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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

管的卡箍式三通，本实用新型采用一副与塑料管

抱合的卡箍，在卡箍的侧壁上设置一个接管，当

需要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时，只需在塑料管的管

壁上打一个孔洞，将本实用新型的卡箍抱合塑料

管上，且使卡箍上的接管与该孔洞贯通，即完成

了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本实用新型完全改变了

传统的消防系统中主水管上三通的结构设置及

连接方法，在消防灭火系统中，促进了PVC‑C材质

的塑料管道逐步替代原有的镀锌钢管的普及应

用，本实用新型可明显减轻劳动强度及降低材料

成本，具有省材料、省空间、易安装且密封性能好

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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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其特征在于，它包括卡箍上盖（1）、卡箍下

盖（2）、密封圈（3）、金属衬圈（4）及螺栓螺帽（5）；

所述卡箍上盖（1）呈半圆筒状的壳体件，其壳体壁上设有与半圆筒贯通的接管（13），接

管（13）的轴线与半圆筒的轴线相互垂直且相交，接管（13）的一端口与壳体内壁相交的环形

相贯线上设有凸楞（15）及环形密封槽（16），壳体外壁两侧对称设有第一吊耳块（11），第一

吊耳块（11）上设有第一螺栓孔（12）；

所述卡箍下盖（2）呈半圆筒状的壳体件，壳体外壁两侧对称设有第二吊耳块（21），第二

吊耳块（21）上设有与第一螺栓孔（12）对应的第二螺栓孔（22）；

所述密封圈（3）设于卡箍上盖（1）的环形密封槽（16）内；

所述金属衬圈（4）为四件，分别镶嵌于卡箍上盖（1）的第一螺栓孔（12）内及卡箍下盖

（2）的第二螺栓孔（22）；

所述螺栓螺帽（5）为两套；

所述卡箍上盖（1）与卡箍下盖（2）对应扣合，螺栓螺帽（5）通过第一螺栓孔（12）及第二

螺栓孔（22）的金属衬圈（4）将卡箍上盖（1）与卡箍下盖（2）紧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其特征在于，所述

卡箍上盖（1）上接管（13）的管内设有承台（14）、管内壁设有2～4°呈喇叭口状的锥角α。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其特征在于，所述

接管（13）内环形密封槽（16）的径向设有定位槽（17）。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其特征在于，所述

密封圈（3）外侧的径向设有凸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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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消防供水系统技术领域，PVC‑C消防塑料管上的三通设置，尤其是

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的消防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及接头的设计均为镀锌钢管设计，存在的

问题是，镀锌钢管极易腐蚀，易发生镀锌层脱落、锈蚀的现象，有很多消防管道由于腐蚀严

重，在发生火灾时喷淋头被铁锈堵死而导致无法喷水及时救火，从而发生大的火灾；由于受

镀锌钢管生产工艺的限制，现有技术的三通与钢管连接时必须将钢管截断，通过在钢管两

连接端套丝后将三通连接，否则无法安装，该连接不仅存在工作量大，而且螺纹密封面的损

伤或毛刺都会导致施工过程中密封的失效，增加人工成本，不便安装及维修，存在容易腐

蚀、易泄漏的安全隐患。

[0003]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联合于2017年5月27日发布2018年1月1日设施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PVC‑C材质

的塑料管道逐步代替原有的镀锌钢管的接入，对城市消防管道的安装及使用能力进行升

级，以提高消防灭火的能力。为从根本上解决镀锌钢管易锈蚀的缺陷，采用PVC‑C消防塑料

管替代消防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管道已成为趋势，PVC‑C消防塑料管在管道与管道或管道

与器件连接时，使用专用的胶水实施插接式冷熔连接，为此，改变传统的消防系统中主水管

上三通的结构设置及连接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而提供的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

卡箍式三通，本实用新型采用本实用新型采用卡箍上盖、卡箍下盖构成一副与塑料管抱合

的卡箍，在卡箍上盖的壳体壁上设置与半圆筒贯通的接管，在接管与壳体内壁相交的环形

相贯线上设置凸楞及环形密封槽。当在塑料主管上设置三通时，只需在塑料主管的管壁上

打一个孔洞，将本实用新型的卡箍抱合塑料管上，且使卡箍上盖的接管的凸楞卡在孔洞内，

通过接管与该孔洞贯通，即完成了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为解决密封问题，本实用新型在卡

箍上盖的环形密封槽内与塑料主管的孔洞周边之间设置了密封圈。本实用新型完全改变了

传统的消防系统中主水管上三通的结构设置及连接方法，在消防灭火系统中，促进了PVC‑C

材质的塑料管道逐步替代原有的镀锌钢管的普及应用，本实用新型可明显减轻劳动强度及

降低材料成本，具有省材料、省空间、易安装且密封性能好的优点。

[0005] 实现本实用新型目的的具体技术方案是：

[0006] 一种用于PVC‑C消防塑料管的卡箍式三通，其特点包括卡箍上盖、卡箍下盖、密封

圈、金属衬圈及螺栓螺帽；

[0007] 所述卡箍上盖呈半圆筒状的壳体件，其壳体壁上设有与半圆筒贯通的接管，接管

的轴线与半圆筒的轴线相互垂直且相交，接管的一端口与壳体内壁相交的环形相贯线上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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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凸楞及环形密封槽，壳体外壁两侧对称设有第一吊耳块，第一吊耳块上设有第一螺栓孔；

[0008] 所述卡箍下盖呈半圆筒状的壳体件，壳体外壁两侧对称设有第二吊耳块，第二吊

耳块上设有与第一螺栓孔对应的第二螺栓孔；

[0009] 所述密封圈设于卡箍上盖的环形密封槽内；

[0010] 所述金属衬圈为四件，分别镶嵌于卡箍上盖的第一螺栓孔内及卡箍下盖的第二螺

栓孔；

[0011] 所述螺栓螺帽为两套；

[0012] 所述卡箍上盖与卡箍下盖对应扣合，螺栓螺帽通过第一螺栓孔及第二螺栓孔的金

属衬圈将卡箍上盖与卡箍下盖紧固。

[0013] 所述卡箍上盖上接管的管内设有承台、管内壁设有2～4°呈喇叭口状的锥角α。

[0014] 所述接管内环形密封槽的径向设有定位槽。

[0015] 所述密封圈外侧的径向设有凸起。

[0016] 本实用新型采用本实用新型采用卡箍上盖、卡箍下盖构成一副与塑料管抱合的卡

箍，在卡箍上盖的壳体壁上设置与半圆筒贯通的接管，当在塑料主管上设置三通时，只需在

塑料主管的管壁上打一个孔洞，将本实用新型的卡箍抱合塑料管上，通过接管与该孔洞贯

通，即完成了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为解决密封问题，本实用新型在卡箍上盖的环形密封槽

内与塑料主管的孔洞周边之间设置了密封圈。本实用新型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消防系统中主

水管上三通的结构设置及连接方法，促进了PVC‑C材质的塑料管道逐步替代原有的镀锌钢

管的普及应用，本实用新型可明显减轻劳动强度及降低材料成本，具有省材料、省空间、易

安装且密封性能好的优点。

[0017] 本实用新型具有下列技术特点：

[0018] a）、传统消防管道均为镀锌钢管设计，管道分路时均采用金属三通，金属三通与管

道均为螺纹连接，安装时须在钢管上套丝，导致安装费工且成本增加，螺纹连接由于密封困

难且存在漏水的风险，本实用新型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消防系统中主水管上三通的结构设置

及连接方法。

[0019] b）、随PVC‑C消防管道的广泛应用，当管道上连接三通时，首先要安装一个钢管与

塑料管转换的直接，才能完成与金属三通的连接，使得安装成本与漏水风险同步增加；采用

本实用新型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时，只需在塑料管的管壁上打一个孔洞，将本实用新型的

卡箍抱合塑料管上，且使卡箍上的接管与该孔洞贯通，即完成了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本实

用新型可明显减轻劳动强度及降低材料成本，具有省材料、省空间、易安装且密封性能好的

优点。

[0020] c）、本实用新型在卡箍上盖的环形密封槽设置了密封圈,当本实用新型的卡箍抱

合塑料主管上，环形密封槽内的密封圈与塑料主管的孔洞周边之间完成了密封，不仅密封

圈的装配简单，且具有密封性能好的优点。

[0021] d）、本实用新型三通的结构设置及连接方法同样适用于主水管为镀锌钢管，解决

了现有系统中主水管为镀锌钢管，其余管件均为塑料管件的消防系统的连接。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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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图2为图1的俯视图；

[0024] 图3为实用新型卡箍上盖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4为图3的仰视图；

[0026] 图5为图3的侧视图；

[0027] 图6为实用新型密封圈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7为图6的俯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参阅图1、图2，本实用新型包括卡箍上盖1、卡箍下盖2、密封圈3、金属衬圈4及螺栓

螺帽5。

[0030] 参阅图1、图3、图4、图5，所述卡箍上盖1呈半圆筒状的壳体件，其壳体壁上设有与

半圆筒贯通的接管13，接管13的轴线与半圆筒的轴线相互垂直且相交，接管13的一端口与

壳体内壁相交的环形相贯线上设有凸楞15及环形密封槽16，壳体外壁两侧对称设有第一吊

耳块11，第一吊耳块11上设有第一螺栓孔12。

[0031] 参阅图1、图2，所述卡箍下盖2呈半圆筒状的壳体件，壳体外壁两侧对称设有第二

吊耳块21，第二吊耳块21上设有与第一螺栓孔12对应的第二螺栓孔22。

[0032] 参阅图1，所述金属衬圈4为四件，分别镶嵌于卡箍上盖1的第一螺栓孔12内及卡箍

下盖2的第二螺栓孔22。

[0033] 参阅图1，所述密封圈3设于卡箍上盖1的环形密封槽16内。

[0034] 参阅图1，所述螺栓螺帽5为两套。

[0035] 参阅图1，所述卡箍上盖1与卡箍下盖2对应扣合，螺栓螺帽5通过第一螺栓孔12及

第二螺栓孔22的金属衬圈4将卡箍上盖1与卡箍下盖2紧固。

[0036] 参阅图1，所述卡箍上盖1上接管13的管内设有承台14、管内壁设有2～4°呈喇叭口

状的锥角α。

[0037] 参阅图1、图4，所述接管13内环形密封槽16的径向设有定位槽17。

[0038] 参阅图1、图6、图7，所述密封圈3外侧的径向设有凸起31。

[0039] 参阅图1、图2，为提高卡箍上盖1的第一螺栓孔12及卡箍下盖2的第二螺栓孔22的

强度，本实用新型在第一螺栓孔12及第二螺栓孔22内分别镶嵌了金属衬圈4，金属圈4分别

与卡箍上盖1及卡箍下盖2经注塑构成。

[0040] 参阅图1、图2，为便于本实用新型卡箍上盖1的接管13与其它管道或配件的插接，

本实用新型在其它管道或配件的的管内壁设置了2～4°呈喇叭口状的锥角α，利于本实用新

型与其它管道或配件的的插接，本实用新型在接管13内设置了承台14，既便于本实用新型

与管道安装时插接的限位，又能阻隔冷溶胶水的溢流。

[0041] 参阅图1、图3，本实用新型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时，只需在塑料管的管壁上打一个

孔洞，将本实用新型的卡箍抱合塑料管上，且使卡箍上盖1的接管与该孔洞贯通，即完成了

在塑料管上设置三通。为了保证卡箍上盖1的接管13与塑料管上的孔洞准确啮合，本实用新

型在接管13的一端口与壳体内壁相交的环形相贯线上设有凸楞15，通过凸楞15与孔洞的卡

接保证卡箍上盖1的接管与塑料管上的孔洞准确啮合并贯通。

[0042] 参阅图1、图4、图6、图7，本实用新型的密封圈3为非平面密封圈，密封圈3的母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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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相交柱状体的相贯线，为保证密封圈3的准确安装，本实用新型在接管13内环形密封槽

16的径向设有定位槽17，在密封圈3外侧的径向设有凸起31，装配密封圈3时，只要将密封圈

3的凸起31与接管13内的定位槽17对准，将密封圈3装入环形密封槽16内即可。

说　明　书 4/4 页

6

CN 215335121 U

6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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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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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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