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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 pipeline connection pipe fitting, comprising a screw nut (3), a connector (1), a connector outer frustrum (5), and a
connection pipe bellmouth (7); the screw nut (3) i s provided with an inner conical bore (10), a clamping sleeve (8) for mating being< disposed within the inner conical bore (10) of the screw nut, said clamping sleeve (8) being a hollow clamping sleeve hole, the bot -
torn of said clamping sleeve hole being provided with an inner conical bore, said clamping sleeve inner conical bore being composed
of a clamping sleeve inner cylindrical bore (13) and a clamping sleeve inner conical bore bellmouth groove (14); the hole wall (18)
of the clamping sleeve and the outer conical sloped surface (16) of the clamping sleeve form a clamping sleeve conical oblique angle
(17); the connector outer frustrum (5) presses the clamping sleeve inner cylindrical bore (13) to create a conical surface seal (6); the
connector outer frustrum (5) presses the connection pipe bellmouth (7) in the clamping sleeve inner conical bore bellmouth groove
(14) to form a bellmouth groove seal; the screw nut inner conical bore (10) presses the clamping sleeve (8) to thereby press a con
nection pipe (9) to form a clamping sleeve seal; the present pipeline connector pipe fitting i s characterised by convenient sealed con -
nection, low requirements for the sealing process, and high sealing performance, can be used to connect thin-walled, low hardness
metal pipelines made of different materials, and can be used entirely interchangeably with existing connection screw nu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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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包括螺母 （3 ) 、接头 （1) 、接头外锥 台 （5 ) 和连接管喇叭 口 （7 ) ，螺母 （3 ) 设有 内
锥孔 （10) ，螺母 内锥孔 （10 ) 内设有配套使用 的卡套 （8 ) ，卡套 （8 ) 为 中空 的卡套套孔 ，卡套套孔底 部
设有卡套 内锥孔 ，卡套 内锥孔 由卡套 内圆柱孔 （13 ) 和卡套 内锥孔喇叭槽 （14 ) 组成 ，卡套套孔壁 （18 ) 与
卡套 外 锥 斜 面 （16 ) 组 成 卡套 锥 斜 角 （17 ) ，接 头 外 锥 台 （5 ) 挤 压 卡套 内圆柱 孔 （13 ) 实 现 锥 面 密 封
( 6 ) ，接头外锥 台 （5 ) 挤压卡套 内锥孔喇叭槽 （14 ) 中的连接管喇叭 口 （7 ) 实现喇叭槽密封 ，螺母 内锥孔
( 10 ) 挤压卡套 （8 ) 从而挤压连接管 （9 ) 实现卡套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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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低硬度薄壁金属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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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发明属于工业领域，涉及一种将管子连接成管路的连接管件，特别是涉及一种流体传输管路的连接管件 。
[0002] 背景技术
管与管、管与其它管路连接管件之间的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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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低硬度
薄壁金属管路的优点，伹存在着密封压力较低，密封可靠性较差的缺点，通常仅能应用在密封压力低于8MPa 的管路连
接上。扩喇叭口连接管件包括一个螺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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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母套
进连接管端口，然后将端口扩成连接管喇叭口，通过螺母上的内螺紋与接头上的外螺紋连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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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喇叭口连接的缺点是喇叭口容易被扩裂，喇叭口较粗糙且承压能力较弱，喇
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受到腐蚀和疲劳振动时，易出现松动、破裂而泄漏，现有技术有采用衬套加以保护的设计，但衬套
仅对喇叭口作用，衬套与连接管之间为松动配合，存在间隙，与外界是相通的，外界大气，水气，污水对喇叭口与连接
管结合处的侵蚀，始终存在，天长日久，侵蚀到了一定程度时，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就会因腐蚀产生破裂、松动而泄
漏，特别在接头与连接管为异种金属的连接时，存在着更为严重的电化学腐蚀，腐蚀破坏尤为明显，如在铜接头与铝连
接管的连接中，铜接头与铝连接管喇叭口直接接触而产生铜铝间的电化学腐蚀，喇叭口密封处将很快产生破裂泄漏，因
此，扩喇叭口连接方式是不可直接应用于异种金属材料的连接上的。此外管子连接工作时往往处于一定的振动状态，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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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彻底失去密封，扩喇叭口连接仅在喇叭口处产生
密封，一且喇叭口密封产生泄漏，就意味着连接管件失去密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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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改变现有连接接头外锥台结构的前提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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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封性能可靠性差，不能防腐
蚀，防振、防松动性能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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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包括螺母，接头，接头外锥台和连接管喇叭口，其特征是：螺母设有内锥孔，螺母内锥孔
内设有配套使用的卡套，卡套为中空的卡套套孔，卡套套孔底部设有卡套内锥孔，卡套内锥孔由卡套内圆柱孔和卡套内
锥孔喇叭槽组成，卡套套孔壁与卡套外锥斜面组成卡套锥斜角，接头外锥台挤压卡套内圆柱孔实现锥面密封，接头外锥
台挤压卡套内锥孔喇叭槽中的连接管喇叭口实现喇叭槽密封，螺母内锥孔挤压卡套从而挤压连接管实现卡套密封。
[0005] 2 , 卡套外锥钭面上设有弹性变形槽。
[0006] 3 , 卡套内锥孔喇叭槽锥斜角大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
[0007] 4 , 卡套内圆柱孔直径小于接头外锥台底径。
[0008] 5，卡套内圆柱孔孔深大于连接管壁厚。
[0009] 6 , 螺母内锥孔长度和卡套长度均大于4mm 。
[00 10] 7 , 螺母内锥孔长度大于等于卡套长度。
[00 11] 8 , 卡套为软态。
[00 12] 本发明由接头外锥台挤压卡套内圆柱孔实现锥面密封；接头外锥台挤压卡套内锥孔喇叭槽中的连接管喇叭口实
现喇叭槽密封和螺母内锥孔挤压卡套从而挤压连接管实现卡套密封组成。本发明的锥面密封，喇叭槽密封和卡套密封的
三重密封设计，是一个互为作用，互为因果的多重密封结构。卡套套孔壁与卡套外锥斜面组成卡套锥斜角是指卡套套孔
壁的投影线与卡套外锥斜面投影线的夹角，因此，卡套锥斜角也就是卡套外锥斜面的锥斜角，在实施时卡套锥斜角是指
用来锥进螺母内锥孔与连接管之间密封的卡套锥斜角所形成的卡套切入角。本发明的锥斜角均为相应的锥孔,锥台,卡套
，喇叭口，喇叭槽的中心线与其锥斜面投影线的夹角，在连接密封时，卡套锥斜角被挤压位移的方向与螺母连接移动的
方向相反，当卡套锥斜角被挤压在螺母内锥孔和连接管之间的卡套密封达到一定的密封压力时，卡套锥斜角会受到巨大
的阻力而停止位移，此时，在接头外锥台的挤压作用下，实现锥面密封和喇叭槽密封,当锥面密封和喇叭槽密封达到一定
的密封压力时,螺母通过连接接头继续向接头方向移动,对卡套外锥钭面继续施压,使得卡套锥钭角继续收縮而连续挤压连
接管 ，进一步提高了卡套密封能力。原有的扩喇叭口连接，连接力矩过小，过大，过猛，喇叭口制作，喇叭口材料质量
, 壁厚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喇叭口破裂而不能密封，因而扩喇叭口连接对连接力矩的大小要求较严格,增大了连接难
度,但本发明的多重密封结构，对连接力矩没有严格的要求,连接时尽可用大力矩连接，当出现力矩过大使得喇叭口破裂
的极端情况时，对喇叭槽密封来讲，密封是失败了，但过大的力矩，却会起到进一步提高卡套密封，锥面密封的作用
，密封性能反而会得到进一步提高。螺母内锥孔内设置有配套使用的卡套，是指螺母内锥孔长度,螺母内锥孔锥钭角与



卡套长度，卡套锥钭角作匹配设计，以使卡套密封时获得理想的密封性能，本发明实施时,建议卡套锥钭角略小于螺母
内锥孔锥钭角1到5度，螺母内锥孔长度大于等于卡套长度。配套使用表明，螺母内锥孔与卡套二者在实现本发明目的上
互为作用，缺一不可。
[00 13] 卡套内锥孔由卡套内圆柱孔和卡套内锥孔喇叭槽组成。在卡套内圆柱孔直径小于接头外锥台底径时，接头外锥台
就可挤压到卡套内圆柱孔，实现锥面密封。卡套内圆柱孔孔深要确保接头外锥台首先挤压卡套内圆柱孔孔端圆孔边实施
锥面密封,然后在继续锥面密封的同时,接触挤压连接管喇叭口实施喇叭槽密封,通常取卡套内圆柱孔孔深大于连接管壁厚
即可满足上述要求,以大于连接管壁厚1.3倍为佳。卡套内圆柱孔的形状也可为卡套内圆锥孔，二者没有实质区别，都可
达到接头外锥台挤压卡套内圆孔的圆孔边实施锥面密封的目的。卡套内锥孔上设有卡套内锥孔喇叭槽，将连接管喇叭口
置于卡套内锥孔喇叭槽内产生喇叭槽密封，喇叭槽密封的密封性比现有扩喇叭口连接的密封性更高，更可靠。连接时连
接管喇叭口大小应根据卡套内锥孔喇叭槽的大小制作，以喇叭口最大径向直径略小于卡套内圆柱孔直径,被完全置于卡
套内锥孔喇叭槽中为佳。
[00 14] 卡套外锥钭面上设有弹性变形槽,当螺母与接头连接时,螺母内锥孔与卡套外锥钭面挤压贴合,弹性变形槽形成空
隙，在喇叭槽密封时，空隙处的卡套受到挤推力向外凸起,产生弹性变形,弹性变形蓄积的弹性能量将有效地吸收连接管的
振动,提高密封的抗振性,对温度变化引起的热涨冷缩,起到密封补偿作用，特别是在接头，卡套，螺母，连接管为不同材
料金属的连接应用场合时，补偿作用更大，确保了密封的可靠性。弹性变形槽的设计形状可以为三角形，内弧形，也可
为其他形状，只要满足连接密封时，在卡套内锥孔喇叭槽与卡套套孔壁结合处的卡套外侧,形成卡套锥钭面与螺母内锥
孔之间的空隙凹槽即可。实施时取凹槽的最大深度0.2到0.6mm ，宽度2到4mm 为佳。
[00 15] 连接管扩喇叭口时，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受力变形硬化最少，较其他喇叭口位置难以出现变形缺陷,因此,将卡
套内锥孔喇叭槽锥斜角设计为大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喇叭槽密封时，密封压力就会集中在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密封
面面宽变窄，密封性更好。与此同时,密封压力集中在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 对应的卡套外锥钭面上的弹性变形槽获得
的弹性能量更大，密封的抗振性，密封补偿能力更强。实施时建议卡套内锥孔喇叭槽锥斜角大于接头外锥台锥斜角1到
15度。
[00 16] 本发明的喇叭槽密封,因连接管喇叭口被挤压固定在接头外锥台与卡套内锥孔喇叭槽之间,连接管才不会出现拉拔
松动，松脱的现象，接头外锥台对连接管喇叭口的挤压力通过卡套内锥孔喇叭槽传递到弹性变形槽,使卡套产生弹性变
形，从而带来吸震，密封补偿等功能,卡套密封时,连接管径向被挤压收缩，连接管有被压扁产生泄漏的可能，特别是在连接低
硬度薄壁金属连接管时,连接管刚性较低，连接管更易径向压縮变形,但喇叭口被挤压面定后,喇叭口与卡套密封位置较近
，对卡套密封处的连接管管壁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消除了连接管有被压扁产生泄漏的可能，达到本发明可应用在低硬度
薄壁金属管上的目的。因此，喇叭槽密封不仅起到密封作用,还起到面持连接管,弹性变形卡套，支撑连接管管壁的作用。
[00 17] 将螺母内锥孔长度设计为大于等于卡套长度，在卡套锥钭角略小于螺母内锥孔锥钭角时，卡套就会被完全挤压在
螺母内锥孔中,卡套才能被充分挤压密封,本发明的密封才能获得最佳的密封性能。螺母内锥孔长度和卡套长度均大于
4mm, 才能确保螺母内锥孔挤压卡套外锥钭面时卡套密封的密封面长度达到密封要求。
[00 18] 本发明的卡套被完全挤压在螺母内锥孔中,被锥面密封,喇叭槽密封,卡套密封包围的结构特点决定了卡套可以为
软态。卡套为软态是指卡套加工成形后的热处理状态。将金属卡套设计成软态，在与低硬度薄壁金属管路连接时，卡套受
到挤压时更易压缩变形,便得各密封面易获得可靠的密封。与此同时,对卡套精度,螺母精度,连接管精度,喇叭口工艺要求
降低,生产成本下降，连接工艺要求变得便捷。
[00 19] 密封技术要求喇叭口中心线与接头外锥台中心线尽可能重合,否则容易引起泄漏,特别是在大口径连接管的连
接密封上,对中心线重合的要求更高。本发明中的卡套密封,卡套将连接管密封的同时,对连接管中心线与接头中心线起到
调整纠偏的作用，从而达到对喇叭口中心线与接头外锥台中心线的调整纠偏，因此，本发明中的卡套密封还起到调整纠
偏喇叭口中心线与接头外锥台中心线的作用，确保喇叭槽密封的密封性能。
[0020] 喇叭槽密封时，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卡套一侧的卡套内锥孔喇叭槽是完全严密地挤压贴合着喇叭口的，此时
卡套起到一个衬托保护作用，提高了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承压能力。卡套密封时，螺母内锥孔，卡套，连接管三者之
间的间隙被挤压变形的卡套锥斜角封闭，隔绝了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与外界的相通，电化学腐蚀发生的必要条件是要
处于湿空气，水之中，隔绝了喇叭口与连接管结合处与外界的相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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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电化学腐蚀的问题。
[002 1] 螺母设有内锥孔，即卡套密封，是专门设计在螺母上的，密封时无需对现有接头外锥台作结构上的改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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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2] 现有技术中的接头外锥台锥斜角小于90度，如果大于90度，接头就成了具有内锥孔的接头了，此时，仅需在接
头内锥孔上套接一个两头为外锥台的过渡接头，就可将内锥孔接头过渡到具有外锥台的接头上来实施本发明。本发明的
螺母可制作成外六角形，便于工具施加力矩连接安装。



[0023] 本发明可在接头与螺母螺紋连接处，各密封面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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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螺紋连接及密封面,减小装配力矩,提供更高的连接密封性能，连接后，还可提供高拆卸力矩，具有了更可
靠的防连接松动能力，施涂金属厌氧胶，增加的拆卸力矩是单纯的螺母与接头螺紋连接的数倍以上，正常情况下不可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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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位套上
热缩套管，有利于密封性能的长期稳定性，本发明中的螺母，接头，连接管，卡套采用不锈钢，合金钢，铜合金，铝合
金等金属材料制作。螺母光壁孔与连接管的间隙也可通过金属厌氧胶密封来封堵与外界的相通,同时，金属厌氧胶也会
对螺母光壁孔提供拆卸力矩。
[0024] 本发明中的流体包括液体和气体，本发明可用于所有输送液体或气体的管路连接上，包括石油,化工,治金,制药
，仪器仪表,电力，空调,机械,电子,航空,船舶,汽车制造,液压传动等工业制造中所有管与管，管与阀及管与其他设备接口处
的管路连接。
[0025]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1,本发明保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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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于低硬度薄壁金属管路的优点
的同时，实现承压超过20MPa 以上的密封连接,密封性能获得数倍提高。
[0026] 2, 本发明为多重密封，可在喇叭槽密封失效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理想的密封效果。因而,本发明可在连接管件螺
紋抗拉强度范围,实施最大力矩的螺旋连接，使得连接不必顾忌过拧紧造成压裂喇叭口的问题，拧不紧的问题也就自然
不存在，连接安装变得更简捷，更可靠。
[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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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
低成本连接管取代高成本连接管的应用成为可能。
[0028] 4,本发明为围绕卡套的多重密封连接，且卡套为软态,有利于挤压密封面的密封,因而对连接管件，卡套，扩喇叭
口精度要求较低，连接时更为简便，连接成本下降。连接抗振防松动性能更优。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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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改变现有扩喇叭口连接工艺的前提
下，取代现有连接螺母。
附图说明
[0030] 说明书附图1是本发明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3 1] 说明书附图2是本发明的螺母结构示意图。
[0032] 说明书附图3是本发明的卡套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附图中1为接头，2为螺纹连接，3为螺母，4为接头外锥台底径，5为接头外锥台,6为锥面密封，7为连接管喇叭口，8为
卡套，9为连接管，10为螺母内锥孔，11为螺母内锥孔锥斜角，12为螺母光壁孔，13卡套内圆柱孔, 14卡套内锥孔喇叭
槽，15为卡套弹性变形槽，16为卡套外锥钭面，17为卡套锥斜角,18为卡套套孔壁。
[0034] 实施例：图1为本发明的连接结构示意图。本发明连接管件包括螺母3和卡套8 ,连接时，先将螺母3 ,卡套8依次套
装在连接管9上，卡套锥斜角17朝向螺母内锥孔锥钭角11,连接管9管端扩连接管喇叭口7，轻拉连接管9 ,将卡套8通过连
接管喇叭口7拉入螺母内锥孔10内，左右旋转螺母3数次，直到手感拉不动为止，使得连接管喇叭口7与卡套内锥孔喇叭
槽14，卡套套孔壁18与连接管9的外壁，卡套外锥斜面16与螺母内锥孔10相互间尽可能地平滑贴合在一起，然后将螺
母3通过螺紋连接2与接头1连接，直到手感拧不动为止，接着通过工具对螺母3施加力矩，手感力矩突然加大时继续螺
旋1到3圈为止。此时，卡套锥斜角17锥入螺母内锥孔10与连接管9之间实现卡套密封，被挤压固定在接头外锥台5和卡
套内锥孔喇叭槽14之间的连接管喇叭口7实现喇叭槽密封，卡套内圆柱孔13的孔端圆孔边与接头外锥台5实现锥面密封
6 , 连接完成。接头外锥台底径4为接头1的外锥台底部最大直径，当卡套内圆柱孔13直径小于接头外锥台底径4，卡套
内圆柱孔13满足一定深度时，卡套内圆柱孔13的孔端圆孔边就会与接头外锥台5挤压,实现锥面密封6 , 随着锥面密封
6的不断挤压，接头外锥台5朝着卡套内锥孔喇叭槽14方向推进,抵触并挤压卡套内锥孔喇叭槽14中的连接管喇叭口
7，实现喇叭槽密封，卡套弹性变形槽15受到来自喇叭槽密封的推力，发生弹性变形，与此同时，随着螺母3与接头1的
螺紋连接2的连续螺旋连接,螺母内锥孔10通过卡套8不断增大对连接管9的压縮挤压,实现更稳固的卡套密封。
[0035]



权利要求书
1. 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包括螺母 ，接头，接头外锥 台和连接管喇叭 口，其特征是：螺母设有

内锥孔 ，螺母 内锥孔 内设有配套使用的卡套 ，卡套为中空的卡套套孔 ，卡套套孔底部设有卡

套 内锥孔 ，卡套 内锥孔 由卡套 内圆柱孔和卡套 内锥孔喇叭槽组成 ，卡套套孔壁与卡套外锥斜

面组成卡套锥斜角，接头外锥 台挤压卡套 内圆柱孔实现锥面密封 ，接头外锥台挤压卡套 内锥

孔喇叭槽中的连接管喇叭口实现喇叭槽密封 ，螺母 内锥孔挤压卡套从而挤压连接管实现卡套

密封 。

2.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其特征是；卡套外锥钭面上设有弹性变形槽。

3.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 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其特征是：卡套 内锥孔喇叭槽锥斜角大于接头

外锥台锥斜角。

4. 根据权利要求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其特征是：卡套 内圆柱孔直径小于接头外锥台

底径 。

5. 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 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其特征是 ：卡套 内圆柱孔孔深大于连接管壁厚。

6.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其特征是：嫘母内锥孔长度和卡套长度均大于

4mm, 螺母 内锥孔长度大于等于卡套长度 。

7. 根据权利要求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其特征是：螺母 内锥孔长度大于等于卡套长度 。

8. 根据权利要求 1 所述的一种管路连接管件 ，其特征是：卡套为软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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