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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

(57)摘要

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包括：接收离合器，所

述接收离合器具有围绕其颈部的螺旋凹槽；和锁

定离合器组件，所述锁定离合器组件具有一起转

动的第一环形构件和第二环形构件。锁定销从第

二环形构件径向地延伸，并随着接收离合器转动

而延伸进入螺旋凹槽中且朝接收离合器拉动锁

定离合器组件。多个驱动销从第一环形构件轴向

地延伸并且在锁定销位于螺旋凹槽的端部处时

接合接收离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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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特征在于，该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包括：

接收离合器，所述接收离合器是能够转动的并且具有颈部，所述颈部具有围绕所述颈

部的螺旋凹槽；螺旋凹槽具有第一端部和第二端部；

锁定离合器组件，所述锁定离合器组件具有一起转动的第一环形构件和第二环形构

件；

锁定销，所述锁定销从第二环形构件径向地延伸，并且随着接收离合器转动，所述锁定

销延伸进入螺旋凹槽的第一端部中并朝接收离合器拉动锁定离合器组件，直到锁定销位于

螺旋凹槽的第二端部中；和

多个驱动销，所述多个驱动销从第一环形构件轴向地延伸并且在锁定销位于螺旋凹槽

的第二端部中时接合接收离合器。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位于接收离合器上的基部，所述基部具有与所述多个驱动销对应的多个坡道；和

孔，所述孔位于每个坡道的底部处以用于保持驱动销中的一个。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弹簧，所述弹簧将锁定销推入螺旋凹槽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释放按钮，所述释放按钮连接到锁定销以将锁定销拉出螺旋凹槽。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狭槽，所述狭槽位于螺旋凹槽的第二端部处并且尺寸形成为接收锁定销。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中：

螺旋凹槽的第一端部比螺旋凹槽的第二端部宽。

7.一种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特征在于，该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包括：

接收离合器，所述接收离合器具有颈部和基部，所述颈部具有带有螺旋凹槽的外表面，

所述基部具有多个接收孔；和

锁定离合器组件，所述锁定离合器组件包括：

向内延伸的锁定销，随着接收离合器转动，所述向内延伸的锁定销进入螺旋凹槽和沿

着螺旋凹槽并且朝所述基部轴向地拉动锁定离合器组件；和

多个驱动销，所述多个驱动销进入接收孔中以将锁定离合器组件可转动地接合到接收

离合器。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在锁定离合器组件上的至少一个弹簧，所述至少一个弹簧将驱动销推入接收孔中。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从所述基部到每个接收孔中的多个坡道。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中：

锁定离合器组件包括第一环形构件和可转动地接合到所述第一环形构件的第二环形

构件。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在螺旋凹槽中的狭槽，当驱动销进入接收孔中时，所述狭槽接合锁定销。

12.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进一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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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述基部上的升高表面，在驱动销到达接收孔之前，在接收离合器的转动过程中，所

述升高表面与驱动销中的一个接触。

13.一种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特征在于，该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包括：

锁定离合器组件和接收离合器；

位于锁定离合器组件上的锁定销；

位于接收离合器上的螺旋凹槽，所述螺旋凹槽在接收离合器的转动过程中引导锁定销

并且将锁定离合器组件拉动到接收离合器上；和

位于锁定离合器组件上的多个轴向延伸的驱动销，所述多个轴向延伸的驱动销被定位

成进入接收离合器中的多个接收孔中。

14.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中：

所述锁定销被弹簧偏置进入螺旋凹槽中。

15.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中：

轴向延伸的驱动销被弹簧偏置进入接收孔中。

16.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中：

螺旋凹槽具有宽的第一端部和较窄的第二端部。

17.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中：

锁定离合器组件包括通过花键接合到一起的第一环形构件和第二环形构件。

18.根据权利要求13所述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其中：

每个接收孔都位于坡道的底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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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总体上涉及拖拉机动力输出装置和农业机具之间的联接器装置，并且具体

地涉及用于将动力输出装置联接到后安装式机具的驱动轴的快速连接联接器。

背景技术

[0002] 拖拉机可以配置有将转动动力从发动机传输到机具的动力输出装置(PTO)。PTO轴

的最常见的位置是位于拖拉机的后部，但是一些拖拉机具有位于其它位置处的辅助PTO轴。

PTO轴的转动方向、转动速度、近似位置和精确尺寸被不同制造商标准化，以提供在多个机

具上的动力轴之间互换的能力。PTO轴通常地以540rpm、1000rpm、2100rpm或超过一个速度

的速度转动。

[0003] 为将PTO接合到后安装式机具的轴或驱动系，PTO可以具有伸缩能力。在拖拉机在

适当位置处之后，拖拉机操作员可以手动地延伸伸缩PTO并且使用多个联接器装置以将PTO

联接到机具动力轴。这要求从拖拉机的座位或操作员站下来，并且将动力输出装置手动地

联接到机具可能是十分耗时的。将拖拉机PTO联接到机具的驱动系还可能是困难的和脏的。

[0004] 过去，使用传输转动动力的花键，以及固定被联接的部件和抵抗推力载荷的额外

的保持器，PTO已经被联接到机具驱动系。经常难以发现驱动系的凹花键和拖拉机PTO的凸

花键之间的正确对准。有时需要操作员转动机具驱动系直到正确对准被建立。

[0005] 在正确对准实现之后，操作员仍然必须阻止驱动系锁定特征，直到机具轴或驱动

系到位。可能难以操作反锁特征或转动机具驱动系以在PTO和机具轴之间获得正确对准。

[0006] 存在对于用于将拖拉机上的PTO联接到机具的轴或驱动系的改进设备和方法的需

要。当将拖拉机PTO钩到机具的轴时，需要提供更大的操作员安全性和使用简易性。需要一

种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所述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与拖拉机上的标准PTO驱动轴和多

个不同机具上的标准轴或驱动系一起使用。还需要一种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所述自对准

驱动轴联接器不要求诸如为电力、液压力或气动力之类的任何外部能量源。

发明内容

[0007] 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包括接收离合器，所述接收离合器具有带有螺旋凹槽的颈部

和包括多个接收孔的基部。锁定离合器组件包括：向内延伸的锁定销，随着接收离合器转

动，所述向内延伸的锁定销进入螺旋凹槽和沿着螺旋凹槽并且朝基部轴向地拉动锁定离合

器组件；和多个驱动销，所述多个驱动销进入接收孔以将锁定离合器组件可转动地接合到

接收离合器。

[0008] 当将拖拉机PTO钩到机具的轴时，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提供较大的操作员安全性

和使用简易性。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与拖拉机上的标准PTO驱动轴和多个不同机具上

的标准轴或驱动系一起使用。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还不要求诸如电力、液压力或气动力之

类的任何外部能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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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9]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具有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的小型和/或紧凑拖

拉机的透视图。

[0010] 图2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连接之前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的透视图。

[0011] 图3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在初始连接过程中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的部

分截面透视图。

[0012] 图4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在随后连接过程中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的透

视图。

[0013] 图5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例的连接后的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的部分截面透视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如图1-5所示，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100可以用于将拖拉机PTO连接到后安装式机

具的驱动系或轴。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包括安装和固定到拖拉机PTO输出轴104的接收

离合器102。该接收离合器可以包括具有内花键108的颈部106，内花键108围绕标准的拖拉

机PTO输出轴上的外花键110装配并接合外花键110。该颈部可以与基部或凸缘112成为一

体。该颈部的外端部114可以具有未延伸超过拖拉机PTO输出轴的端部的倾斜唇缘。使用插

入通过颈部中的径向孔118和拖拉机PTO输出轴中的对应孔的销116，接收离合器可以固定

到拖拉机PTO输出轴。其它类似的装置可以用于将接收离合器轴向地固定到拖拉机PTO输出

轴。

[0015] 在一个实施例中，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包括围绕颈部106的外圆周表面延伸

至360°或延伸约360°的螺旋凹槽120。螺旋凹槽可以在颈部的外端部114附近具有宽的第一

端部122，并且可以围绕颈部的外圆周朝基部或凸缘112成螺旋形。螺旋凹槽可以向下逐渐

变细成较窄的第二端部124，并且可以端接在外端部114和基部或凸缘112之间。在螺旋凹槽

的第二端部处或附近，径向狭槽126的尺寸可以形成为接收锁定销128。

[0016] 在一个实施例中，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包括在机具上的锁定离合器组件130，

其包括第一环形构件132和第二环形构件134。第一环形构件和第二环形构件可以与内花键

或齿136和外花键或齿138滑动地接合到一起以用于一起转动，并且还可以被卡环158轴向

地保持到一起。第二环形构件可以固定到机具驱动系，此处被示出为被焊接到一起或铸造

以与万向接头140一起形成一体式部件。

[0017] 在一个实施例中，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包括锁定销128，所述锁定销128可滑

动地安装在第二环形构件134中的径向孔142中。通过拿起锁定离合器组件130并且使锁定

离合器组件130轴向地滑动到接收离合器102上，操作员可以开始连接自对准驱动轴联接

器。操作员可以移动锁定离合器组件足够远，以在颈部106的外端部114处的倾斜唇缘上滑

动锁定销128，并且使锁定销128滑入螺旋凹槽120的宽的第一端部122中，如图3所示。或者，

使用释放按钮或操纵杆156，操作员可以使锁定销128缩回，直到锁定销到达螺旋凹槽120。

弹簧144可以围绕锁定销安装并且可以将锁定销径向地推动进入螺旋凹槽的宽的第一端部

中。然后操作员可以操作拖拉机以转动PTO输出轴104。随着PTO输出轴转动达到约360°或一

个完整的转动，螺旋凹槽120拉动锁定销128和锁定组件130，进一步将锁定销128和锁定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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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器组件130拉动到接收离合器102上。

[0018] 在一个实施例中，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包括多个驱动销146，所述多个驱动销

从第一环形构件132朝接收离合器102轴向地突出。例如，第一环形构件可以具有五个驱动

销。如图3所示，尽管锁定销128位于螺旋凹槽的宽的第一端部中，但是驱动销可以与接收离

合器的基部或凸缘112隔开。随着拖拉机PTO输出轴转动，螺旋凹槽将锁定销和锁定离合器

组件进一步地拉动到接收离合器上。第一环形构件和第二环形构件轴向地朝接收离合器行

进。在一部分转动(例如，约60°)之后，第一环形构件可以停止轴向地前进，直到驱动销146

到达和接触基部或凸缘112。可选地，如图4所示，驱动销146中的一个可以接触基部或凸缘

上的升高部148，同时其他驱动销可以保持与基部或凸缘隔开。

[0019] 在一个实施例中，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包括多个坡道150，在每个坡道的底端

处具有接收孔152。随着拖拉机PTO输出轴继续转动，第一环形构件再次轴向地行进，从而在

每个坡道150的起点附近，所有驱动销146可以接触基部或凸缘112。在基部或凸缘附近，每

个坡道都可以小于约60°。弹簧154可以定位在第一环形构件和第二环形构件之间。如图5所

示，弹簧可以朝接收构件轴向地推动第一环形构件，并且驱动销146沿坡道向下进入接收孔

152中。可选地，第一环形构件可以具有配合表面160，升高部148可以装配在配合表面160

处。

[0020] 在一个实施例中，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包括锁定销128，在驱动销146进入接

收孔152中的同时或几乎在驱动销146进入接收孔152中的同时，所述锁定销128可以进入径

向狭槽126中。弹簧144可以将锁定销推入径向狭槽126中。为断开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操

作员可以使用驱动轴释放按钮156或释放操纵杆从径向狭槽拉出锁定销。一旦锁定销被释

放，则锁定离合器组件可以从接收离合器轴向地滑动离开。

[0021] 已经描述了优选实施例，显然可以在没有脱离本发明的由附随权利要求限定的范

围的情况下，进行多个修改。例如，自对准驱动轴联接器可以用在中部安装式或前安装式

PTO或其它农业设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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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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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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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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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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