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实用新型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CN 210649301 U
(45)授权公告日 2020.06.02
(21)申请号 201921412142 .3
(22)申请日 2019 .08 .28
(73)专利权人 常州朗业机械有限公司
地址 213000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西林街
道朱夏墅村委沿河组68号
(72)发明人 黄景
(74)专利代理机构 南京勤行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32397
代理人 吕波
(51)Int .Cl .
B23K 37/053(2006 .01)

权利要求书1页

CN 210649301 U

(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
作的工作台，
包括底面，
底面的顶面对称固定连
接有两根L型支杆。本实用新型可根据所需焊接
的短管直径的大小来选用与其相对下夹具和上
夹具，
这样在使用时可有效的对钢管控制在两个
下夹具或上夹具内，
即不影响钢管在两个下夹具
或上夹具内之间旋转，
又可避免钢管倾倒，
而且
通过上夹具和下夹具的设置，
可方便两根焊接的
钢管相对齐，
避免了反复的调节进行对齐以及繁
琐的固定结构，
有效的节约工作时间 ，
焊接完成
后，
再推动推柄使得两个贴合连接的上夹具和下
夹具同时分开 ，而焊接好的钢管也方便钢管取
下，
避免由于焊接导致焊接处表面不光滑，
焊接
部分严重加粗，
不方便从夹具中拿出，
影响后期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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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包括底面(1) ，
其特征在于：
所述底面(1)的顶面
对称固定连接有两根L型支杆(2) ，
两根L型支杆(2)相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7)，
所述
固定块(7)上滑动连接有滑杆(9) ，
两根滑杆(9)的对称设置，
两根滑杆(9)的相对一端均固
定连接有方形杆(14) ，
所述方形杆(14)上套有U型杆(11)并与其滑动连接，
两个U型杆(11)
对称设置，
所述U型杆(11)一侧的滑杆(9)上套有挡环(13)并与其固定连接，
所述挡环(13)
的一侧与U型杆(11)贴合连接，
所述挡环(13)与固定块(7)之间固定连接有弹簧(12) ，
所述
弹簧(12)套在滑杆(9)上，
所述方形杆(14)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螺纹杆(20)，
两根螺纹杆(20)
相对设置，
所述螺纹杆(20)上套有螺母(16)并与其螺纹连接，
所述螺母(16)一侧与U型杆
(11)贴合连接，
两个U型杆(11)的下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下夹具(10)，
两个下夹具(10)均为
弧形并且对称设置，
两个相对的弧形下夹具(10)形成一个圆，
两个U型杆(11)的上方一端均
固定连接有上夹具(19) ，
两个上夹具(19)均为弧形并且对称设置，
两个相对的弧形上夹具
(19)形成一个圆，
所述下夹具(10)的正下方设有支撑板(5) ，
所述支撑板(5)的两侧对称固
定连接有套筒(4)，
两根套筒(4)分别套在两根L型支杆(2)上并与其滑动连接，
所述L型支杆
(2)与套筒(4)通过固定螺栓(3)固定连接，
所述固定块(7)一侧的滑杆(9)一端固定连接有
挡板(8) ，
所述挡板(8)的顶面通过销铰接连接有连接杆(15) ，
两根连接杆(15)的侧端设有
同一个竖板(6) ，
所述竖板(6)的底面与底面(1)顶面固定连接，
所述竖板(6)在两个对称的
上夹具(19)正侧端，
所述竖板(6)上滑动连接有推柄(18)，
所述推柄(18)的一端固定连接有
手把(21) ，
所述推柄(18)的另一端穿过竖板(6)一侧固定连接有两个铰接块(17)，
两个铰接
块(17)分别在推柄(18)一端的两侧对称设置，
两个铰接块(17)的顶面分别与两根连接杆
(15)的一端通过销铰接连接，
所述连接杆(15)倾斜设置。
2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L型支
杆(2)、
滑杆(9)和推柄(18)的截面均为方形截面。
3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
其特征在于：
所述弹簧
(12)为拉簧。
4 .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撑板
(5)的宽度大小与下夹具(10)和上夹具(19)的直径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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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背景技术
[0002]
钢管是具有空心截面，
其长度大于直径或周长的钢材。按截面形状分为圆形、方
形、矩形和异形钢管；
按材质分为碳素结构钢钢管、低合金结构钢钢管、合金钢钢管和复合
钢管；
按用途分为输送管道用、工程结构用、
热工设备用、石油化工工业用、机械制造用、地
质钻探用、
高压设备用钢管等；
按生产工艺分为无缝钢管和焊接钢管，
其中焊接钢管是对各
个比较短的钢管对接焊接成一整个钢管。然而现有技术中在对各个比较短的钢管进行整体
对接焊接时，
需要将两根短钢管固定夹紧，
操作较为繁琐，
并且不方便将两个短钢管拼凑对
齐，
焊缝比较大，
且焊接好后由于表面不光滑，
焊接部分严重加粗，
即影响美观又不方便从
夹具中拿出。
发明内容
[0003] 为了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0004]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包括底面，
所述底面的顶面对称固定连接有
两根L型支杆，
两根L型支杆相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
所述固定块上滑动连接有滑杆，
两根滑杆的对称设置，
两根滑杆的相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方形杆，
所述方形杆上套有U型杆
并与其滑动连接，
两个U型杆对称设置，
所述U型杆一侧的滑杆上套有挡环并与其固定连接，
所述挡环的一侧与U型杆贴合连接，
所述挡环与固定块之间固定连接有弹簧，
所述弹簧套在
滑杆上，
所述方形杆的一端固定连接有螺纹杆，
两根螺纹杆相对设置，
所述螺纹杆上套有螺
母并与其螺纹连接，
所述螺母一侧与U型杆贴合连接，
两个U型杆的下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
下夹具，
两个下夹具均为弧形并且对称设置，
两个相对的弧形下夹具形成一个圆，
两个U型
杆的上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上夹具，
两个上夹具均为弧形并且对称设置，
两个相对的弧形
上夹具形成一个圆，
所述下夹具的正下方设有支撑板，
所述支撑板的两侧对称固定连接有
套筒，
两根套筒分别套在两根L型支杆上并与其滑动连接，
所述L型支杆与套筒通过固定螺
栓固定连接，
所述固定块一侧的滑杆一端固定连接有挡板，
所述挡板的顶面通过销铰接连
接有连接杆，
两根连接杆的侧端设有同一个竖板，
所述竖板的底面与底面顶面固定连接，
所
述竖板在两个对称的上夹具正侧端，
所述竖板上滑动连接有推柄，
所述推柄的一端固定连
接有手把，
所述推柄的另一端穿过竖板一侧固定连接有两个铰接块，
两个铰接块分别在推
柄一端的两侧对称设置，
两个铰接块的顶面分别与两根连接杆的一端通过销铰接连接，
所
述连接杆倾斜设置。
[0006] 优选于，
所述L型支杆、
滑杆和推柄的截面均为方形截面。
[0007] 优选于，
所述弹簧为拉簧。
[0008] 优选于，
所述支撑板的宽度大小与下夹具和上夹具的直径10㎝-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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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与现有的技术相比 ，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在批量钢管焊接过程中，
可根据所
需焊接的短管大小来选用与其相对下夹具和上夹具，
这样在使用时可有效的对钢管控制在
两个下夹具或上夹具内，
即不影响钢管在两个下夹具或上夹具内之间旋转，
又可避免钢管
倾倒，
而且通过上夹具和下夹具的设置，
可方便两根焊接的钢管相对齐，
避免了反复的调节
进行对齐以及繁琐的固定结构，
有效的节约工作时间，
焊接完成后，
再推动推柄使得两个贴
合连接的上夹具和下夹具同时分开，
而焊接好的钢管也方便钢管取下，
避免由于焊接导致
焊接处表面不光滑，
焊接部分严重加粗，
不方便从夹具中拿出，
影响后期操作。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结构的示意图；
[0011] 图2是本实用新型所述结构的俯视图；
[0012] 图中：
底面1、L型支杆2、
固定螺栓3、套筒4、支撑板5、竖板6、
固定块7、挡板8、滑杆
9、
下夹具10、U型杆11、
弹簧12、挡环13、
方形杆14、
连接杆15、
螺母16、
铰接块17、
推柄18、
上
夹具19、
螺纹杆20、
手把21。
具体实施方式
[0013] 下面结合附图与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14] 如图1、
图2所示，
一种便于短钢管焊接操作的工作台，
包括底面1，
所述底面1的顶
面对称固定连接有两根L型支杆2，
两根L型支杆2相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固定块7，
所述固定
块7上滑动连接有滑杆9，
两根滑杆9的对称设置，
两根滑杆9的相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方形
杆14，
所述方形杆14上套有U型杆 11并与其滑动连接，
两个U型杆11对称设置，
所述U型杆11
一侧的滑杆9上套有挡环13并与其固定连接，
所述挡环13的一侧与U型杆11贴合连接，
所述
挡环13与固定块7之间固定连接有弹簧12，
所述弹簧12套在滑杆9上，
所述方形杆14的一端
固定连接有螺纹杆20，
两根螺纹杆20相对设置，
所述螺纹杆 20上套有螺母16并与其螺纹连
接，
所述螺母16一侧与U型杆11贴合连接，
两个U型杆11的下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下夹具10，
两个下夹具10均为弧形并且对称设置，
两个相对的弧形下夹具10形成一个圆，
两个U型杆11
的上方一端均固定连接有上夹具19，
两个上夹具19均为弧形并且对称设置，
两个相对的弧
形上夹具19形成一个圆，
所述下夹具10的正下方设有支撑板5，
所述支撑板5 的两侧对称固
定连接有套筒4，
两根套筒4分别套在两根L型支杆2上并与其滑动连接，
所述L型支杆2与套
筒4通过固定螺栓3固定连接，
所述固定块7一侧的滑杆9一端固定连接有挡板8，
所述挡板8
的顶面通过销铰接连接有连接杆 15，
两根连接杆15的侧端设有同一个竖板6，
所述竖板6的
底面与底面1顶面固定连接，
所述竖板6在两个对称的上夹具19正侧端，
所述竖板6上滑动连
接有推柄18，
所述推柄18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手把21，
所述推柄18的另一端穿过竖板6一侧固
定连接有两个铰接块17，
两个铰接块17分别在推柄18一端的两侧对称设置，
两个铰接块17
的顶面分别与两根连接杆15的一端通过销铰接连接，
所述连接杆15倾斜设置。
[0015] 所述L型支杆2、
滑杆9和推柄18的截面均为方形截面。
[0016] 所述弹簧12为拉簧。
[0017] 所述支撑板5的宽度大小与下夹具10和上夹具19的直径10 cm -20 cm。
[0018] 工作原理：
本实用新型在使用时，
在批量钢管焊接过程中，
首先根据所需焊接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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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大小来选用与其相对应的固定件，
而固定件由下夹具10、
U型杆11 和上夹具19组成，
并且
固定件中的U型杆11是套在方形杆14上，
在根据短钢管直径大小不同需要替换固定件时，
可
将螺纹杆20上螺纹连接的螺母16拧下，
然后将U型杆11以及U型杆11上固定连接的下夹具10
和上夹具19从方形杆 14和螺纹杆20上取下，
进行替换其他与短钢管相对应的固定件，
并且
每个固定件中的下夹具10和上夹具19大小是一致的，
选取时并且两个下夹具10或上夹具19
形成的圆内径与需要焊接的钢管外径一致，
选取好后，
然后再根据钢管的长度进行调节支
撑板5高低，
调节时通过套筒4在L型支杆2滑动，
来实现支撑板5高低的调节，
然后通过固定
螺栓3将其套筒4固定在L型支杆2上，
然后再通过手把21向靠近竖板6的方向推动推柄18，
进
而使得铰接块17上铰接连接的连接杆15发生偏转，
进一步带动滑杆9在固定块7上滑动，
进
而将两个 U型杆11上的贴合连接的两个弧形下夹具10和两个弧形上夹具19分开，
然后将短
钢管的底面放置在支撑板5上，
并且钢管上端放置在两个下夹具10中部，
然后松开对手把21
的推力，
此时在弹簧12的设置下，
使得两个相对的下夹具 10贴合，
这样可有效的将钢管控
制在两个下夹具10形成的圆中，
即不影响钢管在两个下夹具10之间旋转，
又可避免钢管倾
倒，
而且此时两个相对的上夹具19 同步贴合连接，
然后再将另一个钢管从上夹具19的上方
插入到两个上夹具19 形成的圆中，
此时上方两个上夹具19中的钢管底面与下方两个下夹
具10中的钢管顶面贴合连接，
并且是相对齐的，
这样可方便进行焊接，
避免了反复的调节进
行对齐以及繁琐的固定结构，
有效的节约工作时间，
此时可直接进行焊接操作，
工作人员先
对两根钢管局部焊接，
使得两根钢管连接在一起，
然后工作人员一手旋转钢管，
另一手握住
焊机进行焊接，
焊接完成后，
再通过人工推动推柄18，
使得两个贴合连接的上夹具19和下夹
具10同时分开，
而焊接好的钢管也可直接从支撑板5上拿下，
这样方便钢管取下，
避免由于
焊接导致焊接处表面不光滑，
焊接部分严重加粗，
不方便从夹具中拿出，
影响后期操作。
[0019]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
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
应该了解，
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
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实用新型的原理，
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
本实用新型还会有各种变化
和改进，
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求保护范围
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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