle or theory underlying the
considered to be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invention

" earlier application or patent but published on or after the "X"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cannot be considered novel o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document i s taken alone
L " document which may throw doubts on priority claim(s) or

"Y" document of particular relevance; the claimed invention
which i s cited to establish the publication date of another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involve an inventive step when the
citation or other special reason (as specified) document i s combined with one or more other such

O" document referring to an oral disclosure, use, exhibition or documents, such combination being obvious to a person

other means skilled in the art

"&" document member of the same patent familyP" document published prior to the international filing date
but later than the priority date claimed

Date of the actual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Date of mail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22 May 2014 (22.05.2014) 25 June 2014 (25.06.2014)

Name and mailing address of the ISA/CN: Authorized officer
Sta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of the P. R . China
No. 6 , Xitucheng Road, Jimenqiao CHEN, Hua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100088, China

Telephone No.: (86-10) 62085416Facsimile No.: (86-10) 62019451

Form PCT/IS A/210 (second sheet)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14/074354

C (Continuation). DOCUMENTS CONSIDERED T O BE RELEVANT

Category Citation of document, with indication, where appropriate, of the relevant passages Relevant t o claim No.

A JP 2002-126845 A (REX IND CO. et al.), 08 May 2002 (08.05.2002), the whole document 1-51

A JP 2000-61571 A (REX IND CO.), 29 February 2000 (29.02.2000), the whole document 1-51

A U S 3855832 A (NOVAK, A.), 08 May 2002 (08.05.2002), the whole document 1-51

Form PCT/IS A/210 (continuation of second sheet) (July 2009)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No.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PCT/CN2014/074354

Box No. I I Observations where certain claims were found unsearchable (Continuation of item 2 of first shee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in respect of certain claims under Article 17 (2) (a)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1. 口 Claims Nos.:
because they relate t o subject matter not required to be searched by this Authority, namely:

2 . □ Claims Nos.:
because they relate to parts of th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that do not comply with the prescribed requirement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no meaningful international search can be carried out, specifically:

3. □ Claims Nos.:
because they are dependent claims and are not drafted i n accordance with the second and third sentences of Rule 6.4(a).

Box No. Ill Observations where unity of invention is lacking (Continuation of item 3 of first shee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ing Authority found multiple inventions i n this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as follows:

[1] Independent claim 1 relates to a processing method for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pipe. Independent claim 10 relates to a rolling head
for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pipe. Independent claim 36 relates to a method for processing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pipe by rolling using|
any of the rolling heads in claims 10-35. Independent claim 37 relates to a rolling device for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pipe.
Independent claim 42 relates to a method for directly rolling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conic pipe on a standard outside diameter of a
steel pipe. Independent claim 44 relates to a device for directly rolling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conic pipe on a standard outside
diameter of a steel pipe.

[2] Independent claims 1 and 10 only share a same technical feature "a rolling wheel for rolling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pipe".
However, a rolling wheel for rolling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pipe i s commonly known in the art. Therefore, claims 1 and 10 do not
share a same or corresponding 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 that makes a contribution over the prior art, are not linked technically, and
do not belong to a single general inventive concept, and thus neither fulfil the requirement of unity of invention nor the
requirements of PCT Rule 13.1.

[3] B y the same reasoning, independent claims 1 and 37 also lack unity therebetween, and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CT Rule
13.1.

[4] Independent claims 10 and 42 only share a same technical feature "a rolling wheel for rolling an external thread of a pipe, the pipe
thread length of the thread forming section on the rolling wheel i s less than the effective thread length of said rolled external thread
of the pipe", which i s also commonly known in the art, since any rolling device, which rolls threads via axial relative movements
between a pipe and a rolling wheel, has a pipe thread length of the thread forming section on the rolling wheel less than the effective|
thread length of said rolled external thread of the pipe. Therefore, claims 10 and 42 do not share a same or corresponding special
technical feature that makes a contribution over the prior art, are not linked technically, and do not belong to a single general
inventive concept, and neither fulfil the requirement of unity of invention nor the requirements of PCT Rule 13.1

[5] B y the same reasoning, independent claims 10 and 44, independent claims 37 and 42, and independent claims 37 and 44 also lack
unity therebetween, and do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CT Rule 13.1 .

1. 口 A s all required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timely paid by the applican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covers all searchable

claims.

2 . 区 A s all searchable claims could be searched without effort justifying additional fees, this Authority did not invite payment
of additional fees.

3. □ A s only some of the required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timely paid by the applicant,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covers
only those claims for which fees were paid, specifically claims Nos.:

4 . □ N o required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timely paid by the applicant. Consequently, this international search report i s restricted
to the invention first mentioned in the claims; i t i s covered by claims Nos.:

Remark on protest 口 The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applicant's protest and, where applicable, the
payment of a protest fee.

ΓΊ The additional search fee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applicant's protest but the applicable protest fee
was not paid within the time limit specified in the invitation.

ΓΊ N o protest accompanied the payment of additional search 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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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主题 的分类

B21H 3/04 (2006. 01) i

按照 国际专利分类 （IPC) 或者 同时按照 国家分类 和 IPC 两种 分类

B. 检 索领域

检 索 的最低 限度 文献 (标 明分类 系统和分类 号)

B21H3/04 ; B21H3/06 ; B21H3/02 ; B21H3/00 ; B23P ; B21D15/+

包含在检 索领 域 中的除最低 限度 文献 以外 的检 索文献

在 国际检 索 时査 阅的 电子数据库 (数据库 的名称 ，和使用 的检 索词 （如使用 ））

PI ;EPODOC ; CNKI, CNPAT 罗紋 ，螺紋 ，管 ，螺尾 ，尾 部 ，末端 ，径 向，直径 ，锥度 ;
screw, thread, pipe, tube, tai l , end, terminal, ending, extremity, diameter, radial, coning, taper

C. 相关文件

类 型* 引用文件 ，必要 时，指 明相关段落 相关 的权 利要求

X CN 103521666A (上 海泛华紧 固系统有 限公司 ) 2014 年 1月 2 0 (2014 - 0 1 - 22) 1-51

说 明书第 2-238 段及 附图 1-30

X RU 2277990C1 (U I V ORLOVSK TECH) 2006 年 6月 0 0 (2006 - 0 6 - 20) 1-5, 8-9

说 明书第 1页第 4行 至第 3页第 5行及 附 图 1-5

Y RU 2277990C1 (UN I V ORLOVSK TECH) 2006 年 6月 0 (2006 - 0 6 - 20) 6 , 3 6

说 明书第 1页第 4行 至第 3页第 5行及 附 图 1-5

X CN 102423789A ( 肖金安 ) 2012 年 4月 5 0 (2012 - 04 - 25) 10-13 ，16-35

说 明书第 3-21 段及 附图 1-6

Υ CN 102423789A ( 肖金安 ) 2012 年 4月 5 (2012 - 04 - 25) 6 , 3 6

说 明书第 3-21 段及 附图 1-6

A CN 1480666A ( 日本精工株式会社 ) 2004 年 3月 10 0 (2004 - 0 3 - 10) 1-51

全文

A CN 101209523A (南 车 四方机 车车辆股份 有 限公司） 2008 年 7月 02 日 （2008 - 0 7 - 02) 1-51

全文

]其余文件在 c栏 的续页 中列 出 见 同族专利 附件

引用文件 的具体类型 ：

τ 在 申请 日或优先权 日之后公布 ，与 申请 不相抵 触 ，但 为 了理解
"A' 认 为不特 别相关 的表示 了现有技术一般状态 的文件

发 明之理论或原理 的在后文件
在 国际 申请 日的当天或 之后公布 的在先 申请 或专利 " 别 目关 的文件 ，单稗考虑该文件 ，认定要求 保护 的发 明不 是
可 能对优 先权要 求构成怀疑 的文件 ，或 为确 定另一篇 引用 文件 χ » 颖 或不具有创造 生
的公布 日而引用 的或者 因其他特 殊理 由而引用 的文件 （如具体 " ν ，，特 别相关 的文件 ，当该文件与 另一篇或者多篇 该类文 件结合 并
说 明的） 且这种结合对于本领域技术人 员为显而易见时 ，要求 保护 的发
涉 及 口头 公开、使用 、展览或其他方式 公开 的文件 明不具有创造性

公布 日先 于 国际 申请 日但迟于所 要求 的优先权 日的文件 同族 专利 的文件

国际检 索实 际完成 的 日期 国际检 索报告 邮寄 日期

2014 年 5 月 2 2 日 2014 年 6 月 2 5 0

ISA/CN 的名称 和 邮寄地址 受权 官员

中华人 民共和 国国家知识产 权局 （ISA/CN)
北京市海 淀 区蓟 门桥西土城 路 6号 陈 华
100088 中 国

传真 号 (86-10) 62019451 电话 号码 (86-10) 62085416

表 PCT/ISA/210 (第 2页） （200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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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 关 文件

类 型 引用文 件 ，必要 时 ，指 明相 关 段落 相 关 的权 利要 求

J P 2002-126845A (REX IND CO ET. AL) 2002 年 5月 0 8 0 (2002 - 0 5 - 08) 1-51

全 文

J P 2000-61571A (REX IND CO) 2000 年 2月 9 (2000 - 02 - 29) 1-51

全 文

US 3855832A (NOVAK A ) 2002 年 5月 0 8 日 （2002 - 0 5 - 08) 1-51

全 文

表 PCT/ISA/210 (第 2页 ） （2009年 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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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 I I栏 缺乏发明单一性的意见 (续第1页第3项)

本国际检索单位在该国际申请中发现多项发明，即：

[ 1] 独立权利要求□□□ 1涉及一种管外螺纹加工方法，独立权利要求 10涉及一种管外螺纹滚压头，独立权利
要求36涉及一种利用权利要求 10-35 中任一滚压头滚压加工管外螺紋的方法，独立权利要求37涉及
一种管外螺紋滚压设备，独立权利要求42涉及一种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圆锥管外螺紋的方
法，独立权利要求44涉及一种在钢管标准外径上直接滚压圆锥管外螺紋的装置。

[2] 独立权利要求 1、10之间仅仅具有相同的技术特征 " 滚压管外螺纹的滚压轮 " ，而滚压管外螺纹的
滚压轮是本领域公知的，因此，权利要求 1、10之间不具有相同或相应的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
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不存在技术关联，不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因此不满足发明单一性的要
求，不符合PCT实施细则13. 1的规定。

[3] 同理，独立权利要求 1、37之间也不具备单一性，不符合PCT实施细则 13. 1的规定。

[4] 独立权利要求10、42之间仅仅具有相同的技术特征 " 滚压管外螺纹的滚压轮，滚压轮上管螺纹成型
部分的管螺紋长度小于所滚压的所述管外螺紋的有效螺紋长度 " ，而该技术特征也是本领域公知
的，因为只要是通过管子和滚压轮之间轴向相对运动进行螺纹滚压的滚压装置都是滚压轮上管螺紋
成型部分的管螺紋长度小于所滚压的所述管外螺紋的有效螺紋长度。因此，权利要求 10、42之间不
具有相同或相应的体现发明对现有技术作出贡献的特定技术特征，不存在技术关联，不属于一个总
的发明构思，因此不满足发明单一性的要求，不符合PCT实施细则 13. 1的规定。

[5] 同理，独立权利要求 10、44之间、独立权利要求37、42之间、独立权利要求37、44之间也不具备单
一性，不符合PCT实施细则 13. 1的规定。

1. 口 由于申请人按时缴纳了被要求缴纳的全部附加检索费，本国际检索报告涉及全部可作检索的权利要求。

2. 由于无需付出有理由要求附加费的劳动即能对全部可检索的权利要求进行检索，本单位未通知缴纳任何加费。

3. □ 由于申请人仅按时缴纳了部分被要求缴纳的附加检索费，本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已缴费的那些权利要求具体地
说，是权利要求：

申请人未按时缴纳被要求缴纳的附加检索费。因此，本国际检索报告仅涉及权利要求书中首先提及的发明；包含
该发明的权利要求是：

对异议的意见 申请人缴纳了附加检索费，同时提交了异议书，适用时，缴纳了异议费。

申请人缴纳了附加检索费，同时提交了异议书，但未在通知书规定的时间期限内缴纳异议费。

缴纳附加检索费时未提交异议书。

表 PCT/ISA/210 (第1页续页）（200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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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同族专利 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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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 日 公布 日
检 索报 告引用 的专利 文件 同族专利

(年 / 月 / 日） (年 / 月 / 日）

CN 103521666A 2014 年 1月 2 2 日 W0 2014056419A1 2014 年 4月 17 日

RU 2277990C1 2006 年 6月 2 0 日 无

CN 102423789A 2012 年 4月 2 5 日 无

CN 1480666A 2004 年 3月 10 日 CN 1267662C 2006 年 8月 0

US 7065996B2 2006 年 6月 7

us 2004107755A1 2004 年 6月 10 0

P 2004066272A 2004 年 3月 04 0

DE 10335628A1 2004 年 2月 6 0

DE 10335628B4 2010 年 7月 2 2 日

CN 101209523A 2008 年 7月 0 2 日 CN 100542735C 2009 年 9月 3

J P 2002-126845A 2002 年 5月 0 8 日 P 3483845B2 2004 年 1月 0 6 日

J P 2000-61571A 2000 年 2月 2 9 日 P 4010663B2 2007 年 11月 1

us 3855832A 2002 年 5月 0 8 日 DE 2441685A1 1975 年 7月 4

P S50104167A 1975 年 8月 16

P S50102805A 1975 年 8月 14 日

P S5325921B2 1978 年 7月 9 0

表 PCT/ISA/210 ( 同族 专利 附件） （2009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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