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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用于连接机架的至少两个相互垂直地布置

的框架异形件的角连接器，所述角连接器由多个

部件组成，所述多个部件中的至少一个设计用于

靠置框架异形件中的一个或多个，其特征在于，

所述设计用于与框架异形件中的一个或多个靠

置的部件为具有容纳口的第一片形件，螺纹套管

位于所述容纳口中或所述容纳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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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于连接机架的至少两个相互垂直地布置的框架异形件的角连接器，所述角连接器

包括多个部件，所述多个部件中的至少一个设计用于靠置到框架异形件中的一个或多个

处，

其特征在于，所述设计用于与框架异形件(AA，BB，CC)中的一个或多个靠置的部件是具

有容纳口(240，240')的第一片形件(22，22')，在该容纳口中或在该容纳口处放置有螺纹套

管(24，24')，其中所述螺纹套管(24，24')被挤压在所述容纳口(240，240')中或被焊接在所

述容纳口(240，240')中或所述容纳口处，所述容纳口处指的是所述容纳口的开口位置的周

围；

其中所述第一片形件(22，22')具有至少两个以中心件(200，200')为起点，相互垂直的

肱部(210，220；210'，220')，所述肱部用于嵌接到各个框架异形件中并且用于与各个框架

异形件的至少一个内壁靠置，其中所述容纳口(240，240')设置于所述中心件(200，200')

中，并且存在第二片形件(26；26')，所述第二片形件具有中央板(260，260')；

其特征在于，所述肱部(210'，220')或肱部(210，220)的弯折区域(214，224)具有接板

(216，226；216'，226')，并且在所述中央板(260，260')上形成参考面(262，262')，所述中央

板如此构造，使得所述中央板(260，260')的提升的区域(286，288；286'，288')位于第一片

形件(22；22')的接板(216，226；216'，226')上；

所述参考面(262；262')具有另一个容纳口(264；264')，所述另一个容纳口在其尺寸上

与第一片形件(22；22')的容纳口(240；240')一致，并且螺纹套管(24，24')在参考面的另一

个容纳口(264，264')中被挤压或者在另一个容纳口(264，264')中或在另一个容纳口(264，

264')处被焊接，所述另一容纳口处指的是所述另一容纳口的开口位置的周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角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片形件(26；26')还包括至少

一个用于嵌接到第三框架异形件(AA)中的肱部(270，272；270'，272')，且各肱部(270，272；

270'，272')均以参考面(262)为起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角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至少一个用于嵌接到第三框架异

形件(AA)中的肱部(270，272；270'，272')具有卷边(274，276；274'，276')，所述卷边为螺纹

卷边。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角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片形件(22)的肱部(210，

220)被弯折。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角连接器，其特征在于，所述中央板(260')具有缺口(290')，

当框架异形件在角连接器上架起时所述缺口可供物体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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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连接机架的至少两个相互垂直地布置的框架异形件的角

连接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用于连接机架的至少两个相互垂直地布置的框架异形件的角连

接器，所述角连接器包括多个部件，所述多个部件中的至少一个设计用于靠置于框架异形

件中的一个或多个。

背景技术

[0002] DE10328408A1公开了这种角连接器。在其中，应对三个相互垂直的框架杆进行连

接，以建立开关柜，特别是低压开关柜。用于此的角连接器两件式地构造，其中两个部件各

具有三个相互垂直的臂，框架杆可以被固定地夹持在所述臂之间。通孔位于肱部之间的角

区域中，螺钉可以穿插经过所述通孔，当框架杆被张紧时，所述螺钉才可以旋入另一部件上

的螺纹孔中。在该角连接器中存在着在框架杆可以被张紧以前必须手工地使其进入限定位

置中这个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因此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角连接器，在所述角连接器中无需较大费用即可

精确地对框架异形件进行定向。此外，应通过一次的成型工艺制造所述角连接器。

[0004] 对此，在开文提到种类的角连接器中，根据本发明设置的是，所述设计用于靠置于

框架异形件中的一个或多个的部件是具有容纳口的第一片形件，螺纹套管位于所述容纳口

中或位于所述容纳口处。所述片形件以一次的或多次的弯曲冲压工艺制造，以实现所需的

成型，这与铸件相比较实现了成本较低的制造。所述螺纹套管用于容纳例如起重机钩环或

基座固定装置并且因此在角连接器的装入位置中利用竖直框架异形件定向。

[0005] 在该情况下，有利地设置的是，螺纹套管被挤压在容纳口中或被焊接在容纳口中

或容纳口处。

[0006] 根据第一方面，所述第一片形件具有至少两个以中心件为起点、相互垂直的肱部，

所述肱部用于嵌接到各个框架异形件中并且用于与各个框架异形件的至少一个内壁靠置，

其中所述容纳口被拉伸到所述中心件中。在该情况下，所述肱部可以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并且在其设计上可以朝向所述框架异形件，所述肱部负责所述框架异形件的连接。

[0007] 更进一步地，可以存在第二片形件，所述片形件具有用于第一片形件的中心件的

参考面，所述中心件相对于所述参考面平行地定向。

[0008] 所述参考面可以具有容纳口，所述容纳口在其尺寸上对应第一片形件的容纳口，

使得螺纹套管布置在两个容纳口之间并且也可以被挤压在第二片形件的容纳口中或者在

其中或在其表面被焊接。由此，对于该变形方案，设立角连接器，所述角连接器在该一次的

设计方案中已经可以用于连接例如机架的两个水平异形件。

[0009] 进一步有利地，至少一个用于嵌接到第三框架异形件中的肱部以参考面为起点，

所述第三框架异形件通常情况下为竖直框架异形件。竖直框架异形件通常为具有两个空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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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腔异形件，如同例如在DE19536950C1中说明的那样，在所述空腔异形件中，相互垂直的

异形件外侧由每个空腔的相应的异形件区段形成。因此优选地，在所述角连接器中设置两

个这样的肱部，所述肱部相互垂直地布置，使得这样的竖直框架异形件可以可靠地被定位。

[0010] 该至少一个肱部也可以具有卷边、特别是螺纹卷边。当可以由外部在竖直异形件

架起的情况下通及所述螺纹卷边时，所述螺纹卷边可以容纳对于串接到另一机架上、对于

安装扁平部分等而言必需的螺纹栓、螺钉或这一类的。

[0011] 为了该变形方案的角连接器的稳定性，可以在该情况下对第一片形件的肱部有利

地进行弯折，这可以改善其扭转强度。

[0012] 根据优选的实施方式，所述肱部或肱部的弯折区域进一步地具有弯折的接板，并

且在中央板上形成参考面，所述中央板如此构造，使得其位于第一片形件的接板上。由此保

证了第一片形件关于第二片形件被准确地定位。

[0013] 所述第二片形件的中央板此外可以具有缺口，当框架异形件在角连接器上架起时

可以一直通及所述缺口。

[0014] 根据本发明的角连接器设计为位于内部的角连接器，所述位于内部的角连接器基

本上被架起的框架异形件包围。

附图说明

[0015] 下面，仅仅示例性地根据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进一步的说明。在附图中并不一定按

照规定比例：附图中：

[0016] 图1以分解图示出了根据本发明所述的角连接器；

[0017] 图2示出了组装状态下的图1的角连接器；

[0018] 图3示出了根据图2所示的角连接器，所述角连接器准备用于连接三个框架异形

件；

[0019] 图4示出了根据图1至3所述的角连接器的改进方案；

[0020] 图5示出了组装状态下的图4的角连接器。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图1以分解图示出了根据本发明所述的角连接器20。所述角连接器20由第一片形

件22、螺纹套管24以及第二片形件26构成。所述第一片形件22以中心件200为起点具有两个

在90°的角度下设立的肱部210、220，所述肱部的平坦的上表面与中心件200对准。分别对所

述肱部210、220进行弯折，其中各个肱部210、220的从彼此离开地指向的弯折区域212、222

在大约90°的角度下突出于中心件200。肱部210、220的彼此指向对方的弯折区域214、224同

样在90°的角度下突出于中心件200，然而之后再次弯折形成接板216、226，其中各个接板

216、226指向对置的弯折区域212、222。在所述中心件200中，更进一步地存在容纳口240，所

述螺纹套管24插入所述容纳口中。所述第二片形件26具有中央板260，所述中央板的表面在

角连接器20的经组装的状态下形成了用于第一片形件22的中心件200的参考面262。在所述

中央板260中形成了容纳口264，所述容纳口264在其尺寸上与第一片形件22的容纳口240一

致并且所述容纳口264同样设置用于容纳螺纹套管24。所述螺纹套管24具有两个对置的定

中台肩242'，246'，所述定中台肩通过中部区域244'连接。所述螺纹套管24因此可以在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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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嵌接到容纳口240和264中并且在那里被挤压或焊接。在角连接器20的经组装的状态下，

可以通过容纳口240和容纳口264通及所述螺纹套管24并且所述螺纹套管由此可以用于起

重机钩环或基座固定装置。两个布置在弯曲的基础区段269上的肱部270、272以第二片形件

26的中央板260为起点，所述肱部270、272设计用于嵌接到框架异形件中、特别是嵌接到有

待竖直布置的框架异形件中。肱部270、272中的每一个均具有卷边274、276、特别是螺纹卷

边，用于多个机架的串接或扁平部分的安装的螺纹栓、螺钉或这一类的可以被容纳到所述

螺纹卷边中。所述中央板260更进一步地在肱部270、272附近分别包括空隙280、282，用于第

一片形件22和第二片形件26相互间的准确的定位的设置在第一片形件22上的鼻部(未示

出)被插入所述空隙中。与所述肱部270、272对置地，分别设置中央板的提升的区域286、

288，所述提升的区域在装配时被第一片形件22的接板216、226从下方作用。由此确保了角

连接器20的所有部件相互间的位置精确度。

[0022] 图2示出了角连接器20的透视图，所述角连接器由根据图1所示的部件构成。将第

一片形件22靠接到第二片形件26上，使得所述接板216、226作用到第二片形件26的提升的

区域286、288的下方。随后，所述第一片形件22朝向第二片形件26的肱部270、272倾斜，直到

第一肱部210或第二肱部220的弯折区域212、222位于第二片形件的中央板260的与肱部

270、272相邻的边缘的上方。由此在螺纹套管24被插入的情况下对所述第一片形件22以及

第二片形件26位置精确地进行相互定位。

[0023] 图3示意性地示出了如何借助根据图4和5所示的角连接器20对三个异形件AA、BB、

CC进行定位并且进行连接。所述框架异形件BB和CC具有空心异形件区段BB1和CC1，所述空

心异形件区段在横截面上与角连接器20的肱部210、220的外部轮廓配合。通过将肱部210、

220推入，随后以直角对框架异形件BB和CC进行相互定位，其中所述容纳口240或位于其中

的螺纹套管保持裸露。在图3的构造情形中，水平放置的框架异形件BB和CC为底部组件的组

成部分，使得容纳口240中的螺纹套管24可以用于固定基座。角连接器20的隆起的肱部270、

272如此地设置，使得为了与空腔区段的内壁靠置，该肱部就此而言与框架异形件AA的空腔

区段AA1和AA2一致；使得该肱部在经组装的状态中靠置在内壁处，其中各个肱部270、272的

卷边274、276与空腔区段AA1、AA2中的缺口AA3、AA4对准。相应的缺口位于空腔区段AA1、AA2

的背对观察者的侧部，使得既可以从机架内侧也可以从机架外侧通及卷边中的螺纹。在对

框架异形件AA，BB和CC进行定位和定向之后，所述框架异形件可以利用通常的工艺与角连

接器20连接，例如通过焊接或粘合。

[0024] 图4示出了根据图1所示的角连接器20的变形方案的改进方案，其中在那里在分解

图中示出的角连接器20'与其它的异形件几何特征相配合，特别是在机架的底部区域中的

水平框架异形件的角连接器。所述角连接器20'包括第一片形件22'、螺纹套管24'以及第二

片形件26'。所述片形件22'以中心件200'为起点具有两个在与中心件200'的90°的角度下

设立的肱部210'，220'，其中所述肱部210'被中心件200'的角区域弯折并且所述肱部220'

在90°的角度下与肱部210'连接。肱部210'，220'的背离于中心件200'指向的下边缘对准。

所述肱部210'，220'在其自由端部区域中的各个下边缘处分别弯折形成接板216'，226'并

且此外在其接位附近设有向下突出的鼻部218'，228'。所述肱部210'在顶视图中大致为三

角形，所述肱部220'大致为矩形，具有相对于接板226'截断的角区域。其他几何特征也是可

能的。在肱部220'的上边缘和中心件200'之间留有间距。更进一步地，在中心件200'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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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纳口240'，螺纹套管24'插入所述容纳口中。所述第二片形件26'具有中央板260'，所述中

央板的表面在角连接器20'的装配状态下形成用于第一片形件22'的中心件200'的参考面

262'。在中央板260'中形成有容纳口264'，所述容纳口在其尺寸上与第一片形件22'的容纳

口240'一致并且所述容纳口同样设置用于容纳螺纹套管24'。所述螺纹套管24具有两个对

置的定中台肩242'，246'，所述定中台肩通过中部区域244'连接。所述中部区域244'具有对

应于肱部210'的高度的轴向长度。所述螺纹套管24'因此可以在组装时嵌接到容纳口240'

和264 '中并且在那里被挤压或焊接。在角连接器20'的经组装的状态下，可以通过容纳口

240'和容纳口264'通及所述螺纹套管24'并且所述螺纹套管24'可以用于起重机钩环或用

于基座固定装置。两个布置在弯曲基础区段269'上的肱部270'，272'以第二片形件26'的中

央板260'为起点，所述肱部270'，272'设计用于嵌接到框架异形件、特别是嵌接到待竖直布

置的框架异形件中。肱部270'，272'中的每一个均具有卷边274'，276'、特别是螺纹卷边，用

于多个机架的串接或扁平部分的安装的螺纹栓、螺钉或这一类的可以被容纳到所述螺纹卷

边中。所述中央板260'更进一步地在容纳口264'和与其对角地间隔的缺口290'之间的几乎

中心的位置分别具有空隙280'，282'，设置在第一片形件22'上的用于对第一片形件22'和

第二片形件26 '精确地进行相互定位的鼻部218 '，228 '被插入所述空隙中。与所述肱部

270'，272'对置地，分别设置中央板的提升的区域286'，288'，所述提升的区域在组装时被

第一片形件22'的接板216'，226'从下方作用。由此确保了角连接器20'的所有部件相互间

的位置精确度。

[0025] 图5示出了角连接器20'的透视图，所述角连接器由根据图4所示的部件构成。将所

述第一片形件22'放置到第二片形件26'上，使得所述接板216'，226'作用到第二片形件26

的提升的区域286'，288'下方。随后，所述第一片形件22'朝向第二片形件26'的肱部270'，

272'倾斜，直到鼻部218'，228'位于空隙280'，282'(图4)中。由此在螺纹套管24'被插入的

情况下对所述第一片形件22'以及第二片形件26'位置精确地进行相互定位，也就是使得能

够一直通及所述缺口290'，即在第一片形件22'的肱部210'，220'前方。由此，所述角连接器

20'展现了机架的内部区域中的附加的安装可行方案，然而角连接器20'作为位于内部的角

连接器从外部无法看到。

[0026] 本发明在前述说明、在附图中以及在权利要求中公开的特征对于实现本发明来说

是必需的，所述特征既可以为单独的也可以任意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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