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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属于管路接头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

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包括接头本体和不锈钢管；

所述接头本体为分体式对称结构，接头本体包括

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所述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

内壁上均设有内螺纹且所述第一接头的螺纹直

径大于第二接头的螺纹直径；设置两种不同的内

螺纹可以适用不同的不锈钢管；所述第一接头一

端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防水橡胶膜，所述

防水橡胶膜上设置有插孔；所述第二接头一端固

连有与插孔配合的插柱，第二接头一端固连有楔

形固定块；所述插柱固连在楔形固定块上；本发

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可适用两种不同直径的

不锈钢管，防水效果好，接头本体卡合处抗弯性

能好，从而使接头本体使用寿命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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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其特征在于：包括接头本体(1)和不锈钢管(2)；所述接头本体

(1)为分体式对称结构，接头本体(1)包括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所述第一接头(3)和

第二接头(4)内壁上均设有内螺纹且所述第一接头(3)的内螺纹直径大于第二接头(4)的内

螺纹直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接头(3)一端设有

凹槽(31)；所述凹槽(31)内设有防水橡胶膜(5)，所述防水橡胶膜(5)上设置有插孔(51)；所

述第二接头(4)一端固连有与插孔(51)配合的插柱(6)。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接头(4)一端固连

有楔形固定块(7)；所述插柱(6)固连在楔形固定块(7)上；所述第一接头(3)的凹槽(31)内

设有两个楔形块(8)；所述楔形块(8)的小端固连在凹槽(31)内壁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头本体(1)下端中间

固连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上铰接有两个互相铰接的弧形杆(9)；两个所述弧形杆(9)之间

设有弹簧(10)，弧形杆(9)端部设有卡球(91)；所述第二接头(4)端面设置有卡孔(41)。

5.根据权利要求书4所述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其特征在于：两个所述弧形杆(9)上均

设置有卡槽(92)，两个弧形杆(9)上均铰接有一个支杆(11)；左侧所述支杆(11)的一端铰接

在左侧弧形杆(9)的卡槽(92)内；右侧所述支杆(11)的一端铰接在右侧弧形杆(9)的卡槽

(92)内，右侧支杆(11)的另一端与左侧支杆(11)的另一端相互铰接；两个所述支杆(11)相

互铰接处设有止动槽(111)；所述卡槽(92)用于限制支杆(11)一端的转动角度；所述止动槽

(111)用于限制支杆(11)另一端的转动角度；所述弹簧(10)套接在两个支杆(11)上。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其特征在于：所述接头本体(1)上套接有

两个橡胶套(12)；所述橡胶套(12)位于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的卡合处，橡胶套(12)

内设有空腔(121)；所述弧形杆(9)和支杆(11)之间设有气囊(13)；所述气囊(13)和橡胶套

(12)之间设有气管(14)，所述气管(14)用于连通气囊(13)和橡胶套(12)的空腔(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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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不锈钢管接头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管路接头技术领域，具体的说是一种不锈钢管接头。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不锈钢管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医疗、食品、轻工、机械仪表等工业输送管

道以及机械结构部件，在建造管路或形成机械结构时，需要将多个不锈钢管连通，给不锈钢

管配置接头，通过接头之间的互相连接从而实现不锈钢管的连接。

[0003] 现有技术中也出现了不锈钢管接头技术方案，如申请号为201721097209的一项中

国专利公开了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包括接头本体和不锈钢管，所述接头本体包括第一接头

和第二接头；所述第一接头包括第一螺纹管和第一套接管，所述第二接头包括第二螺纹管

和第二套接管；所述第一螺纹管设有内螺纹，第二螺纹管设有外螺纹，第一螺纹管的内螺纹

与第二螺纹管的外螺纹相互匹配；第一套接管一端与第一螺纹管一体成型形成整体，另一

端与不锈钢管套接连接；第二套接管一端与第二螺纹管一体成型形成整体，另一端与不锈

钢管套接连接。

[0004] 该技术方案通过不锈钢管与接头套接，并通过卡箍锁紧固定，接头与接头之间通

过螺纹连接，操作简单，连接稳固。但是此类接头只适用于连接单一的不锈钢管，局限性大，

而且防水效果不太好，接头连接处容易被折弯变形，降低了接头的使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弥补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出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本发明的目的在于

通过设置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使接头本体可以适应两种不同直径的不锈钢管，提高接头本

体的适用性，设置相互铰接的弧形杆可对接头本体进行支撑，防止接头本体卡合处被折弯，

增加接头本体的使用寿命。

[0006] 本发明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是：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

包括接头本体和不锈钢管；所述接头本体为分体式对称结构，接头本体包括第一接头和第

二接头；所述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内壁上均设有内螺纹且所述第一接头的螺纹直径大于第

二接头的螺纹直径；设置两种不同的内螺纹可以适用不同的不锈钢管；工作时，首先将第一

接头和第二接头卡合在一起形成接头本体，将接头本体移至需要连接的不锈钢管处，通过

旋合将不锈钢管螺纹连接在接头本体上，通过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上的两种不同的内螺纹

可以连接不同直径的不锈钢管，当不锈钢管外螺纹与第一接头内螺纹相匹配时，可以通过

第一接头连接不锈钢管，当不锈钢管外螺纹与第二接头内螺纹相匹配时，可以通过第二接

头连接不锈钢管，适用性强。

[0007] 所述第一接头一端设有凹槽；所述凹槽内设有防水橡胶膜，所述防水橡胶膜上设

置有插孔；所述第二接头一端固连有与插孔配合的插柱。工作时，将第二接头上的插柱插进

防水橡胶膜的插孔内，使得防水橡胶膜向外扩张紧紧贴合在第一接头的凹槽内壁上，防水

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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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所述第二接头一端固连有楔形固定块；所述插柱固连在楔形固定块上；所述第一

接头的凹槽内设有两个楔形块；所述楔形块的小端固连在凹槽内壁上。工作时，将第二接头

上的插柱插进防水橡胶膜的插孔内，在插入过程中第二接头上固连的楔形固定块挤压第一

接头上的楔形块直至楔形块断裂卡死楔形固定块，使得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连接更稳固。

[0009] 所述接头本体下端中间固连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上铰接有两个互相铰接的弧形

杆；两个所述弧形杆中间设有弹簧，弧形杆端部设有卡球；所述第二接头端面设置有卡孔。

工作时，手动按压弹簧，两个铰接的弧形杆受力转动，当弹簧按压到一定程度时，弧形杆端

部的卡球刚好卡紧在第二接头上的卡孔内，一方面可以起到支撑接头本体的作用，另一方

面防止接头本体结合处被折弯，抗弯曲效果好。

[0010] 两个所述弧形杆上均设置有卡槽，两个弧形杆上均铰接有一个支杆；左侧所述支

杆的一端铰接在左侧弧形杆的卡槽内；右侧所述支杆的一端铰接在右侧弧形杆的卡槽内，

右侧支杆的另一端与左侧支杆的另一端相互铰接；两个所述支杆相互铰接处设有止动槽；

所述卡槽用于限制支杆一端的转动角度；所述止动槽用于限制支杆另一端的转动角度；所

述弹簧套接在两个支杆上。工作时，按压两个支杆相互铰接处的弹簧，两个支杆相对转动，

由于支杆相互铰接处的止动槽限制，两个支杆只能相对向下转动，从而带动支杆另一端向

上转动，在支杆另一端向上转动时对弧形杆施加一定的作用力使弧形杆向上转动，直到弧

形杆端部的卡球卡紧在第二接头的卡孔内，此时停止按压弹簧。

[0011] 所述接头本体上套接有两个橡胶套；所述橡胶套位于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的卡合

处，橡胶套内设有空腔；所述弧形杆和支杆之间设有气囊；所述气囊和橡胶套之间设有气

管，所述气管用于连通气囊和橡胶套的空腔。工作时，按压两个支杆相互铰接处的弹簧，两

个支杆相对转动时，支杆会压迫气囊，气囊受压后内部的空气经由气管进入橡胶套的空腔，

使橡胶套鼓起从而套紧接头本体，防水效果好。

[0012]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

[0013] 1.本发明通过在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上设置两种不同的内螺纹，可以与两种不同

直径的不锈钢管连接，使接头本体的适用性更广，本发明结构简单，使用方便，适用性更广。

[0014] 2.本发明通过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插接，利用楔形固定块、楔形块和防水橡胶膜

使得插接后的接头本体防水效果好，卡接更稳固。

[0015] 3.本发明通过设置弧形杆、支杆和弹簧，按压弹簧使得弧形杆端部的卡球卡紧在

第二接头的卡孔内，使接头本体抗弯效果更好，增加接头本体的使用寿命，通过设置气囊、

橡胶套和气管，利用气囊和橡胶套的空腔内的空气流向变化使得接头本体卡合处防水性能

更好。

附图说明

[0016] 图1是本发明的结构示意图；

[0017] 图2是图1中A处第一接头和第二接头连接关系图；

[0018] 图3是图1中B处放大图。

[0019] 图中：接头本体1、不锈钢管2、第一接头3、凹槽31、第二接头4、卡孔41、防水橡胶膜

5、插孔51、插柱6、楔形固定块7、楔形块8、弧形杆9、卡球91、卡槽92、弹簧10、支杆11、止动槽

111、橡胶套12、空腔121、气囊13、气管14。

说　明　书 2/4 页

4

CN 109237159 A

4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使用图1-3对本发明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进行如下说明。

[0021] 如图1-3所示，本发明所述的一种不锈钢管接头，包括接头本体1和不锈钢管2；所

述接头本体1为分体式对称结构，接头本体1包括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所述第一接头3和

第二接头4内壁上均设有内螺纹且所述第一接头3的螺纹直径大于第二接头4的螺纹直径；

设置两种不同的内螺纹可以适用不同的不锈钢管2；工作时，首先将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

卡合在一起形成接头本体1，将接头本体1移至需要连接的不锈钢管2处，通过旋合将不锈钢

管2螺纹连接在接头本体1上，通过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上的两种不同的内螺纹可以连接

不同直径的不锈钢管2，当不锈钢管2外螺纹与第一接头3内螺纹相匹配时，可以通过第一接

头3连接不锈钢管2，当不锈钢管2外螺纹与第二接头4内螺纹相匹配时，可以通过第二接头4

连接不锈钢管2，适用性强。

[0022] 如图1和图2所示，所述第一接头3一端设有凹槽31；所述凹槽31内设有防水橡胶膜

5，所述防水橡胶膜5上设置有插孔51；所述第二接头4一端固连有与插孔51配合的插柱6。工

作时，将第二接头4上的插柱6插进防水橡胶膜5的插孔51内，使得防水橡胶膜5向外扩张紧

紧贴合在第一接头3的凹槽31内壁上，防水效果好。

[0023] 如图2所示，所述第二接头4一端固连有楔形固定块7；所述插柱6固连在楔形固定

块7上；所述第一接头3的凹槽31内设有两个楔形块8；所述楔形块8的小端固连在凹槽31内

壁上。工作时，将第二接头4上的插柱6插进防水橡胶膜5的插孔51内，在插入过程中第二接

头4上固连的楔形固定块7挤压第一接头3上的楔形块8直至楔形块8断裂卡死楔形固定块7，

使得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连接更稳固。

[0024] 如图1所示，所述接头本体1下端中间固连有连接块；所述连接块上铰接有两个互

相铰接的弧形杆9；两个所述弧形杆9中间设有弹簧10，弧形杆9端部设有卡球91；所述第二

接头4端面设置有卡孔41。工作时，手动按压弹簧10，两个铰接的弧形杆9受力转动，当弹簧

10按压到一定程度时，弧形杆9端部的卡球91刚好卡紧在第二接头4上的卡孔41内，一方面

可以起到支撑接头本体1的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接头本体1结合处被折弯，抗弯曲效果好。

[0025] 如图1和图3所示，两个所述弧形杆9上均设置有卡槽92，两个弧形杆9上均铰接有

一个支杆11；左侧所述支杆11的一端铰接在左侧弧形杆9的卡槽92内；右侧所述支杆11的一

端铰接在右侧弧形杆9的卡槽92内，右侧支杆11的另一端与左侧支杆11的另一端相互铰接；

两个所述支杆11相互铰接处设有止动槽111；所述卡槽92用于限制支杆11一端的转动角度；

所述止动槽111用于限制支杆11另一端的转动角度；所述弹簧10套接在两个支杆11上。工作

时，按压两个支杆11相互铰接处的弹簧10，两个支杆11相对转动，由于支杆11相互铰接处的

止动槽111限制，两个支杆11只能相对向下转动，从而带动支杆11另一端向上转动，在支杆

11另一端向上转动时对弧形杆9施加一定的作用力使弧形杆9向上转动，直到弧形杆9端部

的卡球91卡紧在第二接头4的卡孔内，此时停止按压弹簧10。

[0026] 如图1所示，所述接头本体1上套接有两个橡胶套12；所述橡胶套12位于第一接头3

和第二接头4的卡合处，橡胶套12内设有空腔121；所述弧形杆9和支杆11之间设有气囊13；

所述气囊13和橡胶套12之间设有气管，所述气管用于连通气囊13和橡胶套12的空腔121。工

作时，按压两个支杆11相互铰接处的弹簧10，两个支杆11相对转动时，支杆11会压迫气囊

13，气囊13受压后内部的空气经由气管14进入橡胶套12的空腔121，使橡胶套12鼓起从而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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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头本体1，防水效果好。

[0027] 具体工作流程如下：

[0028] 工作时，首先将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卡合在一起形成接头本体1，将第二接头4

上的插柱6插进防水橡胶膜5的插孔51内，使得防水橡胶膜5向外扩张紧紧贴合在第一接头3

的凹槽31内壁上，防水效果好。在插入过程中第二接头4上固连的楔形固定块7挤压第一接

头3上的楔形块8直至楔形块8断裂卡死楔形固定块7，使得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连接更稳

固。将接头本体1移至需要连接的不锈钢管2处，通过旋合将不锈钢管2螺纹连接在接头本体

1上，通过第一接头3和第二接头4上的两种不同的内螺纹可以连接不同直径的不锈钢管2，

当不锈钢管2外螺纹与第一接头3内螺纹相匹配时，可以通过第一接头3连接不锈钢管2，当

不锈钢管2外螺纹与第二接头4内螺纹相匹配时，可以通过第二接头4连接不锈钢管2，适用

性强。

[0029] 手动按压两个支杆11相互铰接处的弹簧10，两个支杆11相对转动，由于支杆11相

互铰接处的止动槽111限制，两个支杆11只能相对向下转动，从而带动支杆11另一端向上转

动，在支杆11另一端向上转动时对弧形杆9施加一定的作用力使弧形杆9向上转动，直到弧

形杆9端部的卡球91卡紧在第二接头4的卡孔41内，设置弧形杆9一方面可以起到支撑接头

本体1的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接头本体1结合处被折弯，抗弯曲效果好，延长接头本体的使用

寿命。

[0030] 在按压两个支杆11相互铰接处的弹簧10的同时，支杆11转动时会压迫气囊13，气

囊13受压后内部的空气经由气管14进入橡胶套12的空腔121中，使橡胶套12鼓起从而套紧

接头本体1，防水效果好。

[0031] 以上，关于本发明的一实施方式进行了说明，但本发明不限于上述实施方式，在不

脱离本发明主旨的范围内能够进行各种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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