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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

置。所述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包括两个一级密

封组件，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安装在管道的两

端，所述一级密封组件用于对所述管道的两端进

行密封；紧固组件，所述紧固组件设置在两个所

述一级密封组件之间，所述紧固组件用于连接两

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两个二级密封组件，所述

二级密封组件设置在所述一级密封组件上，所述

二级密封组件的一侧延伸至所述管道内。本实用

新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具有结构简

单、制造成本低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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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两个一级密封组件，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安装在管道的两端，所述一级密封组件用

于对所述管道的两端进行密封；

紧固组件，所述紧固组件设置在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之间，所述紧固组件用于连接

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

两个二级密封组件，所述二级密封组件设置在所述一级密封组件上，所述二级密封组

件的一侧延伸至所述管道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一级密封组件包括

密封座，所述密封座上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橡胶密封垫，所述管道的

一端延伸至所述凹槽内并与所述橡胶密封垫密封接触。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组件包括四个

固定座，所述密封座的两侧对称安装有两个所述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上开设有贯穿孔，两个

所述密封座的两侧均安装有丝杆，所述丝杆贯穿位于两个所述密封座同侧的两个所述贯穿

孔，所述丝杆上螺纹套接有两个蝴蝶螺母，所述蝴蝶螺母与对应的所述固定座相接触。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蝴蝶螺母的直径大

于所述贯穿孔的直径。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二级密封组件包括

注气管，所述注气管的一端贯穿所述密封座和所述橡胶密封垫并安装有橡皮密封球，所述

橡胶密封球位于所述管道内。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橡胶密封球的一端

设有螺纹套，所述螺纹套与所述注气管螺纹套接。

7.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气管上安装有单

向阀，所述单向阀的流通方向指向所述橡胶密封球。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注气管上安装有泄

压管，所述泄压管与所述注气管相连通，所述泄压管位于所述单向阀和所述橡胶密封球之

间，所述注气管和所述泄压管上均密封安装有密封帽。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紧固组件包括两个

固定环，其中一个所述密封座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所述固定环，其中另一个所述密封座上

固定安装有支架，所述支架上固定安装有防水电机，所述防水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

转轴，所述转轴上固定套接有绕线辊，所述支架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滑轮，所述固定环上固

定连接有拉线，两个所述拉线的另一端均与所述绕线辊固定连接，所述拉线与对应的所述

滑轮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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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检测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建筑管道是指在建筑内用管子、管子联接件和阀门等联接成的用于输送气体、液

体或带固体颗粒的流体的设备，是现代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设备。

[0003] 建筑管道常见的缺陷形式有：气孔、缩松、缩孔、裂纹等，这些缺陷会影响管道的结

构性能和产品质量，而当管道出现损坏或者裂纹时，这样就会导致管道内部物质出现泄露，

从而产生安全隐患，现有的管道检测设备结构复杂，价格昂贵。

[0004] 因此，有必要提供一种新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的建筑管道无损检

测装置。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包括：两个一级

密封组件，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安装在管道的两端，所述一级密封组件用于对所述管道

的两端进行密封；

[0007] 紧固组件，所述紧固组件设置在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之间，所述紧固组件用于

连接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

[0008] 两个二级密封组件，所述二级密封组件设置在所述一级密封组件上，所述二级密

封组件的一侧延伸至所述管道内。

[0009] 优选的，所述一级密封组件包括密封座，所述密封座上开设有凹槽，所述凹槽的内

壁上固定安装有橡胶密封垫，所述管道的一端延伸至所述凹槽内并与所述橡胶密封垫密封

接触。

[0010] 优选的，所述紧固组件包括四个固定座，所述密封座的两侧对称安装有两个所述

固定座，所述固定座上开设有贯穿孔，两个所述密封座的两侧均安装有丝杆，所述丝杆贯穿

位于两个所述密封座同侧的两个所述贯穿孔，所述丝杆上螺纹套接有两个蝴蝶螺母，所述

蝴蝶螺母与对应的所述固定座相接触。

[0011] 优选的，所述蝴蝶螺母的直径大于所述贯穿孔的直径。

[0012] 优选的，所述二级密封组件包括注气管，所述注气管的一端贯穿所述密封座和所

述橡胶密封垫并安装有橡皮密封球，所述橡胶密封球位于所述管道内。

[0013] 优选的，所述橡胶密封球的一端设有螺纹套，所述螺纹套与所述注气管螺纹套接。

[0014] 优选的，所述注气管上安装有单向阀，所述单向阀的流通方向指向所述橡胶密封

球。

[0015] 优选的，所述注气管上安装有泄压管，所述泄压管与所述注气管相连通，所述泄压

管位于所述单向阀和所述橡胶密封球之间，所述注气管和所述泄压管上均密封安装有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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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

[0016] 优选的，所述紧固组件包括两个固定环，其中一个所述密封座的两侧均固定安装

有所述固定环，其中另一个所述密封座上固定安装有支架，所述支架上固定安装有防水电

机，所述防水电机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转轴，所述转轴上固定套接有绕线辊，所述支架的

两侧均固定安装有滑轮，所述固定环上固定连接有拉线，两个所述拉线的另一端均与所述

绕线辊固定连接，所述拉线与对应的所述滑轮相接触。

[0017]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18]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通过一级密封组件、紧固组件和二

级密封组件将管道的两端完全进行密封，采用两级密封，密封效果好，检测时将管道放入水

中看是否有气泡冒出，便可判断管道是否存在损坏或者裂纹，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廉，操

作方便，检测方式简单有效。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的一种较佳实施例的结构示意

图；

[0020] 图2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的第二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中标号：

[0022] 1、一级密封组件，101、密封座，102、凹槽，103、橡胶密封垫；

[0023] 2、紧固组件，201、固定座，202、贯穿孔，203、丝杆，204、蝴蝶螺母，205、固定环，

206、支架；

[0024] 3、二级密封组件，301、注气管，302、单向阀，303、泄压管，304、螺纹套，305、橡皮密

封球；

[0025] 4、管道。

具体实施方式

[0026]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作进一步说明。

[0027] 第一实施例：

[0028] 请结合参阅图1，在本实用新型的第一实施例中，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包括：两

个一级密封组件1，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1安装在管道4的两端，所述一级密封组件1用于

对所述管道4的两端进行密封；

[0029] 紧固组件2，所述紧固组件2设置在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1之间，所述紧固组件2

用于连接两个所述一级密封组件1；

[0030] 两个二级密封组件3，所述二级密封组件3设置在所述一级密封组件1上，所述二级

密封组件3的一侧延伸至所述管道4内。

[0031] 所述一级密封组件包括密封座101，所述密封座101上开设有凹槽102，所述凹槽

102的内壁上固定安装有橡胶密封垫103，所述管道4的一端延伸至所述凹槽102内并与所述

橡胶密封垫103密封接触。

[0032] 所述紧固组件2包括四个固定座201，所述密封座101的两侧对称安装有两个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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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座201，所述固定座201上开设有贯穿孔202，两个所述密封座101的两侧均安装有丝杆

203，所述丝杆203贯穿位于两个所述密封座101同侧的两个所述贯穿孔202，所述丝杆203上

螺纹套接有两个蝴蝶螺母204，所述蝴蝶螺母204与对应的所述固定座201相接触。

[0033] 所述蝴蝶螺母204的直径大于所述贯穿孔202的直径。

[0034] 所述二级密封组件3包括注气管301，所述注气管301的一端贯穿所述密封座101和

所述橡胶密封垫103并安装有橡皮密封球305，所述橡胶密封球305位于所述管道4内。

[0035] 所述橡胶密封球305的一端设有螺纹套304，所述螺纹套304与所述注气管301螺纹

套接。

[0036] 所述注气管301上安装有单向阀302，所述单向阀302的流通方向指向所述橡胶密

封球305。

[0037] 所述注气管301上安装有泄压管303，所述泄压管303与所述注气管301相连通，所

述泄压管303位于所述单向阀302和所述橡胶密封球305之间，所述注气管301和所述泄压管

303上均密封安装有密封帽。

[0038]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的工作原理如下：

[0039] 首先，将两个一级密封组件1安装到管道4的两端，将两个丝杆203进行安装，将蝴

蝶螺母204拧紧，使管道4与橡胶密封垫103挤紧，保证密封性，再用打气装置对两个注气管

301进行打气，气体通过单向阀302进入橡胶密封球305内，橡胶密封球305鼓起并与管道4的

内壁紧密贴合进行二次密封，最后将管道4放入水中，看是否有气泡冒出，如果没有气泡冒

出说明管道4没有损坏或裂纹，反之则可推断出管道有损坏或裂纹。

[0040] 与相关技术相比较，本实用新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具有如下有益效

果：

[0041]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通过一级密封组件1、紧固组件2和

二级密封组件3将管道的两端完全进行密封，采用两级密封，密封效果好，检测时将管道4放

入水中看是否有气泡冒出，便可判断管道是否存在损坏或者裂纹，结构简单，制造成本低

廉，操作方便，检测方式简单有效。

[0042] 第二实施例：

[0043] 基于本申请的第一实施例提供的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本申请的第二实施例提

出另一种建筑管道无损检测装置。第二实施例仅仅是第一实施例的优选的方式，第二实施

例的实施对第一实施例的单独实施不会造成影响。

[0044]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方式对本实用新型的第二实施例作进一步说明。

[0045] 请结合参阅图2，本实施例与第一实施例的区别在于，所述紧固组件2包括两个固

定环205，其中一个所述密封座101的两侧均固定安装有所述固定环205，其中另一个所述密

封座101上固定安装有支架206，所述支架206上固定安装有防水电机207，所述防水电机207

的输出轴上固定安装有转轴208，所述转轴208上固定套接有绕线辊209，所述支架206的两

侧均固定安装有滑轮210，所述固定环205上固定连接有拉线211，两个所述拉线211的另一

端均与所述绕线辊209固定连接，所述拉线211与对应的所述滑轮210相接触。

[0046] 通过防水电机207带动绕线辊209收紧拉线211使两个一级密封组件1相互靠近挤

紧管道4，检测时和检测完毕后只需放收紧或松拉线211即可，无需手动拧动四个蝴蝶螺母

204，大大减少了工作强度，机械化程度更高，操作更加方便，而且使两个一级密封组件1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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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更加紧密，拆卸之后也连在一起，不会丢失。

[0047] 以上所述仅为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并非因此限制本实用新型的专利范围，凡是

利用本实用新型说明书及附图内容所作的等效结构或等效流程变换，或直接或间接运用在

其它相关的技术领域，均同理包括在本实用新型的专利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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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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