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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新方法和自夹紧卡扣构造，用

于改进由玻璃纤维增强的聚合树脂制成的中空

管型材的生产。连续的中空型材由两个或更多个

组装在一起的非中空拉挤轨道构成。具体地，每

条轨道均可以形成有沿着轨道的整个长度延伸

的卡扣构件。卡扣结构是自夹紧的，以允许轨道

以粘合剂的方式结合，而同时又无需在组装期间

使用外部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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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细长卡扣管组件，所述细长卡扣管组件包括：

细长的第一轨道，所述第一轨道具有沿其长度延伸的凸形卡扣构件；和

细长的第二轨道，所述第二轨道具有沿其长度延伸的凹形卡扣构件；

其中，所述第一轨道和所述第二轨道卡扣在一起形成中空管；

其中，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具有沿其长度延伸的槽；

其中，所述凹形卡扣构件具有第一支腿和第二支腿；

其中，所述凸形卡扣构件被接收在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一支腿和第二支腿之间；

其中，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一支腿是柔性的并包括脚部；和

其中，所述脚部被接收在所述凸形卡扣构件的槽中并施加将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和所述

凹形卡扣构件拉在一起的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细长卡扣管组件，其中，当在横截面中观察时，所述第一轨道

和第二轨道具有非中空轮廓。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细长卡扣管组件，其中，所述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由纤维增强

聚合物制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细长卡扣管组件，其中，所述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由纤维增强

聚氨酯制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细长卡扣管组件，其中，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包括至少一个凹陷

部，当所述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卡扣在一起时，所述凹陷部位于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二

支腿的远端附近，并且其中，所述细长卡扣管组件还包括位于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和所述凹

形卡扣构件之间的粘合剂。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细长卡扣管组件，其中，当所述第一轨道和第二轨道卡扣在一

起时，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限定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一支腿和所述凸形卡

扣构件之间的第一间隙以及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二支腿和所述凸形卡扣构件之间的第

二间隙，并且其中，所述第一间隙和第二间隙包含粘合剂。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细长卡扣管组件，其中，所述第二间隙包括硬化的粘合剂塞，

所述硬化的粘合剂塞构造成防止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分离。

8.一种细长卡扣管组件，所述细长卡扣管组件包括：

多条细长轨道，每条细长轨道均具有沿其长度延伸的至少一个凸形卡扣构件或凹形卡

扣构件；

其中，所述多条细长轨道卡扣在一起以形成管；

其中，每个凸形卡扣构件包括沿其长度延伸的槽；

其中，每个凹形卡扣构件均具有第一支腿和第二支腿；

其中，每个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一支腿是柔性的并包括沿其长度延伸的脚部；和

其中，每个凹形卡扣构件的脚部被接收在相应的凸形卡扣构件的槽中并施加将相应的

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拉到一起的力。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细长卡扣管组件，其中，所述多条细长轨道由纤维增强聚合物

制成。

10.一种卡扣结构，所述卡扣结构包括：

凸形卡扣构件，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在第一侧具有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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凹形卡扣构件，所述凹形卡扣构件包括第二支腿和柔性的第一支腿，所述第一支腿包

括突出的脚部；

其中，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一支腿和第二支腿限定一个开口；

其中，通过偏转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柔性的第一支腿，将所述凸形卡扣构件接收在所

述开口内；

其中，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突出的脚部位于所述凸形卡扣构件的槽内，并且由于所述

柔性的第一支腿的偏转而施加夹紧力；和

其中，所述夹紧力将所述凸形卡扣构件拉入所述开口中。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卡扣结构，其中，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二支腿和所述凸形

卡扣构件的第二侧在其间限定了内部空间袋状部，所述内部空间袋状部构造成容纳粘合

剂。

12.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卡扣结构，其中，所述凸形卡扣构件沿第一方向被接收在所

述凹形卡扣构件的开口内，其中，所述凸形卡扣构件的槽包括既不平行也不垂直于所述第

一方向的成角度表面，并且其中，所述凹形卡扣构件的突出的脚部对所述凸形卡扣构件的

成角度表面施加夹紧力。

13.一种制造管组件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拉挤至少一条具有凸形卡扣构件的细长轨道，所述凸形卡扣构件沿所述具有凸形卡扣

构件的细长轨道的长度延伸，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具有带成角度表面的槽；

拉挤至少一条具有凹形卡扣构件的细长轨道，所述凹形卡扣构件沿所述具有凹形卡扣

构件的细长轨道的长度延伸，所述凹形卡扣构件包括第一支腿和第二支腿，所述第一支腿

是柔性的并且具有突出的脚部，所述脚部构造成被接收在相应的凸形卡扣构件的槽内并在

所述槽的成角度表面上施加力；和

将细长轨道中的每一条卡扣在一起以形成中空管组件。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每条细长轨道均由纤维增强聚合物制成。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还包括在将细长轨道中的每一条卡扣在一起的步骤

之前，将粘合剂施加到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和所述凹形卡扣构件中的至少一个上的步骤。

1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通过将所述凸形卡扣构件沿第一方向插入所述

凹形卡扣构件的第一支腿和第二支腿之间，将具有凸形卡扣构件的细长轨道与具有凹形卡

扣构件的细长轨道卡扣在一起，其中，所述凸形卡扣构件的槽的成角度表面既不平行也不

垂直于所述第一方向。

17.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方法，其中，拉挤至少一条具有凸形卡扣构件的细长轨道的

步骤和拉挤至少一条具有凹形卡扣构件的细长轨道的步骤同时进行，并且其中，在拉挤至

少一个具有凸形卡扣构件的细长轨道的步骤和拉挤至少一条具有凹形卡扣构件的细长轨

道的步骤仍在进行时，启动将所述细长轨道中的每一条卡扣在一起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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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扣在一起的管组件和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使用热固拉挤成型技术制造中空管型材。本发明特别有利于生产由玻

璃纤维增强的聚合树脂制成的中空管型材。

背景技术

[0002] 在许多应用(包括制造窗框和门框)中，期望基于拉挤玻璃纤维型材有利的强度、

热和材料特性来使用具有一个或多个中空腔的拉挤玻璃纤维型材。然而，对于拉挤基于纤

维增强聚合物的型材的当前方法存在明显制造限制，特别是当使用聚氨酯树脂时。为了拉

挤具有中空腔的连续型材，拉挤成型成套工具需要仅在拉挤成型工艺的开始阶段得到支撑

的细长芯轴。与非中空型材的生产相比，这存在许多技术难题和成本劣势。与非芯轴成套工

具相比，芯轴成套工具的设计、制造和设置需要更长的时间，从而成本增加40％﹣100％。芯

轴成套工具的产量可能会减少50％﹣75％，这是因为必须降低线速度以减少热量控制。此

外，由于芯轴在加工过程中固化和收缩，因此芯轴施加在零件上的拖曳力可能会使工艺拉

拔器上的应变增加5到10倍。但最重要的是，由于只在成套工具输入端(通常为90到100英寸

长)的前10英寸处支撑芯轴，因此芯轴会承受大幅弯曲并且在液压压力的影响下向下游移

动80英寸到90英寸。芯轴的这种弯曲和运动使过程不稳定，这不利地影响壁厚度的一致性

和中空型材的一体式尺寸稳定性。因此，拉挤中空型材通常具有比非芯轴/非中空型材更低

的部件质量和一致性。

[0003] 因此，需要一种用于生产细长中空型材的改进方法。特别是需要一种改进的方法

来使用连续拉挤成型工艺制造细长的玻璃纤维管。

发明内容

[0004] 根据本发明，连续中空型材由两个或更多个组装在一起的非中空拉挤轨道构成。

具体地，每条轨道均可以形成有沿着轨道的整个长度延伸的卡扣构件。使用这种卡扣配合

布置方案，两个或更多个非中空轨道可沿其长度固定在一起以形成复杂的形状，所述形状

包括复杂的中空形状，其具有与由其他材料形成的一体式框架相当的强度。

[0005] 中空型材的强度和可制造性受到卡扣装置的结构的影响。根据第一方面，凸形卡

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具有配合特征，所述配合特征当卡扣在一起时不仅防止轨道被拉

开，而且还提供将轨道拉到一起的夹紧力。该特征确保如果在将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

构件组装在一起之前在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之间施加粘合剂，则粘合剂将设立而

不需要额外的或外部的夹具来将轨道紧紧保持在一起。凸形构件和凹形构件之间的夹紧力

由凸形构件和凹形构件中的一个或两个上的一个或多个倾斜表面产生。具体地，凸形构件

或凹形构件的弹性变形产生施加在另一个卡扣构件上的法向力。当该力施加在成角度表面

上时，它产生沿接合方向的分力，该分力迫使凸形构件进一步进入凹形构件，从而将它们夹

紧在一起。

[0006] 根据第二方面，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的尺寸精确，使得当完全组装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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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时，每个构件的至少一个外表面与另一构件的外表面齐平。自夹紧功能与这种自对准功

能相结合确保了卡扣构件之间的连接非常紧密，从而使其具有单个一体式件的外观。

[0007] 根据第三方面，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协同设计，使得当完全组装在一起

时，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在它们之间保持小的空间袋状部，多余的粘合剂可

以积聚在空间袋状部中而不是从卡扣之间挤出到外部。这消除了去除外表面上多余粘合剂

的需要，这提供了更接近于一体式件而不是两件式组件的更整洁外观。

附图说明

[0008] 图1示出了细长的一体式中空管的横截面；

[0009]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自夹式卡扣管的一个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0] 图3是组装前的卡扣管的第二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1] 图4示出了组装后的图3的卡扣管；

[0012] 图5是在组装之前的卡扣管的第三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3] 图6是卡扣管组件的第四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4] 图7是根据本发明的卡扣构件的第一实施例的剖视图；

[0015] 图8是根据本发明的卡扣构件的第二实施例的剖视图；和

[0016] 图9是根据本发明的卡扣构件的第三实施例的剖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已知如图1所示的一体式中空管型材。细长管可具有如图所示的方形横截面、圆形

横截面或任何复杂的中空轮廓。中空型材可以通过挤出、拉挤成型或其他已知的制造工艺

制造而成。另外，中空管型材可以由多种已知的建筑材料中的任何一种制成。然而，使用拉

挤成型生产纤维增强的中空型材存在制造障碍。本发明通过如下方法克服了这些障碍：拉

挤纤维增强的非中空轨道，然后可以将它们组装成复杂的中空形状，所述复杂的中空形状

具有与一体式部件相同的强度和稳定性。

[0018] 图2描绘了根据本发明一个实施例的细长卡扣管10的横截面。中空管由细长的第

一轨道12和细长的第二轨道14形成。第一轨道12分别形成有凸形卡扣构件16和凹形卡扣构

件18，所述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16和18沿着轨道的整个长度延伸。第二轨道14同

样具有沿轨道的整个长度延伸的凸形卡扣构件20和凹形卡扣构件22，所述第二轨道14与第

一轨道12相同并且可以使用与第一轨道相同的拉挤成型成套工具制造。当第一轨道12和第

二轨道14配合在一起时，形成细长的中空管结构。当然，图2中所示的方管仅是一个实施例。

如图3﹣6所示，可以使用该方法形成其他中空型材，包括复杂的中空形状。

[0019] 尽管图2中所示的实施例由两个相同的轨道构成、且每个轨道都具有凸形构件和

凹形构件，但是在其他实施例中，如图3和4所示，每个非中空轨道可以仅具有凸形构件或仅

具有凹形构件。另外，在现在示出的其他实施例中，中空型材可以由三个或更多个连接在一

起的轨道形成。

[0020] 优选地，每个轨道构件通过连续拉挤成型工艺形成，所述连续拉挤成型工艺将玻

璃纤维连续股线或垫包封在聚合树脂(例如聚氨酯、聚酯、乙烯基酯或环氧树脂)内。如本文

所用，“玻璃纤维”不仅包括玻璃纤维，还包括碳纤维、玄武岩纤维和其他增强纤维，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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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lar。其他材料和制造工艺也可用于生产非中空轨道。根据一个实施例，两个或更多条轨

道构件可以同时拉挤出来并以连续直线方式卡扣在一起，同时拉挤成型正在进行以产生成

品或接近完成的中空管组件。

[0021] 根据功能规范所要求的结构完整性水平，可以在有粘合剂的情况下或没有粘合剂

的情况下完成卡扣轨道的组装。然而，无论是否使用粘合剂，组装的卡扣管必须起到一个中

空形状的作用，这需要在卡扣接头上具有显着的强度和稳定性。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采

用新的卡扣几何形状，以提供足够的强度和其他有价值的益处。

[0022] 参见图7﹣9，公开了三种卡扣构造。每个卡扣构造均包括配合的凸形构件和凹形构

件。参见图7和9，凹形构件是柔性的并且必须弹性变形以与凸形构件接合。参见图8，凸形构

件是柔性的并且弹性地偏转以与凹形构件接合。

[0023] 参照图7，凸形卡扣构件30沿一侧具有槽32，所述槽32提供成角度的表面，原因如

下所述。在图7所示的实施例中，槽32是沿着凸形卡扣构件30的长度延伸的圆形凹部。在未

示出的其他实施例中，槽32可以是具有平坦侧边的有角度形状。然而，在每个实施例中，槽

32提供成角度表面，该表面既不垂直也不平行于从凸形卡扣构件的基部延伸到末端的轴

线。另外，成角度表面既不垂直也不平行于一个凸形卡扣构件30插入凹形卡扣构件40的方

向。

[0024] 凹形卡扣构件40具有两条支腿：用于对准两个组装的轨道的外表面的直对准支腿

42；包括接收在凸形卡扣构件的槽32中的脚部46的压缩支腿44。当凹形卡扣构件44的压缩

支腿44压入凸形卡扣构件30时，压缩支腿产生将相关的轨道拉到一起的夹紧力。具体地，压

缩支腿44的弹性变形导致由脚部46施加在槽32中的法向力。当该力施加在槽32中的成角度

表面上时，该力产生沿着接合方向的分力，该分力促使凸形卡扣构件30进一步进入凹形卡

扣构件40，从而将它们夹在一起。新型卡扣几何结构的这种自动夹紧特征使得当在卡扣接

头中使用粘合剂时的制造过程中无需额外的外部夹紧。

[0025] 仍然参考图7，第一间隙48和第二间隙50设置在凸形卡扣构件和凹形卡扣构件之

间，即使在完全组装时也是如此，多余的粘合剂可以积聚而不是从卡扣部之间挤出到外部。

这提供了接近一体式件而不是两件式组件的更整洁外观。在一些实施例中，可以仅使用单

个间隙。在其他实施例中，可以使用两个以上的间隙。如图7所示，至少一个间隙可以设置成

紧邻凹形卡扣构件的直对准支腿42、在粘合剂最可能被迫离开接头的位置处。

[0026] 现在参照图9，根据另一个实施例，凸形卡扣构件60和凹形卡扣构件62在它们接合

时限定内部空间64。当该空间被任何会硬化的物质(例如粘合剂)填充时，它将形成楔形物

或塞子，使得接头或多或少地永久连接。该构造相对于仅粘附在一起的接头提供了额外的

机械强度和保持力。

[0027] 已经详细描述了本发明并参考了其优选实施例，显而易见的是，在不脱离由所附

权利要求限定的本发明的范围的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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