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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水管技术领域，尤其涉

及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包括底座，底座的顶

部固定连接有置物架，置物架的侧面插接有管

体，底座顶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杆，固定

杆侧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板，固定板的中部

固定连接有固定块，固定块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

降装置，升降装置底部的侧面活动连接有固定装

置，固定装置的底部贯穿置物架的顶部并与置物

架活动连接。本实用新型当需要对管体进行切割

时，控制第二液压杆下降，使第二液压杆带动第

二升降板下降，使第二升降板带动切割机下降，

使固定柱对挤压板进行挤压，使弹簧对挤压套进

行挤压，使挤压套和置物架对管体进行挤压固

定，对管体固定，方便了切割机对管体进行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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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包括底座(1)，其特征在于：所述底座(1)的顶部分别固定连

接有置物架(2)和支撑座(10)，所述置物架(2)的侧面插接有管体(4)，所述管体(4)外表面

的底部放置在支撑座(10)的顶部，所述底座(1)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移动装置(3)，所述

底座(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板(11)，所述支撑板(1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防滑板(12)；

所述底座(1)顶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杆(5)，所述固定杆(5)侧面的顶部固定连

接有固定板(6)，所述固定板(6)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块(7)，所述固定块(7)的底部固定

连接有升降装置(8)，所述升降装置(8)底部的侧面活动连接有固定装置(9)，所述固定装置

(9)的底部贯穿置物架(2)的顶部并与置物架(2)活动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移动装置(3)包括

隔板(31)，所述隔板(31)的侧面与底座(1)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隔板(31)底部的中部固定

连接有第一液压杆(32)，所述第一液压杆(32)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33)，所述

第一固定架(33)的顶部与隔板(31)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液压杆(32)的底部固定连接

有第一升降板(34)，所述第一升降板(34)的侧面通过第一滑轨(35)与底座(1)的内壁活动

连接，所述第一升降板(34)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柱(36)，所述升降柱(36)的底部贯穿底

座(1)的底部并与底座(1)活动连接，所述升降柱(36)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滚轮(37)。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升降装置(8)包括

第二液压杆(81)，所述第二液压杆(81)的顶部与固定块(7)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液压

杆(81)外表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架(82)，所述第二固定架(82)的顶部与固定块

(7)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液压杆(81)外表面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83)，所述

第二液压杆(8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升降板(84)，所述第三固定架(83)的底部与第二升

降板(84)的顶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升降板(84)的侧面通过第二滑轨(85)与固定杆(5)的

侧面活动连接，所述第二升降板(84)底部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套(87)，所述固定套(87)

套接在切割机(88)的外表面，所述第二升降板(84)底部的侧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柱(89)，所

述固定柱(89)的内部贯穿并活动连接有固定装置(9)。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固定装置(9)包括

挤压杆(91)，所述挤压杆(91)的顶部依次贯穿固定柱(89)的底部和第二升降板(84)的底部

并与固定柱(89)和第二升降板(84)活动连接，所述挤压杆(9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限位板

(92)，所述固定柱(89)的底部贯穿置物架(2)的顶部并与置物架(2)活动连接，所述挤压杆

(91)的外表面活动套接有挤压板(93)，所述挤压板(93)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弹簧(94)，所述

弹簧(94)套接在挤压杆(91)的外表面，所述挤压板(93)位于固定柱(89)的下方，所述挤压

杆(9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连接板(95)，所述连接板(95)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挤压套(96)，所

述挤压套(96)位于管体(4)的上方。

5.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滑轨(85)的顶

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限位块(86)，所述限位块(86)的形状为长方形。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座(10)的数量

为两个，两个支撑座(10)对称分布在底座(1)顶部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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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水管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水管是供水的管道，现代装修水管都是采用埋墙式施工，水管的分类有三种，第一

类是金属管，如内搪塑料的热镀铸铁管、铜管和不锈钢管等，第二类是塑复金属管，如塑复

钢管和铝塑复合管等。

[0003] 水管多用于建筑装修，方便建筑的供水，水管多为圆管，在水管使用的过程中需要

将水管切割成相应的长度，使水管符合使用的规格，方便水管的使用，但是水管的形状为圆

形不便于对其进行固定，在切割时往往是工人人工固定，这样在对水管进行切割时易造成

水管位置的便宜，影响水管切割的精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一)解决的技术问题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解决了水管的

形状为圆形不便于对其进行固定，在切割时往往是工人人工固定，这样在对水管进行切割

时易造成水管位置的便宜，影响水管切割精度的问题。

[0006] (二)技术方案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包括底

座，所述底座的顶部分别固定连接有置物架和支撑座，所述置物架的侧面插接有管体，所述

管体外表面的底部放置在支撑座的顶部，所述底座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移动装置，所述

底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支撑板，所述支撑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防滑板。

[0008] 所述底座顶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杆，所述固定杆侧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

定板，所述固定板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块，所述固定块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所述

升降装置底部的侧面活动连接有固定装置，所述固定装置的底部贯穿置物架的顶部并与置

物架活动连接。

[0009] 优选的，所述移动装置包括隔板，所述隔板的侧面与底座的内壁固定连接，所述隔

板底部的中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液压杆，所述第一液压杆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

所述第一固定架的顶部与隔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一液压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升

降板，所述第一升降板的侧面通过第一滑轨与底座的内壁活动连接，所述第一升降板的底

部固定连接有升降柱，所述升降柱的底部贯穿底座的底部并与底座活动连接，所述升降柱

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滚轮。

[0010] 优选的，所述升降装置包括第二液压杆，所述第二液压杆的顶部与固定块的底部

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液压杆外表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架，所述第二固定架的顶部

与固定块的底部固定连接，所述第二液压杆外表面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所述第

二液压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升降板，所述第三固定架的底部与第二升降板的顶部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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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所述第二升降板的侧面通过第二滑轨与固定杆的侧面活动连接，所述第二升降板底

部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套，所述固定套套接在切割机的外表面，所述第二升降板底部的

侧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柱，所述固定柱的内部贯穿并活动连接有固定装置。

[0011] 优选的，所述固定装置包括挤压杆，所述挤压杆的顶部依次贯穿固定柱的底部和

第二升降板的底部并与固定柱和第二升降板活动连接，所述挤压杆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限位

板，所述固定柱的底部贯穿置物架的顶部并与置物架活动连接，所述挤压杆的外表面活动

套接有挤压板，所述挤压板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弹簧，所述弹簧套接在挤压杆的外表面，所述

挤压板位于固定柱的下方，所述挤压杆的底部固定连接有连接板，所述连接板的底部固定

连接有挤压套，所述挤压套位于管体的上方。

[0012] 优选的，所述第二滑轨的顶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限位块，所述限位块的形状为

长方形。

[0013] 优选的，所述支撑座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支撑座对称分布在底座顶部的两侧。

[0014] (三)有益效果

[0015]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具备以下有益效果：

[0016] (1)、该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当需要对管体进行切割时，控制第二液压杆下降，使第

二液压杆带动第二升降板下降，使第二升降板带动切割机下降，使固定柱对挤压板进行挤

压，使弹簧对挤压套进行挤压，使挤压套和置物架对管体进行挤压固定，方便了对管体的固

定，方便了切割机对管体进行切割，增加了切割的精度，增加了切割的便利性。

[0017] (2)、该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当对管体切割完成后控制第二液压杆上升，使第二升

降板带动切割机上升，使第二升降板带动限位板上升，带动挤压杆上升，方便了对挤压套与

管体的分离，方便了对切割后的管体进行拿取，通过第二滑轨方便了第二升降板的垂直升

降，通过限位块限定了第二升降板在第二滑轨上移动的距离。

[0018] (3)、该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当需要对底座进行移动时，控制第一液压杆下降，使第

一升降板带动升降柱下降，使滚轮与地面接触，方便了对底座的移动，当无需对底座进行移

动时，控制第一液压杆上升，使滚轮与地面分离，使防滑板与地面接触，方便了对底座的支

撑，防止底座的底部安装有滚轮影响对管体切割的精度。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移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3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升降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4为本实用新型图1中固定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中：1底座、2置物架、3移动装置、31隔板、32第一液压杆、33第一固定架、34第一

升降板、35第一滑轨、36升降柱、37滚轮、4  管体、5固定杆、6固定板、7固定块、8升降装置、81

第二液压杆、82  第二固定架、83第三固定架、84第二升降板、85第二滑轨、86限位块、  87固

定套、88切割机、89固定柱、9固定装置、91挤压杆、92限位板、  93挤压板、94弹簧、95连接板、

96挤压套、10支撑座、11支撑板、12 防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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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4] 如图1-4所示，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建筑水管切割装置，包括底座

1，底座1的顶部分别固定连接有置物架2和支撑座10，支撑座10的数量为两个，两个支撑座

10对称分布在底座1顶部的两侧，置物架2的侧面插接有管体4，管体4外表面的底部放置在

支撑座10的顶部，底座1内腔的侧面固定连接有移动装置3，移动装置3包括隔板31，隔板31

的侧面与底座1的内壁固定连接，隔板31底部的中部固定连接有第一液压杆32，第一液压杆

32的外表面固定连接有第一固定架  33，第一固定架33的顶部与隔板31的底部固定连接，第

一液压杆32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一升降板34，第一升降板34的侧面通过第一滑轨35  与底

座1的内壁活动连接，第一升降板34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柱36，升降柱36的底部贯穿底座

1的底部并与底座1活动连接，升降柱36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滚轮37，底座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

支撑板11，支撑板  1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防滑板12，当需要对底座1进行移动时，控制第一液

压杆32下降，使第一升降板34带动升降柱36下降，使滚轮37与地面接触，方便了对底座1的

移动，当无需对底座1进行移动时，控制第一液压杆32上升，使滚轮37与地面分离，使防滑板

12与地面接触，方便了对底座1的支撑，防止底座1的底部安装有滚轮37影响对管体4切割的

精度。

[0025] 底座1顶部的两侧均固定连接有固定杆5，固定杆5侧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固定板

6，固定板6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块7，固定块7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升降装置8，升降装置8底

部的侧面活动连接有固定装置9，升降装置8包括第二液压杆81，第二液压杆81的顶部与固

定块7的底部固定连接，第二液压杆81外表面的顶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固定架82，第二固定架

82的顶部与固定块7的底部固定连接，第二液压杆81外表面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三固定架

83，第二液压杆8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第二升降板84，第三固定架83的底部与第二升降板84

的顶部固定连接，第二升降板84的侧面通过第二滑轨85与固定杆5的侧面活动连接，第二滑

轨85的顶部和底部均固定连接有限位块86，限位块86的形状为长方形，第二升降板84底部

的中部固定连接有固定套87，固定套87套接在切割机88的外表面，第二升降板84底部的侧

面固定连接有固定柱89，固定柱89的内部贯穿并活动连接有固定装置9，固定装置9的底部

贯穿置物架2的顶部并与置物架2活动连接，固定装置9包括挤压杆91，挤压杆91的顶部依次

贯穿固定柱89的底部和第二升降板84的底部并与固定柱89和第二升降板84活动连接，挤压

杆91的顶部固定连接有限位板  92，固定柱89的底部贯穿置物架2的顶部并与置物架2活动

连接，挤压杆91的外表面活动套接有挤压板93，挤压板93的底部固定连接有弹簧  94，弹簧

94套接在挤压杆91的外表面，挤压板93位于固定柱89的下方，挤压杆91的底部固定连接有

连接板95，连接板95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挤压套96，挤压套96位于管体4的上方，当需要对管

体4进行切割时，控制第二液压杆81下降，使第二液压杆81带动第二升降板84下降，使第二

升降板84带动切割机88下降，使固定柱89对挤压板93进行挤压，使弹簧94对挤压套96进行

挤压，使挤压套96和置物架2对管体4  进行挤压固定，方便了对管体4的固定，方便了切割机

88对管体4进行切割，增加了切割的精度，增加了切割的便利性，当对管体4切割完成后控制

第二液压杆81上升，使第二升降板84带动切割机88上升，使第二升降板84带动限位板92上

升，带动挤压杆91上升，方便了对挤压套  96与管体4的分离，方便了对切割后的管体4进行

拿取，通过第二滑轨  85方便了第二升降板84的垂直升降，通过限位块86限定了第二升降板 

84在第二滑轨85上移动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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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 该文中出现的电器元件均与外界的主控器及220V市电电连接，并且主控器可为计

算机等起到控制的常规已知设备。

[0027] 工作原理：当需要对管体4进行切割时，控制第二液压杆81下降，使第二液压杆81

带动第二升降板84下降，使第二升降板84带动切割机  88下降，使固定柱89对挤压板93进行

挤压，使弹簧94对挤压套96进行挤压，使挤压套96和置物架2对管体4进行挤压固定，方便了

对管体  4的固定，方便了切割机88对管体4进行切割，当对管体4切割完成后控制第二液压

杆81上升，使第二升降板84带动切割机88上升，使第二升降板84带动限位板92上升，带动挤

压杆91上升，方便了对挤压套  96与管体4的分离，方便了对切割后的管体4进行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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