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596440.2

(22)申请日 2018.12.24

(71)申请人 东莞归流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523000 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大利村

新兴一路39号A栋2号二楼

(72)发明人 李学文　钟鹏飞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三环专利商标代理有限

公司 44202

代理人 张艳美　毛伟碧

(51)Int.Cl.

B29C 57/10(2006.01)

 

(54)发明名称

在线式自动端封机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一种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包括托

管架、端封主机、翻管装置及送管装置。托管架开

设有多个沿托管架的长度方向布置且槽口位于

托管架之顶面、左侧面和右侧面处的托管槽，所

有托管槽还沿托管架的宽度方向呈间隔开的排

列，端封主机位于托管架之左端部或右端部处，

送管装置分别安装于托管架在宽度方向的前侧

和后侧处，托管架之前侧处的送管装置位于托管

槽中的最前侧者内，托管架之后侧处的送管装置

位于托管槽中的最后侧者内，托管槽中除最前侧

者或最后侧者外的余下每一者之下方各对应一

个翻管装置，翻管装置安装于托管架。本发明的

在线式自动端封机能实现钢塑复合管之端部在

线式端封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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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包括托管架、端封主机、翻管装置及送管装置，

所述托管架开设有多个沿所述托管架的长度方向布置且槽口位于所述托管架之顶面、左侧

面和右侧面处的托管槽，所有所述托管槽还沿所述托管架的宽度方向呈间隔开的排列，所

述端封主机位于所述托管架之左端部或右端部处，所述送管装置分别安装于所述托管架在

宽度方向的前侧和后侧处，所述托管架之前侧处的送管装置位于所述托管槽中的最前侧者

内，所述托管架之后侧处的送管装置位于所述托管槽中的最后侧者内，所述托管槽中除最

前侧者或最后侧者外的余下每一者之下方各对应一个所述翻管装置，所述翻管装置安装于

所述托管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顶管装置，所述顶管

装置安装于所述托管架上，所述顶管装置还位于所述托管槽中除最前侧者和最后侧者外的

余下者的正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送管装置包含多个沿所

述托管架之长度方向排列成行的送管辊及通过链传动、皮带传动或齿轮传动去驱使所述送

管辊旋转的送管驱动器，所述送管辊的旋转中心线沿所述托管架的宽度方向布置，且所述

送管辊的侧壁具有截面呈V字形的承托环槽，所述托管槽的横截面呈V字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所述顶管装置包含顶管气缸

及顶管头，所述顶管头位于所述托管槽内并具有向下凹陷的圆弧承托面，所述顶管气缸安

装于所述托管架并与所述顶管头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翻管装置包括第一气

缸、第二气缸、第一拨叉、第二拨叉、同步连接轴、左侧脚座及右侧脚座，所述左侧脚座固定

于所述托管架之左端部，所述右侧脚座固定于所述托管架之右端部，所述同步连接轴的第

一端呈转动地安装于所述左侧脚座，所述同步连接轴的第二端呈转动地安装于所述右侧脚

座，所述第一气缸的缸体与所述左侧脚座铰接，所述第一气缸的活塞杆与所述第一拨叉的

第一端铰接，所述第一拨叉的中部固定于所述同步连接轴的第一端上，所述第一拨叉的第

二端形成位于所述托管槽对应下方的第一承托部，所述第二气缸的缸体与所述右侧脚座铰

接，所述第二气缸的活塞杆与所述第二拨叉的第一端铰接，所述第二拨叉的中部固定于所

述同步连接轴的第二端上，所述第二拨叉的第二端形成与所述第一承托部对齐且平行的第

二承托部，所述第二承托部位于所述托管槽对应下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所述端封主机包括机架、平

端装置、平端进给装置、端封热合装置、平移机构、平移座体及两定心同步夹具，所述机架与

所述托管架之左端部或右端部对接，所述平移座体沿所述机架的长度和宽度方向中一者滑

设于所述机架之顶部，所述平移机构安装于所述机架并驱使所述平移座体滑移，两所述定

心同步夹具沿所述机架的长度和宽度方向中另一者呈间隔开且对齐地安装于所述平移座

体，每个所述定心同步夹具各与所述托管槽中除最前侧者和最后侧者外的余下者中的一者

对齐，所述平端装置及端封热合装置各安装于所述平移座体，且所述平端装置及端封热合

装置各沿所述平移座体的滑移方向与一个所述定心同步夹具相对齐，所述平端装置、平端

进给装置及端封热合装置三者位于所述定心同步夹具的同一侧外，所述平端进给装置安装

于所述平移座体并驱使所述平端装置沿所述平移座体的滑移方向在所述平移座体上做往

复滑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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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端装置包含平端电

机、平端刀盘及平端减速箱，所述平端电机竖直并朝下地安装于所述平端减速箱，且所述平

端电机的输出端与所述平端减速箱的输入轴连接，所述平端减速箱的输出轴沿所述平移座

体的滑移方向布置，所述平端刀盘安装于所述平端减速箱的输出轴上，所述平端刀盘的端

面上具有多个在所述平端刀盘的周向上排成一圈的刀刃块。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平端进给装置包含进给

电机、进给丝杠、进给丝母及进给座体，所述进给座体沿所述平移座体的滑移方向滑设于所

述平移座体之顶部，所述进给丝杠沿所述平移座体的滑移方向安装于所述平移座体之顶部

处，所述进给丝母套装于所述进给座体上，所述进给丝母还滑套于所述进给丝杠，所述进给

电机安装于所述平移座体并驱使所述进给丝杠旋转，所述平端减速箱安装于所述进给座体

上。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所述定心同步夹具包括固定

框架、第一直线驱动器、第二直线驱动器、第一夹头、第二夹头、第一滑块、第一连杆、第二连

杆、第一导轨及第二导轨，所述固定框架安装于所述平移座体，所述第一导轨安装于所述固

定框架，所述第二导轨垂直平分所述第一导轨，所述第二导轨还固定于所述第一导轨和/或

固定框架，所述第一夹头及第二夹头各滑设于所述第一导轨并沿所述第一导轨的导向方向

对齐，所述第一直线驱动器及第二直线驱动器各安装于所述固定框架，所述第一直线驱动

器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一夹头连接，所述第二直线驱动器的输出端与所述第二夹头连接，所

述第一连杆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一夹头铰接，所述第一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滑块铰接，

所述第二连杆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二夹头铰接，所述第二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一滑块铰

接，所述第一滑块还滑设于所述第二导轨，所述第一连杆与所述第二连杆以所述第二导轨

为中心呈对称布置。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其特征在于，还包括第三导轨、第四导

轨、第三连杆、第四连杆及第二滑块，所述第三导轨沿平行于所述第一导轨的方向布置，所

述第三导轨还沿所述第二导轨的导向方向与所述第一导轨相间开，所述第四导轨沿平行于

所述第二导轨的方向布置并与所述第二导轨相对齐，所述第四导轨垂直平分所述第三导

轨，所述第一夹头及第二夹头还滑设于所述第三导轨，所述第三连杆的第一端与所述第一

夹头铰接，所述第三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滑块铰接，所述第四连杆的第一端与所述第

二夹头铰接，所述第四连杆的第二端与所述第二滑块铰接，所述第二滑块还滑设于所述第

四导轨，所述第三连杆与所述第四连杆以所述第四导轨为中心呈对称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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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式自动端封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实现对钢塑复合管之端部自动密封的设备，尤其涉及一种对钢塑

复合管之端部在线式自动密封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及社会的不断进步，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各式各样的物

质消费品，而管件就是诸多产品中一种。

[0003] 众所周知，为满足各行业的特别要求，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新兴的复合管管材，简称

为钢塑复合管。其中，在钢塑复合管中，其钢是一种铁质材料，而塑料一般是高密度聚乙烯

(HDPE)。

[0004] 目前，钢塑复合管有很多分类，可根据管材的结构分类为钢带增强钢塑复合管、无

缝钢管增强钢塑复合管、孔网钢带钢塑复合管以及钢丝网骨架钢塑复合管。当前，市面上最

为流行的是钢带增强钢塑复合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钢塑复合压力管，这种管材中间层为

高碳钢带通过卷曲成型并对接焊接而成的钢带层，内外层均为高密度聚乙烯(HDPE)。这种

管材中间层为钢带，所以管材承压性能非常好。正由于钢塑复合管中间层为钢带层，若中间

钢带层长期处于外露状态时会被腐蚀生锈，因此，必须对钢塑复合管的端部进行密闭，以防

止外界腐蚀物质通过钢塑复合管的中间钢带层之端部腐蚀而造成整个钢塑复合管的中间

钢带层生锈。

[0005] 而目前对钢塑复合管之端部进行密封都是靠操作人员的手工完整，故增加了操作

人员的负担，且众所周知，钢塑复合管的最大直径可以做到290毫米，因此，纯靠操作人员的

手工去完成这么笨重的钢塑复合管的端部密封是非常吃力的，进一步增加了操作人员的负

担，相应地降低了生产效率。

[0006] 因此，急需要一种能实现钢塑复合管自动上料、自动下料及在线式端封的在线式

自动端封机来克服上述的缺陷。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能实现钢塑复合管自动上料、自动下料及在线式端封

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还能降低操作人员负担并提高生产效率。

[0008]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包括托管架、端封主机、

翻管装置及送管装置。所述托管架开设有多个沿所述托管架的长度方向布置且槽口位于所

述托管架之顶面、左侧面和右侧面处的托管槽，所有所述托管槽还沿所述托管架的宽度方

向呈间隔开的排列，所述端封主机位于所述托管架之左端部或右端部处，所述送管装置分

别安装于所述托管架在宽度方向的前侧和后侧处，所述托管架之前侧处的送管装置位于所

述托管槽中的最前侧者内，所述托管架之后侧处的送管装置位于所述托管槽中的最后侧者

内，所述托管槽中除最前侧者或最后侧者外的余下每一者之下方各对应一个所述翻管装

置，所述翻管装置安装于所述托管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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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借助送管装置分别位于托管槽中的最前侧者和最后侧者内，使

得托管槽中的最前侧者及最后侧者之间形成钢塑复合管的上料及下料工位；借助翻管装

置，负责将托管槽中的最前侧者或最后侧者内的钢塑复合管依次经过托管槽中除最前侧者

及最后侧者外的余下者再被输送至最后侧者或最前侧者内，而端封主机负责将位于托管槽

中除最前侧者及最后侧者外的余下者内的钢塑复合管之端部进行密封；因此，本发明的在

线式自动端封机能实现钢塑复合管自动上料、自动下料及在线式端封，还能降低操作人员

负担并提高生产效率。

附图说明

[0010] 图1是本发明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在主视方向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1] 图2是图1所示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由左至右投影的侧视图。

[0012] 图3是图1所示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由右至左投影的侧视图。

[0013] 图4是本发明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中的端封主机在主视方向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4] 图5是图4所示的端封主机的俯视图。

[0015] 图6是图4所示的端封主机由左至右投影的侧视图。

[0016] 图7是图4所示的端封主机中的定心同步夹具在主视方向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17] 图8是图7所示的定心同步夹具由左至右投影的侧视图。

[0018] 图9是图7所示的定心同步夹具的俯视图。

[0019] 图10a至图10b是图7所示的定心同步夹具对钢塑复合管进行夹持的状态图。

[0020] 图11a至图11b是钢塑复合管之端部被密封的过程图。

[0021] 图12是本发明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中的翻管装置在主视方向的平面结构示意图。

[0022] 图13是图12中C部分的放大图。

[0023] 图14是图12所示的翻管装置在侧视方向且未托起钢塑复合管时的平面结构示意

图。

[0024] 图15是图12所示的翻管装置在侧视方向且托起和输送钢塑复合管时的平面结构

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详细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构造特征，以下结合实施方式并配合附图作进

一步说明。

[0026] 请参阅图1至图3，本发明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1000包括托管架300、端封主机100、

翻管装置400及送管装置500。托管架300开设有四个沿托管架300的长度方向(即图1中托管

架300上的双箭头所指方向)布置且槽口位于托管架300之顶面、左侧面和右侧面处的托管

槽310，所有托管槽310还沿托管架300的宽度方向(即图2中的托管架300上的双箭头所指方

向)呈间隔开的排列，较优的是，所有的托管槽310在托管架300的宽度方向呈等间隔的排

列，以便于钢塑复合管200在托管架300的宽度方向每次输送的距离都是相等的，当然，托管

槽310的数量还可以为其它，故不限于此。端封主机100位于托管架300之左端部处，当然，根

据实际需要，端封主机100还可以位于托管架300的右端部处，故不限于此。送管装置500分

别安装于托管架300在宽度方向的前侧和后侧处，且托管架300之前侧处的送管装置5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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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托管槽310中的最前侧者内，托管架300之后侧处的送管装置500位于托管槽310中的最后

侧者内，托管槽310中除最前侧者外的余下每一者之下方各对应一个翻管装置400，翻管装

置400安装于托管架300，状态见图3所示，当然，根据实际需要，托管槽310也可以是除最后

侧者外的余下每一者之下方各对应一个翻管装置400，故不限于此；举例而言，如图2及图3

所示，由于托管槽310的数量为四个，位于最左侧的那个托管槽310称为最后侧者，位于最右

侧的那个托管槽310称为最前侧者，那剩下的两个托管槽310称为中间者，由于托管槽310的

数量为四个，对应地，翻管装置400对应为三个即可以实现钢塑复合管200由最后侧者依次

经过中间的托管槽310再被输送至最前侧者，故不限于此。更具体地，如下：

[0027] 如图1至图3所示，本发明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1000还包括顶管装置600，顶管装置

600安装于托管架300上，顶管装置600还位于托管槽310中除最前侧者和最后侧者外的余下

者的正下方，例如，由于托管槽310的数量为四个，故托管槽310中除最前侧者和最后侧者外

的余下者即是中间的两个托管槽310，中间的两个托管槽310的正下方各对应一个顶管装置

600，用于将中间的两个托管槽310内的钢塑复合管200顶起，以匹配对不同尺寸直径规格的

钢塑复合管200的端封要求。具体地，顶管装置600包含顶管气缸610及顶管头620，顶管头

620位于托管槽310内并具有向下凹陷的圆弧承托面621，更可靠地对托管槽310内的钢塑复

合管200顶起；顶管气缸610安装于托管架300并与顶管头620连接；较优的是，顶管气缸610

及顶管头620均在托管架300的长度方向呈一左一右的布置，且顶管气缸610的输出端呈朝

下布置，但不限于此。可理解的是，当不需要匹配不同尺寸规格的钢塑复合管200时，此时的

顶管装置600可以删除。

[0028] 如图1至图3所示，送管装置500包含多个沿托管架300之长度方向排列成行的送管

辊510及通过链传动520去驱使送管辊510旋转的送管驱动器，送管辊510的旋转中心线沿托

管架300的宽度方向布置，且送管辊510的侧壁具有截面呈V字形的承托环槽511，更好地匹

配钢塑复合管200的轮廓，并实现将钢塑复合管200沿其长度方向输送；而托管槽310的横截

面呈V字形，更可靠地对钢塑复合管200的快速定位；当然，根据实际需要，送管驱动器还可

以通过链传动或齿轮传动去带动送管辊510旋转，故不限于此，举例而言，送管驱动器为一

电机，但不限于此。

[0029] 结合图12至图15，翻管装置400包括第一气缸410、第二气缸420、第一拨叉430、第

二拨叉440、同步连接轴450、左侧脚座460及右侧脚座470。左侧脚座460固定于托管架300之

左端部，右侧脚座470固定于托管架300之右端部，由托管架300对左侧脚座460和右侧脚座

470的支撑，较优的是，左侧脚座460及右侧脚座470相互平行，但不限于此。同步连接轴450

的第一端呈转动地安装于左侧脚座460，同步连接轴450的第二端呈转动地安装于右侧脚座

470，使得同步连接轴450能相对左侧脚座460和右侧脚座470旋转。第一气缸410的缸体411

与左侧脚座460铰接，第一气缸410的活塞杆412与第一拨叉430的第一端铰接，第一拨叉430

的中部固定于同步连接轴450的第一端上，第一拨叉430的第二端形成位于托管槽310对应

下方的第一承托部431，使得第一气缸410、左侧脚座460、同步连接轴450及第一拨叉430共

同形成一曲柄滑块机构；第二气缸420的缸体421与右侧脚座470铰接，第二气缸420的活塞

杆422与第二拨叉440的第一端铰接，第二拨叉440的中部固定于同步连接轴450的第二端

上，第二拨叉440的第二端形成与第一承托部431对齐且平行的第二承托部441，第二承托部

441位于托管槽310对应的下方，使得第二气缸420、右侧脚座470、同步连接轴450及第二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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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440共同形成另一曲柄滑块机构；较优的是，第一气缸410和第二气缸420相互平行，第一

气缸410和第二气缸420二者的活塞杆412、422各呈朝上布置，以使得第一气缸410更可靠地

带动第一拨叉430及第二气缸420更好可靠地带动第二拨叉440摇摆，从而将托管槽310内的

钢塑复合管200在长度方向的两端托起，确保输送的同步性。更具体地，如下：

[0030] 如图14及图15所示，第一拨叉430和第二拨叉440各呈V字形，使得第一拨叉430的

中部及第二拨叉440各位于V字形的锥角处，以使得第一拨叉430及第二拨叉440做更可靠的

托起及输送作用。同时，同步连接轴450沿其轴向依次包含同轴布置的第一拨叉轴451、第一

连接套452、中间轴453、第二连接套454及第二拨叉轴455，第一拨叉轴451呈转动地安装于

左侧脚座460的顶部处，第二拨叉轴455呈转动地安装于右侧脚座470的顶部处，第一拨叉

430的中部固定于第一拨叉轴451的第一端上，第一拨叉轴451的第二端套装于第一连接套

452内，中间轴453的第一端套装于第一连接套452内，中间轴453的第二端套装于第二连接

套454内，第二拨叉440的中部固定于第二拨叉轴455的第一端上，第二拨叉轴455的第二端

套装于第二连接套454内，以使得第一拨叉430及第二拨叉440二者做更可靠的同步运动。具

体地，左侧脚座460及右侧脚座470二者的顶部各安装有轴承座480，轴承座480套装有轴承

490，第一拨叉轴451穿置于左侧脚座460处的轴承490内，第二拨叉轴455穿置于右侧脚座

470处的轴承490内，以使得同步连接轴450相对左侧脚座460和右侧脚座470旋转的灵活顺

畅性，但不限于此。

[0031] 结合图14及图15，对翻管装置400的工作原理进行说明：将由托管架300后侧处的

送管装置500所输送来的位于最后侧的托管槽310内的钢塑复合管200翻转至相邻的托管槽

310内时，此时与最后侧的托管槽310相邻的翻管装置400中的第一气缸410及第二气缸420

做伸出运动，由伸出运动的第一气缸410带动第一拨叉430和同步连接轴450一起摆动，同

时，由伸出运动的第二气缸420带动第二拨叉440也和同步连接轴450一起摆动；故在第一气

缸410及第二气缸420的伸出运动中，快的会拖动慢的运动，实现二者速度的同步，从而使得

第一拨叉430及第二拨叉440做同步协调的运动，防止钢塑复合管200之两端托起及输送不

同步而造成钢逆复合管200掉落等缺陷，提高钢塑复合管200托起及输送的可靠性，达到由

第一拨叉430及第二拨叉440将钢塑复合管200的两端托起再输送的目的，状态见图14及图

15所示。

[0032] 结合图4至图6，端封主机100用于对钢塑复合管200的端部进行密封，以对钢塑复

合管200之端部中的中间钢带层220切除预设深度(该深度是根据实际需要而灵活设置的)

以使钢塑复合管200之端部形成出环状的凹陷空间230，状态见图11a所示，并使内外塑胶层

210热熔以填充凹陷结构230(状态见图11b所示)，从而实现钢塑复合管200之端部的密封。

其中，端封主机100包括机架10、平端装置30、平端进给装置40、端封热合装置50、平移机构

60、平移座体70及两定心同步夹具80。机架10与托管架300之左端部对接，当然，根据实际需

要还可以与托管架300之右端部对接，较优的是，机架10的长度方向与托管架300的宽度方

向相同，而机架10的宽度方向与托管架300的长度方向相同，但不限于此。平移座体70沿机

架10宽度方向滑设于机架10之顶部，当然，根据实际需要，平移座体70还可以沿机架10的长

度方向滑设于机架10之顶部，故不限于此；平移机构60安装于机架10并驱使平移座体60滑

移，较优的是，平移机构60包含一气缸或液压缸，气缸或液压缸的输出端与平移座体60连

接，使得平移座体60更高效的做往复滑移，但不限于此。两定心同步夹具80沿机架10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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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呈间隔开且对齐地安装于平移座体70上，每个定心同步夹具80各与托管槽310中除最

前侧者和最后侧者外的余下者中的一者对齐，即，每个定心同步夹具80与中间的两个托管

槽310中对应一者对齐，当然，根据实际需要，两定位同步夹具80还可沿机架10的宽度方向

相间隔开布置，故不限于此。平端装置30及端封热合装置50各安装于平移座体70，平端装置

30及端封热合装置50各沿平移座体70的滑移方向与一个定心同步夹具80相对齐，且平端装

置30、平端进给装置40及端封热合装置50三者位于定心同步夹具80的同一侧外，以防止平

端装置30、平端进给装置40及端封热合装置50三者不在定心同步夹具80的同一侧外而对定

位同步夹具80所夹持的钢塑复合管200造成阻碍，从而确保平端装置30、平端进给装置40、

端封热合装置50及定心同步夹具80之间工作可靠性，但不限于此。平端进给装置40安装于

平移座体70并驱使平端装置30沿平移座体70的滑移方向在平移座体70上做往复滑移，以满

足平端装置30对钢塑复合管200之端部的中间钢带层220切去预设深度的需求。更具体地，

如下：

[0033] 如图4至图6所示，平端装置30包含平端电机31、平端刀盘32及平端减速箱33；平端

电机31竖直并朝下地安装于平端减速箱33，以合理利用平端减速箱33的空间，且平端电机

31的输出端与平端减速箱33的输入轴连接，平端减速箱33的输出轴331沿平移座体70的滑

移方向布置，平端刀盘32安装于平端减速箱33的输出轴331上，平端刀盘32的端面上具有多

个在平端刀盘32的周向上排成一圈的刀刃块321，以提高平端刀盘32对钢塑复合管200的加

工效率，同时，借助平端减速箱33对平端电机31进行降速，从而使得平端刀盘32获得更大的

扭矩，但不限于此。

[0034] 如图4至图6所示，平端进给装置40包含进给电机41、进给丝杠42、进给丝母及进给

座体44，进给座体44沿平移座体70的滑移方向滑设于平移座体70之顶部，由平移座体70对

进给座体44提供支撑；进给丝杠42沿平移座体70的滑移方向安装于平移座体70之顶部处，

由平移座体70对进给丝杠42提供支撑固定；进给丝母套装于进给座体44上，进给丝母还滑

套于进给丝杠42，进给电机41安装于平移座体70并驱使进给丝杠42旋转，从而由旋转的进

给丝杠42通过进给丝母带动进给座体44在平移座体70上滑移；平端减速箱33安装于进给座

体44上，以实现平端进给装置40带动平端装置30做进给运动的目的。具体地，进给电机41与

进给丝杠42之间设有带传动结构45，当然，根据实际需要而设置为链传动结构或齿轮传动

结构，故不以此为限。举例而言，带传动结构45包含安装于进给电机41之输出轴上的主带轮

451、安装于进给丝杠42上的从带轮452及套设于主带轮451和从带轮452上的传动带453，以

实现进给电机41对进给丝杠42的远离平稳驱动的目的，但不限于此。

[0035] 如图7至图9所示，定心同步夹具80包括固定框架81、第一直线驱动器821、第二直

线驱动器822、第一夹头831、第二夹头832、第一滑块841、第一连杆851、第二连杆852、第一

导轨861及第二导轨862，固定框架81安装于平移座体70上，较优的是，固定框架81的长度与

平移座体70的长度方向相同，使得固定框架81将平移座体70的空间合理利用。第一导轨861

安装于固定框架81，由固定框架81固定；第二导轨862垂直平分第一导轨61，第二导轨862固

定于第一导轨861上，由第一导轨861对第二导轨862提供支撑；当然，根据实际需要，第二导

轨862还可以固定于固定框架81，或者，同时固定于第一导轨861和固定框架81，故不限于

此。第一夹头831及第二夹头832各滑设于第一导轨861并沿第一导轨861的导向方向(如图7

中的左右方向)对齐，较优的是，第一导轨861的导向方向是沿机架10的长度方向布置，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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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此。第一直线驱动器821及第二直线驱动器822各安装于固定框架81，由固定框架81为

第一直线驱动器821及第二直线驱动器822提供支撑；第一直线驱动器821的输出端与第一

夹头831连接，由第一直线驱动器821带动第一夹头831滑移；第二直线驱动器822的输出端

与第二夹头832连接，由第二直线驱动器822带动第二夹头832滑移。第一连杆851的第一端

与第一夹头831铰接，第一连杆851的第二端与第一滑块841铰接；第二连杆852的第一端与

第二夹头832铰接，第二连杆852的第二端与第一滑块841铰接，第一滑块841还滑设于第二

导轨862，第一连杆851与第二连杆852以第二导轨862为中心呈对称布置，实现由第一夹头

831及第二夹头832中的快者通过与快者铰接的第一连杆851或第二连杆852连同第一滑块

841去带动与慢者铰接的第二连杆852或第一连杆851做同步运动，从而实现第一夹头831与

第二夹头832之间张闭运动的同步性，使得第一夹头831与第二夹头832每次共同抱夹的钢

塑复合管200的中心都位于同一位置处。具体地，定心同步夹具80还包括第三导轨863、第四

导轨864、第三连杆853、第四连杆854及第二滑块842。第三导轨863沿平行于第一导轨861的

方向布置，第三导轨863还沿第二导轨862的导向方向(如图7中的上下方向)与第一导轨861

相间开，第四导轨864垂直平分第三导轨863，第四导轨864沿平行于第二导轨862的方向布

置并与第二导轨862相对齐；第一夹头831及第二夹头832还滑设于第三导轨863；第三连杆

853的第一端与第一夹头831铰接，第三连杆853的第二端与第二滑块842铰接，第四连杆854

的第一端与第二夹头832铰接，第四连杆854的第二端与第二滑块842铰接，第二滑块842还

滑设于第四导轨864；第三连杆853与第四连杆854以第四导轨864为中心呈对称布置，因此，

借助第三导轨863、第四导轨864、第三连杆853、第四连杆854及第二滑块842，用于对第一滑

块841、第一连杆851、第二连杆852、第一导轨861及第二导轨862进行平衡，从而使得第一夹

头831与第二夹头832在张闭运动过程中更平稳顺畅，且对钢塑复合管200夹持更稳固，但不

限于此。举例而言，第一导轨861至第四导轨864各为导向杆，第一导轨861的第一端滑动地

穿过第一夹头831再固定于固定框架81的第一侧框壁811，第一导轨861的第二端滑动地穿

过第二夹头832再固定于固定框架81的与第一侧框壁811相对的第二侧框壁812，第三导轨

863的第一端滑动地穿过第一夹头831再固定于第一侧框壁811，第三导轨863的第二端滑动

地穿过第二夹头832再固定于第二侧框壁812，第一滑块841滑套于第二导轨862，第二滑块

842滑套于第四导轨864，使得第一导轨861及第三导轨863在固定框架81所占用空间小，并

为钢塑复合管200的夹持工作提供充足的空间，还使得第一滑块841及第二滑块842的滑移

更可靠，但不限于此；较优的是，第二导轨862的第一端呈固定地套装于第一导轨861的中部

处，以确保第二导轨862与第一导轨861安装的可靠性；第四导轨864的第一端呈固定地套装

于第三导轨863的中部处，以确保第四导轨864与第三导轨863安装的可靠性。

[0036] 如图7至图9所示，第一直线驱动器821固定于第一侧框壁811，第一直线驱动器821

的输出端穿过第一侧框壁811再与第一夹头831连接，第二直线驱动器822固定于第二侧框

壁812外，且第二直线驱动器822的输出端穿过第二侧框壁812再与第二夹头832连接，这样

设计能使得定心同步夹具80的结构更紧凑；具体地，固定框架81的第三侧框壁813和第四侧

框壁814各开设有避让通孔815，较优的是，第一侧框壁811、第三侧框壁813、第二侧框壁812

及第四侧框架814依次首尾相接，从而构成方形的固定框架81，但不限于此；而第一连杆

851、第二连杆852及第三导轨863均穿置于第三侧框壁813的避让通孔815内，避开第三侧框

壁813对运动的第一连杆851及第二连杆852造成干扰，确保运动的可靠性；第三连杆85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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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连杆854及第四导轨864均穿置于第四侧框壁814的避让通孔815内，避开第四侧框壁814

对运动的第三连杆853及第四连杆854造成干扰，确保运动的可靠性。其中，为提高滑移顺畅

性，第一夹头831套装有分别与第一导轨861和第三导轨863滑动配合的第一导套833，第二

夹头832套装有分别与第一导轨861和第三导轨863滑动配合的第二导套834，故借助第一导

套833，使得第一夹头831在第一导轨861和第三导轨863上做更顺畅的滑移，同理，借助第二

导套834，使得第二夹头832在第一导轨861和第三导轨863上做更顺畅的滑移；具体地，第一

夹头831及第二夹头832二者各具有面对彼此的圆弧夹持面8311、8321，更匹配钢塑复合管

200的形状，但不限于此。为简化直线驱动结构，第一直线驱动器821及第二直线驱动器822

各为气缸，以简化提供直线驱动的结构，并具有效率高的优点，当然，根据实际需要，第一直

线驱动器821及第二直线驱动器822还可以为液压缸或直线电机，故不限于此。

[0037] 其中，定心同步夹具80对钢塑复合管200的夹持原理进行说明：如图10a所示，当钢

塑复合管200位于第一夹头831与第二夹头832之间的空间内；接着，第一直线驱动器821驱

使第一夹头831朝靠近第二夹头832方向滑移，同时，第二直线驱动器822驱使第二夹头832

朝靠近第一夹头831方向滑移，从而使得第一夹头831与第二夹头832共同抱夹钢塑复合管

200，状态见图10b所示；其中，在第一夹头831与第二夹头832共同抱夹钢塑复合管200的过

程中，移动快的第一夹头831通过第一连杆851带动第一滑块841沿第二导轨862滑移同步，

还通过第三连杆853带动第二滑块842沿第四导轨864滑移，由滑移的第一滑块841带动第二

连杆852运动及第二滑块842带动第四连杆854运动，从而由运动的第二连杆852和第四连杆

854共同带动移动慢的第二夹头832，即实现快者拖动慢者，最终实现两者移动同步性，达到

每次被夹持钢塑复合管200的中心都位于同一位置上的目的，以便于平端装置31对一个定

心同步夹具80上的钢塑复合管200及端封热合装置50对另一个定心同步夹具800上的钢塑

复合管200进行相应的加工。

[0038] 结合4至图10b，对端封主机的工作原理进行说明：如图4所示，当翻管装置400将位

于最后侧者内的钢塑复合管200翻转至与最后侧者相邻的托管槽310内时，此时平移机构60

驱使平移座体70沿图4中平移座体70内的箭头所指方向滑移，由滑移的平移座体70连同该

平移座体70上的平端装置30、平端进给装置40、端封热合装置50及左右两侧的定心同步夹

具80一起移动，直到钢塑复合管200进入与后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内；接着，由后侧的定心

同步夹具80将钢塑复合管200夹持；紧接着，平端装置30在平端进给装置40的配合下，实现

对夹持的钢塑复合管200的端部进行加工，过程如图11a至图11b所示；当加工完成后，此时，

平移机构60驱使平移座体70沿图4中平移座体70内的箭头所指相反方向滑移，由滑移的平

移座体70连同该平移座体70上的平端装置30、平端进给装置40、端封热合装置50及两定心

同步夹具80一起移动，直到后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移离被平端装置30加工过的钢塑复合管

200；然后，与最后侧者相邻的托管槽310内的翻管装置400将该托管槽310内的钢塑复合管

200托起并翻转至与最前侧者相邻的托管槽310内，与此同时，最后侧者内翻管装置400再将

钢塑复合管200托起并翻转至与最后侧者相邻的托管槽310内，此时，平移机构60驱使平移

座体70沿图4中平移座体70内的箭头所指方向滑移，由滑移的平移座体70连同该平移座体

70上的平端装置30、平端进给装置40、端封热合装置50及前后两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一起

移动，直到新的一根钢塑复合管200进入后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内及被平端装置30加工过

的钢塑复合管200进入前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内；接着，由后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将新的一

说　明　书 7/8 页

10

CN 109624288 A

10



根钢塑复合管200夹持及由前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对被平端装置30加工过的钢塑复合管

200进行夹持；最后，平端装置30在平端进给装置40的配合下，实现对夹持的钢塑复合管200

的端部进行加工，过程如图11a至图11b所示；同样，被前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所夹持的钢塑

复合管200被端封热合装置50的工作下实现对被平端装置30加工后的钢塑复合管200之端

部进行密封，状态见图11b所示；不断重复上述的过程，即可以实现钢塑复合管200由最后侧

者依次往最前侧者处输送，以实现钢塑复合管200之端部密封的批量生产。

[0039] 其中，借助平移机构60及平移座体70，使得后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夹持与最后侧

者相邻的托管槽310内的钢塑复合管200的同时，还使得前侧的定心同步夹具80夹持被平端

装置30处理后的被翻转至与最前侧者相邻的托管槽310内的钢塑复合管200；接着，平端装

置30在平端进给装置40的作用下，对被后侧的定位同步夹具80所夹持的钢塑复合管200之

端部中的中间钢带层220切去预设深度，从而使钢塑复合管200之端部形成出环状的凹陷空

间230；而端封热合装置50对被平端装置30处理过的钢塑复合管200之端部进行热压成型，

使钢塑复合管200之端部的内外塑胶层210被热熔而填充于凹陷空间230，从而实现对钢塑

复合管200之端部的自动密封，因此，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操作人员的负担。值得注意者，端

封热合装置50为本领域所熟知的结构，故在此不再进行详细的说明。

[0040] 与现有技术相比，借助送管装置500分别位于托管槽310中的最前侧者和最后侧者

内，使得托管槽310中的最前侧者及最后侧者之间形成钢塑复合管200的上料及下料工位；

借助翻管装置400，负责将托管槽310中的最前侧者或最后侧者内的钢塑复合管200依次经

过托管槽310中除最前侧者及最后侧者外的余下者再被输送至最后侧者或最前侧者内，而

端封主机100负责将位于托管槽310中除最前侧者及最后侧者外的余下者内的钢塑复合管

200之端部进行密封；因此，本发明的在线式自动端封机1000能实现钢塑复合管200自动上

料、自动下料及在线式端封，还能降低操作人员负担并提高生产效率。

[0041] 以上所揭露的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例而已，不能以此来限定本发明之权利范围，

因此依本发明权利要求所作的等同变化，均属于本发明所涵盖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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