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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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631689.0

(22)申请日 2019.07.12

(71)申请人 房玉山

地址 232000 安徽省淮南市泰丰大街168号

安徽理工大学山南新区学生宿舍楼

101室

(72)发明人 不公告发明人　

(51)Int.Cl.

B29B 17/00(2006.01)

B26D 7/01(2006.01)

B26D 7/0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废旧纤维级聚丙烯再利用装置

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

法，所使用的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包括万向

轮、龙门架、限位结构、高度调节结构和角度调节

结构；高度调节结构抵触角度调节结构时，便于

驱动限位结构复位，进而使限位结构复位更加方

便，同时限位结构通过气压对高度调节结构进行

泄压，有效的防止高度调节结构撞击角度调节结

构，在高度调节结构使用的同时通过角度调节结

构驱动限位结构上的废旧缠绕管进行旋转，进而

便于对管材进行环切，同时减小了占用空间，提

高了大型管材的切割效率及其质量，使切割安全

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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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将聚丙烯、聚乙烯、碳酸钙、滑石粉、二氧化硅、氨基树脂按照比例进行混合后，得到

混合液，并将得到的混合液在熔炉内进行熔炼，熔炼后通过造粒机进行造粒，造粒直径在一

到五厘米之间；

S2：将S1中得到的颗粒分别送入前双螺杆挤出机和后双螺杆挤出机内进行加工；前双

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挤出样条后进入到前高温炉箱内并附着在钢衬板的上表面上，附着有

样条的钢衬板经过冷却室后翻转，并经过后双螺杆挤出机的出料口进入到高温炉箱内；

S3：后双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挤出样条后进入到后高温炉箱内并附着在钢衬板的翻转

后的上表面上，双面附着有样条的钢衬板经过后冷却室后经过加压模具挤压后形成产品；

S4：将S3中得到的产品通入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内，进行切割；

其中，S4中所使用的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包括万向轮(1)、龙门架(2)、限位结构(3)、

高度调节结构(4)和角度调节结构(5)；倒U形结构的所述龙门架(2)的底端对称设有两个用

于搬运管材的所述万向轮(1)，所述万向轮(1)与所述龙门架(2)之间螺栓连接；所述龙门架

(2)的内部设有用于调节管材高度的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用于调节管材旋转角度的所述

角度调节结构(5)固定于所述龙门架(2)的底端，且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连接于所述高度

调节结构(4)；用于对管材限位的所述限位结构(3)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之间转动连接，

所述限位结构(3)连接于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限位结构

(3)包括限位辊(31)、支撑套(32)、多根传动杆(33)、摇杆(34)、传动套(35)、活塞(36)、套筒

(37)和驱动杆(38)，截面为T形结构的所述支撑套(32)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之间转动连

接，所述支撑套(32)的圆周方向上圆周阵列设有多根所述传动杆(33)，所述传动杆(33)背

离所述支撑套(32)的一端固定有圆柱体结构的所述限位辊(31)，所述传动套(35)与所述支

撑套(32)之间滑动连接，所述传动套(35)的一端为圆台形结构，所述传动套(35)的另外一

端的截面为正六边形结构，所述传动套(35)与所述传动杆(33)之间抵触且滑动连接，所述

摇杆(34)贯穿连接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和所述传动套(35)，所述摇杆(34)与所述高度

调节结构(4)之间转动连接，所述摇杆(34)与所述传动套(35)之间螺纹连接，所述传动杆

(33)的侧壁设有L形结构的所述驱动杆(38)，所述传动杆(33)与所述支撑套(32)的内部的

所述套筒(37)之间滑动连接，所述驱动杆(38)的端部设有所述活塞(36)，所述活塞(36)与

所述套筒(37)之间滑动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度调节结

构(4)包括气囊(41)、定位套(42)、手动液压缸(43)、滑槽(44)、气管(45)和滑块(46)，所述

龙门架(2)的内部设有截面为梯形的所述滑槽(44)，所述定位套(42)与所述龙门架(2)之间

滑动连接，所述支撑套(32)与所述定位套(42)之间转动连接，所述定位套(42)的两端对称

设有两个截面为梯形的所述滑块(46)，所述滑块(46)与所述滑槽(44)之间滑动连接，所述

手动液压缸(43)的一端固定于所述龙门架(2)的顶端中线处，所述手动液压缸(43)的另外

一端固定于所述定位套(42)，所述气囊(41)设于所述定位套(42)的底端，所述气囊(41)通

过所述气管(45)与所述套筒(37)的内部的空腔导通。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角度调节结

构(5)包括齿条(51)、底板(52)和齿轮(53)，所述底板(52)固定于所述龙门架(2)，所述气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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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与所述底板(52)抵触，所述齿轮(53)套接于所述支撑套(32)背离所述传动杆(33)的一

端，所述齿轮(53)设于所述定位套(42)的内部，所述齿条(51)垂直固定于所述底板(52)，所

述齿条(51)与所述齿轮(53)之间啮合，所述齿轮(53)的周长等于所述齿条(51)长度的一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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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废旧纤维级聚丙烯再利用装置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

切割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聚丙烯，是由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种热塑性树脂，被运用于管道的生产中，随着世

界塑料工业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塑料，这些废旧塑料还在随着塑料制品的增

多而不断地增多，例如：在缠绕管的生产过程中多将损坏的缠绕管切割重新破碎，然后做缠

绕管的连接胶条料使用。

[0003] 然而，在对直径为1米以上的大型废旧缠绕管切割时，需要使用叉车对管材进行搬

运，搬运过程中叉车抖动或管材放置位置不准确容易造成管材脱落，且在车间叉车不可使

用，往往需要使用航吊配合叉车使用，当航吊检修维护时候影响缠绕管的正常生产(缠绕管

生产过程中为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因为设备预热时间长)，且搬运至指定场所后通过手推

锯子将管道切割成较短的段，然后逐步通过颚式破碎机进行破碎，在切割过程中需要多个

操作人员同时推动管材，对管材进行切割，切割效率低，且操作压力大，在滚动的同时需要

占用大面积的场地，影响后期的清理，且在滚动的同时安全性低，容易造成砸脚的事故。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

[0005] 1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

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S1:将聚丙烯、聚乙烯、碳酸钙、滑石粉、二氧化硅、氨基树脂按照比例进行混合后，

得到混合液，并将得到的混合液在熔炉内进行熔炼，熔炼后通过造粒机进行造粒，造粒直径

在一到五厘米之间，通过造粒使聚丙烯材料小体积化，方便后期的加工处理；

[0007] S2：将S1中得到的颗粒分别送入前双螺杆挤出机和后双螺杆挤出机内进行加工；

前双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挤出样条后进入到前高温炉箱内并附着在钢衬板的上表面上，附

着有样条的钢衬板经过冷却室后翻转，并经过后双螺杆挤出机的出料口进入到高温炉箱

内；

[0008] S3：后双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挤出样条后进入到后高温炉箱内并附着在钢衬板的

翻转后的上表面上，双面附着有样条的钢衬板经过后冷却室后经过加压模具挤压后形成产

品；

[0009] S4：将S3中得到的产品通入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内，进行切割，使聚丙烯管的形

状适合用于销售，方便运输和存储，节约空间；

[0010] 其中，S4中所使用的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包括万向轮、龙门架、限位结构、高度

调节结构和角度调节结构；倒U形结构的所述龙门架的底端对称设有两个用于搬运管材的

所述万向轮，所述万向轮与所述龙门架之间螺栓连接；所述龙门架的内部设有用于调节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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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高度的所述高度调节结构，用于调节管材旋转角度的所述角度调节结构固定于所述龙门

架的底端，且所述角度调节结构连接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用于对管材限位的所述限位结

构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限位结构连接于所述角度调节结构。

[0011] 具体的，所述限位结构包括限位辊、支撑套、多根传动杆、摇杆、传动套、活塞、套筒

和驱动杆，截面为T形结构的所述支撑套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之间转动连接，所述支撑套的

圆周方向上圆周阵列设有多根所述传动杆，所述传动杆背离所述支撑套的一端固定有圆柱

体结构的所述限位辊，所述传动套与所述支撑套之间滑动连接，所述传动套的一端为圆台

形结构，所述传动套的另外一端的截面为正六边形结构，所述传动套与所述传动杆之间抵

触且滑动连接，所述摇杆贯穿连接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和所述传动套，所述摇杆与所述高

度调节结构之间转动连接，所述摇杆与所述传动套之间螺纹连接，所述传动杆的侧壁设有L

形结构的所述驱动杆，所述传动杆与所述支撑套的内部的所述套筒之间滑动连接，所述驱

动杆的端部设有所述活塞，所述活塞与所述套筒之间滑动连接。

[0012] 具体的，所述高度调节结构包括气囊、定位套、手动液压缸、滑槽、气管和滑块，所

述龙门架的内部设有截面为梯形的所述滑槽，所述定位套与所述龙门架之间滑动连接，所

述支撑套与所述定位套之间转动连接，所述定位套的两端对称设有两个截面为梯形的所述

滑块，所述滑块与所述滑槽之间滑动连接，所述手动液压缸的一端固定于所述龙门架的顶

端中线处，所述手动液压缸的另外一端固定于所述定位套，所述气囊设于所述定位套的底

端，所述气囊通过所述气管与所述套筒的内部的空腔导通。

[0013] 具体的，所述角度调节结构包括齿条、底板和齿轮，所述底板固定于所述龙门架，

所述气囊与所述底板抵触，所述齿轮套接于所述支撑套背离所述传动杆的一端，所述齿轮

设于所述定位套的内部，所述齿条垂直固定于所述底板，所述齿条与所述齿轮之间啮合，所

述齿轮的周长等于所述齿条长度的一半。

[001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5] (1)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限位结构连接于高度调节结构，

限位结构配合高度调节结构的使用，便于将直径不同的管材抬起，对直径较大的管材具有

通用性，同时在限位结构与管材完全抵触之前，限位结构与管材位置可调节，进而有效的防

止管材与限位结构完全抵触后，管材的重力造成龙门架侧翻，进而大大提高了使用稳定性，

同时配合龙门架底端的万向轮的使用，便于将装置运用于车间，提高了管材的搬运效率及

其质量。

[0016] (2)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高度调节结构抵触角度调节结

构时，便于驱动限位结构复位，进而使限位结构复位更加方便，同时限位结构通过气压对高

度调节结构进行泄压，有效的防止高度调节结构撞击角度调节结构。

[0017] (3)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高度调节结构在龙门架的内部

滑动的同时驱动角度调节结构调节限位结构的角度，进而在高度调节结构使用的同时通过

角度调节结构驱动限位结构上的废旧缠绕管进行旋转，进而便于对管材进行环切，同时减

小了占用空间，提高了大型管材的切割效率及其质量，使切割安全性更高。

附图说明

[0018]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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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1是本发明的方法流程图；

[0020] 图2为本发明提供的一种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整体结构示意

图；

[0021] 图3为图2所示的限位结构与高度调节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图3所示的A部放大示意图；

[0023] 图5为图3所示的高度调节结构与角度调节结构的连接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为图3所示的传动套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中：1、万向轮，2、龙门架，3、限位结构，31、限位辊，32、支撑套，33、传动杆，34、摇

杆，35、传动套，36、活塞，37、套筒，38、驱动杆，4、高度调节结构，41、气囊，42、定位套，43、手

动液压缸，44、滑槽，45、气管，46、滑块，5、角度调节结构，51、齿条，52、底板，53、齿轮。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为了使本发明实现的技术手段、创作特征、达成目的与功效易于明白了解，下面结

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述本发明。

[0027] 如图1-图6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纤维级聚丙烯管切割方法，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28] S1:将聚丙烯、聚乙烯、碳酸钙、滑石粉、二氧化硅、氨基树脂按照比例进行混合后，

得到混合液，并将得到的混合液在熔炉内进行熔炼，熔炼后通过造粒机进行造粒，造粒直径

在一到五厘米之间，通过造粒使聚丙烯材料小体积化，方便后期的加工处理；

[0029] S2：将S1中得到的颗粒分别送入前双螺杆挤出机和后双螺杆挤出机内进行加工；

前双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挤出样条后进入到前高温炉箱内并附着在钢衬板的上表面上，附

着有样条的钢衬板经过冷却室后翻转，并经过后双螺杆挤出机的出料口进入到高温炉箱

内；

[0030] S3：后双螺杆挤出机的双螺杆挤出样条后进入到后高温炉箱内并附着在钢衬板的

翻转后的上表面上，双面附着有样条的钢衬板经过后冷却室后经过加压模具挤压后形成产

品；

[0031] S4：将S3中得到的产品通入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内，进行切割，使聚丙烯管的形

状适合用于销售，方便运输和存储，节约空间；

[0032] 其中，S4中所使用的聚丙烯管切割提升装置包括万向轮1、龙门架2、限位结构3、高

度调节结构4和角度调节结构5；倒U形结构的所述龙门架2的底端对称设有两个用于搬运管

材的所述万向轮1，所述万向轮1与所述龙门架2之间螺栓连接；所述龙门架2的内部设有用

于调节管材高度的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用于调节管材旋转角度的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固定

于所述龙门架2的底端，且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连接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用于对管材限位

的所述限位结构3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之间转动连接，所述限位结构3连接于所述角度调

节结构5；所述限位结构3连接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所述限位结构3配合所述高度调节结

构4的使用，便于将直径不同的管材抬起，对直径较大的管材具有通用性，同时在所述限位

结构3与管材完全抵触之前，所述限位结构3与管材位置可调节，进而有效的防止管材与所

述限位结构3完全抵触后，管材的重力造成所述龙门架2侧翻，进而大大提高了使用稳定性，

同时配合所述龙门架2底端的所述万向轮1的使用，便于将装置运用于车间，提高了管材的

说　明　书 3/6 页

6

CN 110341080 A

6



搬运效率及其质量；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抵触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时，便于驱动所述限位结

构3复位，进而使所述限位结构3复位更加方便，同时所述限位结构3通过气压对所述高度调

节结构4进行泄压，有效的防止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撞击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所述高度调节

结构4在所述龙门架2的内部滑动的同时驱动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调节所述限位结构3的角

度，进而在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使用的同时通过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驱动所述限位结构3上

的废旧缠绕管进行旋转，进而便于对管材进行环切，同时减小了占用空间，提高了大型管材

的切割效率及其质量，使切割安全性更高。

[0033] 具体的，所述限位结构3包括限位辊31、支撑套32、多根传动杆33、摇杆34、传动套

35、活塞36、套筒37和驱动杆38，截面为T形结构的所述支撑套32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之间

转动连接，所述支撑套32的圆周方向上圆周阵列设有多根所述传动杆33，所述传动杆33背

离所述支撑套32的一端固定有圆柱体结构的所述限位辊31，所述传动套35与所述支撑套32

之间滑动连接，所述传动套35的一端为圆台形结构，所述传动套35的另外一端的截面为正

六边形结构，所述传动套35与所述传动杆33之间抵触且滑动连接，所述摇杆34贯穿连接于

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和所述传动套35，所述摇杆34与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之间转动连接，所

述摇杆34与所述传动套35之间螺纹连接，所述传动杆33的侧壁设有L形结构的所述驱动杆

38，所述传动杆33与所述支撑套32的内部的所述套筒37之间滑动连接，所述驱动杆38的端

部设有所述活塞36，所述活塞36与所述套筒37之间滑动连接；首先推动所述龙门架2，所述

龙门架2推动所述万向轮1将所述支撑套32从缠绕管的端口伸入，然后手握所述摇杆34，所

述摇杆34为Z字形结构，进而使操作更加省力，转动所述摇杆34，所述摇杆34与所述传动套

35之间螺纹连接，进而通过所述摇杆34带动所述传动套35与所述支撑套32之间滑动连接，

所述传动套35抵触所述传动杆33，所述传动杆33与所述支撑套32之间滑动连接，多个圆周

阵列分布的所述传动杆33带动所述限位辊31抵触管材，进而便于对直径大小不同的管材进

行限位，在所述限位辊31完全抵触管材时，管材和所述限位辊31之间可转动，在所述万向轮

1与地面接触时，使管材缓慢的与所述限位辊31完全抵触，进而使管材的重心与所述龙门架

2的重心在同一直线上，进而有效的防止所述龙门架2侧翻，同时所述传动杆33带动所述驱

动杆38与所述套筒37之间滑动，进而使所述套筒37的内部容纳空间变小，使所述套筒37的

内部气体压入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中，对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进行泄压，同时配合所述龙门

架2及其所述万向轮1，便于将管材搬运至指定场所，便于运用在车间，在航吊检修维护时可

继续使用，进而提高了操作灵活性能。

[0034] 具体的，所述高度调节结构4包括气囊41、定位套42、手动液压缸43、滑槽44、气管

45和滑块46，所述龙门架2的内部设有截面为梯形的所述滑槽44，所述定位套42与所述龙门

架2之间滑动连接，所述支撑套32与所述定位套42之间转动连接，所述定位套42的两端对称

设有两个截面为梯形的所述滑块46，所述滑块46与所述滑槽44之间滑动连接，所述手动液

压缸43的一端固定于所述龙门架2的顶端中线处，所述手动液压缸43的另外一端固定于所

述定位套42，所述气囊41设于所述定位套42的底端，所述气囊41通过所述气管45与所述套

筒37的内部的空腔导通；当使用在不同直径的管材和将管材抬起不同高度时，驱动所述手

动液压缸43，所述手动液压缸43带动所述定位套42上的所述滑块46与所述滑槽44之间滑动

连接，进而使所述定位套42带动所述支撑套32带动管材，提升管材的高度，所述滑块46与所

述滑槽44之间滑动连接，进而使所述定位套42与所述龙门架2之间滑动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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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具体的，所述角度调节结构5包括齿条51、底板52和齿轮53，所述底板52固定于所

述龙门架2，所述气囊41与所述底板52抵触，所述齿轮53套接于所述支撑套32背离所述传动

杆33的一端，所述齿轮53设于所述定位套42的内部，所述齿条51垂直固定于所述底板52，所

述齿条51与所述齿轮53之间啮合，所述齿轮53的周长等于所述齿条51长度的一半；在通过

所述万向轮1将废旧的管材搬运至切割车间后，需要在管材切割位置的底端垫起导向的设

备，然后两名操作人员同时驱动管材两端的两个所述龙门架2上的所述手动液压缸43，所述

手动液压缸43驱动所述定位套42与所述龙门架2之间滑动，所述定位套42的内部的所述齿

轮53与所述齿条51之间滚动连接，所述齿轮53带动所述支撑套32与所述定位套42之间转动

连接，进而通过所述支撑套32带动所述传动杆33上的所述限位辊31带动管材旋转，进而便

于对管材进行环切，进而便于对管材进行环切，同时减小了占用空间，提高了大型管材的切

割效率及其质量，使切割安全性更高，当管材切割完成后，首先拧动所述摇杆34，所述摇杆

34螺纹驱动所述传动套35与所述支撑套32之间滑动，进而使所述传动杆33与所述传动套35

之间不抵触，然后通过所述手动液压缸43驱动所述定位套42缓慢的靠近所述气囊41，所述

定位套42驱动所述气囊41，进而使所述气囊41挤压变形，所述气囊41内部的气体经过所述

气管45压入所述套筒37的内部，进而使所述套筒37的内部的压强增大，气体压动所述活塞

36，所述活塞36抵触所述驱动杆38，进而使所述驱动杆38驱动所述传动杆33带动所述限位

辊31复位，同时所述气囊41的使用有效的防止所述定位套42直接与所述底板52抵触造成所

述底板52变形，所述齿条51驱动所述齿轮53带动所述支撑套32转动，进而使管材更好的与

所述限位辊31分离。

[0036] 在使用时，首先推动龙门架2，龙门架2推动万向轮1将支撑套32从缠绕管的端口伸

入，然后手握摇杆34，摇杆34为Z字形结构，进而使操作更加省力，转动摇杆34，摇杆34与传

动套35之间螺纹连接，进而通过摇杆34带动传动套35与支撑套32之间滑动连接，传动套35

抵触传动杆33，传动杆33与支撑套32之间滑动连接，多个圆周阵列分布的传动杆33带动限

位辊31抵触管材，进而便于对直径大小不同的管材进行限位，在限位辊31完全抵触管材时，

管材和限位辊31之间可转动，在万向轮1与地面接触时，使管材缓慢的与限位辊31完全抵

触，进而使管材的重心与龙门架2的重心在同一直线上，进而有效的防止龙门架2侧翻，同时

传动杆33带动驱动杆38与套筒37之间滑动，进而使套筒37的内部容纳空间变小，使套筒37

的内部气体压入高度调节结构4中，对高度调节结构4进行泄压，同时配合龙门架2及其万向

轮1，便于将管材搬运至指定场所，便于运用在车间，在航吊检修维护时可继续使用，进而提

高了操作灵活性能；当使用在不同直径的管材和将管材抬起不同高度时，驱动手动液压缸

43，手动液压缸43带动定位套42上的滑块46与滑槽44之间滑动连接，进而使定位套42带动

支撑套32带动管材，提升管材的高度，滑块46与滑槽44之间滑动连接，进而使定位套42与龙

门架2之间滑动更加稳定；在通过万向轮1将废旧的管材搬运至切割车间后，需要在管材切

割位置的底端垫起导向的设备，然后两名操作人员同时驱动管材两端的两个龙门架2上的

手动液压缸43，手动液压缸43驱动定位套42与龙门架2之间滑动，定位套42的内部的齿轮53

与齿条51之间滚动连接，齿轮53带动支撑套32与定位套42之间转动连接，进而通过支撑套

32带动传动杆33上的限位辊31带动管材旋转，进而便于对管材进行环切，进而便于对管材

进行环切，同时减小了占用空间，提高了大型管材的切割效率及其质量，使切割安全性更

高，当管材切割完成后，首先拧动摇杆34，摇杆34螺纹驱动传动套35与支撑套32之间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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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使传动杆33与传动套35之间不抵触，然后通过手动液压缸43驱动定位套42缓慢的靠近

气囊41，定位套42驱动气囊41，进而使气囊41挤压变形，气囊41内部的气体经过气管45压入

套筒37的内部，进而使套筒37的内部的压强增大，气体压动活塞36，活塞36抵触驱动杆38，

进而使驱动杆38驱动传动杆33带动限位辊31复位，同时气囊41的使用有效的防止定位套42

直接与底板52抵触造成底板52变形，齿条51驱动齿轮53带动支撑套32转动，进而使管材更

好的与限位辊31分离。

[0037]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优点。本行业的技术人员应该

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方式和说明书中的描述的只是说明本发明

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

改进都落入本发明要求保护的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效

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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