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0826600.6

(22)申请日 2019.09.03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0500460 A

(43)申请公布日 2019.11.26

(73)专利权人 徐州华显凯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221000 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王陵综

合楼民有理58号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F16L 33/025(2006.01)

F16L 33/22(2006.01)

审查员 龙银萍

 

(54)发明名称

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

(57)摘要

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公开了

一种通过内层的两处卡接配合进行预紧，并结合

外层的紧固螺套进行内外双层夹紧固定的密封

连接头。多次卡合锁紧，抗拉强度好。其特征在于

所述内连接插芯置于外卡套内，所述内连接插芯

通过卡接部和外卡套相卡接，所述外卡套上套置

有紧固组件，所述外卡套的两端外径相等，且外

卡套的中部外径大于两端外径，所述外卡套以中

部外径较大的部分为边界被分隔为上下两部分，

所述外卡套的上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

且伸缩缝一端向上延伸至外卡套顶端，所述外卡

套的下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且伸缩缝

的一端向下延伸至外卡套底端，所述伸缩缝的另

一端为圆形槽，所述外卡套的两端分别为锥形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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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是：包括紧固组件、内连接插芯、卡接部和外卡

套，所述内连接插芯置于外卡套内，所述内连接插芯通过卡接部和外卡套相卡接，所述外卡

套上套置有紧固组件，所述外卡套以中部外径较大的部分为边界被分隔为上下两部分，所

述外卡套的上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且伸缩缝一端向上延伸至外卡套顶端，所述

外卡套的下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且伸缩缝的一端向下延伸至外卡套底端，所述

伸缩缝的另一端为圆形槽，所述内连接插芯由主连接头和辅连接头组成，所述主连接头位

于外卡套上部分内，所述辅连接头位于外卡套下部分内，且主连接头和辅连接头相对称，所

述辅连接头的一端置有密封连接板，且密封连接板端面上开有U形卡槽，所述主连接头的一

端置有密封连接板，且密封连接板端面上置有U形卡板，所述U形卡板卡置于U形卡槽内，且U

形卡板和U形卡槽的卡接位置置有密封垫，所述卡接部由紧固环和紧固槽组成，所述紧固槽

位于密封连接板的外侧面上，所述外卡套中部外径较大部分的内侧上边缘和下缘分别置有

紧固环，且分别和主连接头、辅连接头上的紧固槽相卡接，所述紧固组件由主紧固螺套和辅

紧固螺套组成，所述主紧固螺套套置于外卡套的上部分上，且和外卡套相螺接，所述辅紧固

螺套套置于外卡套的下部分上，且和外卡套相螺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卡套的两端

外径相等，且外卡套的中部外径大于两端外径。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卡套的两端

分别为锥形结构。

4.根据权利要求1-3中任一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卡

套中部外径较大的部分长度小于外卡套总长度的七分之一。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卡套的内侧

壁上置有橡胶凸点，所述橡胶凸点为半球形结构。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缝的长度

小于外卡套总长度的三分之一。

7.根据权利要求1或6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伸缩缝使外

卡套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伸缩，进而跟随紧固组件进行压紧或松开动作。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U形卡板和U形

卡槽配合密封连接板，能够对主连接头和辅连接头形成卡接连接，实现对两个软管的初连

接。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环和紧固

槽配合，能够对主连接头和辅连接头的连接位置形成压紧预紧。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主连接头的外

侧面上置有多个圆锥面，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依次递增，所述辅连接头的外侧面上置有多

个圆锥面，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依次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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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涉及一种抗拉型的，对软管进行密封连接的

连接头，属于管道工程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通过内层的两处卡接配合进行预紧，并结合外层

的紧固螺套进行内外双层夹紧固定的密封连接头。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在流体传导过程中，多采用软管连接进行流体传输，例如医疗输液、冲洗，模

具冷却液输送，设备油液的输送等等，均采用软管进行输送，主要是由于软管便于布局、拉

伸、转向等作业，提高了使用的灵活性，现有的软管的连接主要采用宝塔嘴和卡箍配合进行

连接，也有采用快插接头进行连接的，两种方法中，宝塔嘴配合卡箍的连接方式中，卡箍的

预紧操作困难，紧固调节范围大，作业效率低，且缺少对软管连接位置轴向的紧固，快插接

头主要通过倒刺结构进行抱紧，和软管的贴合位置密封性差，不能够进行有效的密封，且多

次拉动后，连接强度下降，影响连接稳定性，且现有的只有在安全连通紧固后才能进行输

送，效率低下。

[0003] 公开号CN202629378U  公开了一种软管接头，对于软管连接件，在由软管连接件的

软管接头形成的穿流通道的通口区域内设置一个套筒形的嵌入部件并且将该嵌入部件以

卡扣或卡锁连接固定在软管接头的接头基体上，所述嵌入部件可以支承一用于软管接头的

贴靠法兰的密封环和/或可以将一装入软管接头的接纳腔中的RV筒沿轴向固定住，该装置

结构采用螺帽配合密封圈进行连接密封，需要紧固完成后才能进行输送，效率低下。

发明内容

[0004] 为了改善上述情况，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提供了一种通过内层的两

处卡接配合进行预紧，并结合外层的紧固螺套进行内外双层夹紧固定的密封连接头。多次

卡合锁紧，抗拉强度好。

[0005] 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

接头包括紧固组件、内连接插芯、卡接部和外卡套，所述内连接插芯置于外卡套内，所述内

连接插芯通过卡接部和外卡套相卡接，所述外卡套上套置有紧固组件，所述外卡套的两端

外径相等，且外卡套的中部外径大于两端外径，所述外卡套以中部外径较大的部分为边界

被分隔为上下两部分，所述外卡套的上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且伸缩缝一端向上

延伸至外卡套顶端，所述外卡套的下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且伸缩缝的一端向下

延伸至外卡套底端，所述伸缩缝的另一端为圆形槽，所述外卡套的两端分别为锥形结构，所

述外卡套中部外径较大的部分长度小于外卡套总长度的七分之一，所述外卡套的内侧壁上

置有橡胶凸点，所述橡胶凸点为半球形结构，所述内连接插芯由主连接头和辅连接头组成，

所述主连接头位于外卡套上部分内，所述辅连接头位于外卡套下部分内，且主连接头和辅

连接头相对称，所述辅连接头的一端置有密封连接板，且密封连接板端面上开有U形卡槽，

所述主连接头的一端置有密封连接板，且密封连接板端面上置有U形卡板，所述U形卡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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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于U形卡槽内，且U形卡板和U形卡槽的卡接位置置有密封垫，所述主连接头的外侧面上置

有多个圆锥面，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依次递增，所述辅连接头的外侧面上置有多个圆锥面，

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依次递减，所述卡接部由紧固环和紧固槽组成，所述紧固槽位于密封

连接板的外侧面上，所述外卡套中部外径较大部分的内侧上边缘和下缘分别置有紧固环，

且分别和主连接头、辅连接头上的紧固槽相卡接，所述紧固组件由主紧固螺套和辅紧固螺

套组成，所述主紧固螺套套置于外卡套的上部分上，且和外卡套相螺接，所述辅紧固螺套套

置于外卡套的下部分上，且和外卡套相螺接，所述伸缩缝的长度小于外卡套总长度的三分

之一。

[0006] 有益效果。

[0007] 一、能够通过内层的卡接对连接位置进行预紧，且预紧后即可进行流体输送。

[0008] 二、内外双层结构对管壁进行夹持固定，连接稳定性好。

[0009] 三、多次卡合锁紧，抗拉强度好。

附图说明

[0010] 图1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的立体结构图；

[0011] 图2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的立体拆分图；

[0012] 图3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的结构示意图，其仅仅显示了抗拉型软管

密封连接头的内部结构；

[0013] 图4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主连接嘴的立体结构图；

[0014] 图5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辅连接嘴的立体结构图。

[0015] 附图中

[0016] 其中为：紧固组件1，内连接插芯2，外卡套3，主紧固螺套4，主连接头5，辅紧固螺套

6，辅连接头7，U形卡槽8，密封连接板9，紧固槽10，紧固环11，密封垫12，U形卡板13。

[0017] 具体实施方式：

[0018] 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接头是这样实现的：本发明一种抗拉型软管密封连

接头包括紧固组件1、内连接插芯2、卡接部和外卡套3，所述内连接插芯2置于外卡套3内，所

述内连接插芯2通过卡接部和外卡套3相卡接，所述外卡套3上套置有紧固组件1，所述外卡

套3的两端外径相等，且外卡套3的中部外径大于两端外径，所述外卡套3以中部外径较大的

部分为边界被分隔为上下两部分，所述外卡套3的上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且伸缩

缝一端向上延伸至外卡套3顶端，所述外卡套3的下部分上等角度开有多个伸缩缝，且伸缩

缝的一端向下延伸至外卡套3底端，所述伸缩缝的另一端为圆形槽，所述外卡套3的两端分

别为锥形结构，所述外卡套3中部外径较大的部分长度小于外卡套3总长度的七分之一，所

述外卡套3的内侧壁上置有橡胶凸点，所述橡胶凸点为半球形结构，所述内连接插芯2由主

连接头5和辅连接头7组成，所述主连接头5位于外卡套3上部分内，所述辅连接头7位于外卡

套3下部分内，且主连接头5和辅连接头7相对称，所述辅连接头7的一端置有密封连接板9，

且密封连接板9端面上开有U形卡槽8，所述主连接头5的一端置有密封连接板9，且密封连接

板9端面上置有U形卡板13，所述U形卡板13卡置于U形卡槽8内，且U形卡板13和U形卡槽8的

卡接位置置有密封垫12，所述主连接头5的外侧面上置有多个圆锥面，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

依次递增，所述辅连接头7的外侧面上置有多个圆锥面，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依次递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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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卡接部由紧固环11和紧固槽10组成，所述紧固槽10位于密封连接板9的外侧面上，所述外

卡套3中部外径较大部分的内侧上边缘和下缘分别置有紧固环11，且分别和主连接头5、辅

连接头7上的紧固槽10相卡接，所述紧固组件1由主紧固螺套4和辅紧固螺套6组成，所述主

紧固螺套4套置于外卡套3的上部分上，且和外卡套3相螺接，所述辅紧固螺套6套置于外卡

套3的下部分上，且和外卡套3相螺接，所述伸缩缝的长度小于外卡套3总长度的三分之一。

[0019] 本文中提及的“上”、“下”均以附图1的“上”、“下”为准。

[0020] 使用时，初始状态下，外卡套3、紧固组件1和内连接插芯2为拆开状态，当对软管进

行连接时，首先将外卡套3套置于软管上，然后将待连接的两个软管一端分别套置于主连接

头5和辅连接头7上，再将主连接头5和辅连接头7通过U形卡板13和U形卡槽8的配合进行卡

接连接，然后推动外卡套3使外卡套3套置于主连接头5和辅连接头7组合形成的内连接插芯

2上，并将外卡套3内侧的紧固环11对应卡在紧固槽10内，使外卡套3和内连接插芯2形成卡

接，紧固环11对内连接插芯2具有向内的挤压力，进而对连接位置进行压紧预紧，此时即可

进行流体的输送，最后将主紧固螺套4和辅紧固螺套6对应套置于外卡套3上，再分别进行旋

紧，使外卡套3的上下两部分分别收紧将软管压紧固定，完成软管的连接，该连接头在连接

时内层进行了两次的卡合紧固，外层进行了最后的锁紧，内外层相配合，整体的抗拉强度更

好；

[0021] 所述外卡套3的两端外径相等，且外卡套3的中部外径大于两端外径的设计，使外

卡套3在中部对主紧固螺套4和辅紧固螺套6形成限位；

[0022] 所述伸缩缝的设计，使外卡套3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伸缩，进而跟随紧固组件1进

行压紧或松开动作；

[0023] 所述外卡套3的两端分别为锥形结构的设计，使外卡套3的两端形成收口，进而在

连接时口部能够压紧在软管上，在口部形成更好的密封；

[0024] 所述外卡套3中部外径较大的部分长度小于外卡套3总长度的七分之一的设计，减

小外卡套3限位部分的占用空间；

[0025] 所述外卡套3的内侧壁上置有橡胶凸点，所述橡胶凸点为半球形结构的设计，能够

增加外卡套3收紧时和软管间的摩擦力，提高连接稳定性；

[0026] 所述U形卡板13和U形卡槽8的卡接位置置有密封垫12的设计，对主连接头5和辅连

接头7的卡接位置进行进一步的密封，避免液体泄漏；

[0027] 所述主连接头5的外侧面上置有多个圆锥面，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依次递增，所述

辅连接头7的外侧面上置有多个圆锥面，且底边直径从上向下依次递减的设计，能够适用不

同直径的软管连接，根据软管直径大于套置于主连接头5上的对应圆锥面上；

[0028] 所述伸缩缝的长度小于外卡套3总长度的三分之一的设计，能够防止伸缩缝过长

影响外卡套3的强度；

[0029] 所述U形卡板13和U形卡槽8配合密封连接板9，能够对主连接头5和辅连接头7形成

卡接连接，实现对两个软管的初连接；

[0030] 所述紧固环11和紧固槽10配合，能够对主连接头5和辅连接头7的连接位置形成压

紧预紧；

[0031] 先将紧固环11卡置于紧固槽10内，再进行紧固组件1旋紧的设计，能够预先对连接

位置进行紧固预紧，且此时即可进行流体的传输，无需等到紧固组件1最终旋紧后才进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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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0032] 先将U型卡板13进行卡接，再将紧固环11进行卡接的设计，使内层形成两次卡合锁

紧，抗拉强度更好；

[0033] 达到通过内层的两处卡接配合进行预紧，并结合外层的紧固螺套进行内外双层夹

紧固定的目的。

[0034]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实施的范围。任何本领

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发明范围内，当可作些许的改进，即凡是依照本发明

所做的同等改进，应为本发明的范围所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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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书　附　图 1/5 页

7

CN 110500460 B

7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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