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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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943124.6

(22)申请日 2019.09.30

(71)申请人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地址 201620 上海市松江区龙腾路333号

(72)发明人 杭鲁滨　刘子玉　陈君荣　黄晓波　

马超群　杨国彬　杨慧斌　邓辉宇　

林士森　章鹏程　韦梁　李文涛　

余亮　王明远　

(74)专利代理机构 上海唯智赢专利代理事务所

(普通合伙) 31293

代理人 刘朵朵

(51)Int.Cl.

G01N 33/00(2006.01)

 

(54)发明名称

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

拼接齿圈轨道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机械领域，公开了螺纹微调齿段

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包括

拼接齿圈轨道、快速拼接锁紧机构及柔性夹紧调

节机构。拼接齿圈轨道由多段分段轨道拼接组

成，通过“定位销-钢套”实现分段轨道“一面两

销”快速定位；再由轨道拼接处快速拼接锁紧机

构的弹簧卡快速连接以及微调螺杆螺帽锁紧完

成轨道拼接，柔性夹紧调节机构与筒壁柔性接

触，避免损伤容器，通过柔性顶板顶紧筒壁形成

多接触支点，利用挤压反力抱紧容器，通过多支

点迭代调节柔性顶板顶紧筒壁，通过螺纹对齿段

间隙进行微调进而实现轨道同轴度及圆度的调

节。本发明安装迅速、结构轻便、定位精度高、便

于调节，提供了一种稳定的操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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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其特征在于，包括两

段以上相同的分段轨道，所有的分段轨道首尾相连拼接成所述的齿圈轨道；

所述分段轨道包括彼此平行的上下轨道，分段轨道的左右两端设有一套快速拼接锁紧

机构，分段轨道的中部布置有柔性夹紧调节机构，所述快速拼接锁紧机构和柔性夹紧调节

机构布置在上下轨道之间，所述分段轨道拼接时相邻分段轨道的上轨道与上轨道连接，下

轨道与下轨道连接，相邻的两分段轨道的上轨道和下轨道的拼接面分别设有一套齿根拼接

定位机构；

一套快速拼接锁紧机构包括分别位于分段轨道两侧的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所述

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上分别设置有彼此配合的弹簧卡和弹簧卡固定件，所述第一连接

件和第二连接件上还分别设有锁紧螺杆和与锁紧螺杆匹配的卡合结构，锁紧螺杆上装有螺

母；

所述柔性夹紧调节机构包括固定支撑件、柔性顶板和旋进杆，所述固定支撑件与上下

轨道连接，其上开有连接旋进杆的螺纹孔，所述旋进杆另一端与柔性顶板接触，所述柔性顶

板位于齿圈轨道内侧；

首先通过相邻的两分段轨道的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即可实现相邻分段轨道的快速定位，

再使用弹簧卡进行快速连接，然后利用锁紧螺杆进行再次固定，最后调整旋进杆对齿圈轨

道的同轴度进行调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段轨道共有四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一套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包括安装在分段轨道一端的定位套和安装在相邻

分段轨道与分段轨道连接端的定位销。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同一接触面的多个定位销中的至少一个进行倒角。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轨道和下轨道的材质为铝合金；

所述分段轨道的两端分别开有用于安装定位套的定位套安装孔和用于安装定位销的

定位销安装孔，所述定位套和定位销的材质为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柔性夹紧调节机构包括旋进杆、直线导杆、固定支撑件、柔性顶板和直

线轴承；

所述固定支撑件整体呈U形，其与上下轨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所述直线导杆与旋进杆平行，其一端通过直线轴承与固定支撑件滑动连接，另一端与

柔性顶板固定连接，直线轴承安装在固定支撑件上且位于旋进杆两侧；

所述柔性顶板沿齿圈轨道内侧设有柔性材料垫片。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分段轨道中部布置有一柔性夹紧调节机构；

所述第一连接件及第二连接件分别与一柔性夹紧调节机构连接，所述第一连接件及第

二连接件与上下轨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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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连接件上设有与两根锁紧螺杆连接的第一固定块；所述第二连接

件上设有第二固定块，所述第二固定块上开有与锁紧螺杆匹配的弧形缺口，所述螺母的纵

截面积大于缺口的纵截面积且螺母的纵截面投影完全覆盖缺口的纵截面投影。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轨道和下轨道上均开有减重槽；所述上轨道和下轨道为圆形；所述

螺母为蝶形。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

道，其特征在于，所述上轨道的外缘设有齿圈，检测行走机构通过齿轮与齿圈啮合，进而驱

动检测行走机构实现绕齿圈轨道的整周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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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设备技术领域，涉及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

速拼接齿圈轨道。

背景技术

[0002] 机械设备，尤其容器设备是在石油、化工、钢铁、医药、食品等行业得到广泛使用的

设备。容器设备是具有爆炸危险的特种承压设备，承受着高温、低温、易燃、易爆、剧毒或腐

蚀介质的高压力，一旦发生爆炸或泄漏，往往并发火灾和中毒等灾难性事故，给社会经济和

人民生活带来损失和危害。

[0003] 有鉴于此，国内外对容器设备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均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各类容

器设备的制造和在役期间需定期进行无损检测以免容器发生腐蚀、环境开裂、机械损伤等

失效情况。在容器设备进行无损检测时往往需要设置支撑检测平台，现有的支撑检测平台

均为整体设计，对于圆柱形的容器设备而言，其支撑检测平台一般为齿圈轨道，如所需检测

的容器设备外径过大，这将极大地增加齿圈轨道的加工难度和成本，从而影响其应用，将齿

圈轨道分为多段是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案，但将多段组装成完整的齿圈轨道，如何实现齿圈

轨道的快速稳定连接是目前的难点之一，此外，如何保证齿圈轨道的圆度和同轴度更是目

前面临的最大困难。

[0004] 因此，开发一种加工难度低、成本低廉、稳定性好、安装速度快且圆度及同轴度可

调的大型齿圈轨道极具现实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加工难度高、成本高昂、稳定性不好、安装速度慢

且圆度及同轴度无法保证的缺陷，提供一种加工难度低、成本低廉、稳定性好、安装速度快

且圆度及同轴度可调的大型齿圈轨道。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包括两段以上相同

的分段轨道，所有的分段轨道首尾相连拼接成所述的齿圈轨道；

[0008] 所述分段轨道包括彼此平行的上下轨道，分段轨道的左右两端设有一套快速拼接

锁紧机构，分段轨道的中部布置有柔性夹紧调节机构，所述快速拼接锁紧机构和柔性夹紧

调节机构布置在上下轨道之间，所述分段轨道拼接时相邻分段轨道的上轨道与上轨道连

接，下轨道与下轨道连接，相邻的两分段轨道的上轨道和下轨道的拼接面分别设有一套齿

根拼接定位机构；

[0009] 一套快速拼接锁紧机构包括分别位于分段轨道两侧的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

所述第一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上分别设置有彼此配合的弹簧卡和弹簧卡固定件，所述第一

连接件和第二连接件上还分别设有锁紧螺杆和与锁紧螺杆匹配的卡合结构，锁紧螺杆上装

有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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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所述柔性夹紧调节机构包括固定支撑件、柔性顶板和旋进杆，所述固定支撑件与

上下轨道连接，其上开有连接旋进杆的螺纹孔，所述旋进杆另一端与柔性顶板固定连接，所

述柔性顶板位于齿圈轨道内侧；

[0011] 首先通过相邻的两分段轨道的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即可实现相邻分段轨道的快速

定位，再使用弹簧卡进行快速连接，然后利用锁紧螺杆进行再次固定，最后调整旋进杆对齿

圈轨道的同轴度进行调整，通过旋进杆旋转推动柔性顶板直线运动顶紧筒壁，在挤压反力

作用下“抱紧”容器壁面进而调整齿圈轨道的同轴度。

[0012] 本发明的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可作为容器设

备无损检测运动支撑检测平台，适用于不同直径的容器设备检测，其采用多段拼接式轨道

设计，具有安装迅速、结构轻便、定位精度高、便于调节等优点，有效克服现有技术大型齿圈

轨道加工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通过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和快速拼接锁紧机构实现齿圈轨

道的定位、快速拼接及锁紧，从而达到齿圈轨道快速安装目的。轨道拼接完成后，通过齿圈

轨道柔性夹紧调节机构的柔性顶板顶紧筒壁，在挤压反力作用下使轨道“抱紧”筒壁，同时

筒壁对轨道的反力使轨道保持良好的圆度，再通过多支点迭代调节柔性顶板顶紧距离进而

调节轨道同轴度(通过多支点迭代调整旋进杆顶紧距离，使各段轨道与筒壁距离基本一致，

从而使轨道与容器具有良好同轴度)。本发明的结构简单，加工难度低，成本低廉，齿根拼接

定位机构和快速拼接锁紧机构赋予了其极佳的稳定性及超快的安装速度，此外，柔性夹紧

调节机构的设计，一方面其能够对同轴度及圆度进行调整，提高齿圈轨道的可用性，另一方

面，齿圈通过柔性夹紧调节机构与筒壁接触，能够有效保护筒壁。

[0013]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

[0014]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分

段轨道共有四段。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行于此，本发明仅以4段为例，其也可为3段、5段

或更多段，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设计情况对轨道进行设计，相对的，段数越多，其安装及

调整难度越高，成本越低。

[0015]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一套齿

根拼接定位机构包括安装在分段轨道一端的定位套和安装在相邻分段轨道与分段轨道连

接端的定位销。本发明的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并不仅限于此，本领域技术人员可根据实际需

求进行设计。

[0016]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同

一接触面的多个定位销中的至少一个进行倒角，既保证没有过定位，也不增大定位时工件

的转角误差，属于完全定位，保证了齿圈拼接的精度。

[0017]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上

轨道和下轨道的材质为铝合金；

[0018] 所述分段轨道的两端分别开有用于安装定位套的定位套安装孔和用于安装定位

销的定位销安装孔，所述定位套和定位销的材质为钢。各部件的材质并不仅限于此，相对而

言，铝合金材质的密度小，质量小，方便运输及安装，但可靠性(结构刚度)不如钢材。定位销

采用“一面两销”的定位方式(上轨道及下轨道均设有定位销)实现分段轨道间定位拼接。

[0019]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柔

性夹紧调节机构包括旋进杆、直线导杆、固定支撑件、柔性顶板和直线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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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所述固定支撑件整体呈U形，其与上下轨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其上开有安装旋进

杆的螺纹孔和安装直线轴承的光孔，所述旋进杆另一端与柔性顶板球面接触，所述直线轴

承安装在固定支撑件上，所述柔性顶板位于齿圈轨道内侧，通过直线导杆和直线轴承与固

定支撑件滑动连接；

[0021] 所述直线导杆与旋进杆平行，其一端通过直线轴承与固定支撑件滑动连接，另一

端与柔性顶板固定连接，直线轴承安装在固定支撑件上且位于旋进杆两侧；

[0022] 所述柔性顶板沿齿圈轨道内侧设有柔性材料垫片，使齿圈轨道与待检测容器筒壁

柔性接触，避免对容器壁面造成损伤。

[0023] 本发明的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的操作步骤如

下：

[0024] 首先通过相邻的两分段轨道“定位销-定位钢套”组成的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即可实

现相邻分段轨道的“一面两销”快速拼接定位，再使用弹簧卡快速连接相邻轨道，然后利用

锁紧螺杆和蝶形螺母锁紧拼接轨道，最后通过多支点多次迭代对称调整旋进杆旋进距离结

合蝶型螺母微调轨道齿根拼接间隙，对齿圈轨道的同轴度进行调整，并且可调节轨道圆度。

[0025]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分

段轨道中部布置有一柔性夹紧调节机构；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并不仅限于此，分段轨道中部

布置更多的柔性夹紧调节机构，能够进一步提高齿圈轨道的稳定性，但一定程度上会提高

调整难度；

[0026] 所述第一连接件及第二连接件分别与一柔性夹紧调节机构连接，所述第一连接件

及第二连接件与上下轨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其中，第一连接件及第二连接件分别与一柔

性夹紧调节机构连接，为齿圈轨道与筒壁固定提供多个支点，保证齿圈轨道的拼接圆度，提

高齿圈轨道的稳定性，此外，通过多支点迭代调节柔性顶板顶紧筒壁距可实现轨道同轴度

调节。

[0027]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第

一连接件上设有与两根锁紧螺杆连接的第一固定块；所述第二连接件上设有第二固定块，

所述第二固定块上开有与锁紧螺杆匹配的弧形缺口，所述螺母的纵截面积大于缺口的纵截

面积且螺母的纵截面投影完全覆盖缺口的纵截面投影。

[0028]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上

轨道和下轨道上均开有减重槽，以降低齿圈轨道自重；所述上轨道和下轨道为圆形；所述螺

母为蝶形。

[0029] 如上所述的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所述上

轨道的外缘设有齿圈，检测行走机构通过齿轮与齿圈啮合，进而驱动检测行走机构实现绕

齿圈轨道的整周行走。

[0030] 有益效果：

[0031] (1)本发明的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将整周齿

圈轨道分割成多段拼接式轨道，解决大型轨道齿圈加工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同时在各轨

道上开设减重槽，降低轨道重量，便于搬运安装；

[0032] (2)本发明的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分段轨道

间采用“定位销-钢套”组成的“一面两销”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及快速拼接锁紧机构，通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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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销及弹簧卡实现快速定位连接，再由螺杆螺母将拼接处锁紧，该种拼接方式简单可靠、便

捷迅速，有效减少轨道的安装时间；

[0033] (3)本发明的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采用柔性

夹紧调节机构与筒壁夹紧，柔性材料垫片与筒壁直接接触避免造成损伤，同时通过多点迭

代调节顶紧距离，可调节齿圈轨道与容器的同轴度。

附图说明

[0034] 图1和2分别为本发明的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

的示意图及正视图；

[0035] 图3为本发明的分段轨道示意图；

[0036] 图4为本发明的多段分段轨道拼接过程示意图；

[0037] 图5～7分别为本发明的上轨道的俯视图、左视图及仰视剖面图；

[0038] 图8为图5A-A剖面示意图；

[0039] 图9～11分别为本发明的下轨道的俯视图、左视图及仰视剖面图；

[0040] 图12为图9B-B剖面示意图；

[0041] 图13为本发明的齿根快速拼接定位机构示意图；

[0042] 图14为本发明的柔性夹紧调节机构示意图；

[0043] 图15和16分别为本发明的快速拼接锁紧机构与柔性夹紧调节机构连接后整体的

示意图及俯视图；

[0044] 图17为本发明的齿圈轨道安装在容器设备表面示意图；

[0045] 其中，1-分段轨道，2-快速拼接锁紧机构，3-柔性夹紧调节机构，11-上轨道，12-下

轨道，21-旋进杆，22-直线导杆，23-固定支撑件，24-柔性顶板，25-柔性材料垫片，26-直线

轴承，31-第一连接件，32-第二连接件，33-直线导杆，34-锁紧螺杆，35-弹簧卡，36-旋进杆，

37-螺母，38-柔性顶板，39-柔性材料垫片，40-直线轴承，111-上轨道减重槽，112-上端连接

件固定孔，113-上端定位套安装孔，114-上端定位销安装孔，115-上端定位销，116-上端定

位套，117-齿圈，121-下轨道减重槽，122-下端连接件固定孔，123-下端定位套安装孔，124-

下端定位销安装孔，125-下端定位销，126-下端定位套。

具体实施方式

[0046]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进一步阐述。

[0047] 一种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如图1～2所示，包

括四段相同的如图3所示的分段轨道1，四段分段轨道首尾相连拼接成圆形的齿圈轨道，其

拼接示意图如图4所示；

[0048] 分段轨道1包括彼此平行的上轨道11和下轨道12，上轨道11的外缘设有齿圈117，

检测行走机构通过齿轮与齿圈啮合，进而驱动检测行走机构实现绕齿圈轨道的整周行走，

上下轨道共有8段，一段分段轨道1由一上轨道11和一下轨道12拼接而成；

[0049] 其中上轨道如图5～8所示，上轨道11上开设有用于减轻重量的上轨道减重槽111，

上轨道的两端端面还有上端定位套安装孔113和上端定位销安装孔114，上端定位套安装孔

113及上端定位销安装孔114分别安装有上端定位套116和上端定位销115；

说　明　书 4/6 页

7

CN 110672791 A

7



[0050] 下轨道如图9～12所示，下轨道12上开设有用于减轻重量的下轨道减重槽121，下

轨道的两端端面还有下端定位套安装孔123和下端定位销安装孔124，下端定位套安装孔

123及下端定位销安装孔124分别安装有下端定位套126和下端定位销125，同一接触面的两

个定位销中的一个进行倒角，上下轨道为铝合金材质，上下定位套和上下定位销的材质为

钢，其中相邻轨道间的拼接面上的定位套与定位销即为如图13所示的一套齿根拼接定位机

构，通过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对相邻的上轨道或下轨道进行定位拼接，上轨道和下轨道上还

分别开有用于固定快速拼接锁紧机构2和柔性夹紧调节机构3的上端连接件固定孔112和下

端连接件固定孔122；

[0051] 分段轨道11的左右两端设有如图15～16所示的一套快速拼接锁紧机构2，快速拼

接锁紧机构布置在上下轨道之间，一套快速拼接锁紧机构包括分别位于分段轨道两侧的第

一连接件31和第二连接件32，第一连接件31和第二连接件32上分别设置有彼此配合的弹簧

卡35和弹簧卡固定件，第一连接件31上设有与两根锁紧螺杆34连接的第一固定块，第二连

接件32上设有第二固定块，第二固定块上开有与锁紧螺杆匹配的两缺口，锁紧螺杆外套有

蝶形螺母37，螺母37的纵截面积大于缺口的纵截面积且螺母37的纵截面投影完全覆盖缺口

的纵截面投影，第一连接件及第二连接件与上下轨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第一连接件31及

第二连接件32分别与一柔性夹紧调节机构连接，该柔性夹紧调节机构包括旋进杆36、直线

导杆33、固定支撑件、柔性顶板38和直线轴承40；固定支撑件整体呈U形，其与上下轨道通过

螺栓固定连接，直线导杆33与旋进杆36平行，其一端通过直线轴承与固定支撑件滑动连接，

另一端与柔性顶板3固定连接，直线轴承4安装在固定支撑件上且位于旋进杆36两侧，柔性

顶板38沿齿圈轨道内侧设有柔性材料垫片39；

[0052] 分段轨道11中部布置有一如图14所示的柔性夹紧调节机构3，柔性夹紧调节机构3

布置在上下轨道之间，其包括旋进杆21、直线导杆22、固定支撑件23、柔性顶板24和直线轴

承26；固定支撑件23整体呈U形，其与上下轨道通过螺栓固定连接；直线导杆22与旋进杆21

平行，其一端与固定支撑件23活动连接，另一端与柔性顶板24固定连接，直线轴承26安装在

固定支撑件23上且位于旋进杆21两侧，柔性顶板24沿齿圈轨道内侧设有柔性材料垫片25。

[0053] 本发明的装配过程如下：

[0054] 首先通过相邻的两分段轨道的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即可实现相邻分段轨道的快速

定位，再使用弹簧卡与弹簧卡固定件配合进行快速连接，然后利用锁紧螺杆进行再次固定

(旋紧螺母使得螺母挤压第二固定件)；

[0055] 此时如图17所示，齿圈轨道在容器表面安装完毕后，需使得轨道轴心与容器轴心

重合，为了调节两者的同轴度，可采用齿圈轨道柔性夹紧调节机构2和齿圈轨道快速拼接锁

紧机构3共同调节。整个齿圈轨道共有12个与筒壁接触的柔性顶板24、37，故可将其视为12

个支点。旋转旋进杆21、36使柔性顶板24、37夹紧筒壁，测量筒壁距轨道距离。由于柔性顶板

21、36均对称分别，采用多支点迭代调节方式，即每次调节同时对称分布的两块柔性顶板距

筒壁距离，使其距离变化相等。多支点多次调节后，使轨道圆周各支点距离筒壁距离基本一

致，从而完成了轨道同轴度调节。

[0056] 经验证，本发明的螺纹微调齿段间隙的同轴度可调多段快速拼接齿圈轨道，将整

周齿圈轨道分割成多段拼接式轨道，解决大型轨道齿圈加工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同时在

各轨道上开设减重槽，降低轨道重量，便于搬运安装；分段轨道间采用“定位销-钢套”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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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面两销”齿根拼接定位机构及快速拼接锁紧机构，通过定位销及弹簧卡实现快速定位

连接，再由螺杆螺母将拼接处锁紧，该种拼接方式简单可靠、便捷迅速，有效减少轨道的安

装时间；采用柔性夹紧调节机构与筒壁夹紧，柔性材料垫片与筒壁直接接触避免造成损伤，

同时通过多点迭代调节顶紧距离，可调节齿圈轨道与容器的同轴度，极具应用前景。

[0057] 虽然以上描述了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但是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应该理解，这些

仅是举例说明，在不违背本发明的原理和实质的前提下，可以对这些实施方式做出多种变

更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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