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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

属于伸缩水管领域，本实用新型公开的一种可拆

卸的伸缩水管，连接螺纹套的一端与第一连接管

螺纹连接；波浪形护套套接在第二连接管上，且

波浪形护套与第二连接管滑动连接，波浪形护套

卡接于连接螺纹套的另一端内侧；第二连接管的

一端设置有弧形凸台，伸缩水管在最长状态时，

弧形凸台的外侧壁与波浪形护套端面相抵。通过

连接螺纹套连接在第一连接管上，同时将波浪形

护套卡接在连接螺纹套一端，第二连接管设置弧

形凸台，使得波浪形护套可以很好地挡住弧形凸

台，从而使得拆卸时只需要将连接螺纹套拆卸就

可以方便将两个管道拆卸，使得维修效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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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包括第一连接管(1)、第二连接管(2)、波浪形护套(7)以及连接螺纹套(8)；

所述第一连接管(1)的一端套接在所述第二连接管(2)的一端外侧，所述第一连接管

(1)的一端设置有外螺纹，所述连接螺纹套(8)的一端设置有内螺纹与所述第一连接管(1)

螺纹连接；

所述波浪形护套(7)套接在所述第二连接管(2)上，且所述波浪形护套(7)与所述第二

连接管(2)滑动连接，所述波浪形护套(7)卡接于所述连接螺纹套(8)的另一端内侧；

所述第二连接管(2)的一端设置有弧形凸台(21)，伸缩水管在最长状态时，所述弧形凸

台(21)的外侧壁与所述波浪形护套(7)端面相抵。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连接螺纹套(8)的另一端内侧壁设置有抵接圆台(81)，所述波浪形护套(7)的一端

与所述抵接圆台(81)相抵，所述波浪形护套(7)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管(1)的一端端面

相抵。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功能连接头(5)，所述功能连接头(5)的一端插入所述第

二连接管(2)的一端内侧，所述功能连接头(5)的另一端与所述第一连接管(1)的内侧壁滑

动连接；

所述功能连接头(5)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卡接台阶(54)，所述卡接台阶(54)卡接于所述

弧形凸台(21)内侧的弧形槽(22)中。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功能连接头(5)的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内密封槽(52)，所述内密封槽(52)中设置有

内密封圆环(6)，所述内密封圆环(6)的外侧壁与所述第二连接管(2)的内侧壁相抵。

5.根据权利要求3或4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功能连接头(5)的另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固定凹槽(51)，所述固定凹槽(51)中设置

有密封挡圈(4)，所述密封挡圈(4)的外侧壁与所述第一连接管(1)内侧壁相抵。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功能连接头(5)的固定凹槽(51)位置还设置有过气槽(53)，所述过气槽(53)连通

所述密封挡圈(4)两侧空间。

7.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至少一个过滤网(3)；

所述功能连接头(5)的另一端设置有若干卡接爪(55)，若干所述卡接爪(55)内侧均设

置有卡接槽(551)，至少一个所述过滤网(3)均卡接于所述卡接槽(551)中。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六角宝塔帽(92)、压紧套(91)以及压紧O型圈(93)；

所述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半圆凹槽(23)，所述压紧O型圈(93)套接于

所述半圆凹槽(23)中，所述六角宝塔帽(92)套接于所述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外侧，所述

压紧O型圈(93)的外侧壁与所述六角宝塔帽(92)的内侧壁相抵；

所述压紧套(91)套接于所述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外侧壁，所述压紧套(91)的一端

设置有压紧凸台(911)，所述六角宝塔帽(92)内侧壁设置有与所述压紧凸台(911)配合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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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槽，所述压紧凸台(911)位于所述压紧槽中，且所述压紧凸台(911)的一端端面与所述压

紧O型圈(93)端面相抵。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过滤网套(95)、台阶垫圈(94)；

所述台阶垫圈(94)套接在所述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端部，所述台阶垫圈(94)内侧

设置有压紧圆台(941)，所述压紧圆台(941)的内侧端面与第二连接管(2)端面相抵；

所述第二连接管(2)内管壁在半圆凹槽(23)处设置有半圆凸台(24)，所述过滤网套

(95)插入所述第二连接管(2)中，且所述过滤网套(95)的限位圆台(951)的一侧面与所述半

圆凸台(24)相抵，所述限位圆台(951)的另一侧与所述压紧圆台(941)的内侧端面相抵。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出水接头(101)；

所述出水接头(101)的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安装壳体(102)，所述安装壳体(102)与出水

接头(101)本体之间形成安装插槽(112)；所述第一连接管(1)的另一端插接于所述安装插

槽(112)中。

权　利　要　求　书 2/2 页

3

CN 209130351 U

3



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伸缩水管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

背景技术

[0002] 水管是供水用的管道，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水管也有刚性和柔性等多种，生活中

常遇到需要将水管加长的问题，且需要水管具有良好的刚性。

[0003] 现有的刚性伸缩水管，一般将一根管套在另一个管上，设置两个固定的凸台相互

限位，管道需要从另一端插入，使得在安装完成之后，需要对伸缩管检修时，不能方便的拆

卸，提高维修难度。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为了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出一种可拆卸

的伸缩水管，通过连接螺纹套连接在一个管道上，同时将波浪形护套卡接在管道的一端，另

一个管道设置弧形凸台，使得波浪形护套可以很好地挡住弧形凸台，从而使得拆卸时只需

要将连接螺纹套拆卸就可以方便将两个管道拆卸，使得维修效率提高。

[0005] 为达此目的，本实用新型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6]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包括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波浪形

护套以及连接螺纹套；第一连接管的一端套接在第二连接管的一端外侧，第一连接管的一

端设置有外螺纹，连接螺纹套的一端设置有内螺纹与第一连接管螺纹连接；波浪形护套套

接在第二连接管上，且波浪形护套与第二连接管滑动连接，波浪形护套卡接于连接螺纹套

的另一端内侧；第二连接管的一端设置有弧形凸台，伸缩水管在最长状态时，弧形凸台的外

侧壁与波浪形护套端面相抵。

[0007]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连接螺纹套的另一端内侧壁设置有抵接圆台，

波浪形护套的一端与抵接圆台相抵，波浪形护套的另一端与第一连接管的一端端面相抵。

[0008]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功能连接头，功能连

接头的一端插入第二连接管的一端内侧，功能连接头的另一端与第一连接管的内侧壁滑动

连接；功能连接头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卡接台阶，卡接台阶卡接于弧形凸台内侧的弧形槽中。

[0009]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功能连接头的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内密封槽，内

密封槽中设置有内密封圆环，内密封圆环的外侧壁与第二连接管的内侧壁相抵。

[0010]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功能连接头的另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固定凹槽，

固定凹槽中设置有密封挡圈，密封挡圈的外侧壁与第一连接管内侧壁相抵。

[0011]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功能连接头的固定凹槽位置还设置有过气槽，

过气槽连通密封挡圈两侧空间。

[0012]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至少一个过滤网；功

能连接头的另一端设置有若干卡接爪，若干卡接爪内侧均设置有卡接槽，至少一个过滤网

均卡接于卡接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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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六角宝塔帽、压紧套

以及压紧O型圈；第二连接管的另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半圆凹槽，压紧O型圈套接于半圆凹槽

中，六角宝塔帽套接于第二连接管的另一端外侧，压紧O型圈的外侧壁与六角宝塔帽的内侧

壁相抵；压紧套套接于第二连接管的另一端外侧壁，压紧套的一端设置有压紧凸台，六角宝

塔帽内侧壁设置有与压紧凸台配合的压紧槽，压紧凸台位于压紧槽中，且压紧凸台的一端

端面与压紧O型圈端面相抵。

[0014]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过滤网套、台阶垫圈；

台阶垫圈套接在第二连接管的另一端端部，台阶垫圈内侧设置有压紧圆台，压紧圆台的内

侧端面与第二连接管端面相抵；第二连接管内管壁在半圆凹槽处设置有半圆凸台，过滤网

套插入第二连接管中，且过滤网套的限位圆台的一侧面与半圆凸台相抵，限位圆台的另一

侧与压紧圆台的内侧端面相抵。

[0015] 本实用新型优选地技术方案在于，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出水接头；出水接头

的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安装壳体，安装壳体与出水接头本体之间形成安装插槽；第一连接管

的另一端插接于安装插槽中。

[0016] 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为：

[0017] 本实用新型提供的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连接螺纹套的一端与第一连接管螺纹

连接；波浪形护套套接在第二连接管上，且波浪形护套与第二连接管滑动连接，波浪形护套

卡接于连接螺纹套的另一端内侧；第二连接管的一端设置有弧形凸台，伸缩水管在最长状

态时，弧形凸台的外侧壁与波浪形护套端面相抵。通过连接螺纹套连接在第一连接管上，同

时将波浪形护套卡接在连接螺纹套一端，第二连接管设置弧形凸台，使得波浪形护套可以

很好地挡住弧形凸台，从而使得拆卸时只需要将连接螺纹套拆卸就可以方便将两个管道拆

卸，使得维修效率提高。

[0018] 通过功能连接头的设置，同时在功能连接头上设置密封圈、过滤网以及过气槽，使

得第一连接管、第二连接管在伸缩的同时，还具有密封、过滤杂质、负压供气增加水的气泡

的功能。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爆炸示意图；

[0020] 图2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装配的示意图；

[0021] 图3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功能连接头示意图；

[0022] 图4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图2中A部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3] 图5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图2中B部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4] 图6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图2中C部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5] 图7是本实用新型具体实施方式中提供的图2中D部分放大结构示意图；

[0026] 图中：

[0027] 1、第一连接管；2、第二连接管；3、过滤网；4、密封挡圈；5、功能连接头；6、内密封圆

环；7、波浪形护套；8、连接螺纹套；21、弧形凸台；22、弧形槽；23、半圆凹槽；24、半圆凸台；

51、固定凹槽；52、内密封槽；53、过气槽；54、卡接台阶；55、卡接爪；551、卡接槽；81、抵接圆

台；91、压紧套；92、六角宝塔帽；93、压紧O型圈；94、台阶垫圈；95、过滤网套；911、压紧凸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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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压紧圆台；951、限位圆台；101、出水接头；102、安装壳体；112、安装插槽。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并通过具体实施方式来进一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

[0029] 如图1、图2、图6所示，本实施例中提供的一种可拆卸的伸缩水管，包括第一连接管

1、第二连接管2、波浪形护套7以及连接螺纹套8；第一连接管1的一端套接在第二连接管2的

一端外侧，第一连接管1的一端设置有外螺纹，连接螺纹套8的一端设置有内螺纹与第一连

接管1螺纹连接；波浪形护套7套接在第二连接管2上，且波浪形护套7与第二连接管2滑动连

接，波浪形护套7卡接于连接螺纹套8的另一端内侧；第二连接管2的一端设置有弧形凸台

21，伸缩水管在最长状态时，弧形凸台21的外侧壁与波浪形护套7端面相抵。第一连接管1与

第二连接管2可转动连接，使得在使用时，第一连接管1可以360°旋转，使得可以多方位供

水。在安装时，波浪形护套7以及连接螺纹套8均套在第二连接管2上；将第二连接管2的一端

插入第一连接管1中，将连接螺纹套8拧入第一连接管1，此时抵接圆台81迫使波浪形护套7

沿着第二连接管2滑动，使得抵接圆台81与第一连接管1端部抵接，从而将波浪形护套7固

定，使得波浪形护套7可以很好地挡住设有弧形凸台21的第二连接管2。反之，在拆卸时，只

需要将连接螺纹套8拧下就可以将第一连接管1和第二连接管2分离，拆卸方便，使得在维修

时可以高效率进行。

[0030] 如图6所示，连接螺纹套8的另一端内侧壁设置有抵接圆台81，波浪形护套7的一端

与抵接圆台81相抵，波浪形护套7的另一端与第一连接管1的一端端面相抵。通过波浪形护

套7的设置，使得在拧连接螺纹套8时，连接螺纹套8与第二连接管2之间没有碰撞，只有波浪

形护套7在第二连接管2上滑动，使得第二连接管2不容易磨损，提高水管的耐用性。

[0031] 进一步地，如图5所示，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功能连接头5，功能连接头5的一

端插入第二连接管2的一端内侧，功能连接头5的另一端与第一连接管1的内侧壁滑动连接；

功能连接头5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卡接台阶54，卡接台阶54卡接于弧形凸台21内侧的弧形槽

22中。功能连接头5直接卡接进第二连接管2中，安装方便，同时功能连接头5可以安装多种

元件，使得伸缩水管具有更多的功能。

[0032] 优选的，功能连接头5的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内密封槽52，内密封槽52中设置有内密

封圆环6，内密封圆环6的外侧壁与第二连接管2的内侧壁相抵。通过内密封圆环6使得第二

连接管2输送的水不会从功能连接头5侧边流出，有效避免漏水。将内密封圆环6安装在功能

连接头5上，而不是直接安装在管壁，可以降低生产难度，提高生产效率。

[0033] 进一步地，功能连接头5的另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固定凹槽51，固定凹槽51中设置有

密封挡圈4，密封挡圈4的外侧壁与第一连接管1内侧壁相抵。为了避免关闭水管回流时水会

泄漏，设置密封挡圈4来阻挡大部分的水泄漏。

[0034] 优选的，功能连接头5的固定凹槽51位置还设置有过气槽53，过气槽53连通密封挡

圈4两侧空间。过气槽53深度大于固定凹槽51的深度，且过气槽53的宽度大于固定凹槽51的

宽度。使得空气可以从一侧通过固定凹槽51到达另一侧。波浪形护套7设置使得第二连接管

2和第一连接管1之间存在间隙，在输送水时，水流会对管道内部形成负压，空气从波浪形护

套7进入，通过过气槽53可以不断的供应空气，调节压力，同时使得水在过滤网3处与空气混

合出气泡，可以起到节水的作用。功能连接头5的内部还设置有挡板，挡板上还均匀设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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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的过水孔，通过过水孔的作用使得水流发生紊流，从而更容易与空气混合，有利于气泡

的产生，可以节约用水。

[0035] 如图1、图3、图5所示，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两个过滤网3；功能连接头5的另一

端设置有四个卡接爪55，四个卡接爪55内侧均设置有卡接槽551，两个过滤网3均卡接于卡

接槽551中。通过四个卡接爪55的作用，使得将两个过滤网3卡入四个卡接爪55中时，四个卡

接爪55会发生形变使得两个过滤网3可以方便卡入，同时在拆卸时只需要将卡接爪55掰动

就可以轻松将过滤网3取出，安装方便。过滤网3还可以起到很好的过滤杂质的作用，使得在

输水时还可以净化水。同时使得水在撞击过滤网时与空气混合，产生气泡。

[0036] 如图1、图7所示，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六角宝塔帽92、压紧套91以及压紧O型

圈93；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外侧壁设置有半圆凹槽23，压紧O型圈93套接于半圆凹槽23中，

六角宝塔帽92套接于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外侧，压紧O型圈93的外侧壁与六角宝塔帽92的

内侧壁相抵；压紧套91套接于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外侧壁，压紧套91的一端设置有压紧凸

台911，六角宝塔帽92内侧壁设置有与压紧凸台911配合的压紧槽，压紧凸台911位于压紧槽

中，且压紧凸台911的一端端面与压紧O型圈93端面相抵。在第二连接管2连接其他接头时，

接头与六角宝塔帽92连接，在连接的同时六角宝塔帽92挤压压紧套91的压紧凸台911，使得

压紧套91挤压压紧O型圈93，从而使得压紧O型圈93变形，使得压紧O型圈93与六角宝塔帽92

和第二连接管2接触更加紧密，使得压紧O型圈93的密封效果更好。由于压紧O型圈93具有一

定的韧性，六角宝塔帽92与其他外接头连接时可以左右揺摆。

[0037] 进一步地，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过滤网套95、台阶垫圈94；台阶垫圈94套接在

第二连接管2的另一端端部，台阶垫圈94内侧设置有压紧圆台941，压紧圆台941的内侧端面

与第二连接管2端面相抵；第二连接管2内管壁在半圆凹槽23处设置有半圆凸台24，过滤网

套95插入第二连接管2中，且过滤网套95的限位圆台951的一侧面与半圆凸台24相抵，限位

圆台951的另一侧与压紧圆台941的内侧端面相抵。通过过滤网套95设置使得可以方便将水

中杂质去除，避免输送时水管堵塞。同时台阶垫圈94的一端与接头相抵，通过接头挤压台阶

垫圈94可以将台阶垫圈94很好的固定，同时台阶垫圈94可以增加连接头与第二连接管2连

接时的密封性。

[0038] 如图4所示，可拆卸的伸缩水管还包括出水接头101；出水接头101的一端外侧壁设

置有安装壳体102，安装壳体102与出水接头101本体之间形成安装插槽112；第一连接管1的

另一端插接于安装插槽112中。通过将第一连接管1插入出水接头101中，可以避免第一连接

管1端部划伤，同时出水接头101也可以方便与其他管道连接。

[0039] 本实用新型是通过优选实施例进行描述的，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悉，在不脱离本实

用新型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特征和实施例进行各种改变或等效替换。本实

用新型不受此处所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其他落入本申请的权利要求内的实施例都属

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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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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