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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Fig. 2

(57) Abstract: A fastening piece with a male thread and thread fastening components are disclosed. The fastening piece fits with a
fastening piece with a female thread b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le thread and the female thread. Each tooth shape of the male
thread comprises a leading flank and a following flank, and the male thread also comprises a slant extending between the leading
flank and the following flank; comparing the joining of the slant of the male thread and the leading flank with the joining of the slant
of the male thread and the following flank, the former i s more far away fi"om the axis of the male thread; and the slant of the male
thread and the slant of the female thread are fitting together. Thus by using the cooperation of the male thread of the invention and
the female thread of the Spiralock, the contact surfaces between the male thread and the female thread are not easy to be stripped, the
axial force of the male thread can be main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use of the fastening piece, and the clamping force of the fasten -
ing piece with the female thread can be main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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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

公开 了一种具有外镙纹 的紧 构件 和一种螺纹紧 组件 。该紧 构件可 与具有 内螺紋 的紧 构件通过所述外镙

紋和所述 内螺紋相互配合 ，所述外螺紋 的每个牙型包括引导牙侧和跟 随牙侧 ，所述外螺紋还包括延伸 于所述 引导牙

侧和所述跟 随牙侧之 间的斜 ; 所述外螺纹 的斜 与所述 引导牙侧 的连接处和所述外螺紋 的斜 ί 与所述跟 随牙侧 的

连接处相 比，更远离所述外螺紋 的轴线 ；所述外螺纹 的斜 ί ]与所述 内螺紋 的斜 [I]相 贴合 。本发 叨的外螺紋与施必牢

的 内螺纹结构相 配合 ，使外螺纹和 内螺紋 的接触 « 之 间不易滑牙 ，从而在紧 固构件 的使用过程 中能够保持外镙纹 的

轴力 ，进 保持具有 内 累纹 的紧 固构件 的夹紧力 。



说明书

发明名称 ：具有外螺纹 的紧固构件和螺纹紧固组件

[1] 技术领域

[2] 本发明涉及一种螺纹紧固构件，尤其涉及一种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和包括该

紧固构件的螺纹紧固组件。

[3] 背景技术

[4] 螺纹连接的基本要素是螺纹。三角形螺纹的当量摩擦系数较大，自锁性能好，

主要用于连接。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三角形螺纹的牙侧角为30度；在英

制螺纹标准下，三角形螺纹的牙侧角为27.5度。

[5] 专利号为4171012 的美国专利公开了一种 自锁螺纹结构，也即施必牢螺纹结构

。如图1所示，该施必牢螺纹结构为内螺纹 1，每牙内螺纹 1包括引导牙侧 11、跟

随牙侧 12以及在引导牙侧 11和跟随牙侧 12之间延伸的斜面 13。斜面 13与引导牙

侧 11的连接处高于斜面 13与跟随牙侧 12的连接处，也即斜面 13与引导牙侧 11的

连接处和斜面 13与跟随牙侧 12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内螺纹 1的轴线3。在公制

、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下，斜面 13与内螺纹 1的轴线3之间的夹角皆为 15度〜45

度，优选为30度。

[6] 内螺纹 1的原始三角形是符合公制、美制或英制螺纹标准的三角形。也即在公

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 1的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是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

下，内螺纹 1的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是27.5度。当然，内螺纹 1的原始三角形也可

以是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增大的三角形螺纹或跟随牙侧 12的牙侧角增大的三角

形螺纹，也即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大于30度和/或跟随牙侧 12的牙侧角大于27.5

度。

[7] 目前，如图1所示，与 自锁螺纹结构相配合的外螺纹2为符合公制、美制或英制

螺纹标准的三角形螺纹。每牙外螺纹2包括引导牙侧2 1、跟随牙侧22、在引导牙

侧2 1和跟随牙侧22之间延伸的牙顶23和牙底24。牙顶23—般为平行于外螺纹2的

轴线3 (也即是内螺纹 1的轴线3，内螺纹 1的轴线与外螺纹2的轴线是重合的）的

平面。为克服应力集中问题，牙底24— 般为圆弧面。当外螺纹2产生轴力F吋，



外螺纹2的牙顶23抵靠在内螺纹1的斜面13上。

外螺纹2的牙顶23与内螺纹1的斜面13是线接触，接触面积较小，则接触应力较

大，接触部分容易发生"冷焊"而导致"滑牙"现象的产生。在使用此螺纹副的过程

中，由于机器或被夹持的工件长吋间振动，接触部分继续产生微小的压缩变形

，从而使外螺纹的轴力减小，进而导致具有内螺纹的紧固构件的夹紧力的减小

发明内容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具有外螺

纹的紧固构件和螺纹紧固组件，该外螺纹与施必牢的内螺纹结构相配合，使外

螺纹和内螺纹的接触面之间不易"滑牙" ，从而在紧固构件的使用过程中能保持外

螺纹的轴力，进而保持具有内螺纹的紧固构件的夹紧力。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可与具有内螺纹

的紧固构件通过所述外螺纹和所述内螺纹相互配合，每牙所述内螺纹包括引导

牙侧、跟随牙侧和延伸于所述内螺纹的引导牙侧和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之间

的斜面；所述内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弓I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述内螺纹的

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所述内螺纹的轴线；每牙

所述外螺纹包括弓I导牙侧和跟随牙侧；所述外螺纹还包括延伸于所述外螺纹的

引导牙侧和所述外螺纹的跟随牙侧之间的斜面；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

纹的引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跟随牙侧的连接处

相比，更远离所述外螺纹的轴线；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斜面相贴
合。

进一步地，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15度〜45度。

优选地，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30度。

优选地，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和所述内

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都等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的引导牙侧

的牙侧角和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都等于27.5度。

可替换地，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

度，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等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的



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27.5度，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等于27.5度。

[16] 可替换地，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等于30

度，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的

引导牙侧的牙侧角等于27.5度，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大于27.5度。

[17] 可替换地，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

度，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的

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27.5度，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大于27.5度。

[18] 进一步地，所述内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15度〜45度。

[19] 优选地，所述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为螺栓，可与所述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相配合的所述具有内螺纹的紧固构件为螺母。

[20] 进一步地，所述外螺纹是滚压成型或切削成型的。

[2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螺纹紧固组件，包括具有外螺纹的第一紧固构件和具有内

螺纹的第二紧固构件，所述第一紧固构件和所述第二紧固构件通过所述外螺纹

和所述内螺纹相互配合，每牙所述内螺纹包括引导牙侧、跟随牙侧和延伸于所

述内螺纹的引导牙侧和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之间的斜面；所述内螺纹的斜面

与所述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述内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

侧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所述内螺纹的轴线；每牙所述外螺纹包括引导牙侧和

跟随牙侧；所述外螺纹还包括延伸于所述外螺纹的弓I导牙侧和所述外螺纹的跟

随牙侧之间的斜面；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引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

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跟随牙侧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所述外螺纹的

轴线；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斜面相贴合。

[22] 优选地，所述第一紧固构件为螺栓，所述第二紧固构件为螺母。

[23] 本发明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和螺纹紧固组件的有益效果在于：

[24] 外螺纹也具有斜面，可与施必牢的内螺纹结构相配合，也即外螺纹的斜面与内

螺纹的斜面相贴合。外螺纹与内螺纹为面接触，接触面积增大，则接触应力减

小，接触面之间不易发生"冷焊" ，从而不易产生"滑牙"现象。在螺纹紧固组件的

使用过程中，由于避免了"滑牙"现象的产生，接触面继续压缩变形得较少，从而

可以保持外螺纹的轴力，进而保持具有内螺纹的紧固构件的夹紧力。



[25] 施必牢的内螺纹结构的斜面与内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 15度〜45度，优选为

30度。为与施必牢的内螺纹结构相配合，本发明的外螺纹的斜面与外螺纹的轴

线之间的夹角也为 15度〜45度，优选为30度。

[26] 与本发明的外螺纹相配合的施必牢的内螺纹的原始三角形是符合公制、美制或

英制螺纹标准的三角形，也可以是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增大的三角形螺纹或跟随

牙侧的牙侧角增大的三角形螺纹，或者引导牙侧的牙侧角、跟随牙侧的牙侧角

同吋增大的三角形螺纹。与本发明的外螺纹相配合的内螺纹只需具有与内螺纹

的轴线之间的夹角呈 15度〜45度的斜面，对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和跟随牙侧的牙

侧角没要限制。

[27]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

以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28] 附图说明

[29] 图1是现有技术的外螺纹与施必牢内螺纹螺纹连接的剖面示意图；

[30] 图2是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的外螺纹的剖面示意图；

[31] 图3是图2中I处的局部放大图；

[32] 图4是图2的外螺纹与施必牢内螺纹螺纹连接的剖面示意图。

[33] 具体实施方式

[34] 本发明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以螺栓为例，具有内螺纹的紧固构件以与该螺

栓配合的螺母为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其实施方式进行详细描述。但本发明并

不限于此，本发明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可以为具有本发明的外螺纹的零件

(零件的材料无限制）。该零件 （如螺钉、双头螺柱或客户 自制零件等）与可

具有 自锁螺纹结构 （施必牢内螺纹）的零件 （如螺母）配合，广泛应用于汽车

、工程机械、铁路、城轨、桥梁、航空等领域。

[35] 图2为本发明的一个较佳实施例的外螺纹的剖面示意图。如图2和图3所示，每

牙外螺纹2包括引导牙侧2 1、跟随牙侧22、在引导牙侧2 1和跟随牙侧22之间延伸

的牙顶23和牙底24。牙顶23为斜面。斜面23与引导牙侧2 1的连接处26和斜面23

与跟随牙侧22的连接处25相比，更远离外螺纹2的轴线3。为与施必牢内螺纹相

配合，外螺纹2的斜面23与外螺纹的轴线3之间的夹角也为 15度〜45度。由于施



必牢内螺纹的斜面 13与内螺纹的轴线3 (内螺纹 1的轴线与外螺纹2的轴线是重合

的）之间的夹角优选为30度，因此，外螺纹2的斜面23与外螺纹的轴线3之间的

夹角也优选为30度。

[36] 外螺纹2的原始三角形是符合公制、美制或英制螺纹标准的三角形。在公制和

美制螺纹标准下，引导牙侧2 1的牙侧角β和跟随牙侧22的牙侧角α都为30度；在

英制螺纹标准下，弓I导牙侧2 1的牙侧角β和跟随牙侧22的牙侧角α都为27.5度。

[37] 在本实施例中，为克服应力集中问题，牙底24为圆弧面。当然，本发明并不限

于此，牙底24也可以为平面。

[38] 图3是图2中I处的局部放大图。如图3所示，外螺纹2的斜面23与外螺纹的轴线3

之间的夹角Θ为 15度〜45度 （在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下）。理想状态下，

外螺纹2的引导牙侧2 1、跟随牙侧22和斜面23都是平面的，但实际上，为了加工

方便，引导牙侧2 1与斜面23的相交处26和跟随牙侧22与斜面23的相交处25实际

都为一圆弧面。

[39] 图4是图2的外螺纹与施必牢内螺纹螺纹连接的剖面示意图。如图4所示，每牙

内螺纹 1包括引导牙侧 11、跟随牙侧 12以及在引导牙侧 11和跟随牙侧 12之间延伸

的斜面 13。斜面 13与引导牙侧 11的连接处高于斜面 13与跟随牙侧 12的连接处，

也即斜面 13与引导牙侧 11的连接处和斜面 13与跟随牙侧 12的连接处相比，更远

离内螺纹 1的轴线3。在公制、美制和英制螺纹标准下，斜面 13与内螺纹 1的轴线

3之间的夹角皆为 15度〜45度，优选为30度。

[40] 在本发明的实施方式中，内螺纹 1的原始三角形是符合公制、美制或英制螺纹

标准的三角形。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和跟随牙侧 12

的牙侧角都为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和跟随牙侧 12的

牙侧角都为27.5度。

[41] 内螺纹 1的斜面 13与外螺纹2的斜面23相贴合。外螺纹2与内螺纹 1为面接触，接

触面积比现有技术的线接触大，则接触应力比现有技术的线接触小，接触面之

间不易发生"冷焊" ，从而不易产生"滑牙"现象。在外螺纹2与内螺纹 1螺纹连接期

间，由于避免了"滑牙"现象的产生，接触面继续压缩变形得较少，从而可以保持

外螺纹2的轴力，进而保持具有内螺纹 1的螺母的夹紧力。



[42] 外螺纹2可以是滚压成型，也可以为切削成型。当然，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外

螺纹2也可以以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加工方式来加工成型。

[43] 本发明并不限于内螺纹 1的原始三角形是符合公制、美制或英制螺纹标准的三

角形的实施方式。可以通过增大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和/或增大跟随牙侧 12的牙

侧角，来增大内螺纹 1的槽宽，使具有外螺纹2的螺栓更顺利地旋入具有内螺纹 1

的螺母，从而使外螺纹2的斜面23贴合在内螺纹 1的斜面 13上，即可实现螺纹副

的良好的自锁功能，并能在螺纹副的使用期间一直保持螺母的夹紧力。

[44] 作为本发明的一个替换实施方式，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 1的引导

牙侧 11的牙侧角大于30度，内螺纹 1的跟随牙侧 12的牙侧角等于30度；在英制螺

纹标准下，内螺纹 1的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大于27.5度，内螺纹 1的跟随牙侧 12的

牙侧角等于27.5度。

[45] 作为本发明的另一个替换实施方式，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 1的引

导牙侧 11的牙侧角等于30度，内螺纹 1的跟随牙侧 12的牙侧角大于30度；在英制

螺纹标准下，内螺纹 1的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等于27.5度，内螺纹 1的跟随牙侧 12

的牙侧角大于27.5度。

[46] 作为本发明的再一个替换实施方式，在公制和美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 1的引

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大于30度，内螺纹 1的跟随牙侧 12的牙侧角大于30度；在英制

螺纹标准下，内螺纹 1的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大于27.5度，内螺纹 1的跟随牙侧 12

的牙侧角大于27.5度。

[47] 与本发明的外螺纹2相配合的施必牢的内螺纹 1的原始三角形是符合公制、美制

或英制螺纹标准的三角形，也可以是弓I导牙侧 11的牙侧角增大的三角形螺纹或

跟随牙侧 12的牙侧角增大的三角形螺纹，或者引导牙侧 11的牙侧角、跟随牙侧 1

2的牙侧角同吋增大的三角形螺纹。与本发明的外螺纹2相配合的内螺纹 1只需具

有与内螺纹 1的轴线3之间的夹角呈 15度〜45度的斜面 13，对引导牙侧 11的牙侧

角和跟随牙侧 12的牙侧角没有限制。

[48] 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知悉，内螺纹 1和外螺纹2在实际加工中，存在允许

的误差，与理想状态不一致。例如，引导牙侧2 1与斜面23的相交处26和跟随牙

侧22与斜面23的相交处25实际都为一圆弧面，而不是直线。再例如，当螺母和



螺栓螺纹连接吋，内螺纹 1的轴线与外螺纹2的轴线在理想状态下是重合的，但

在实际加工中，这两个轴线之间可能存在微小的偏差，并不重合。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无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

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

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权利要求书

一种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可与具有内螺纹的紧固构件通过所

述外螺纹和所述内螺纹相互配合 ，

每牙所述内螺纹包括引导牙侧、跟随牙侧和延伸于所述内螺纹的

引导牙侧和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之间的斜面；所述内螺纹的斜

面与所述内螺纹的弓I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述内螺纹的斜面与所述

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所述内螺纹的轴线；

每牙所述外螺纹包括弓I导牙侧和跟随牙侧；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螺纹还包括延伸于所述外螺纹的弓I导牙侧和

所述外螺纹的跟随牙侧之间的斜面；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

螺纹的引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跟

随牙侧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所述外螺纹的轴线；所述外螺纹的

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斜面相贴合。

如权利要求 1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所述外螺纹的

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 15度〜45度。

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所述外螺纹的

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30度。

如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在公制

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弓I导牙侧的牙侧角和所述内螺

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都等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内螺纹

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和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都等于27.5

度。

如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在公制

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弓I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度 ，

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等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

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27.5度 ，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

牙侧角等于27.5度。

如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在公制



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弓I导牙侧的牙侧角等于30度 ，

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

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等于27.5度 ，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

牙侧角大于27.5度。

[权利要求 7] 如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在公制

和美制螺纹标准下，所述内螺纹的弓I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度 ，

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牙侧角大于30度；在英制螺纹标准下，

内螺纹的引导牙侧的牙侧角大于27.5度 ，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

牙侧角大于27.5度。

[权利要求 8] 如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所述内

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 15度〜45度。

[权利要求 9] 如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所述具

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为螺栓 ，可与所述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相

配合的所述具有内螺纹的紧固构件为螺母。

[权利要求 10] 如权利要求 1或2或3所述的具有外螺纹的紧固构件 ，其中，所述外

螺纹是滚压成型或切削成型的。

[权利要求 11] 一种螺纹紧固组件 ，包括具有外螺纹的第一紧固构件和具有内螺

纹的第二紧固构件 ，所述第一紧固构件和所述第二紧固构件通过

所述外螺纹和所述内螺纹相互配合 ，

每牙所述内螺纹包括引导牙侧、跟随牙侧和延伸于所述内螺纹的

引导牙侧和所述内螺纹的跟随牙侧之间的斜面；所述内螺纹的斜

面与所述内螺纹的弓I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述内螺纹的斜面与所述

内螺纹的跟随牙侧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所述内螺纹的轴线；

每牙所述外螺纹包括弓I导牙侧和跟随牙侧；

其特征在于，所述外螺纹还包括延伸于所述外螺纹的弓I导牙侧和

所述外螺纹的跟随牙侧之间的斜面；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

螺纹的引导牙侧的连接处和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所述外螺纹的跟

随牙侧的连接处相比，更远离所述外螺纹的轴线；所述外螺纹的



斜面与所述内螺纹的斜面相贴合。

[权利要求 12] 如权利要求 11所述的螺纹紧固组件，其中，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

所述外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 15度〜45度。

[权利要求 13] 如权利要求 12所述的螺纹紧固组件，其中，所述外螺纹的斜面与

所述外螺纹的轴线之间的夹角为30度。

[权利要求 14] 如权利要求 11或 12或 13所述的螺纹紧固组件，其中，所述第一紧

固构件为螺栓，所述第二紧固构件为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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