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77

按照专利合作条约所公布的国际申请
21 (19)世界知识 组织

国 际 局
(10) 国际公布号

(43) 国际公布日
2014年 11 月 13 日 （13.11.2014) WO 2014/180179 A1

W P O P C T

(51) 国转 利分类号： GD, GE, GH, GM, GT, HN, HR, HU, ID, IL, IN, IR, IS,
F16L 19/028 (2006.01) JP, KE, KG, KN, KP, KR, KZ, LA, LC, LK, LR, LS, LT,

LU, LY, MA, MD, ME, MG, MK, MN, MW, MX, MY,
(21) 国际申请号： PCT/CN20 14/072064 MZ, NA, NG, NI, NO, NZ, OM, PA, PE, PG, PH, PL, PT,

QA, RO, RS, RU, RW, SA, SC, SD, SE, SG, SK, SL, SM,
(22) 国际申请日： 2014 年 2 月 13 曰 （13.02.2014)

ST, SV, SY, TH, TJ, TM, TN, TR, TT, TZ, UA, UG, US,

(25) 申飾 言： 中文 UZ, VC, VN, ZA, ZM, Z

(26) 公布语言： 中文 (84)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地区保
护）：ARIPO (BW, GH, GM, KE, LR, LS, MW, MZ, NA,

(30) 优先权：
RW, SD, SL, SZ, TZ, UG, ZM, ZW),2013 1016045 1.7 2013 年 : 月 5 曰 (05.05.2013) CN

喊亚 （AM, AZ,
BY, KG, KZ, RU, TJ, TM), 欧洲 （AL, AT, BE, BG, CH,

发明人；及 CY, CZ, DE, DK, EE, ES, FI, FR, GB, GR, HR, HU, IE,

申请人 ：孙海潮 （SUN, Haichao) [CN/CN]; 中国江 IS, IT, LT, LU, LV, MC, MK, MT, NL, NO, PL, PT, RO,

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中南世纪城 RS, SE, SI, SK, SM, TR), OAPI (BF, BJ, CF, CG, CI, CM,8 栋 1209 室 , Jiangsu
226000 (CN )。 GA, GN, GQ, GW, KM, ML, MR, NE, SN, TD, TG) 。

(81) 指定国（除另有指明，要求每一种可提供的国家保 根据细则 4.17 的声明：
护）：AE, AG, AL, AM, AO, AT, AU, AZ, BA, BB, BG, - 关于发明人身份(细则 4 . 17(i))
BH, BN, BR, BW, BY, BZ, CA, CH, CL, CN, CO, CR, - 关于申请人有权申请并被授予专利(细则 4.17(H))
CU, CZ, DE, DK, DM, DO, DZ, EC, EE, EG, ES, FI, GB,

[见续页]

(54) Title: CONNECTING PIPE FITTING FOR PIPELINE

(54) 发明名称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图 1 1Fig. 1

(57) Abstract: Disclosed i s a connecting pipe fitting for a pipeline, comprising a nut (3), a connector outer frustum (5) and a con
necting pipe bell mouth (7), wherein the nut has an inner tapered bore (6), a tapered sleeve (9) i s provided in the nut inner tapered
bore (6), the tapered sleeve (9) i s a hollow tapered sleeve sheathing hole, a bottom part of the tapered sleeve sheathing hole i s
provided with a tapered sleeve inner tapered bore (18), a flared groove (24) i s provided on the tapered sleeve inner tapered bore (18),
a tapered sleeve sheathing hole wall (20) together with a tapered sleeve outer tapering oblique face forms a tapered sleeve tapering
oblique angle (21), the connector outer frustum (5) squeezes the bell mouth (7) and squeezes the tapered sleeve inner tapered bore
(18), and the tapered sleeve tapering oblique angle (21) was squeezed between the nut inner tapered bore (6) and a connecting pipe
(10), sealing the connecting pipe (10) and forming a metallic hard seal between the connector outer frustum (5) and the tapered
sleeve inner tapered bore (18), and the connecting pipe bell mouth (7) i s squeezed between the connector outer frustum (5) and the
flared groove (24), sealing the flared groove. The connecting pipe fitting for a pipeline has the advantages of fast and convenient
sealed connection, low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sealing techniques, high sealing performance, being applicable to the connection of
pipelines of various materials, and being completely interchangeable with existing connecting nuts.

(57)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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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际公布：
- 包括 国际检索报告(条约第 2 1条 (3)) 。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包括螺母 （3 ) 、接头外锥 台 （5 ) 和连接管喇叭 口 （7 ) ，螺母具有 内锥孔 （6 ) ，螺母
内锥孔 （6 ) 内设有锥套 （9 ) ，锥套 （9 ) 为 中空的锥套套孔 ，锥套套孔底 部设有锥套 内锥孔 （18 ) ，锥套 内
锥孔 （18 ) 上 设有 喇 叭槽 （24 ) ，锥套套孔壁 （20 ) 与锥套外锥斜面组成锥套锥斜 角 （2 1 ) ，接头外锥 台
( 5 ) 挤压 喇 叭 口 （7 ) 和挤 压锥套 内锥孔 （18 ) 并将 锥套锥 斜 角 （2 1 ) 挤压在 螺母 内锥孔 （6 ) 与连 接 管
( 10) 之 间，实现连接管 （10) 密封和接头外锥 台 （5 ) 与锥套 内锥孔 （18 ) 之 间的金属硬密封 ，连接管喇叭
口 （7 ) 被挤压于接头外锥 台 （5 ) 与喇叭槽 （24 ) 之 间实现 喇 叭槽密封 ；该管路连接 管件 具有密封连接便
捷 、密封工艺要求低 、密封性 能高 、可用 于异种材质 管路 的连接上 、 以及 与现有连接螺母可完全 互换 的特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技术领域
[000 1] 本发明属于机械制造领域，仅涉及一种将管子连接成管路的连接管件，特别是仅涉及一种流体传输管路的连接
管件 。
背景技术
管与管、管与其它管路连接件之间的连接，有焊接连接，螺紋连接，法兰连接，扩喇叭口连接，卡套式管接头连接等方
法。其中扩喇叭口连接,也称扩口连接，翻边连接，具有连接工艺要求、连接成本较低，连接方法便捷的优点，伹密封
压力较低，密封可靠性较差，通常仅能使用在密封压力低于8MPa 的管路连接上。扩喇叭口连接管件通常包括一个螺母
, 一个带外锥台的接头，有时还带有衬套。扩喇叭口连接的密封原理是将连接管端口套进螺母,然后将端口扩成喇叭口
，通过螺母上的内螺纹与接头上的外螺紋螺旋连接,由螺母内锥孔将连接管喇叭口挤压在接头外锥台上形成密封连接。连
接时挤压密封的是连接管喇叭口，连接管喇叭口被夹持在螺母内锥孔与连接件外锥台之间，螺母内锥孔与接头外锥台无
直接接触，这是扩喇叭口连接的技术特征。扩喇叭口连接的缺点是喇叭口端很容易被扩裂，喇叭口面较粗糙且承压能力
较弱，主要密封承压部位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部的喇叭口折弯口会产生集中应力，当受到腐蚀和疲劳振动时，该部位最
易出现松动、破裂而泄漏，现有技术也有采用衬套对喇叭口加以保护的设计，伹衬套仅是在挤压密封中起对喇叭口的保
护作用，衬套与连接管之间为松动套接，存在间隙，相互无挤压作用，无密封性能。在扩喇叭口连接时，连接管要先穿
套在螺母和衬套中，连接管与螺母、衬套之间为松动配合，存在间隙，与外界是相通的，外界大气，水气，7 对喇叭口
拆弯口的侵蚀，始终存在，天长日久，侵蚀到了一定程度时，喇叭口拆弯口会因腐蚀产生松动、破裂而泄漏，特别对于
接头材料与连接管材料为异种金属的连接时，又多了一种电化学腐蚀破坏，腐蚀破坏性尤为明显，如在锏接头与铝连接
管的扩喇叭口连接中，铜接头与铝连接管喇叭口直接压接接触，铜铝间的电化学腐蚀连接后就始终存在着，喇叭口拆弯
口则最容易因电化学腐蚀而很快产生破裂泄漏，因此，扩喇叭口连接方式是不可直接应用于铜接头与铝连接管的连接上
的。此外管子连接工作时往往处于一定的振动状态，管子本身也会因外界环境的干扰产生摇晃松动的可能，由于连接后
管子本身与螺母套孔之间有间隙，通常螺母中套接连接管的套孔孔长仅为4mm 左右，而螺母底部的内锥孔与套孔是相
连着的，因此间隙短且与连接管喇叭口拆弯口相通，任何引起连接管的振动，摇晃都会几乎无衰减地传递到喇叭口拆弯
口上，这些都会加剧喇叭口拆弯口的疲劳应力，各种振动，震动带来的振动疲劳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松动连接，降低密
封性能，直到产生破裂而彻底失去密封作用，扩喇叭口连接仅在喇叭口处产生密封，为单密封连接，一旦喇叭口密封产
生泄漏，就意味着连接管件失去密封性能。因此,寻找一种连接密封压力更高，密封性能更可靠，防腐蚀防振防松动性
能优越，可直接用于异种金属间管路连接而无电化学腐蚀的连接管件，就成了人们一直渴望解决的技术难题了。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正是针对上述扩喇叭口连接存在的问题，在扩喇叭口连接的基础上，在不改变现有连接接头结构
的前提下，而专门提供的管路连接管件，彻底解决了上述扩喇叭口连接方法存在的问题：连接密封压力较低，密封性能
可靠差，不能防腐蚀，防振防松动性低，不可直接用于异种金属间管路连接的问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的：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包括螺母，接头，接头上的外锥台和连接管喇叭口，其特征是：螺母为一具有内锥孔的螺母，螺母
内锥孔内设置有配套使用的锥套，锥套为中空的锥套套孔，锥套套孔底部设有锥套内锥孔，锥套套孔壁与锥套外锥斜面
组成锥套锥斜角，接头外锥台挤压连接管喇叭口，由连接管喇叭口挤压锥套内锥孔并将锥套锥斜角挤压在螺母内锥孔与
连接管之间实现锥套套孔与连接管的连接管密封，连接管喇叭口被挤压于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之间实现喇叭口密封
，锥套锥斜角挤压移动方向与螺母旋进方向呈反方向。
[0005] 本发明还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1,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包括螺母，接头，接头上的外锥台和连接管喇叭口，其特征是：螺母为一具有内锥孔的螺母，螺
母内锥孔内设置有配套使用的锥套，锥套为中空的锥套套孔，锥套套孔底部设有锥套内锥孔，锥套内锥孔上设有喇叭槽
，锥套套孔壁与锥套外锥斜面组成锥套锥斜角，接头外锥台挤压连接管喇叭口和挤压锥套内锥孔并将锥套锥斜角挤压在
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之间实现锥套套孔与连接管的连接管密封和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之间的金属硬密封，连接管喇
叭口被挤压于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上的喇叭槽之间实现喇叭槽密封，锥套锥斜角挤压移动方向与螺母旋进方向呈反
方向。
[0006] 2 ,锥套内锥孔锥斜角等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或锥套内锥孔锥斜角小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0到15度。
[0007] 3,接头外锥台底径小于等于锥套底径，锥套底径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底径，锥套高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高
, 锥套锥斜角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锥斜角。
[0008] 4 ，螺母内锥孔锥斜角小于12度。
[0009] 5,锥套孔高度和螺母内锥孔高度均大于3mm, 锥套套孔高大于2mm 。
[00 10] 本发明中的流体包括液体和气体，管件是指将管子连接成管路的零件。本发明接头外锥台挤压连接管喇叭口



，由连接管喇叭 口挤压锥套 内锥孔并将锥套锥斜角挤压在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之间实现锥套套孔与连接管的连接管密封

简称为连接管密封，连接管喇叭口被挤压于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之间实现喇叭 口密封简称为喇叭口密封 ，接头外锥

台挤压连接管喇叭口和挤压锥套内锥孔并将锥套锥斜角挤压在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之间实现锥套套孔与连接管的连接管

密封和接头外锥 台与锥套内锥孔之间的金属硬密封简称为连接管双密封 ，连接管喇叭口被挤压于接头外锥台与锥套 内锥
孔上的喇叭槽之间实现喇叭槽密封简称为喇叭槽密封。本发明的连接管密封 ，连接管双密封，喇叭 口密封，喇叭槽密封

的结构设计，是一个互为联系，互为作用，互为因果的多重密封结构。锥套套孔壁与锥套外锥斜面组成锥套锥斜角是指

锥套套孔壁的投影线与锥套外锥斜面投影线的夹角，因此，锥套锥斜角也就是锥套外锥斜面的锥斜角，在实施时锥套锥

斜角是指用来锥进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之间密封的锥套锥斜角所形成的锥套尖角。本发明的锥斜角均为相应的锥孔 ,锥
台,锥套 ，喇叭口，喇叭槽的中心线与其锥斜面投影线的夹角，因此，锥套套孔壁与锥套外锥斜面组成的锥套锥斜角也就
是锥套套孔中心线与锥套外锥斜面的夹角，如果没有锥套套孔，就没有锥套上的锥套锥斜角，也就没有锥套锥斜角被挤

压在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之间的连接管密封 ，所以，锥套套孔和锥套锥斜角是实现本发明的必要技术特征。在连接管密

封时，锥套锥斜角被挤压位移的方向与螺母螺紋连接移动的方向相反 ，当锥套锥斜角被挤压在螺母内锥孔和连接管之间
达到一定的密封压力 ，锥套锥斜角会受到巨大的阻力而无法位移时，与锥套锥斜角相连的锥套内锥孔对喇叭 口的反作用

力会骤然增大 ，锥套反过来通过锥套内锥孔挤压挤实喇叭口，实现喇叭 口密封。因此，锥套套孔底部设有锥套 内锥孔的

结构设计，实质上是通过将锥套套孔与锥套 内锥孔连为一体而将连接管密封 ，连接管双密封，喇叭 口密封，喇叭槽密封

联成互为联系，互为作用，互为因果的多重密封的结构设计。原有的扩喇叭 口连接 ，力矩用力不当，过大，过猛 ，喇叭
口制作工艺，喇叭口材料质量 ，壁厚等因素 ，都有可能造成挤压喇叭 口破裂而不能密封，但本发明的多重密封结构设计

, 当力矩用力不当，过大，过猛造成喇叭 口破裂时，对喇叭口密封来讲 ，密封当然是失败了，但造成喇叭口密封失败的

力矩，却会起到进一步提高连接管密封，连接管双密封的作用，确保在喇叭 口密封失效时密封性能仍可达到一个更高的

密封能力上。本发明设计的锥套孔高可以不受结构限制而沿中心线方向任意加长，从而可以加大锥套套孔与连接管，锥
套外锥斜面与螺母内锥孔的挤压密封面，由于本发明的所有密封均为面挤压 ，挤压密封面加大了，造成喇叭 口密封失败

的过大力矩，对连接管密封 ，连接管双密封都是有利的，这就会进一步提高连接管密封的密封性能，直至达到 目标密封

压力，实现本发明的发明 目的。扩喇叭口连接对施加力矩的大小较难把握控制 ，常常会出现拧力不足和过拧紧现象 ，拧
力不足则达不到密封 ，过拧紧则会压坏喇叭 口而泄漏 ，伹本发明以面挤压为主 ，且挤压面大都承压能力较强，因此可以

无所顾忌地施加力矩直到达到理想的密封为止。锥套锥斜角挤压密封移动方向与螺母旋进方向呈反方向,是指螺母与接

头螺纹连接旋进往接头方向移动的同时，锥套锥斜角作与螺母移动方向相反方向的移动，这体现 了本发明锥套锥斜角是

在螺母内锥孔中与螺母内锥孔作相对位移的挤压运动而产生密封压力进而压縮变形箍紧连接管产生连接管密封的技术特
征 。锥套套孔的形状应与连接管的形状一致 ，通常连接管为圆管，因此锥套套孔为直 圆柱内孔，锥套套孔孔径 ，仅需略

大于连接管的外径 ，以满足 良好密封的需要。螺母内锥孔内设置有配套使用的锥套 ，配套使用，是指螺母内锥孔的孔底

径 ，锥斜角，孔高，端径与锥套相应位置作匹配设计，以使连接管密封时获得理想的密封性能，配套使用也表明，螺母

内锥孔与锥套二者在实现本发明目的上互为作用，缺一不可。
[00 1 1] 喇叭口拆弯 口是扩喇叭口连接最易发生破裂而泄漏的部位 ，原有的扩喇叭 口连接 ，螺母与接头外锥 台压紧喇叭

口时，由于连接管是套接在螺母，衬套中的，连接管与螺母，衬套之间必然存在套孔间隙，喇叭 口拆弯 口正是处在此间
隙上，当接头外锥台挤压喇叭口时，喇叭 口拆弯 口所承受的挤压力最大 ，而喇叭口拆弯 口另一侧则是无支撑力的间隙

，因此，螺母连接时力矩较难控制，拧力不足达不到密封 目的，过拧紧就有可能压裂喇叭口拆弯 口的危险。即使是暂时

没有破裂，喇叭 口拆弯 口的承压性能因扩 口变形 ，挤压变形而下降很大 ，随着各种污水污浊湿空气通过 间隙对喇叭口拆

弯 口的长期侵蚀 ，加上连接管工作时的振动等，喇叭口拆弯 口就成了最易松动，破裂而产生泄漏的隐患处了。但 由于采

用了连接管喇叭 口被挤压于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之间的设计结构，当连接管密封时，喇叭 口拆弯 口锥套一侧的锥套
内锥孔是完全严密地挤压贴合着喇叭口的，此时锥套起到一个衬托保护作用，提高了喇叭口拆弯 口的承压能力 ，也正因

为连接管密封的结构 ，使得螺母与连接管之间的套孔间隙被挤压变形的锥套锥斜角封闭，隔绝了喇叭口拆弯 口与外界的

相通 ，彻底消除了外界湿气 ，污水，及振动对喇叭 口拆弯 口的影响，电化学腐蚀发生的必要条件是要处于湿空气 ，水之

中，隔绝了喇叭 口拆弯 口与外界的相通，电化学腐蚀的发生失去必要条件 ，也就彻底消除了接头与异种金属连接管连接

时会产生电化学腐蚀的问题。现有技术表明，螺母螺旋推动锥套挤压密封时，锥套会受到一个侧 向扭矩作用，而侧 向扭

矩对密封是起松动密封的破坏作用的，侧向扭矩过大会造成密封不严 ，所以应尽量减小侧向扭矩 ，如果没有喇叭口密封

和喇叭槽密封 ，就成了没有喇叭口的连接管直接受到接头外锥台的挤压 ，当连接管套进锥套中时，若是连接管管端露出

锥套一部分，接头外锥 台挤推的是连接管 ，此时连接管与锥套是松动的，连接管很容易被挤推而滑离锥套 ，当连接管管
端被挤推到与锥套内锥孔底齐平时，锥套才会受到挤压 ，此时螺母螺紋连接旋进时给锥套带来的侧 向扭矩 ，就会在锥套

与螺母内锥孔发生相对位移获得密封的同时因侧 向扭矩相对旋转而松动密封 ，即边密封，边松动 ，无法达到理想的密封

。但利用喇叭 口与连接管连为一体的特点 ，设计成喇叭 口密封和喇叭槽密封 ，喇叭 口连同连接管 ，锥套三者是同步同方
向挤压移动的，连接管就不可能脱离喇叭 口与锥套产生相对滑动滑离锥套了。由于本发明以面挤压密封为主 ，喇叭口



，连接管，锥套获得的侧向扭矩带来的相对旋转，可以起到磨平光滑密封面的作用，反而有利于面挤压密封。当锥套锥
斜角，连接管与螺母内锥孔因相互间产生巨大挤压摩擦力而停止反方向相对移动时，此时仅需略对螺母施加一点扭矩
, 接头外锥台进一步对喇叭口、锥套内锥孔挤压，金属硬密封，喇叭口密封，喇叭槽密封性能会骤然提高，密封可靠性
更强。
[00 12] 螺母为一具有内锥孔的螺母，即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所形成的密封空间，是专门设计在螺母内孔上的，然后再
利用本发明设计的锥套锥斜角挤压在该密封空间中的结构设计，确保了密封与现有接头外锥台不发生任何结构上的矛盾
冲突，从而达到不改变现有接头结构的前提下，实施本发明的目的，使得本发明的连接螺母与现有技术的连接螺母具有
了完全的互换性。在锥套锥斜角挤压在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所形成的密封空间的同时，也达到了将喇叭口拆弯口与外界
完全隔离的目的。
[00 13] 锥套内锥孔锥斜角等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就可以将喇叭口严密地挤压固定在接头外锥台和锥套内锥孔之间
, 实现密封连接的同时还起到紧固连接作用。连接管扩口后的喇叭口由喇叭口折弯口到喇叭口端口，管壁是渐渐变薄的
，将锥套内锥孔锥斜角设计成小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0到15度，连接时锥套内锥孔与接头外锥台形成的就是一个渐渐变
窄的空间，对应着渐渐变薄的喇叭口，连接时密封和坚固连接效果更好。实际应用时，根据接头外锥台，锥套，连接管
等相关配合部分的结构尺寸，选定锥套内锥孔锥斜角，本发明推荐锥套内锥孔锥斜角设计成小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1到
8度之间，以接头与螺母螺旋连接到需要通过工具施加力矩时，接头外锥台的一部分接触到或将要接触到锥套内锥孔为
佳，将要接触到是指两者最短距离在0.2mm 内。这样，在连接时，接头外锥台的一部分就会严密地压紧在锥套内锥孔上
, 形成金属硬密封，密封连接性能得到进一步提高和保证。
[00 14] 锥套内锥孔上设有喇叭槽，将连接管喇叭口置于锥套内锥孔上的喇叭槽内，金属硬密封的密封性更高，更可靠
。连接时喇叭槽的深度应与连接管壁厚相接近，喇叭槽长度应与连接管喇叭口长度相接近，以便喇叭口被完全置于喇叭
槽中,实施本发明时，建议喇叭槽长度取1到3mm ，喇叭口扩口长度以此为准而定，即可满足喇叭槽密封要求。喇叭口
因扩口而密度变小，挤压时易于变形，本发明实施时建议将喇叭槽深度设计为喇叭口置于喇叭槽后凸出喇叭槽0.1到
0.4mm高为佳，这样，在密封连接时，首先是喇叭槽密封，然后是连接管双密封与喇叭槽密封的同步密封，可以确保
每种密封都能达到最佳效果。连接时，还可在接头外锥台与喇叭口和锥套内锥孔之间垫密封垫圈的办法调整相互间的挤
压变形硬度来达到更理想的密封。
[00 15] 当接头外锥台底径小于等于锥套底径，锥套底径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底径，锥套高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高，锥
套锥斜角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锥斜角时，接头外锥台就会部分或完全挤入螺母内锥孔内，锥套就会完全被挤入螺母内锥
孔中，接头外锥台的挤压力将全部用于连接密封，确保了本发明的高密封连接。上述的等于小于中的小于，以加工工艺
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取接近等于值，锥套的锥斜角取小于螺母内锥孔的锥斜角0到2度为佳。锥套底径小于等于螺
母内锥孔底径，锥套才可全部被挤压入螺母内锥孔之中，否则，当锥套底径大于螺母内锥孔底径时，就有可能出现锥套
被螺母内锥孔顶住而无法挤动，从而无法彻底完成挤压密封，达不到本发明密封目的和效果的情况。本发明的螺母可
制作成外六角形，便于扳手施加力矩连接安装。
[00 16] 螺母内锥孔的锥斜角小于12度的设计，决定了螺母在满足强度的前提下取较薄的壁厚就可确保螺母获得较高的
内锥孔高，内锥孔越高，在相应锥套套孔高的锥套锥斜角的挤压连接时，意味着锥套锥斜角与螺母内锥孔和连接管的圆
周密封面越大，获得的密封性能越强。现有技术中的螺母内锥孔，受螺母结构和喇叭口锥斜角的限制，不可能做得很大
，连接管喇叭口要穿过螺母才能制作，制作好后需返回抵压在螺母内锥孔上，所以喇叭口端直径必须小于螺母螺紋内孔
的小径，挤压密封连接的喇叭口挤压面过小，一旦螺母内锥孔，喇叭口，接头外锥台的挤压面上出现工艺、材质问题
，扩喇叭口连接方法不当、施加力矩过大的问题，就很容易导致喇叭口挤压密封失败。但螺母内锥孔的锥斜角小于12度
的设计，使得锥套锥斜角与连接管和螺母内锥孔的圆周密封面获得较大面积，且可通过调小锥斜角，加长螺母内锥孔孔
高的设计，再通过加大挤压力，达到需要的密封要求。螺母内锥孔的锥斜角小于12度的设计,还可使得锥套整体壁厚较
薄，易于被挤压变形，以充分变形密封在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所形成的空间中。
[00 17] 锥套孔高度和螺母内锥孔高度均大于3mm, 锥套套孔高大于2mm, 是为了确保锥套锥斜角与连接管密封时获
得一个足以满足密封要求的圆周密封面，特别是锥套套孔高，如果太矮，很有可能造成连接管密封达不到密封要求。实
际应用时，锥套套孔高建议大于6mm 。

[00 18] 本发明的锥斜角为相应的锥孔,锥台，锥套，喇叭口和喇叭槽的中心线与其锥斜面线的夹角。本发明应用时，喇
叭口的锥斜角，锥套内锥孔的锥斜角应与接头外锥台的锥斜角相应，从而确保本发明与现有技术中螺母的完全互换性。
本发明是为专门应用在具有外锥台的接头上设计的，通常接头外锥台锥斜角为0到90度之间，大于90度，接头外锥台就
成了具有内锥孔的接头了，此时，仅需在具有内锥孔的接头上套接一个两头为外锥台的过渡接头，将具有内锥孔的接头
过渡到具有外锥台的接头，就可完全一样地实施本发明了。
[00 19] 本发明可在螺母内锥孔尾部设有一内圆凸台，与连接管，锥套锥斜角围合成一个环槽，可确保螺母内锥孔和锥
套锥斜角在一定的工艺误差内，给锥套锥斜角增加一定的挤压移动的距离，以达到被严密挤压于螺母内锥孔和连接管之



间的目的，进一步确保获得理想的密封效果。本发明还可在环槽中和接头外螺紋与接头外锥台之间设置密封圈，通过此
处对密封圈压跨式挤压，对连接管路的密封起到进一步提高密封性能的作用。本发明也可在接头与螺母螺紋连接处，接
头外锥台，连接管喇叭口，锥套，螺母内锥孔之间的结合部，施涂金属厌氧胶。施涂金属厌氧胶，不但可以起到修补密
封面的缺陷，提供密封性能，还可提供极高的抗拆卸力矩，具有了更可靠的防连接松动能力，施涂金属厌氧胶，增加的
抗拆卸力矩是螺母与接头的螺紋连接的数倍以上，正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拆卸，从而为应用在要求不可拆卸的连接管连
接场合成为可能。本发明又可在接头与螺母，螺母与连接管的连接结合部位套上热縮套管，可以更好地将连接结合部位
与外界隔绝，有利于保护本发明密封性能的长期稳定性，本发明中的螺母，接头，锥套可采用不锈钢，合金钢，铜材
，铝材等金属材料制作。
[0020] 本发明为喇叭口密封，连接管密封，金属硬密封和连接管双密封的多重密封，加上密封圈，金属厌氧胶的辅助
密封，这套组合密封提供远超过原有扩喇叭口连接单纯的喇叭口密封能力的同时，均会加大螺母与接头连接的抗拆卸力
矩。螺母光壁孔的长短，实际运用时视连接密封需要，可长可短。螺母光壁孔与连接管的间隙通过金属厌氧胶密封，封
堵与外界相通的同时，金属厌氧胶会对螺母光壁孔提供一个强大的抗拆卸力矩，所提供的抗拆卸力矩可通过调长螺母光
壁孔的长度而调大，大到足以满足一些特殊密封连接的防拆卸要求为止,与此同时，也能有效地起到减振减震的作用
，建议实施时螺母光壁孔长度大于10mm.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本发明可在保持与扩喇叭口连接的连接工艺要求相同,连接成本较低，连接方法便捷的情况下，实现承压超过
25MPa 以上的密封连接。
[002 1] 2 ,本发明在连接管件螺紋螺旋承力范围内可以最大力矩的螺旋连接，使得连接不必顾忌过拧紧的问题，拧不紧
的问题也自然不存在，连接安装变得简捷，可靠，一次性连接成功率大为提高。
[0022] 3,本发明连接密封部分与外界彻底隔离，可应用在连接管与接头为异种金属的连接上而无电化学腐蚀的问题
，从而为低成本的连接管取代高成本的连接管成为可能。
[0023] 4,本发明为多重密封连接，因而对连接管，锥套，扩喇叭口精度要求较低，连接时更为简便，连接成本下降。
多重密封和连接密封部分与外界隔离使得连接防振防松动性能大增，连接可靠性大为提高。
[0024] 5,本发明与现有连接螺母有着完全的互换性，可在不改变现有接头结构的前提下，取代现有连接螺母。
附图说明
[0025] 说明书附图1是本发明的连接示意图。
[0026] 说明书附图2是本发明的连接螺母结构示意图。
[0027] 说明书附图3是本发明的锥套结构示意图。
[0028] 说明书附图4是本发明内锥孔上设有喇叭槽锥套结构示意图
说明书附图5是现有技术扩喇叭口连接示意图。
[0029] 说明书附图6是本发明内锥孔上设有喇叭槽锥套密封连接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中1为接头，2为螺纹连接，3为连接螺母，4为接头外锥台底径，5为接头外锥台，6为螺母内锥孔，7为连接管喇叭
口，8为喇叭口折弯口，9为螺母锥套，10为连接管，11为螺母螺紋孔，12为螺母内锥孔底径，13为螺母内锥孔锥斜角
，14为螺母内锥孔高，15为螺母内锥孔端径，16为螺母光壁孔，17为锥套底径，18为锥套内锥孔，19为锥套高
，20为锥套套孔壁，2 1为锥套锥斜角，22为锥套套孔高，23为锥套套孔直径，24为锥套内锥孔上的喇叭槽，25为螺
母内锥孔，26为螺母套孔间隙，27为金属硬密封，28为接头外锥台与喇叭口密封，29为喇叭口与锥套内锥孔上的喇叭
槽密封，30为螺母内锥孔与锥套锥斜角密封，31为锥套锥斜角与连接管壁密封。
[003 1] 实施例：图1为本发明的连接结构示意图。图1中1为接头，图1中3为本发明连接螺母，本发明连接管件包括连
接螺母3和螺母锥套9 ,先将连接螺母3,锥套9依次套装在连接管10上，锥套锥斜角2 1朝向螺母内锥孔6,连接管管端扩喇
叭口7，轻拉连接管10,将锥套9通过喇叭口7拉入螺母内锥孔6内，左右旋转连接螺母3数次，直到手感拉不动为止，使
得连接管喇叭口7与锥套内锥孔18，锥套套孔壁20与连接管10的管壁，锥套9的外锥斜面与螺母内锥孔6相互间尽可能
地平滑贴合在一起，然后将连接螺母3上的螺母螺紋孔11通过螺紋连接2与接头1上外螺紋螺旋连接，直到手感拧不动为
止，然后通过板手对螺母3施加力矩，直到螺母3拧不动为止，此时，锥套锥斜角2 1锥入螺母内锥孔6与连接管10之间
实现连接管密封，被挤压固定在接头外锥台5和锥套内锥孔18之间的喇叭口7实现喇叭口密封，连接完成。当采用内锥
孔上设有喇叭槽的锥套实施本发明时，喇叭口7的扩口长度应以锥套内锥孔18上的喇叭槽24的长度为准，以便喇叭口
7被完全置于喇叭槽24内，其余连接方法与上述实施方法相同，附图4为锥套内锥孔设有喇叭槽的锥套，24即为锥套内
锥孔上的喇叭槽，附图6为本发明内锥孔上设有喇叭槽锥套密封连接示意图，其中27为金属硬密封，28为接头外锥台与
喇叭口密封，29为喇叭口与喇叭槽密封，28与29构成了喇叭槽密封，30为螺母内锥孔与锥套锥斜角密封，3 1为锥套锥



斜角与连接管壁密封，30与3 1构成了连接管密封，27,30,3 1构成连接管双密封。将本发明应用在接头1材料与连接管
10材料为异质材料的连接时，螺母3则应以不锈钢材料为佳，不锈钢为非活性材料，与异种金属连接间的电化学反应极
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连接完成后将接头1, 螺母3，连接管10连接结合部套上热缩套管加以对外界的进一步的隔绝
保护，对连接长期稳定的密封有效性效果显著。附图5中25为现有扩喇叭口连接技术中的螺母内锥孔，用以与现有技术
中的接头外锥台5挤压连接管10的喇叭口7实施密封连接，附图5中26为现有技术扩喇叭口连接后管子本身与螺母套孔
之间的螺母套孔间隙，与外界是相通的。锥套套孔直径23仅需略大于连接管10外径，只要能够满足套进连接管即可
，建设两者相差值在0 .1mm 内为佳。
[0032]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包括螺母，接头，接头上的外锥台和连接管喇叭口，其特征是：螺母

为一具有内锥孔的螺母，螺母内锥孔内设置有配套使用的锥套，锥套为中空的锥套套孔，锥

套套孔底部设有锥套内锥孔，锥套套孔壁与锥套外锥斜面组成锥套锥斜角，接头外锥台挤压

连接管喇叭口，由连接管喇叭口挤压锥套内锥孔并将锥套锥斜角挤压在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

之间实现锥套套孔与连接管的连接管密封，连接管喇叭口被挤压于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

之间实现喇叭口密封，锥套锥斜角挤压移动方向与螺母旋进方向呈反方向。

2.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包括螺母，接头，接头上的外锥台和连接管喇叭口，其特征是：螺母

为一具有内锥孔的螺母，螺母内锥孔内设置有配套使用的锥套，锥套为中空的锥套套孔，锥

套套孔底部设有锥套内锥孔，锥套内锥孔上设有喇叭槽，锥套套孔壁与锥套外锥斜面组成锥

套锥斜角，接头外锥台挤压连接管喇叭口和挤压锥套内锥孔并将锥套锥斜角挤压在螺母内锥

孔与连接管之间实现锥套套孔与连接管的连接管密封和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之间的金属

硬密封，连接管喇叭口被挤压于接头外锥台与锥套内锥孔上的喇叭槽之间实现喇叭槽密封，

锥套锥斜角挤压移动方向与螺母旋进方向呈反方向。

3. 根据权利要求 1或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其特征是：锥套内锥孔锥斜角等

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或锥套内锥孔锥斜角小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 0 到 15 度。

4. 根据权利要求 1 或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其特征是：接头外锥台底径小

于等于锥套底径，锥套底径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底径，锥套高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高，锥套

锥斜角小于等于螺母内锥孔锥斜角。

5. 根据权利要求 1或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其特征是：嫘母内锥孔锥斜角小

于 12 度。

6. 根据权利要求 1或权利要求 2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其特征是：锥套孔高度和螺母内

锥孔高度均大于 3議 ，锥套套孔高大于 2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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