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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精细化和精密制造的发展需求, 气

动设备单位空间布置产品的数量呈现出集约化、模块化和

高度密集化趋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外的气动连接件制

造商设计了多种产品应对市场发展的需求。重点研究、分

析和评价矩型布置多路气动管接头和圆型布置多路气动

管接头的结构形式及其优缺点。

1 气动管接头的重要性

气动管路和气动管接头是属于气动系统的辅助元件,

但是在保证气动系统的正常工作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JB/T 7056-2008气动管接头 通用技术条件》(现行)对气

动管接头产品标识、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及典型气动管接

头结构及工作原理进行规范。

2 气动管接头的相关标准

气动系统的压力范围根据《GB/T 7937-2008液压气

动接头及其相关元件 公称压力系列》(现行)与《ISO 4399:

1995 Fluid power systems and components -Connectors

and associated components-Nominal pressures》等同,JB/T

7056-2008规定气动系统中最高压力不大于2.5Mpa。《GB/T

14038-2008气动连接气口和螺柱端符合》对气动连接的气

口和螺柱端的尺寸要求、性能要求、测试方法和标志进行

了规范。《GB/T22076-2008气动圆柱形快换接头 插头连

接尺寸、技术要求、应用指南和试验》主要是针对气动圆柱

形快换接头的连接尺寸、技术要求、应用指南和测试标准

进行了规范。《GB/T 14514-2013气动

管接头实验方法》对气动管接头相关的

试验测试方式进行了规范。《G B / T

2351-2005液压气动系统用硬管外径和

软管内径》对与气动管接头直接连接的

管路的内径和外径进行了规范。

《GB/T 33636-2017气动用于塑料

管的插入式管接头》(现行)与ISO14743-

2004国际标准《ISO 14743:2004 Pneu-

matic fluid power - Push-in con-

nectors for thermoplastic tubes》的内

容等效。该标准的气动接头下文简称为

接头。GB/T 33636-2017和等同的ISO

14743:2004国际标准规定了接头的适

用压力、温度和管子外径尺寸范围, 对

接头材料、结构特征和具体设计由各制

造商自行选定。

3 多路气动管接头的发展现状

多路气动管接头在国内外的产品

和设备中应用广泛, 国内外的标准仅对

通用的气动管接头进行了规范, 目前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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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2 孔多路气动接头实物和平面图

图 1 矩形布置多路气动管接头实物和平面图



工艺设计改造及检测检修 China Science & Technology Overview

62 2019年6月上 第11期 总第311期

没有相应标准对多路气动管接头进行规范和介绍。提供相

应产品的有美国的TWINTEC专业多路气动管接头的制造

商,美国派克(Parker)旗下品牌乐可利(Legris)的33系列产

品,德国的费斯托(FESTO)的KSV系列和KDVF系列,日本

SMC的KDM系列、DM和DMK系列等,国内主要的气动产

品的制造商没有多路管接头产品提供, 2 0 1 7 年国内专利

CN201721206482对矩形式的多路气动管接头的连接方式

进行了专利化。最新,2019年国内专利CN201821518919X对

圆形多路气动接头进行申请和技术公布。

4 多路气动接头的两类典型结构

目前, 多路气动管接头的产品根据布置的方式可以分

为矩形布置和圆周布置两种类型。无论采用那种布置的方

式, 接头都由公接头端和母接头端两个部分组成, 公接头

端和母接头端都由两个部分端口部分, 一端是与多路气管

连接的部分, 另一端分别是公接头的多路插头端和母接头

的配合插孔端, 公母接头在连接配合时采用弹性密封体密

封的方式。公母接头端设置有相应的定位销和销孔, 定位

销一方面可以保证接头配对连接的准确性和方便性, 同

时, 还保证接头配对的防错性。

第一类是采用矩形排列的方式布置的多路气动管接

头, 矩形排列的接头一般横向布置两排, 纵向布置成多列,

图1 给出了典型矩形多路气动接头的实物和平面图。目前

单一产品最多布置到1 0 或1 1 列。也有将产品设计成模块,

多模块可以横向拼接延伸, 这样单一模块体积小, 用户可

以根据设计需要完成自由组合。

采用矩形布置的产品如FESTO的KM-KDV系列多路

管接头,Legris的3300系列模块化多路管接头,SMC的KDM

系列,国内专利CN201721206482的布置都是采用矩形布置

和模块设计的结构,国内CN201721206482专利的产品与

FESTO的KM-KDV系列产品结构基本类似。

第二类是采用圆周方式布置的圆形多路气动接头, 该

系列的接头多气路布置圆周面上, 图2 给出1 2 孔圆形气路

接头的产品实物图和平面示意图。提供圆形多路气动接头

的公司如TWINTEC的所有多路接头产品均是圆周布置方

式,FESTO的KSV和KDV系列接头,Legris的332系列多路

管接头,SMC的DM和DMK系列多路管接头均采用此种方

式。国内专利CN201821518919X的技术信息就是采用圆周

布局方式和结构的, 该专利对圆周布局的多气路接头进行

了技术公布和介绍。

5 矩形和圆形多路接头的优缺点

从表1 中对比分析得出, 矩形多路气动接头在模块设

计、D I N导轨安装方式及多种管径连接的场合非常具有优

势, 而圆形的多路气动管接头在数量多, 相同尺寸管路连

接, 空间布置小的场合使用优于矩形接头。两种产品各有

优缺点, 两种产品结合使用可以实现优势互补, 完美的解

决工业设计中遇到的各种挑战和问题。

6 结语

多管路气动管接头的应用对多路气体连接的工况非

常方便和实用, 圆形和矩形两种产品优势互补, 很好的解

决气动流体多管路设计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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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形多路气动管接头 圆形多路气动管接头 

优点 

设计方便，制造简单 

方便实现模块化设计 

可设计成DIN导轨安装 

公母接头配对采用固定螺栓或专用卡子 

方便实现不同管径的多气路连接 

节约空间，圆形可以在单位空间布置更多气路 

可结合多束管方式连接 

公母接头配对可以采用手轮螺纹安装和法兰安装两种 

方便实现相同管径多气管路连接 

缺点 
管路不易布置，空间利用率低 

螺栓固定存在多管路接头的受力不均匀 

不适合模块设计 

不能实现不同管径管路的气路连接 

表 1 矩形和圆形多路气动管接头优缺点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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