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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

桶体包括设置有注取液体的桶口和气压平衡口

的桶顶以及桶底，桶顶沿其周缘延伸有凸起边

沿，桶口内壁包括内螺纹段，该内螺纹段具有上

台阶面和下台阶面，该桶口设置具有塞体主体和

与所述塞体主体连接的杆段的桶塞，杆段包括与

内螺纹段螺纹配合的上杆段以及下杆段，桶口与

桶塞之间的密封结构为下述至少两种：上杆段套

设有第一密封圈以密封上杆段与上台阶面之间

的上密封面或上杆段套设有第二密封圈以密封

上杆段与下台阶面之间的下密封面或下杆段套

设有第三密封圈以密封下杆段与位于下台阶面

的桶口内壁壁面之间形成的径向密封面。该双口

桶桶口采用多密封结构，极大提高了桶体储运的

密封性和安全性。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5页  附图3页

CN 109178631 A

2019.01.11

CN
 1
09
17
86
31
 A



1.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包括桶体，所述桶体具有桶顶和桶底，所述桶顶上设置有

注取液体的桶口和气压平衡口，所述桶顶沿其周缘延伸有凸起边沿，所述桶口内壁具有上

台阶面和下台阶面，所述上台阶面与下台阶面之间为内螺纹段，该桶口上螺纹配合有桶塞，

所述桶塞包括塞体主体和与所述塞体主体连接的杆段，所述杆段包括与上述内螺纹段螺纹

配合的上杆段以及下杆段，其特征在于：所述桶塞与桶口之间形成多密封结构，所述多密封

结构为如下三种密封结构中的至少两种：所述上杆段与所述上台阶面之间形成水平的上密

封面，所述上杆段套设有第一密封圈以密封该上密封面或所述上杆段与所述下台阶面之间

形成水平的下密封面，所述上杆段套设有第二密封圈以密封该下密封面或所述下杆段与位

于所述下台阶面的桶口内壁壁面之间形成径向密封面，所述下杆段套设有第三密封圈以密

封该径向密封面。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顶上设置有凸

峰，所述凸峰位于所述桶口与所述凸起边沿之间和/或位于所述气压平衡口与所述凸起边

沿之间。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凸峰的高度低于

所述桶口的高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口与所述气压

平衡口之间设置有凸起部，所述凸起部的高度高于桶口旋上所述桶塞的高度且低于所述凸

起边沿的高度。

5.根据权利要求1-4中任一项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底

具有倾斜的内底面，所述桶底内底面的低端设置有凹槽，所述凹槽的轴线与前述桶口的轴

线重合。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口桶还具有支

撑部，所述支撑部突出于低于所述凹槽。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桶塞上还设置有

汲取管，所述汲取管末端部位于所述凹槽内。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杆段上设置有

凹槽，所述下密封圈套设在所述凹槽内。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其特征在于：所述下杆段为螺纹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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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液体储藏容器，尤其涉及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的液体储运桶在储运输送过程中，大多是在桶塞旋入桶口时，利用桶塞的挤

压力量将密封圈压入桶口实现桶体密封，但在桶体储运或使用过程中，因为桶体的相互碰

撞或者桶体跌落滚动导致桶口的桶塞与桶口之间的螺纹配合发生松动，桶口密封圈的位置

会有所偏移而不会紧密保持在压合位置，这样会导致桶内储运的液体会因为桶口密封不严

而易于泄露，同时外部空气也会进入桶体内，导致桶内液体的性质发生变化，尤其是桶内储

运的液体具有化学毒性或易挥发性时，会对环境或者使用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

[0003] 此外，液体储运桶桶底一般为平坦状，在桶口插设有汲取管时，运输过程中的桶体

晃动会导致汲取管晃动而导致桶口与桶塞之间的螺纹配合的松动，同样也会导致桶内液体

因桶体密封不严而泄露。

发明内容

[0004] 鉴于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

桶，该双口桶上的桶塞与桶口之间形成多重密封结构，即便在桶口与桶塞之间的螺纹配合

因桶体晃动或桶底跌落变形而松动时，多重密封结构能稳定保持对桶口的密封状态，防止

了桶内液体的泄露，提高了桶体储运输送的有效密封性。

[0005] 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6] 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包括桶体，所述桶体具有桶顶和桶底，所述桶顶上设置

有注取液体的桶口和气压平衡口，所述桶顶沿其周缘延伸有凸起边沿，所述桶口内壁具有

上台阶面和下台阶面，所述上台阶面与下台阶面之间为内螺纹段，该桶口上螺纹配合有桶

塞，所述桶塞包括塞体主体和与所述塞体主体连接的杆段，所述杆段包括与上述内螺纹段

螺纹配合的上杆段以及下杆段，其特征在于：所述桶塞与桶口之间形成多密封结构，所述多

密封结构为如下三种密封结构中的至少两种：所述上杆段与所述上台阶面之间形成水平的

上密封面，所述上杆段套设有第一密封圈以密封该上密封面或所述上杆段与所述下台阶面

之间形成水平的下密封面，所述上杆段套设有第二密封圈以密封该下密封面或所述下杆段

与位于所述下台阶面的桶口内壁壁面之间形成径向密封面，所述下杆段套设有第三密封圈

以密封该径向密封面。

[0007] 具有上述结构的双口桶在桶塞与桶口螺纹配合密封的同时，因还具有至少两种密

封结构，能保证桶体在储运过程中的密封性，即便桶口与桶塞之间出现螺纹配合的松动，也

不会产生桶内储运液体的泄露，因此可极大提高液体储运的安全性。

[0008] 进一步的，所述桶顶上设置有凸峰，所述凸峰位于所述桶口与所述凸起边沿之间

和/或位于所述气压平衡口与所述凸起边沿之间。

[0009] 通过在上述位置设置凸峰，可以缓冲双口桶在运输或堆放过程中跌落位置位于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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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时对桶口的挤压力，避免桶顶及桶口发生变形而导致的储液泄露。

[0010] 在实际加工过程，桶口与凸起边沿之间的凸峰和/或气压平衡口与凸起边沿之间

的凸峰可以与整个桶体整体吹塑而成。所述凸峰的高度低于所述桶口的高度设置。

[0011] 进一步的，所述桶口与所述气压平衡口之间设置有凸起部，所述凸起部的高度高

于桶口旋上所述桶塞的高度且低于所述凸起边沿的高度。

[0012] 在桶顶的上述位置设置凸起部，以防止桶体堆叠时上桶挤压桶口或者是污染桶口

或者是损坏桶口汲取管。

[0013] 进一步的，所述桶底具有倾斜的内底面，所述桶底内底面的低端设置有凹槽，所述

凹槽的轴线与前述桶口的轴线重合。

[0014] 上述凹槽能接受沿倾斜内底面流动的液体，并将所有液体具体在该凹槽中，降低

了桶内液体残量。

[0015] 进一步的，所述双口桶还具有支撑部，所述支撑部突出于低于所述凹槽。

[0016] 通过设置支撑部，且将该支撑部低于凹槽设置，以利用支撑部支撑整体桶体，并保

证双口桶的稳定防止，同时支撑部低于凹槽设置，用可以防止凹槽因液体重量或膨胀时触

底而导致的桶体倾倒现象，从而也就避免了桶体晃动倾倒而导致的桶口螺纹松动的风险和

漏液的风险。

[0017] 进一步的，所述桶塞上还设置有汲取管，所述汲取管末端部位于所述凹槽内。

[0018] 汲取管能方便取液，同时，因汲取管的末端部位于凹槽内，凹槽槽壁限制汲取管的

活动范围，可以减少汲取管的晃动，进而降低对桶口螺纹松动的影响，避免液体泄露。

[0019] 进一步的，所述下杆段上设置有凹槽，所述下密封圈套设在所述凹槽内。

[0020] 进一步的，所述下杆段为螺纹段。

[0021] 在实际的双口桶桶体加工过程中，下杆段和上杆段可以一体成型，也可分开成型。

[0022] 综上，本发明所提供的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23] (1)桶口与桶塞之间具有多密封结构，在桶塞与桶口螺纹配合期间，即便桶体晃动

导致桶口与桶塞螺纹配合的松动或者桶塞的上杆段回牙，多密封结构也能始终维持相应密

封面处于密封状态，不会导致桶内液体的泄露，极大地提高了双口桶储运的安全性。

[0024] (2)此外，在桶口与桶顶的凸起边沿和/或气压平衡口与桶顶的凸起边沿之间设置

凸峰，能缓冲桶体跌落位置正好为桶顶位置时对桶口的挤压力，缓解桶体变形，降低桶口与

桶塞螺纹配合松动的风险，进一步提高桶体整体的密封性能。

[0025] (3)在桶口与气压平衡口之间设置高度高于桶口而低于凸起边沿的凸起部，以防

止桶体堆叠时上桶挤压桶口导致桶口变形引起的桶口密封损坏和桶口污染，以及防止桶口

汲取管晃动损坏导致桶口密封不严的缺陷。

[0026] (4)双口桶桶体底部具有倾斜的内底面并在内底面的低端处设置凹槽以限制插设

在桶口上的汲取管，防止桶体碰撞或储运过程中的晃动导致汲取管的晃动，降低因此而引

起的桶口与桶塞的螺纹配合的松动，从而能更好地实现桶体桶口密封。

附图说明

[0027] 图1为本发明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实施例1的纵剖面结构示意图；

[0028] 图2为图1所示的双口桶的桶顶俯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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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9] 图3为图1所示桶口处的密封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0] 图4为本发明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实施例2的桶口密封结构放大示意图；

[0031] 图5为本发明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实施例2的桶口密封结构放大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实施，下面结合附图详细说明本发明。

[0033] 实施例1

[0034] 如图1所示，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包括桶体30，所述桶体30具有桶顶20和桶

底40，所述桶顶20上设置有注取液体的桶口205和气压平衡口203，所述桶顶20沿其周缘延

伸有凸起边沿201，该桶口205上螺纹配合有一桶塞206，所述桶塞206包括塞体主体和与所

述塞体主体连接的杆段，该桶塞上还设置有与杆段同轴线的汲取管，所述汲取管的顶端端

口上密闭有封堵塞21；所述桶口内壁具有上台阶面和下台阶面，所述上台阶面与下台阶面

之间为内螺纹段，所述杆段包括与上述内螺纹段螺纹配合的上杆段以及下杆段，所述螺纹

段与桶口内壁内螺纹段螺纹配合且形成密封面，同时所述桶塞与桶口内壁之间还设置有多

密封结构，详细结构如图3图示。

[0035] 如图1所示，所述气压平衡口203与凸起边沿201之间以及桶口205与凸起边沿201

之间均设置有凸峰201，所述凸峰的高度低于桶口205和气压平衡口，并且桶口205和气压平

衡口203之间还设置有凸起部204，该凸起部204的高度高于桶口205旋上桶塞206之后的高

度，并且低于所述凸起201的高度。

[0036] 该双口桶所述桶底40具有倾斜的内底面401，所述桶底内底面401的低端403处设

置有凹槽402，所述凹槽402的轴线与前述桶口205的轴线重合；所述汲取管10的末端部位于

上述凹槽内，凹槽槽壁限制汲取管的活动范围。

[0037] 该双口桶的桶底40上设置有支撑部404，所述支撑部404与桶底403的连接端低于

所述凹槽402设置。该支撑部用来支撑整个双口桶桶体，并保证双口桶的稳定放置。同时，因

支撑部与桶底的连接端低于凹槽，可以避免凹槽因液体重量或膨胀时触地，进而发生倾倒。

[0038] 具体的，桶顶20的俯视结构图如图2所示，所述桶体20具体成型合缝线207，所述桶

口205、气压平衡口203、桶口205与凸起边沿201之间的凸起和所述气压平衡口203与凸起边

沿201之间的凸起均为轴对称图形，对称轴即为上述成型合缝线207。

[0039] 图3为图1所示桶口处密封结构放大示意图，该双口桶的桶口205与桶塞206所述桶

口与桶塞之间的多密封结构具体为：桶口内壁的上台阶面与桶塞上杆段之间形成水平的上

密封面52，桶塞上杆段上套设有第一密封圈51，该第一密封圈51密封该上密封面52，桶口内

壁的下台阶面与桶塞上杆段之间形成水平的下密封面54，桶塞上杆段上套设有第二密封圈

53，所述第二密封圈53密封该下密封面54。

[0040] 本实施例1所提供的具有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在桶塞的上杆段上套设第一密封

圈51和第二密封圈53，第一和第二密封圈会随着桶塞的旋拧与相对应的水平密封面之间形

成密封接触，两重密封结构再加上桶塞与桶口内壁内螺纹段之间的螺纹配合，对桶口起到

多重密封作用，在桶体储运和桶内取液过程中，桶塞不脱离桶口时，两重密封圈的设置能始

终保持桶口处的密封状态，降低漏液风险，取样时，只需取下封堵塞21即可经汲取管10汲取

桶内储运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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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1] 同时，上述双口桶桶顶上设置的凸峰能缓冲对桶口的挤压力，减缓或者避免桶顶

甚至桶口的变形，进一步降低漏液风险；桶底凹槽能限制汲取管的晃动，降低因管晃动而导

致桶口螺纹松动的情形，并且桶底低于凹槽底部设置的支撑部在支撑桶体的同时，还能防

止凹槽触地而导致的桶体倾倒现象。

[0042] 实施例2

[0043] 实施例2的双口桶整体结构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桶口与桶塞之间的多密封结

构的不同，具体如图4所示：

[0044] 桶口内壁的上台阶面与桶塞上杆段之间形成水平的上密封面52，桶塞上杆段上套

设有第一密封圈51，该第一密封圈51密封该上密封面52；桶塞下杆段与位于下台阶面下方

的桶口内壁壁面之间形成径向密封面56，桶塞下杆段上设置有凹槽57，第三密封圈55套设

在该凹槽57上，该第三密封圈55密封该径向密封面。

[0045] 具有上述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在桶口上台阶面与桶塞上杆段之间形成的水平密

封面以及位于下台阶面的桶口内壁壁面与桶塞下杆段之间形成的径向密封面之间均设置

密封圈用以密封，能克服桶体晃动导致的桶口与桶塞螺纹配合松动而导致的桶口密封不严

的缺陷；同时，套在螺杆下段上的第三密封圈密封桶塞与桶口内壁之间形成的径向密封面。

因此，即便桶体在储运过程中的晃动或桶体遭受碰撞变形导致桶口与桶塞上杆段之间的螺

纹配合的松动时，第三密封圈始终维持对径向密封面的密封状态，桶内储运的液体也不会

从桶口处泄露。

[0046] 具有上述结构的双口桶交现有技术的在桶口上端与桶塞采用单一密封的双口桶

而言，能极大地提高双口桶桶口密封性能，提高储运液体，尤其是储运危化液体时的安全

性。

[0047] 实施例3

[0048] 实施例3的双口桶整体结构同实施例1，不同之处在于桶口与桶塞之间的多密封结

构的不同，具体如图5所示：

[0049] 桶口内壁的下台阶面与桶塞上杆段之间形成水平的下密封面54，桶塞上杆段上套

设有第二密封圈53，所述第二密封圈53密封该下密封面54；同时，桶塞下杆段与位于下台阶

面下方的桶口内壁壁面之间形成径向密封面56，桶塞下杆段上设置有凹槽57，第三密封圈

55套设在该凹槽57上，该第三密封圈55密封该径向密封面。

[0050] 具有上述多密封结构的双口桶，在桶口下台阶面与桶塞上杆段之间形成的水平密

封面以及位于下台阶面的桶口内壁壁面与桶塞下杆段之间形成的径向密封面之间均设置

密封圈用以密封，能克服桶体晃动导致的桶口与桶塞螺纹配合松动而导致的桶口密封不严

的缺陷；同时，套在螺杆下段上的第三密封圈密封桶塞与桶口内壁之间形成的径向密封面。

因此，即便桶体在储运过程中的晃动还是桶体遭受碰撞变形导致桶口与桶塞上杆段之间的

螺纹配合的松动时，第三密封圈始终维持对径向密封面的密封状态，桶内储运的液体也不

会从桶口处泄露。具有上述结构的双口桶交现有技术的在桶口上端与桶塞采用单一密封的

双口桶而言，能极大地提高双口桶桶口密封性能，提高储运液体，尤其是储运危化液体时的

安全性。

[0051] 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如果对本发明的各种改动或变形不脱离本发明

的精神和范围，倘若这些改动和变形属于本发明的权利要求和等同技术范围之内，则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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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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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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