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1216117.2

(22)申请日 2019.12.02

(71)申请人 江门龙浩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 529000 广东省江门市鹤山市鹤山工

业城B区

(72)发明人 林琦武　

(74)专利代理机构 广州骏思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44425

代理人 吴静芝

(51)Int.Cl.

G01M 3/2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检漏装置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检漏装置，本发明一种实施

例的检漏装置包括支架；容置装置，所述容置装

置设置在所述支架上，所述容置装置包括检漏箱

和封闭门，所述检漏箱设置有入料口，所述封闭

门活动盖合于所述入料口；漏气囊，所述漏气囊

位于所述待测工件的内部，所述漏气囊用于容纳

检漏气体；戳穿装置，所述戳穿装置用于戳穿所

述漏气囊，使所述漏气囊的表面产生开口，使所

述漏气囊的内部的检漏气体外泄；检测装置，所

述检测装置与所述检漏箱的内部连通，所述检测

装置用于检测所述检漏箱中的气体。漏气囊通过

戳穿装置的戳穿即可放出检漏气体，操作简单，

检测精度高，提高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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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检漏装置，包括支架，其特征在于，包括：

容置装置，所述容置装置设置在所述支架上，所述容置装置包括检漏箱和封闭门，所述

检漏箱设置有入料口，所述封闭门活动盖合于所述入料口；

漏气囊，所述漏气囊位于所述待测工件的内部，所述漏气囊用于容纳检漏气体；

戳穿装置，所述戳穿装置用于戳穿所述漏气囊，使所述漏气囊的表面产生开口，使所述

漏气囊的内部的检漏气体外泄；

检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与所述检漏箱的内部连通，所述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所述检漏

箱中的气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关门装置，所述关门装置包括关门导轨、滑块和关门气缸，所述关门导轨所在平

面与所述检漏箱的入料口位于同一平面，所述滑块一端滑动嵌合在所述关门导轨上，所述

滑块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封闭门，所述关门气缸的活塞杆固定连接于所述封闭门，所

述关门气缸推动所述封闭门在所述关门导轨上运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夹具，所述夹具位于所述检漏箱的内部，所述夹具用于固定待测工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

还包括推出装置，所述推出装置包括推出导轨和推出气缸，所述推出导轨设置在所述

检漏箱的内部的底端，所述推出导轨的走向面向所述检漏箱的入料口，所述夹具的底端与

所述推出导轨滑动连接，所述推出气缸设置在所述检漏箱的外部，所述推出气缸的活塞杆

固定连接所述夹具，所述推出气缸带动所述夹具在所述推出导轨上运动。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检漏气体为卤素气体、氦气或者氢气。

6.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戳穿装置包括磁吸装置和刺针装置，所述磁吸装置设置在待测工件的外部，所述

刺针装置设置在所述漏气囊的内部，所述刺针装置位于所述磁吸装置的磁吸范围内。

7.根据权利要求1至5任意一项所述的检漏装置，其特征在于：

所述戳穿装置包括磁吸装置和刺针装置，所述刺针装置设置在待测工件的内壁，所述

漏气囊设置在所述刺针装置与所述磁吸装置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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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检漏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检漏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一种检漏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论真空技术领域，还是高压气密性工程，对

于部件或系统的气密性要求也随之而提高，从而对于提高其气密性检测精度和影响其气密

性因素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迫切。在对密封容器进行检漏时，检测焊缝质量及表面是否有微

小漏孔时，因工件完全密封，传统检漏法的正压法负压法无法实现，常采用背压法对密闭容

器进行检漏，是一种适用于容积较小被检件的检漏方法。检漏过程包括3个步骤：充压、净

化、检漏。在充压过程中，被检件在充有高压氦气的容器中存放一定时间，使氦气经漏孔进

入被检件内部，并随着时间的增长，其内部的充气压力及氦分压会逐渐增高；进入净化阶段

后，用干燥氮气等冲刷，或通过静置手段去除吸附在被检件外表面的氦气；最后将被检件放

入真空室并将真空室抽成真空状态，利用压差作用使被检件内部的氦气流出进入检漏仪，

检漏仪输出指示判定漏孔的存在及其漏率。

[0003] 但背压法不适合用于有大漏孔的被检件。漏孔过大时，在净化阶段，充入被检件内

部的氦气会迅速流失，净化时间越长，流失越严重，导致检漏仪输出指示降低，造成漏孔漏

率很小的假象，甚至检测不出漏孔。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的缺点与不足，提供一种检漏装置。

[0005] 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检漏装置，包括支架，还包括：容置装置，所述容置装置设置

在所述支架上，所述容置装置包括检漏箱和封闭门，所述检漏箱设置有入料口，所述封闭门

活动盖合于所述入料口；

[0006] 漏气囊，所述漏气囊位于所述待测工件的内部，所述漏气囊用于容纳检漏气体；

[0007] 戳穿装置，所述戳穿装置用于戳穿所述漏气囊，使所述漏气囊的表面产生开口，使

所述漏气囊的内部的检漏气体外泄；

[0008] 检测装置，所述检测装置与所述检漏箱的内部连通，所述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所述

检漏箱中的气体。

[0009] 本发明一种实施例的检漏装置，在待测工件完全密封前将检漏气体放入，解决密

闭容器检漏时无法从待测工件的外部通入检漏气体的问题，漏气囊通过戳穿装置的戳穿即

可放出检漏气体，操作简单，检测精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只要所述检测装置检测到所述检

漏箱中存在检漏气体，则可以表明所述待测工件存在漏孔，解决了背压氦质谱检漏法因待

测工件存在大漏孔而引发检测误差的技术问题。

[0010] 在一优选或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检漏装置还包括关门装置，所述关门装置包括关

门导轨、滑块和关门气缸，所述关门导轨所在平面与所述检漏箱的入料口位于同一平面，所

述滑块一端滑动嵌合在所述关门导轨上，所述滑块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封闭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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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门气缸的活塞杆固定连接于所述封闭门，所述关门气缸推动所述封闭门在所述关门导轨

上运动。

[0011] 在一优选或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检漏装置还包括夹具，所述夹具位于所述检漏箱

的内部，所述夹具用于固定待测工件。

[0012] 在一优选或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检漏装置还包括推出装置，所述推出装置包括推

出导轨和推出气缸，所述推出导轨设置在所述检漏箱的内部的底端，所述推出导轨的走向

面向所述检漏箱的入料口，所述夹具的底端与所述推出导轨滑动连接，所述推出气缸设置

在所述检漏箱的外部，所述推出气缸的活塞杆固定连接所述夹具，所述推出气缸带动所述

夹具在所述推出导轨上运动。

[0013] 在一优选或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检漏气体为卤素气体、氦气或者氢气。

[0014] 在一优选或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戳穿装置包括磁吸装置和刺针装置，所述磁吸装

置设置在待测工件的外部，所述刺针装置设置在所述漏气囊的内部，所述刺针装置位于所

述磁吸装置的磁吸范围内。

[0015] 在一优选或可选实施例中，所述戳穿装置包括磁吸装置和刺针装置，所述刺针装

置设置在待测工件的内壁，所述漏气囊设置在所述刺针装置与所述磁吸装置之间。

[0016] 为了能更清晰的理解本发明，以下将结合附图说明阐述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检漏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1检漏装置的运行原理示意图；

[0019] 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容置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漏气囊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1戳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一种实施例戳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1关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4] 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2夹具和推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5] 图9是本发明实施例2推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26] 附图图例说明：1、支架；2、容置装置；21、检漏箱；211、入料口；22、封闭门；3、夹具；

4、漏气囊；5、戳穿装置；51、磁吸装置；52、刺针装置；6、检测装置；7、关门装置；71、关门导

轨；72、关门气缸；8、推出装置；81、推出导轨；82、推出气缸。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实施例1

[0028] 请参阅图1和图2，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1检漏装置的整体结构示意图，图2是本发明

实施例1检漏装置的运行原理示意图。

[0029] 本实施例提供的一种检漏装置包括支架1、容置装置2、戳穿装置5、检测装置6和关

门装置7，所述容置装置2设置在所述支架1上，所述漏气囊4在使用时放置在待测工件的内

部，所述戳穿装置5在使用时放置在待测工件的内部，所述检测装置6与所述检漏箱21的内

部连通，所述关门装置7设置在所述支架1上并与所述容置装置2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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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请参阅图3，图3是本发明实施例1容置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1] 所述容置装置2包括检漏箱21和封闭门22，所述检漏箱21为中空箱体，所述检漏箱

21设置有入料口211，通过所述入料口211，使用者将待测工件放进所述检漏箱21的内部，所

述封闭门22活动盖合于所述入料口211。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支架1设置有导轨，所述封闭门

22通过滑块嵌合在所述导轨上，并且所述封闭门22能够在所述导轨上运动，从而控制所述

入料口211的闭合，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封闭门22一侧通过转轴固定在所述支架1上，所述

封闭门22围绕所述转轴旋转，通过控制所述封闭门22的旋转角度控制封闭门22对所述入料

口211的盖合，也可以是其他本领域技术人员常用的活动盖合方式。

[0032] 请参阅图4，图4是本发明实施例1漏气囊的结构示意图。

[0033] 所述漏气囊4位于所述待测工件的内部，所述漏气囊4用于容纳检漏气体，在本实

施例中，所述漏气囊4为中空胶囊形状，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漏气囊4可以是其他任何本领

域技术人员常用的囊体结构，只要能够容纳检漏气体和能够放置在待测工件的内部即可。

所述漏气囊4采用受力易碎的材料或者柔软的材料，例如玻璃、塑料和橡胶等材料。

[0034] 请参阅图5，图5是本发明实施例1戳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5] 所述戳穿装置5用于戳穿所述漏气囊4，所述戳穿装置5用于戳穿所述漏气囊4，使

所述漏气囊4的表面产生开口，使所述漏气囊4的内部的检漏气体外泄。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戳穿装置5包括磁吸装置51和刺针装置52，所述刺针装置52设

置在所述磁吸装置51的磁吸范围内，所述漏气囊4设置在所述磁吸装置51和所述刺针装置

52之间。在本实施例中，在进行测量工序前，所述刺针装置52可以通过磁合或者粘贴等方式

设置在待测工件的内壁，所述磁吸装置51设置在待测工件的外部，当需要将所述漏气囊4进

行戳穿时，所述磁吸装置51将所述刺针装置52吸附，所述刺针装置52受力脱离待测工件的

内壁，往所述磁吸装置51的位置移动，在所述刺针装置52的移动过程中，所述刺针装置52将

所述漏气囊4戳穿，使所述漏气囊4的内部的检漏气体外泄。

[0037] 请参阅图6，图6是本发明一种实施例戳穿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38] 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戳穿装置5包括磁吸装置51和刺针装置52，所述磁吸装置51

设置在待测工件的外部，所述刺针装置52设置在所述漏气囊4的内部，所述刺针装置52位于

所述磁吸装置51的磁吸范围内。当需要将所述漏气囊4进行戳穿时，所述磁吸装置51将所述

刺针装置52吸附，所述刺针装置52受力往所述磁吸装置51的位置移动，在所述刺针装置52

的移动过程中，所述刺针装置52将所述漏气囊4戳穿，使所述漏气囊4的内部的检漏气体外

泄。类似地，所述磁吸装置51与所述刺针装置52也可以是互相排斥，所述刺针装置52受力往

远离所述磁吸装置51的位置移动，在所述刺针装置52的移动过程中，所述刺针装置52将所

述漏气囊4戳穿，使所述漏气囊4的内部的检漏气体外泄。

[0039] 所述检测装置6与所述检漏箱21的内部连通，其用于检测所述检漏箱21的容置腔

中的检漏气体。所述检漏气体为卤素气体、氦气、氢气或者其它可检介质，相应地，所述检测

装置6为卤素气体检测仪、氦质谱检漏、氢气检测仪或其它检测装置。

[0040] 请参阅图7，图7是本发明实施例1关门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1] 所述关门装置7包括关门导轨71、滑块(图未示)和关门气缸72，所述关门导轨71设

置在所述支架1上，所述关门导轨71所在平面与所述检漏箱21的入料口211位于同一平面，

所述滑块一端滑动嵌合在所述关门导轨71上，所述滑块的另一端固定连接于所述封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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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所述关门气缸72固定连接于所述支架1上，所述关门气缸7282的活塞杆固定连接于所述

封闭门22，所述关门气缸72推动所述封闭门22在所述关门导轨71上运动。优选地，所述关门

气缸72位于所述检漏箱21的下方，所述关门气缸72推动所述封闭门22对所述检漏箱21的入

料口211进行开合。

[0042] 本实施例的检漏装置，在待测工件完全密封前将检漏气体放入，解决密闭容器检

漏时无法从待测工件的外部通入检漏气体的问题，漏气囊通过戳穿即可放出检漏气体，操

作简单，检测精度高，提高生产效率。只要所述检测装置检测到所述检漏箱中存在检漏气

体，则可以表明所述待测工件存在漏孔，解决了背压氦质谱检漏法因待测工件存在大漏孔

而引发检测误差的技术问题。

[0043] 实施例2

[0044] 请参阅图8和图9，图8是本发明实施例2夹具和推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图9是本发

明实施例2推出装置的结构示意图。

[0045]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检漏装置，其与实施例1的主要区别在于还包括夹具3和推出装

置8。所述夹具3设置在所述容置装置2的内部，所述关门装置7设置在所述支架1上并与所述

容置装置2配合。

[0046] 所述夹具3为设置有容置空间的盒体，所述盒体的顶部设置有用于放置待测工件

的开口，所述夹具3用于固定待测工件。

[0047] 所述推出装置8包括推出导轨81和推出气缸82，所述推出导轨81设置在所述检漏

箱21的内部的底端，所述推出导轨81的走向面向所述检漏箱21的入料口211，所述夹具3的

底端与所述推出导轨81滑动连接，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夹具3的底端设置有滚轮，所述滚轮

与所述推出导轨81滑动连接，在其他实施例中，所述夹具3的底端可以设置有滑块，所述滑

块与所述推出导轨81滑动连接。所述推出气缸82设置在所述检漏箱21的外部，所述推出气

缸82设置在所述支架1上，所述推出气缸82的活塞杆固定连接所述夹具3，所述推出气缸82

带动所述夹具3在所述推出导轨81上运动，所述推出气缸82的活塞杆伸出时，所述夹具3从

所述检漏箱21的内部往所述检漏箱21的入料口211移动。

[0048] 实施例3

[0049]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检漏装置的检测方法，所述检漏装置的检测方法使用到上述实

施例1和实施例2的检漏装置。

[0050] 所述检漏装置的检测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51] 步骤S1：将检漏气体填充至所述漏气囊的内部；

[0052] 步骤S2：将填充检漏气体的所述漏气囊放置在待测工件的内部后，将所述待测工

件进行密封；

[0053] 步骤S3：将待测工件放置在所述检漏箱的内部，优选地，所述待测工件放置完毕

后，将所述检漏箱的内部抽真空，使所述检漏箱的内部达到目标真空度；

[0054] 步骤S4：通过所述戳穿装置对所述漏气囊进行戳穿，使所述漏气囊的表面产生开

口，所述漏气囊内部的检漏气体泄露；

[0055] 步骤S5：通过所述检测装置检测所述检漏箱的内部的检漏气体，所述待测工件的

内部与所述待测工件的外部由于压强差，假若所述待测工件存在漏孔，位于所述待测工件

的内部的检漏气体能够更快速地泄露到所述待测工件的外部，增加了检测的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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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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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也意图包含这些改动和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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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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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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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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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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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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