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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

结构。该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包括两端设

有锥形插口端的承插接头，插口端插接于排水管

两端的锥形接口端，接口端的连接有第二管体；

承插接头两端的第二管体间设有旋转充气机构，

旋转充气机构设于套接于第二管体外侧的第一

压盖中，该机构包括进气头，进气头端部开设进

气口并伸入第一压盖内侧的气囊内腔中，进气头

开设第一内腔，第一内腔与第一压盖的螺纹通孔

连通，第一内腔中旋接进气管，进气管下端为第

三管体，上端为凸出于第一压盖的第四管体，第

三管体插接于第一内腔。承插接头与排水管间的

锥面密封降低了加工制作的要求，并且气囊充气

密封进一步提高了排水管间连接后的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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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包括承插接头，所述承插接头中部为等径

的第一管体，第一管体两端设置有对称的锥形插口端，所述插口端的锥尖朝外设置，两端的

插口端插接于各自对应的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中部为管体，管体两端设置有对称的与插口

端相匹配的锥形的接口端，所述接口端的大端朝向外侧并连接有第二管体，所述第二管体

中心开设有与第一管体外圈相匹配的通孔，所述插口端插接于接口端，第二管体的通孔深

度小于三分之一的第一管体的长度，通过接口端和插口端之间锥形面的压接实现排水管和

承插接头间的第一道密封连接，所述插口端外表面沿周向开设有第一密封圈槽，所述第一

密封圈槽内设置有与接口端外表面对应匹配的第一密封圈，所述第一密封圈实现了排水管

和承插接头间的第二道密封；套接于同一承插接头两端的第二管体之间设置有数个旋转充

气机构，所述旋转充气机构设置于第一压盖中，所述第一压盖呈环形并套接于同一承插接

头两端的第二管体的外圈，并与第二管体对应连接，所述第一压盖内圈沿轴向开设有数条

泄气槽，所述泄气槽将第一压盖外侧与相对的第二管体间的区域连通，所述旋转充气机构

包括向第一压盖内部凸起的桶状的进气头，所述进气头伸入沿周向连接于第一压盖内圈的

环形的气囊的内腔中，所述气囊位于相对的第二管体之间，所述进气头开设有第一内腔，所

述第一内腔为盲孔且底部封闭，所述第一内腔与第一压盖开设的螺纹通孔连通，所述螺纹

通孔连通第一压盖的内圈和外圈的表面，所述螺纹通孔的直径大于第一内腔的直径，所述

进气头伸入气囊内腔的侧壁开设有数个进气口，通过向第一内腔中充气，可实现对气囊的

充气，所述第一内腔中旋接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沿轴线开设有进气孔，所述进气孔为通

孔，所述进气管沿轴线分为两部分，所述进气管的下端为第三管体，上端为第四管体，所述

第三管体外形与第一内腔相匹配，所述第三管体长度等于第一内腔深度，所述第三管体插

接于第一内腔中，当第三管体完全插入第一内腔中时，第三管体外表面将进气口封闭，使得

气囊的内腔与外界密封隔离，所述第四管体外表面设置有与螺纹通孔的螺纹相匹配的外螺

纹，所述第四管体与螺纹通孔螺纹连接，所述第四管体长度大于螺纹通孔长度，所述第四管

体一端伸出于第一压盖外侧。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管体中部

沿周向开设有槽体，所述槽体位于承插接头两端相对设置的第二管体之间，所述槽体与第

一管体外圈的交界处位于第二管体端面的正下方。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槽体截面呈U

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第三管体外圈沿周

向开设有第二密封圈槽，所述第二密封圈槽中设置有第二密封圈。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管体伸出

于第一压盖外侧的端部沿周向向外凸出有正六边形的飞边。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压盖外侧

还套接有第二压盖，所述第二压盖开设有第二内腔，所述第二内腔将凸出于第一压盖外侧

的进气管罩于其内。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第四管体端部

的进气孔中设置有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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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排水管路领域，特别涉及排水管路的连接方式。

背景技术

[0002] 为了连接排水管或管件，或分叉排水管，把排水管两端制成承口与插口(插口一般

不需要特制)，把插口插入承口内，然后密封接缝，这样的排水管或管系称承插管。根据工艺

需要，排水管可以做两端均为承口(为双承)，管件可以做成多承口，或分别做成几个承口或

几个插口(如双承单插)。市政方面使用的塑料排水管，通常直径较大，不仅需要排水管本身

具有良好的强度，而且还需要排水管能够抗击水流等液体输送过程中的冲击力，同时还需

要排水管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以及便于安装等特点。

[0003] 中国数据库中公开了一篇名为一种PVC-U承插管件结构的专利，申请号为

CN201320698853 .8，申请日为2013 .11 .06，公开(公告)号为CN203641729U，公开日为

2014.06.11，该种专利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PVC-U承插管件结构，其包括PVC-U承插管件

主体，所述PVC-U承插管件主体的端头设有插口，所述插口上设有环形承插槽，所述环形承

插槽中插入连接管件，所述环形承插槽的内环与连接管件的内径为紧配合，所述环形承插

槽的外环与连接管件的外径之间为间隙配合；环形承插槽的内环与连接管件的内径为紧配

合，配合要求精度相对较高，同时增加了排水管制作困难度，实际安装过程中容易出现以下

问题，环形承插槽的内环与连接管件的内径相对尺寸的过盈量较大，管材承插时会很费力，

施工过程中很容易损毁管材；环形承插槽的内环与连接管件的内径相对尺寸的过盈量较

小，甚至为过度或者间隙配合，此时排水管容易从连接处渗漏。

实用新型内容

[0004]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排水管的锥形密封配合气囊密封的密封连接结构。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实用新型目的，本实用新型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采用如下技

术方案：

[0006] 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包括承插接头，所述承插接头中部为等径的第一管

体，第一管体两端设置有对称的锥形插口端，所述插口端的锥尖朝外设置，两端的插口端插

接于各自对应的排水管，所述排水管中部为管体，管体两端设置有对称的与插口端相匹配

的锥形的接口端，所述接口端的大端朝向外侧并连接有第二管体，所述第二管体中心开设

有与第一管体外圈相匹配的通孔，所述插口端插接于接口端，第二管体的通孔深度小于三

分之一的第一管体的长度，通过接口端和插口端之间锥形面的压接实现排水管和承插接头

间的第一道密封连接，所述插口端外表面沿周向开设有第一密封圈槽，所述第一密封圈槽

内设置有与接口端外表面对应匹配的第一密封圈，所述第一密封圈实现了排水管和承插接

头间的第二道密封；套接于同一承插接头两端的第二管体之间设置有数个旋转充气机构，

所述旋转充气机构设置于第一压盖中，所述第一压盖呈环形并套接于同一承插接头两端的

第二管体的外圈，并与第二管体对应连接，所述第一压盖内圈沿轴向开设有数条泄气槽，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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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泄气槽将第一压盖外侧与相对的第二管体间的区域连通，所述旋转充气机构包括向第一

压盖内部凸起的桶状的进气头，所述进气头伸入沿周向连接于第一压盖内圈的环形的气囊

的内腔中，所述气囊位于相对的第二管体之间，所述进气头开设有第一内腔，所述第一内腔

为盲孔且底部封闭，所述第一内腔与第一压盖开设的螺纹通孔连通，所述螺纹通孔连通第

一压盖的内圈和外圈的表面，所述螺纹通孔的直径大于第一内腔的直径，所述进气头伸入

气囊内腔的侧壁开设有数个进气口，通过向第一内腔中充气，可实现对气囊的充气，所述第

一内腔中旋接有进气管，所述进气管沿轴线开设有进气孔，所述进气孔为通孔，所述进气管

沿轴线分为两部分，所述进气管的下端为第三管体，上端为第四管体，所述第三管体外形与

第一内腔相匹配，所述第三管体长度等于第一内腔深度，所述第三管体插接于第一内腔中，

当第三管体完全插入第一内腔中时，第三管体外表面将进气口封闭，使得气囊的内腔与外

界密封隔离，所述第四管体外表面设置有与螺纹通孔的螺纹相匹配的外螺纹，所述第四管

体与螺纹通孔螺纹连接，所述第四管体长度大于螺纹通孔长度，所述第四管体一端伸出于

第一压盖外侧。将整个排水管和承插接头连接完成后，此刻已经实现插口端和接口端的锥

面密封，将进气管向上旋转直至进气口被完全露出并与进气管的进气孔连通，通过气泵向

进气管的进气孔中充气，气体从进气口进入气囊内腔，气囊膨胀直至完全将第一压盖内圈、

承插接头两端的第二管体端面、第一管体外圈形成的区域完全填充，在此过程中该区域中

的气体从第一压盖内圈开设的泄气槽中流出至外界，向下旋转进气管，通过进气管的外壁

将进气口封闭，由于气囊充气后可以针对接触处的形状产生形变，更好的与接触面贴合，并

且充气后的的气囊中气体具有正压，使得气囊外表面可以紧贴接触的表面，气囊对排水管

和承插接头的连接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密封。

[0007] 所述第一管体中部沿周向开设有槽体，所述槽体位于承插接头两端相对设置的第

二管体之间，所述槽体与第一管体外圈的交界处位于第二管体端面的正下方。气囊充气后

将占据槽体中的区域，气囊的外表面将更好的与第一管体和第二管体交界处的表变贴合，

优化了对第一管体和第二管体交界面的密封效果。

[0008] 所述槽体截面呈U形。U型槽使得气囊的外表面更容易与第一管体和第二管体交界

处的表变贴合。

[0009] 第三管体外圈沿周向开设有第二密封圈槽，所述第二密封圈槽中设置有第二密封

圈。第二密封圈防止气囊中的气体泄漏，提升了第三管体与第一内腔的密封能力。

[0010] 所述第四管体伸出于第一压盖外侧的端部沿周向向外凸出有正六边形的飞边。旋

转进气管时，通过夹具夹持飞边实现。

[0011] 所述第一压盖外侧还套接有第二压盖，所述第二压盖开设有第二内腔，所述第二

内腔将凸出于第一压盖外侧的进气管罩于其内。第二压盖用于保护其第二内腔中的进气管

不受外界的影响，保证该种气囊密封结构的稳定性，提高进气管的使用寿命。

[0012] 所述第四管体端部的进气孔中设置有堵头。堵头提高进气管的密封效果。

[001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在于：承插接头与排水管间的锥面密封

具有良好的密封效果、降低了接口端和插口端的加工制作的要求，并且气囊充气密封进一

步提高了排水管间连接后的密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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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14] 图1为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5] 图2为图1的A局部放大图。

[0016] 其中，1第一管体，2插口端，3管体，4接口端，5第二管体，6槽体，7第一密封圈槽，8

第一密封圈，9第一压盖，10泄气槽，11进气头，12气囊，13第一内腔，14螺纹通孔，15进气口，

16进气孔，17第三管体，18第四管体，19第二密封圈槽，20第二密封圈，21堵头，22飞边，23第

二压盖，24第二内腔。

具体实施方式

[0017]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进一步阐明本实用新型，应理解这些实施方式仅用于说

明本实用新型而不用于限制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在阅读了本实用新型之后，本领域技术人

员对本实用新型的各种等价形式的修改均落于本申请所附权利要求所限定的范围。

[0018] 如图1-2所示，一种排水管接头的密封结构，包括承插接头，承插接头中部为等径

的第一管体1，第一管体两端设置有对称的锥形插口端2，插口端的锥尖朝外设置，两端的插

口端插接于各自对应的排水管，排水管中部为管体3，管体两端设置有对称的与插口端相匹

配的锥形的接口端4，接口端的大端朝向外侧并连接有第二管体5，第二管体中心开设有与

第一管体外圈相匹配的通孔，插口端插接于接口端，第二管体的通孔深度小于三分之一的

第一管体的长度，第一管体中部沿周向开设有槽体6，槽体位于承插接头两端相对设置的第

二管体之间，槽体与第一管体外圈的交界处位于第二管体端面的正下方，槽体截面呈U形，

通过接口端和插口端之间锥形面的压接实现排水管和承插接头间的第一道密封连接，插口

端外表面沿周向开设有第一密封圈槽7，第一密封圈槽内设置有与接口端外表面对应匹配

的第一密封圈8，第一密封圈实现了排水管和承插接头间的第二道密封；套接于同一承插接

头两端的第二管体之间设置有数个旋转充气机构，旋转充气机构设置于第一压盖9中，第一

压盖呈环形并套接于同一承插接头两端的第二管体的外圈，所述第一压盖开设有沉头孔，

沉头孔中插接有对应的螺栓，通过螺栓将第一压盖和第二管体连接，第一压盖内圈沿轴向

开设有数条泄气槽10，泄气槽将第一压盖外侧与相对的第二管体间的区域连通，旋转充气

机构包括向第一压盖内部凸起的桶状的进气头11，进气头伸入沿周向连接于第一压盖内圈

的环形的气囊12的内腔中，气囊位于相对的第二管体之间，进气头开设有第一内腔13，第一

内腔为盲孔且底部封闭，第一内腔与第一压盖开设的螺纹通孔14连通，螺纹通孔连通第一

压盖的内圈和外圈的表面，螺纹通孔的直径大于第一内腔的直径，进气头伸入气囊内腔的

侧壁开设有数个进气口15，通过向第一内腔中充气，可实现对气囊的充气，第一内腔中旋接

有进气管15，进气管沿轴线开设有进气孔16，进气孔为通孔，进气管沿轴线分为两部分，进

气管的下端为第三管体17，上端为第四管体18，第三管体外形与第一内腔相匹配，第三管体

长度等于第一内腔深度，第三管体插接于第一内腔中，第三管体外圈沿周向开设有第二密

封圈槽19，第二密封圈槽中设置有第二密封圈20，当第三管体完全插入第一内腔中时，第三

管体外表面将进气口封闭，使得气囊的内腔与外界密封隔离，第四管体外表面设置有与螺

纹通孔的螺纹相匹配的外螺纹，第四管体与螺纹通孔螺纹连接，第四管体长度大于螺纹通

孔长度，第四管体一端伸出于第一压盖外侧，第四管体端部的进气孔中设置有堵头21，第四

管体凸出于第一压盖外侧的端部沿周向向外凸出有正六边形的飞边22，第一压盖外侧还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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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有第二压盖23，第二压盖开设有第二内腔24，第二内腔将凸出于第一压盖外侧的进气管

罩于其内。

[0019] 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工作过程与原理：

[0020] 将整个排水管和承插接头连接完成后，实现插口端和接口端的锥面密封，将进气

管向上旋转直至进气口被完全露出并与进气管的进气孔连通，通过气泵向进气管的进气孔

中充气，气体从进气口进入气囊内腔，气囊膨胀直至完全将第一压盖内圈、承插接头两端的

第二管体端面、第一管体外圈形成的区域完全填充，在此过程中该区域中的气体从第一压

盖内圈开设的泄气槽中流出至外界，向下旋转进气管，通过进气管的外壁将进气口封闭，由

于气囊充气后可以针对接触处的形状产生形变，更好的与接触面贴合，并且充气后的的气

囊中气体具有正压，使得气囊外表面可以紧贴接触的表面，气囊对排水管和承插接头的连

接结构进行了进一步的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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