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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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976789.9

(22)申请日 2015.11.02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05641803 A

(43)申请公布日 2016.06.08

(30)优先权数据

14/530,939 2014.11.03 US

(73)专利权人 诺信公司

地址 美国俄亥俄州

(72)发明人 凯尔·R·斯蒂尔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责任公司 11219

代理人 梁晓广　关兆辉

(51)Int.Cl.

A61M 39/00(2006.01)

审查员 霍璐

 

(54)发明名称

用于与医疗流体配件一起使用的防护帽及

相关方法

(57)摘要

一种用于与医疗流体配件一起使用的防护

帽及相关方法，医疗流体配件包括配合螺纹和具

有密封面的密封部。防护帽包括具有近端和远端

的主体，以及轴向延伸的帽螺纹。帽螺纹构造为

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用于将防护帽可释放地联

接至医疗流体配件，并限定锥形接合面。锥形接

合面相对于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地渐缩，并构造

为摩擦地接触配合螺纹，用于保持防护帽与医疗

流体配件联接接合。防护帽构造为在防护帽与医

疗流体配件联接时周向地围绕密封部，使得防护

帽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接触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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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防护帽，与构造成从中传输流体的医疗流体配件一起使用，所述医疗流体配件

包括配合螺纹和密封部，所述密封部具有密封面以用于与配对部形成流体密封，所述防护

帽包括：

主体，所述主体具有近端和开口远端；

帽螺纹，所述帽螺纹设置在所述主体上并轴向延伸，所述帽螺纹构造成螺纹地接合所

述配合螺纹，用于将防护帽可释放地联接至所述医疗流体配件；以及

锥形接合面，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限定，并相对于所述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

地渐缩，所述锥形接合面构造为摩擦地接触所述配合螺纹，以保持所述防护帽与所述医疗

流体配件联接接合，所述锥形接合表面从所述主体的近端处的较大直径向所述主体的开口

远端处的较小直径渐缩；

其中所述防护帽构造成在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周向地围绕所述密封部，使得

所述防护帽的任何部分都不接触所述密封面。

2.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的根部或所述帽螺纹

的顶部中的一个限定。

3.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的根部限定，并构造为

在所述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摩擦地接触所述配合螺纹的顶部，而不接触所述配

合螺纹的根部。

4.权利要求3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帽螺纹的螺纹高度向近侧递减。

5.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的顶部限定，并构造为

在所述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摩擦地接触所述配合螺纹的根部，而不接触所述配

合螺纹的顶部。

6.权利要求5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帽螺纹的螺纹高度向近侧递增。

7.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形成有相对于所述防护帽的主体的

纵向轴线的非夹角锥角，该非夹角锥角处于大约1.5度至大约3度的范围。

8.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由帽螺纹施加在配合螺纹上的径向力随着帽螺纹与

配合螺纹的螺纹接合增加而增加。

9.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医疗流体配件包括公头配件，且所述密封部包括

限定密封面的轴向突出，并且所述防护帽的主体包括孔，所述孔被定尺寸以用于接纳该突

出，使得在所述防护帽联接医疗流体配件时，所述主体周向地围绕所述突出而不接触所述

密封面。

10.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医疗流体配件包括母头配件，且所述密封部包

括插口和限定密封面的环形延伸壁，并且所述防护帽的主体构造为在所述防护帽联接医疗

流体配件时周向地围绕所述环形延伸壁而不接触所述密封面。

11.权利要求1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面包括锥形密封面。

12.权利要求10所述的防护帽，其中所述锥形密封面包括鲁尔锥形。

13.一种医疗流体配件组件，其包括：

医疗流体配件，所述医疗流体配件构造为从中传输流体，所述医疗流体配件包括配合

螺纹和密封部，所述密封部具有密封面以用于与配对部形成流体密封；

防护帽，所述防护帽被构造用于保护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面，所述防护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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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所述主体具有近端和开口远端；

帽螺纹，所述帽螺纹设置在所述主体上并轴向延伸，所述帽螺纹构造为螺纹地接合所

述配合螺纹，以用于将所述防护帽可释放地联接至所述医疗流体配件；以及

锥形接合面，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限定，并相对于所述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

地渐缩，所述锥形接合面构造为摩擦地接触所述配合螺纹，以用于保持所述防护帽与所述

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接合，所述锥形接合表面从所述主体的近端处的较大直径向所述主体的

开口远端处的较小直径渐缩；

其中在所述防护帽与所述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所述防护帽周向地围绕所述密封部，

而不接触所述密封面。

14.权利要求13所述的医疗流体配件组件，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的根部

或所述帽螺纹的顶部中的一个限定。

15.权利要求13所述的医疗流体配件组件，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的根部

限定，并构造为在所述防护帽与所述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摩擦地接触所述配合螺纹的顶

部，而不接触所述配合螺纹的根部。

16.权利要求13所述的医疗流体配件组件，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由所述帽螺纹的顶部

限定，并构造为在所述防护帽与所述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摩擦地接触所述配合螺纹的根

部，而不接触所述配合螺纹的顶部。

17.权利要求13所述的医疗流体配件组件，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形成有相对于所述防

护帽的主体的纵向轴线的非夹角锥角，该非夹角锥角处于大约1.5度至大约3度的范围。

18.一种使用防护帽保护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部的密封面的方法，所述密封面构造为

与配对部形成流体密封，使得流体能够通过该医疗流体配件，所述方法包括：

将设置于所述防护帽的主体上的帽螺纹布置成与设置于所述医疗流体配件上的配合

螺纹同轴对准；

使所述帽螺纹螺纹地接合所述配合螺纹，以使所述防护帽可释放地联接所述医疗流体

配件；

使所述配合螺纹摩擦地接触由所述帽螺纹限定的锥形接合表面，以保持所述防护帽与

所述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接合，所述锥形接合表面从所述主体的近端处的较大直径向所述主

体的开口远端处的较小直径相对于所述防护帽的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地渐缩；

用所述防护帽周向地围绕所述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部，使得所述防护帽的任何部分都

不接触所述密封面。

19.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锥形接合面形成有相对于所述防护帽的主体的

纵向轴线的非夹角锥角，该非夹角锥角处于大约1.5度至大约3度的范围。

20.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使所述配合螺纹摩擦地接触所述帽螺纹包括使所述

配合螺纹的顶部摩擦地接触由所述帽螺纹的根部限定的锥形接合面，所述锥形接合面相对

于所述防护帽的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地渐缩。

21.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使所述配合螺纹摩擦地接触所述帽螺纹包括使所述

配合螺纹的根部摩擦地接触由所述帽螺纹的顶部限定的锥形接合面，所述锥形接合面相对

于所述防护帽的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地渐缩。

22.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医疗流体配件包括公头配件，且所述密封部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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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密封面的轴向突出，并且周向地围绕密封部包括将该突出接纳在所述防护帽的主体的

孔中，而不接触所述密封面。

23.权利要求18所述的方法，其中所述医疗流体配件包括母头配件，且所述密封部包括

插口和限定所述密封面的环形延伸壁，并且周向地围绕所述密封部包括周向地围绕所述环

形延伸壁，而不接触所述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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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与医疗流体配件一起使用的防护帽及相关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医疗流体配件，并且更加具体地，涉及用于保护医疗流体配件

上的密封面的帽。

背景技术

[0002] 各种类型的配件或连接器通常用于在医疗应用中互连管路和其它部件，以输送流

体。这些医疗流体配件包括密封部，密封部具有密封面以在与配对部件的对应密封面配对

时形成流体密封，进而确保流体的可靠传输。这些配件和它们的对应密封部可以是公头的

或母头的。例如，图1A示出了已知公头医疗流体配件1的横截面图，其包括具有锥形密封面3

的公头密封部2，用于插入配对部件以与配对部件的内表面形成可释放密封。图1B示出了已

知母头医疗流体配件4的横截面图，其包括具有插口6和锥形密封面7的母头密封部5，用于

接收配对部件并与配对部件的外表面形成可释放密封。

[0003] 在不使用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面时，密封部优选地装配防护帽，以维持密封面免

受因翘曲、刮擦、磨损、以及由表面接触引起的其它变形产生的碎屑和破坏的影响。以此方

式，密封面可保持最佳的密封性能。优选地，防护帽保持牢固地连接至配件，使得所述帽不

会由于诸如在运输和操作期间所经受的那些振动或撞击而意外地从配件分离。传统的帽依

靠与密封面的直接接合以维持与配件的牢固连接并将帽保持于其保护位置。然而，该直接

接合会损害密封面的整体性，并进而阻碍使用期间密封面与配对部件形成有效密封的能

力。

[0004] 因此，需要与医疗流体配件一起使用的改进的防护帽，其解决诸如上面讨论的那

些挑战。

发明内容

[0005] 提供一种防护帽的示例性实施方式，该防护帽与构造为从中传输流体的医疗流体

配件一起使用。医疗流体配件包括配合螺纹和密封部，密封部具有密封面，用于与配对部形

成流体密封。防护帽包括具有近端和远端的主体，以及设置在主体上并轴向延伸的帽螺纹。

帽螺纹构造为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用于将防护帽可释放地联接至医疗流体配件。防护帽

还包括锥形接合面，该锥形接合面由帽螺纹限定并相对于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地渐缩。该

锥形接合面构造为摩擦地接触配合螺纹，用于保持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接合。防护

帽构造为在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周向地围绕密封部，使得防护帽的任何部分都不

接触密封面。

[0006] 示例性医疗流体配件组件包括构造为从中传输流体的医疗流体配件。医疗流体配

件包括配合螺纹和密封部，密封部具有密封面以用于与配对部形成流体密封。医疗流体配

件组件还包括构造为保护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面的防护帽。防护帽包括具有近端和远端的

主体，以及设置在主体上并轴向延伸的帽螺纹。帽螺纹构造为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用于将

防护帽可释放地联接至医疗流体配件。防护帽还包括锥形接合面，该锥形接合面由帽螺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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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并相对于主体的纵向轴线轴向地渐缩。锥形接合面构造为摩擦地接触配合螺纹，用于

保持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接合。在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时，防护帽周向地围

绕密封部而不接触密封面。

[0007] 在使用中，提供一种使用防护帽来保护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部的密封面的示例性

方法。密封面构造为与配对部形成流体密封，使得流体可通过该医疗流体配件。该方法包括

将设置于防护帽主体上的帽螺纹布置为与设置于医疗流体配件上的配合螺纹共轴对准。使

帽螺纹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以将防护帽可释放地联接医疗流体配件。使帽螺纹摩擦地接

触配合螺纹，以保持防护帽与医疗流体配件联接接合。使医疗流体配件的密封部被防护帽

周向地围绕，使得防护帽的任何部分都不接触密封面。

[0008] 通过结合附图审阅下述示意实施方式的详细描述，本发明的各附加特征和优点对

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说将变得更加显而易见。

附图说明

[0009] 图1A是示出已知公头医疗流体配件的横截面图；

[0010] 图1B是示出已知母头医疗流体配件的横截面图；

[0011] 图2是示出与公头医疗流体配件组装在一起的公头防护帽的第一实施方式的透视

图；

[0012] 图3是示出图2中的公头防护帽和公头医疗流体配件的透视拆解图；

[0013] 图4是示出图2中的公头防护帽和公头医疗流体配件的侧向拆解图；

[0014] 图5是示出图2中的公头防护帽和公头医疗流体配件的顶向拆解图；

[0015] 图6是沿图2的线6-6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公头防护帽；

[0016] 图7是沿图2的线6-6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公头防护帽与公头医疗流体配件

组装在一起；

[0017] 图8是示出与母头医疗流体配件组装在一起的母头防护帽的第一实施方式的透视

图；

[0018] 图9是示出图8中的母头防护帽和母头医疗流体配件的透视拆解图；

[0019] 图10是沿图8的线10-10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母头防护帽；

[0020] 图11是沿图8的线10-10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母头防护帽与母头医疗流体配

件组装在一起；

[0021] 图12是示出从公头医疗流体配件分离的公头防护帽的第二实施方式的侧视图；

[0022] 图13是沿图12的线13-13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公头防护帽；

[0023] 图14是沿图12的线13-13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公头防护帽与公头医疗流体

配件组装在一起；

[0024] 图15是示出从母头医疗流体配件拆除的母头防护帽的第二实施方式的侧视图；

[0025] 图16是沿图15的线16-16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母头防护帽；

[0026] 图17是沿图15的线16-16所取的横截面图，其示出了母头防护帽与母头医疗流体

配件组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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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参照图2-7，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原理的公头防护帽10的第一示例性实施方式。公头

防护帽10适于与公头医疗流体配件12一起使用，公头医疗流体配件12构造为输送流体从中

穿过。如图2中所示，公头流体配件包括轴环14和从轴环14轴向延伸的杆16。杆16构造为联

接至医疗导管(未示出)，诸如管路，用于与医疗导管形成流体密封，使得流体可穿过导管并

进入流体配件12。杆16可包括锥形部18，用于利于杆插入医疗导管内。杆16可另外包括任意

合适的保持特征部，诸如钩(未示出)，用于保持杆16与医疗导管联接接合。

[0028] 参照图3-5，示出了公头防护帽10和公头流体配件12的其它特征。公头流体配件12

包括沿公头流体配件12的纵向轴线延伸的公头密封部20，以锥形喷嘴状突出的形式示出。

公头密封部20限定密封面22，密封面22以锥形密封面的形式示出，且构造为与配对母头部

件(未示出)形成流体密封。密封面22可例如包括鲁尔锥形或任意其它合适的锥形。在这方

面，尽管公头流体配件12示出为具有锥形密封面22，本领域技术人员将意识到，根据本发明

原理的各种实施方式的公头防护帽可修改为适用于具有不同于锥形密封面的各种类型的

密封面的公头流体配件。

[0029] 公头流体配件12的轴环14周向地围绕公头密封部20，并包括径向内表面24，内表

面24支撑朝密封部20的基面28轴向延伸的螺旋形配合螺纹26(参见图7)。配合螺纹26构造

为螺纹地接合配对部件(未示出)的对应螺纹。另外，配合螺纹26可以是松解螺纹

(overhauling  thread)，其构造为当相反轴向力施加至流体配件12和配对部件时，与配对

部件的对应螺纹解螺纹(de-thread)并分离。轴环14的径向外表面30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夹

紧特征部，以纵向沟槽32的形式示出，用于辅助使用者例如在使用期间夹紧流体配件。

[0030] 根据所示实施方式的公头防护帽10包括基底34和从基底34朝外延伸的翼片36，用

于利于防护帽10相对于公头流体配件12的操纵。基底34的径向外表面38可包括一个或多个

夹紧特征部，以槽口40的形式示出，其可通常对应流体配件12上沟槽32的宽度和深度，并可

辅助使用者在使用期间夹紧防护帽10。

[0031] 如图3-5所示，公头防护帽10的主体42从基底34轴向延伸，并包括近端44和远端

46。近端44包括肩部48，其可包括穿过肩部48径向延伸进入孔52的一个或多个帽通气孔50，

如图6所示，并与流体配件12上形成的一个或多个配件通气孔54协作，这将在下文更加详细

描述。帽主体42包括朝远端46轴向延伸的螺旋帽螺纹56。帽螺纹56构造为螺纹地接合配合

螺纹26，用于将防护帽10与流体配件12可释放地联接。如所示的，帽螺纹56可形成有以螺纹

起点58且以螺纹终点60周向地渐缩的宽度。另外，帽螺纹58可形成有一个或多个切除特征

部62，其可引入以利于在例如制造期间的注塑成型过程中将帽10从模具移除。

[0032] 如下文所述，根据本发明原理的各个实施方式的防护帽包括由帽螺纹的根部或顶

部中的一个限定的锥形接合面。锥形接合面相对于帽主体的纵向轴线螺旋地延伸并轴向地

渐缩，且构造为摩擦地接合医疗流体配件上的对应配合螺纹，用于保持防护帽联接接合医

疗流体配件。在图2-7所示的实施方式中，公头防护帽10的帽螺纹56包括螺纹根部64和螺纹

顶部66、以及由螺纹根部64所限定的锥形接合面68。

[0033] 如图6所最佳示出，公头防护帽10的主体42包括圆柱壁70，其限定从远端46至近端

轴向地延伸并进入基底34的孔52。如上所述，锥形接合面68由帽螺纹56的根部64限定，并相

对于帽主体42的纵向轴线螺旋地延伸，且轴向地渐缩。锥形面68从帽主体42的近端44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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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径渐缩至帽主体42的远端46处的较小直径。在此方面，锥形面68可向近侧延伸超过螺

纹端60直至肩部48。在该实施方式中，由帽螺纹56的顶部66限定的外径沿帽螺纹56的轴向

长度保持基本恒定。因此，由螺纹根部64和螺纹顶部66之间的径向距离限定的帽螺纹56的

螺纹高度向近侧递减。另外，锥形面68可包括远端46上的环形导入特征74，用于利于帽螺纹

56与配合螺纹26的初始螺纹接合，如图7中所示。

[0034] 锥形接合面68相对于帽主体42的纵向轴线向远侧渐缩。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锥形

面68渐缩，具有大约三度到大约六度的夹角锥角(included  taper  angle)，并因此具有大

约1.5度至大约3度的非夹角锥角(non-included  taper  angle)θ，如图6所示。根据本发明

原理的防护帽的其它实施方式，包括这里所示出和描述的那些，还可包括锥形接合面，其相

对于对应帽主体的纵向轴线渐缩，具有大约三度到大约六度的夹角锥角，以及大约1.5度至

大约3度的非夹角锥角θ。

[0035] 如图7中所示，公头防护帽10可以与公头流体配件12可释放地联接，以使得帽主体

42周向地围绕公头密封部20，而不会接触密封面22。这样，防护帽10可遮挡密封面22，以免

与环境因素和条件的非期望接触。更加具体而言，外螺纹帽主体42与内螺纹配件轴环14轴

向地对齐并插入其中，以使得公头密封部20被接纳在帽主体42的孔52内。防护帽10例如使

用翼片36绕其纵向轴线旋转，以使得帽螺纹56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26。如所示，帽主体42的

肩部48可接触轴环14的径向内表面24，以促进防护帽10与流体配件12的轴向对准。

[0036] 随着公头防护帽10旋转进入与公头流体配件12的进一步螺纹接合，帽螺纹56的尾

侧76接合配合螺纹26，以在轴向上朝向公头密封部20的基面28推进帽主体42的远端46。同

时，由帽螺纹56的根部64限定的锥形接合面68在配合螺纹26的螺纹顶部78上施加径向朝外

定向的压缩力，并且由此摩擦地接触配合螺纹26的螺纹顶部78。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如所

示，帽螺纹56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接触配合螺纹26的螺纹根部80，从而在帽螺纹56的顶部66

和配合螺纹26的根部80之间形成径向间隙。由锥形面68、例如其近侧部82施加在配合螺纹

26上的径向压缩力随着帽螺纹56和配合螺纹26的螺纹接合的增加而逐渐地增加。

[0037] 在此方面，在帽螺纹56和配合螺纹26之间产生了过盈配合，进而保持防护帽10与

流体配件12联接接合。因此，虽然如上所述配合螺纹26可以是松解型螺纹，但配合螺纹26和

帽螺纹56之间的螺纹接合可以是非松解型接合。因此，在防护帽10和流体配件12上施加相

反轴向力时，公头防护帽10和母头流体配件12不会解螺纹并从彼此分离。

[0038] 如图7所示，公头流体配件12包括穿过公头密封部20延伸的第一孔84以及穿过杆

16延伸的第二孔86，第一和第二孔84、86以流体连通方式连接，以限定用于传输流体的流体

流路。在一个实施方式中，设置在帽主体42上的帽通气孔50可穿过肩部48延伸并径向渐缩，

并可布置成与帽孔52流体连通。因此，在防护帽10联接流体配件12时，如图7所示，帽通气孔

50定位成在一侧与流体流路流体连通，且在另一侧通过配件通气孔54(参见图3-5)与大气

环境流体连通。这样，驻留在流体流路内的气体可通过帽通气孔50和配件通气孔54释放至

大气环境。

[0039] 参照图8-11，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原理的母头防护帽90的第一示例性实施方式。母

头防护帽90适于与母头医疗流体配件92一起使用，母头医疗流体配件92构造为输送流体从

中穿过。如图8和9中所示，母头流体配件92包括基底94和从基底94轴向延伸的杆96。基底94

的径向外表面97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夹紧特征部，以槽口98的形式示出，用于在使用期间辅

说　明　书 4/7 页

8

CN 105641803 B

8



助使用者夹紧流体配件92。杆96构造为联接至医疗导管(未示出)，诸如管路，用于与医疗导

管形成流体密封，以使得流体可穿过导管并进入流体配件。杆96可包括钩100，用于保持杆

96与医疗导管联接接合，并与导管形成流体密封。

[0040] 如图9和11中最佳示出的，母头流体配件92包括从基底94轴向地延伸的母头密封

部102。母头密封部102包括环形壁104和配合凹槽106，配合凹槽106沿流体配件92的纵向轴

线延伸，并限定以锥形密封面的形式示出的密封面108。密封面108构造为与配对公头部件

(未示出)形成流体密封，并可例如包括鲁尔锥形或任意其它合适的锥形。如上关于图2-7的

公头流体配件12所描述的，根据本发明原理的各种实施方式的母头防护帽可调节为适用于

具有不同于锥形密封面的各种类型的密封面的母头流体配件。

[0041] 母头密封部102的环形壁104的径向外部包括轴向延伸的螺旋配合螺纹110。配合

螺纹110构造为螺纹地接合配对部件(未示出)的对应螺纹。另外，配合螺纹110可以是松解

型螺纹，构造为当相反轴向力施加至流体配件12和配对部件时与配对部件的对应螺纹解螺

纹并分离。

[0042] 如图9和10中所示，母头防护帽90包括具有近端114和远端116的主体90。主体112

包括环形壁118，环形壁118在近端114处与端壁120整体地形成，并限定沿主体112的纵向轴

线延伸的帽插口122。环形壁118的径向内表面124支撑从远端116朝近端114轴向地延伸的

螺旋帽螺纹126。如所示，帽螺纹126可例如延伸至端壁120。帽螺纹126构造为螺纹地接合配

合螺纹110，用于可释放地联接母头防护帽90和母头流体配件92，如下文更加详细地描述。

在此方面，帽主体112的径向外表面128可包括一个或多个夹紧特征部，以纵向沟槽130的形

式示出，用于在将帽90联接流体配件92时辅助使用者夹紧防护帽90，如下文更加详细地描

述。

[0043] 在所示的实施方式中，母头防护帽90的帽螺纹126包括螺纹根部132、螺纹顶部134

以及由螺纹根部132所限定的锥形接合面136。锥形接合面136相对于主体112的纵向轴线螺

旋地延伸且向近侧变细。如所示，锥形面136从帽主体112的远端116处的大直径渐缩至帽主

体112的近端114处的较小直径。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由帽螺纹126的顶部134限定的内径沿

帽螺纹126的轴向长度保持基本恒定。因此，由螺纹根部132和螺纹顶部134之间的径向距离

限定的帽螺纹126的螺纹高度向近侧递减。

[0044] 类似于图2-7的公头防护帽10的锥形接合面68，母头防护帽90的锥形接合面136可

以以相对于帽主体112的纵向轴线的大约三度到大约六度的夹角锥角渐缩。因此，如图10所

示，锥形接合面136可以以相对于帽主体112的大约1.5度至大约3度的非夹角锥角θ渐缩。

[0045] 如图11中所示，母头防护帽90可释放地联接母头流体配件92，以使得帽主体112周

向地围绕母头密封部102而不会接触密封面108。更加具体而言，内螺纹帽主体112与被接纳

在帽插口122中的外螺纹母头密封部102共轴地对齐。防护帽90然后例如借助于沟槽130绕

其纵向轴线旋转，以使得帽螺纹126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110。

[0046] 随着母头防护帽90旋转进入与母头流体配件92的进一步螺纹接合，帽螺纹126的

尾侧137接合配合螺纹110，以在轴向上朝向母头流体配件92的基底94推进帽主体112的远

端116。同时，与上述类似，由帽螺纹126的根部132限定的锥形接合面136在配合螺纹110的

螺纹顶部138上施加径向朝内定向的压缩力，并进而摩擦地接触配合螺纹110的螺纹顶部

138。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如所示，帽螺纹126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接触配合螺纹110的螺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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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140，从而在帽螺纹的顶部134和配合螺纹110的根部140之间形成径向间隙。由锥形面

136、例如由其近侧部142施加在配合螺纹110上的径向压缩力随着帽螺纹126和配合螺纹

110的螺纹接合的增加而逐渐地增加。

[0047] 在此方面，在帽螺纹126和配合螺纹110之间产生了过盈配合，进而保持母头防护

帽90与母头流体配件92联接接合。因此，尽管配合螺纹110可以是松解型螺纹，如上所述，配

合螺纹110和帽螺纹126之间的螺纹接合可以是非松解型接合。因此，在防护帽90和流体配

件92上施加相反轴向力时，母头防护帽90和母头流体配件92不会解螺纹并从彼此分离。

[0048] 总之，如上结合图2-11所描述的是第一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公头和母头防护帽10、

90，每个包括由对应帽螺纹56、126的根部64、132限定的锥形接合面68、136。现在结合图12-

17描述第二示例性实施方式的公头和母头防护帽10a、90a，每个包括由对应帽螺纹56a、

126a的根部66a、134a限定的锥形接合面68a、136a。

[0049] 参照图12-14，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原理的公头防护帽10a的第二示例性实施方式，

其中相似的附图标记指代与图2-7中所示的相似的特征。公头防护帽10a可例如适于与公头

医疗流体配件12一起使用。如上所述，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意识到的是，公头防护帽10a可以

修改为适于与具有各种类型的密封面、包括锥形密封面的公头医疗流体配件一起使用。

[0050] 如图12和13中所示，公头防护帽10a的主体42a包括螺旋帽螺纹56a，螺旋帽螺纹

56a具有螺纹根部64a、螺纹顶部66a、以及由螺纹顶部66a限定的锥形接合面68a。由帽螺纹

56a的顶部66a限定的外径向近侧增加，而由帽螺纹56a的根部64a限定的直径沿帽螺纹56a

的轴向长度保持基本恒定。因此，由螺纹根部64a和螺纹顶部66a之间的径向距离限定的帽

螺纹56a的螺纹高度向近侧递增。

[0051] 类似于图2-7所示的公头帽10，公头帽10a的锥形接合面68a相对于帽主体42a的纵

向轴线向远侧渐缩。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锥形面68a以大约三度到大约六度的夹角锥角以及

大约1.5度至大约3度的非夹角锥角θ渐缩，如图13所示。

[0052] 如图14中所示，公头防护帽10a可以可释放地联接到公头流体配件12，以使得帽主

体42a周向地围绕公头密封部20而不会接触密封面22。在此方面，公头帽10a可以类似于上

述关于图7中所示的公头帽10的方式与公头流体配件12共轴地对准并联接，从而使得帽螺

纹56a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26。

[0053] 在图14所示的实施方式中，随着公头防护帽10a旋转进入与公头流体配件12的进

一步螺纹接合，由帽螺纹56a的顶部66a限定的锥形接合面68a在配合螺纹26的根部80上施

加径向朝外定向的压缩力，并进而摩擦地接触配合螺纹26的根部80。在一个实施方式中，如

所示，帽螺纹56a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接触配合螺纹26的顶部78，从而在帽螺纹56a的根部64a

和配合螺纹26的顶部78之间形成径向间隙。由锥形面68a、例如由其近侧部82a施加在配合

螺纹26上的径向压缩力随着帽螺纹56a和配合螺纹26的螺纹接合的增加而逐渐地增加。在

此方面，在帽螺纹56a和配合螺纹26之间产生了过盈配合，进而保持防护帽10a与流体配件

12联接接合。

[0054] 参照图15-17，示出了根据本发明原理的母头防护帽90a的第二示例性实施方式，

其中相似的附图标记指代图8-11中所示的相似的特征。母头防护帽90a可例如适于与母头

医疗流体配件92一起使用。如上所述，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意识到的是，母头防护帽90a可以

修改为适于与具有各种类型的密封面、包括锥形密封面的母头医疗流体配件一起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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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如图15和16中所示，母头防护帽90a的主体112a包括具有径向内表面124a的环形

壁118a，该径向内表面124a支撑螺旋帽螺纹126a。帽螺纹126a包括螺纹根部132a、螺纹顶部

134a以及由螺纹顶部134a限定的锥形接合面136a。锥形面136a从帽主体112a远端处116a的

大直径渐缩至帽主体112a的近端114a处的较小直径。在一个实施方式中，由螺纹根部132a

限定的内径沿帽螺纹126a的轴向长度保持基本恒定。因此，由螺纹根部132a和螺纹顶部

134a之间的径向距离限定的帽螺纹126a的螺纹高度向近侧递增。

[0056] 类似于图8-11所示的母头防护帽90的锥形接合面136，母头防护帽90a的锥形接合

面136a相对于帽主体112a的纵向轴线向近侧渐缩。在一个实施方式中，锥形面136以大约三

度到大约六度的夹角锥角且以大约1.5度至大约3度的非夹角锥角θ渐缩，如图16中所示。

[0057] 如图17中所示，母头防护帽90a可以可释放地联接母头流体配件92，以使得帽主体

112a周向地围绕母头密封部102而不会接触密封面108。在此方面，母头帽90a可以类似于上

述关于图11中所示的母头帽90的方式与母头流体配件92共轴地对准并联接，从而使得帽螺

纹126a螺纹地接合配合螺纹110。

[0058] 在图17所示的实施方式中，随着母头防护帽90a旋转进入与母头流体配件92的进

一步螺纹接合，由帽螺纹126a的顶部134a限定的锥形接合面136a在配合螺纹110的根部140

上施加径向朝内定向的压缩力，并进而摩擦地接触配合螺纹110的根部140。在一个实施方

式中，如所示，帽螺纹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接触配合螺纹的顶部138，从而在帽螺纹126a的根

部132a和配合螺纹110的顶部138之间形成径向间隙。由锥形面136a、例如由其近侧部142a

施加在配合螺纹110上的径向压缩力随着帽螺纹126a和配合螺纹110的螺纹接合的增加而

逐渐地增加。在此方面，在帽螺纹126a和配合螺纹110之间产生了过盈配合，进而保持母头

防护帽90a与母头流体配件92联接接合。

[0059] 尽管已经通过具体实施方式的描述对本发明进行说明，以及尽管已经相当详细地

描述各个实施方式，但这不旨在限制或以任何方式限定所附权利要求的范围到该细节。这

里所述的各个特征可单独地或以任意组合地使用。其它优势和修改对于本领域技术人员将

变得显而易见。以其更宽方面的本发明因此不限于所示和所描述的具体细节、代表装置和

方法及示意性示例。因此，在不偏离总体发明构思的范围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该细节做

出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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