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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告

第502号

关于发布《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

          技术规程》的公告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5年第二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5〕099

号)的要求，由浙江圣字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编制的《燃气用

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技术规程》，经本协会城镇燃气专业委员会

组织审查，现批准发布，编号为T/CECS 633一2019，自2020年4

月1日起施行。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二0一九年+一月八日



月IJ 青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关于印发<2015年第二批工

程建设协会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协字〔2015〕099

号)的要求，在广泛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引用国外先进标准，

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共分 6章和2个附录，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总则、术语、

材料、设计、安装、现场检验与验收等。

    请注意本规程的某些内容可能直接或间接涉及专利，本规程

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镇燃气专业委员会归口

管理，由浙江圣字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

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请寄送解释单位(地址:浙江省宁波市

奉化区西坞南路115号，邮编:315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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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了规范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的设计、安装和验

收，确保管道工程质量和安全，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现行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及管件》GB/T26002规定的不锈钢波纹软管的设计、安装和验

收，也适用于现行行业标准《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CJ/T 197规定的、用于用户表前阀至燃气燃烧器具及燃烧设备前

连接的不锈钢波纹软管的设计、安装和验收。

1. 0.3 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的设计、安装及验收除应执

行本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 语

2.0.1 燃气输送系统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stainless steel plia-

ble corrugated tubing used in gas Piping systems

    用于燃气输送系统，施工前不能确定波纹管长度、需现场确定

长度，带有外覆被覆层，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

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规定的不锈钢波纹软管，简称输送

管。

2.0.2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StainlesS Steel。or-

rugated tubes for the connection of gas aPpliances and equip-

】11eflts

    用于用户表前阀至燃气燃烧器具及燃烧设备前连接，两端设

有连接接头、有固定长度带有外覆被覆层，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CJ/T 197规定的不锈钢波纹

软管，简称用具连接管。

2.0.3 明管敷设 indoor open installation

    管道沿建筑物表面架设的安装方式。

2.0.4 暗封敷设 piping。oncealment

    燃气管道敷设在建筑物的墙体或地面等建筑结构表面之内，

但与建筑物相对分开，以保证燃气管道可维修或更换。敷设在橱

柜、顶棚内也属于暗封。



3 材 料

3.0.1 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管道使用的输送管及管件、

用具连接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

管件》GB/T 26002、《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CJ/T 197

的有关规定。

3.0.2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被覆层表面应有不可擦除的产品批次

号信息标志。

3.0.3 输送管系统设计使用寿命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

气技术规范》GB 50494的有关规定，用具连接管设计使用寿命不

宜低于燃具的判废年限。



4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系统的设计应根据燃气种类、燃气具

的类型与安装位置等因素综合确定。

4.1.2 管道系统设计时，应依据所连接燃气燃烧器具及燃烧设备

所需最大燃气流量确定管道规格，应符合本规程附录A的规定。

4.1.3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系统可设置为 1路或多路系统(图

4.1.3)。

          图4.1.3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系统示意图

1一燃气分户管;2一燃气表前阀;3一表阀连接管;4一燃气表;5一表后干管;

      6一器具前阀;7一用具连接管;8一燃气具泊一一路或多路系统

4.1.4 输送管系统的设计可根据室内装修、设计单位和用户要求

选择明管敷设、暗封敷设等形式。

4.1.5 用具连接管应采用明管敷设、暗封敷设，严禁采用暗埋敷

设。

4.1.6 输送管应使用固定支架或管卡安装在固定的建筑物上。当

固定支架或管卡材料为金属时，应采用防锈材料或进行防锈处理，

且与输送管之间应有柔性材料进行垫衬，固定支架或管卡最大间距



不宜大于lm，输送管弯曲段两侧300mm内应设固定支架或管卡。

4.1.7 与输送管、用具连接管连接的阀门、燃气表、器具应采取有

效支撑和固定，应牢靠固定在墙面或台面的支吊架上。

4.1.8 输送管穿过建筑物墙壁、楼板(图4.1.8)时应加设专用套

管，专用套管端口应光滑无毛刺。穿墙专用套管两端应与墙面平

齐;穿楼板钢制套管上端宜高出楼板50mm以上，下端应与楼板

齐平。穿墙套管规格不应小于表4.1.8的规定，套管内不得有接

头。输送管与钢制套管之间应留有间隙，并应用柔性防水材料或

柔性套管填充。

(a)穿墙 (b)穿楼板

        图4.1.8 输送管穿墙、穿楼板

1一水泥砂浆;2一专用套管沼一柔性防水材料或柔性套管;

            4一输送管泊一墙体汤一楼板

表4.1.8 钢制套管公称尺寸(mm)

输送管公称尺寸 } 10 } 13 1 巧 } 20 } 25 } 32

套管公称尺寸 1 25 1 25 1 32 1 40 1 50 1 65

4.1.9 当输送管、用具连接管与其他管线平行或交叉敷设时，与

电气设备、相邻管道、设备的间距不应小于表4.1.9的规定。



表4.1.9 住宅室内输送管、用具连接管与电气设备、

相邻管道、设备之间的最小净距(mm)

名 称 平行敷设 交叉敷设

电
气
设
备

明装的绝缘电线或电缆 250 100

暗装或管内绝缘电线
50(从所做的槽或管子的

      边缘算起)
l0

电插座、电源开关 150 不允许

电压小于1000V的裸露电线 1000 1000

配电盘、配电箱或电表 300 不允许

相邻管道
应保证燃气管道、相邻管

道的安装、检查和维修
20

燃具

垂直安装的燃气管道与燃具水平净距不应小于300;

用具连接管与燃具水平净距不得小于2。。;当燃气

管道在燃具上方通过时.应位于抽油烟机上方，且

        与燃具的垂直净距应大于1。。0

注:当明装电线加绝缘套管且套管的两端各伸出燃气管道 10omm时，套管与燃气

  管道的交叉净距可降至10mm。

4.1.10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严禁作为接地导体或电极。

4.1.11 输送管弯曲时与管件处应有不小于1倍公称尺寸的直管

段，弯曲半径不应小于2倍公称尺寸。

    注:弯曲半径即弯曲内径。

4.1.12 燃气表出口端与输送管连接时宜使用专用管件;当用户

存在多个燃具时，宜使用燃气表出口安装专用分支管件连接和敷

设与燃具连接的管道。

4.1.13 与输送管连接的管件宜带泄漏检测功能。输送管暗封敷

设时，应至少有一端选用带泄漏检测功能的管件。

4.2 室内明管敷设

4.2.1 输送管宜采用防护管罩防护(图4.2.1)。防护管罩材质

宜选用塑料材质，采用的塑料材质应有阻燃性和抗紫外线老化性。

阻燃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

      6



GB/T 26002的有关规定，防护管罩结构应便于检修。

                    图4.2.1 防护管罩

1一墙体;2一防护管罩底槽;3一防护管罩面槽;4一输送管;5一管罩固定螺钉

4.2.2 输送管应固定在建筑物上，且应防机械损伤、防紫外线伤

害及防腐蚀性液体。

4.2.3 输送管与排烟管无隔热时的防火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净距应大于15Omm;

    2 当与燃烧器和排烟管的防火间距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取

隔热措施。

4.2.4 水平敷设的输送管与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50mm。

4.3 室内暗封敷设

4.3.1 当输送管暗封于吊顶、壁橱柜内时，宜采用固定卡座贴墙

(壁)敷设，并应对输送管固定;管道的支架或管卡应符合本规程第

4.1.6的规定。

4.3.2 暗封敷设的输送管应为整根。

4.3.3 输送管进出吊顶、橱柜等暗封位置时，宜在进出部位增设

防护套管进行防护。



4.3.4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的输送管宜采用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的1型管。

4.3.5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的输送管应为整根;保护套管公称尺

寸按本规程表4.1.8规定，当采用塑料保护套管时，应在可能被打

钉的部位采用防护钢板紧贴保护或加钢制套管。输送管应能取出

和二次装人。

4.3.6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的输送管公称尺寸不宜大于25mm。

暗封敷设在墙体的横管距地面的高度宜取0.45m以下或1.sm

以上。

4.3.7 输送管与管件的连接处应采用预埋管件盒，对新建住宅宜

在建筑设计时预留管件盒。对已建住宅严禁在承重墙、柱、梁上开

凿管槽。

4.3.8 输送管在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的进出口位置应设置套管

或出人墙组件进行有效防护(图4.3.8)。

(a)采用套管防护 (b)采用出入墙组件防护

        图4.3.8 输送管出人墙防护示意图

1一墙体;2一套管;3一输送管;4一出人墙组件;5一水泥砂浆

4.3.9 输送管、管件及连接的金属管件盒不得与建筑物中其他金

属结构接触，不应与可能产生电弧现象的电气线路相毗邻。当不

可避免时，应用绝缘材料隔开。
      8



4.3.10 管件盒的尺寸应满足更换和维修管件的需要，与器具前

阀连接的管件盒宜设置于空旷且便于开关的位置。

4.3.11 当使用砂浆覆盖保护套管时，应添加黄色颜料作为永久

色标，所提供的施工依据资料应附有注明走向的竣工图。

4.3.12 输送管永久色标被瓷砖等物体遮蔽时，宜在瓷砖等物体

表面相应位置设置不易消除的燃气管道走向标志。

4.4 沿外墙敷设

4.4.1 沿外墙敷设的输送管距建筑物门、窗洞口的距离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的有关规定。

4.4.2 沿外墙敷设的输送管在距地面Zm以下的部分应该有防

冲撞和防爬措施。

4.4.3 沿外墙敷设的输送管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设备之间的

最小净距不应小于表4.4.3的规定。

          表4.4.3 沿外墙敷设输送管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

                      设备之间的最小净距(mm)

名 称
最小净距

燃气管道下 燃气管道上

架空电线

电压(kV)

3以下 1500

3一 10 3000

35一 66 4000

配电盘、配电箱或电表 500

其他管道

管径(mm)

镇300
同管道直径，

但不小于100

同管道直径，

但不小于100

> 300 300 300

4.4.4 输送管沿外墙敷设时应为整根。

4.4.5 输送管外部应设管槽与实体墙面牢固安装，管槽内应有用

于安装固定支架或管卡的安装孔位，安装间距应符合本规程第

4.1.6条的规定。



4.4.6 输送管外设的管槽应有遮阳、防尘等功能并应设有防水通

风口，管槽的连接处和端部应进行密封处理，管槽结构应便于软管

的安装检修。管槽采用塑料材质时，应抗紫外线、雨水老化性和阻

燃性，阻燃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

管件》GB/T 26002的有关规定;管槽采用金属材质时应按现行国

家标准《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GB/T 10125的有关规定

进行盐水喷雾试验，应无生锈、无裂纹及其他有害的缺陷。

4.4.7

120“。

4。4.8

输送管穿墙进人室内时，穿墙孔与管槽夹角必须大于

输送管应设置在建筑物的避雷保护范围区域内，不得布置

在屋面上的檐角、屋脊等易受雷击的部位，宜安装在建筑物的凹形

阴角及水平外挑檐的下方。

4.5 商业用气环境室内敷设

4.5.1 商业用气环境室内采用明管敷设时，外露部位应采用防护

管罩进行防护，应符合本规程第4.2节的规定。

4.5.2 商业用气环境室内采用暗封敷设时，应符合本规程第4.3

节的规定。

4.5.3 商业用气环境室内输送管采用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时，单

路总长度不宜大于50m，管道固定卡座宜采用塑料材质，以利于

与金属绝缘，并应符合本规程第4.3节和下列规定:

    1 在地面暗封敷设时，应在整根输送管外部加装套管;套管

为塑料材质时应随管路敷设厚度大于 1.Zmm的防护钢板或角

钢 ;

    2 施工时应严格按照标准规范施工，不应划伤不锈钢波纹管

的被覆层;

    3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管道分路和出口时应采用专用管件

盒，专用管件盒应有泄漏检测孔，管件盒四周及管道管件出口处应

有密封措施防止液体进人，管件盒面板宜与装饰完成后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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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平齐且采用螺栓固定并在盒内填充防爆泥或防爆沙(图

4.5.3);

2 3 4 5 6 7 8 9 10 11

          图4.5.3 专用管件盒安装示意图

1一管卡沼一防护套管门一不锈钢波纹软管管件;4一分路管件;

    5一输送管;6一防护钢板;7一管件盒面板;8一防爆泥;

        9一燃气阀门;10一管件盒;11一密封防水垫圈

    4 套管两端与暗封敷设管道之间的间隙应用密封性能良好

的防腐防水材料填充;

    5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管道施工时，不应在承重墙施工，暗

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管道应靠墙施工，并且施工验收以后应粘贴走

向标志或燃气反光标志;

    6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管道施工时，单路总长度不应大于

SOm。



5 安 装

5.1 一 般 规 定

5.1.1 安装输送管和用具连接管前应先检查随产品附带文件及

审核工程图纸、备料和准备施工工具，并应严格按设计施工要求进

行安装。

5.1.2 输送管安装时，应使用专用的切皮器、割管刀、冲平器等安

装工具。

5.1.3 输送管与管件应匹配。

5.1.4 产品应分别包装，产品之间不得直接发生碰撞。

5.1.5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管件应储存在通风良好、干燥、遮阳

的室内，不应与酸、碱及有腐蚀性的物品共贮。

5.1.6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受潮和磕碰，搬运时应轻放。

5.1.7 取放输送管、用具连接管时，应轻拿轻放，严禁触地滚动、

抛掷及地上拖拉。

5.1.8 安装人员应经专业技术培训合格后上岗操作。

5.2 输送管的安装

5.2.1 输送管的切割长度应按施工图或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宜在

两头再增加适当长度作为切割的长度以便满足零部件的装配。切

割后每个端口应保持圆形，切口应无毛刺、飞边等缺陷。

5.2.2 切割被覆层时，应使用专用的切皮器，剥离时不应损伤输

送管原管，剥离长度应按制造商提供的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确定，

并应与管件匹配。

5.2.3 输送管与管件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件内与输送管连接处应有相应的密封圈、密封材料或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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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结构，且密封件应安装到位;

    2 应按产品制造商提供的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3 管件连接完毕后，不应裸露波纹管原管。

5.2.4 安装时，同一位置弯曲次数不宜超过3次。

5.2.5 明管敷设时，输送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根据管道走向，输送管及管卡座的底面应平直;

    2 管卡间距应符合本规程第4.1.6条的规定;

    3 有加装防护管罩的，应对管道进行严密性试验，且应在合

格后盖上。

5.2.6 暗封敷设时，输送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输送管安装前固定支架的制作应符合本规程第4.1.6条

的规定;

    2 吊顶、壁柜等位置的施工应在严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

5.2.7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时，输送管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在土建结构施工时，土建施工方应协助配合预留输送管暗

埋所需的出墙组件、输送管保护套管;

    2 砖墙上的管件盒洞和保护套管应按施工图和现场实际情

况开凿;

    3 输送管穿墙开洞的结构应符合本规程第4.1.8条的规定;

    4 输送管固定支架的制作和安装应符合本规程第4.1.6条

的规定;

    5 防外力冲击的防护钢板安装应符合本规程第4.4.2条的

规定;

    6 安装时，应在输送管严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隐蔽施工。

5.2.8 沿外墙敷设时，输送管及管槽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对管道进行严密性试验，且应在合格后封闭管槽;

    2 管槽安装完毕后应安装卡箍与建筑物固定，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竖管槽每间隔一层楼应至少安装一个管槽卡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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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水平管槽每相距4m应至少安装一个管槽卡箍;

      3)转弯竖管槽及水平管槽长度超过 10m时，应在转弯处加

        管槽卡箍。

5.2.9 在安装中输送管管件不应与草酸、水泥等弱酸性物质接

触。

5.3 用具连接管的安装

5.3.1 用具连接管敷设应符合本规程第4.1.5条的规定。

5.3.2 用具连接管安装时应先检查外观及密封件，再应按厂家提

供的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进行接口连接，连接完毕后应进行严密

J性试验。

5.3.3 用具连接管严禁在缺少配件的情况下安装。

5.3.4 用具连接管严禁拉长使用。

5.3.5 用具连接管宜采用螺纹接口。当采用插人式连接时，胶

管连接接头的尺寸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用手动燃气阀门》

CJ/T 180的有关规定。

5.3.6 用具连接管安装位置不应与橱柜门、拉篮等经常移动和容

易触碰的物体相接触，并宜在用具连接管的中间位置适当固定。

5.3.7 安装完毕后应立即擦除遗留在管体表面的发泡剂、污物及

其他液体。



6 现场检验与验收

6.1 现 场检 验

6。1。1

      1

6.1。2

      1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管件产品进场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产品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1)外观;

2)标志;

3)组件。

  固定支架或管卡座的检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检验数量:20%，且不应少于2个;

2)检验方法:随机抽检，目测和尺量检查;

3)检验结果:符合本规程第4.1.6条的规定。

  产品的附带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合格证或质量证明书;

2)检验报告;

3)装箱单;

4)其他文件。

  输送管、管件安装过程中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切割后端口的检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检验数量:100%检查;

2)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3)检验结果:符合本规程第5.2.1条的规定。

  电气接地线的检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检验数量:100%检查;

2)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3)检验结果:符合本规程第4.1.10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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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输送管与排烟管无隔热时的防火间距的检查应满足下列

要求:

      1)检验数量:100%检查;

      2)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3)检验结果:符合本规程第4.2.3条的规定。

    4 暗封敷设时，输送管的检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检验数量:100%检查;

      2)检验方法:目测检查;

      3)检查结果:符合本规程第4.3.2条的规定;

    5 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时，安装防护的检查应满足下列要

求:

      1)防护:抽查暗封长度的50%，采用目测方法检查，检查结

        果应符合本规程第4.3.5条的规定;

      2)输送管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进出口防护:100%检查，采

        用目测方法检查，检查结果应符合本规程第4.3.8条的

        规定;

    6 沿外墙敷设时，输送管的检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检验数量:100%检查;

      2)检验方法:目视检查;

      3)检验结果:符合本规程第4.4.4条的规定。

    7 用具连接管的检查应满足下列要求:

      1)敷设检查:100%检查，采用目测方法检查，检查结果应符

        合本规程第4.1.5条的规定;

      2)胶管连接接头的尺寸:100%检查，尺量检查，检查结果应

        符合本规程第 5.3.5条的规定;

      3)安装位置检查:100%检查，采用目测方法检查，检查结果

        应符合本规程第5.3.6条的规定。

6.1.3 管道的系统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检验范围应为表前阀至燃气燃烧器具及燃烧设备前的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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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管、用具连接管。

    2 试验介质应采用空气或氮气。

    3 试验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1)已制订试验方法和安全措施;

      2)试验范围内的输送管、用具连接管安装工程除隔热层和

        保温层外，已按设计文件全部完成，安装质量应经施工单

        位自检和建设单位检查确认符合本规程的规定。

    4 试验用压力计量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试验用压力计应在检验的有效期内，量程应为被测量最

        大压力的1.5倍一2.0倍;弹簧压力表的精度不应低于

          0.4级;

      2)U形压力计的最小分度值不应大于lmm。

    5 试验工作应由施工单位负责实施，建设等单位应参加。

    6 试验时发现的缺陷，应在试验压力降至大气压力后进行处

理，处理合格后应重新进行试验。

    7 暗封敷设的燃气管道系统的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应在

未隐蔽前进行;暗封敷设在建筑物内的燃气管道系统的强度试验

和每一次严密性试验应在未隐蔽前进行。

    8 当进行强度试验和严密性试验过程中采用发泡剂时，发泡

剂中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25xlo一“。
6.1.4 燃气管道系统进行强度试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强度试验的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5倍，且不应低于

0.IMPa;

    2 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时间不小于0.sh，然后用发泡剂检

查所有连接点，应无渗漏，压力计量装置应无压力降为合格;

    3 暗封敷设的燃气管道系统的强度试验应在未隐蔽前进行;

    4 强度试验过程应按本规程表B.0.1的要求进行记录。

6.1.5 燃气管道系统进行严密性试验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本试验应在强度试验合格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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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当强度试验采用气压试验时，可不进行严密性试验。

    3 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且不应低于skPa;

    4 达到试验压力后，稳压时间不宜小于 lh，然后发泡剂检查

所有连接点，无渗漏、压力计量装置无压力降为合格;

    5 完成严密性检测后，应在预留的燃气管道末端接口处加装

专用堵头进行有效防护处理。

6.2 验 收

6.2.1 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应先对燃气管道及设备进行自

检，合格后再应由监理单位组织进行预验收，合格后应向有关部门

申请验收。

6.2.2 工程的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组织燃气经营企业及相关

单位按本规程要求进行验收。

6.2.3 工程竣工验收前应具有下列文件:

    1 设计文件;

    2 主要材料的质保书;

    3 施工记录，宜按本规程第B.0.1条的规定填写;

    4 燃气系统压力试验记录，宜按本规程第 B.0.2条的规定

填写;

    5 其他相关记录。

6.2.4 工程竣工验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的各参建单位应向验收组汇报工程实施的情况;

    2 验收组应对工程实体质量进行抽查;

    3 应对竣工验收的文件进行核查;

    4 签署工程质量验收文件。

6.2.5 施工单位宜建立用户服务电子档案，档案应至少包括以下

内容:

    1 用户信息;

    2 施工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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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强度试验;

严密性试验记录;

安装记录;

暗封敷设输送管防护措施的照片‘

3
 

4
 

5

6



附录A 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

        管道系统设计

A.0.1 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管道系统设计时，应为可

预测的扩建预留空间，管径应依据终端所连接燃具的最大燃气流

量和管道的实际压力损失进行选择和确定。

A.0.2 管道的燃气流量应满足灶具与热水器或其他燃气具同时

工作时的燃气流量。

A.0.3 无户内稳压，并在燃气到达最大流量时，燃气表出口与接

人点之间的压降不应超过1OOPa(二次稳压除外)，且最大燃气流

量可按表 A.0.3的规定确定。

    表A.0.3 两端燃气压降为100Pa，燃气相对密度为0.6(空气=1)的

                    水平直管中的燃气流量(m3/h)

    管道长度(m)

公称尺寸

3 6 9 l2 l5 20 25 30

l0 0.86 0.57 0.50 0.37 0.30 0.22 0.18 0.15

l3 1.5 1.0 0。85 0.82 0.69 0.52 0.41 0.34

l5 2.9 1.9 1.5 1.3 1.1 0.95 0.92 0.88

20 8.7 5.8 4.6 3.9 3.4 2.9 2.5 2.3

25 l8 l2 9.4 8 0 7.0 5。9 5.2 4。7

32 29 20 15 l3 l2 l0 8.5 7。6

注:使用本表估算已知长度管道中的燃气流量时，每增加一个9。。弯，管道长度应

    增加0.sm;每增加 1个90a弯头，管道长度应增加0.3m。

A.0.4 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的总压力损失由软管的管

道压力损失和管件压力损失两部分组成，可按下式计算:

              △尸一△尸;·L+又△尸2 (A.0.4)



式中:△尸— 总压力损失(Pa);

    △尸1— 每米波纹管的压力损失(Pa/m)，当气体介质为空气

            时，△尸1可按表A.0.3或在管道单位长度压力损失

            曲线图(图A.0.4)中选用;

      L— 波纹管的计算长度(m);

  艺△尸2— 每个管件在计算流量情况下的压力损失之和(Pa)。
            △尸:按每个管件压力损失为SPa计算(通过实验室

              测试所得结果给出的平均值)。

(X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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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0.4 不锈钢波纹管软管管道单位长度压力损失曲线

A.0.5 燃气计算流量转换为空气流量可按公式(A.0.5)计算。

Q。，r=丫万·Q，as (A.0.5)

式中:Qalr— 空气的流量(m“/h);

    Q只as— 燃气的流量(m3/h);

5— 燃气的相对密度，数值见表A.0.5。



表A.0.5 燃气的平均密度与相对密度(标准状态下)

燃气种类 平均密度(kg/Nm3) 相对密度(kg/Nm3)

天然气 0.75一 0.80 0.58一 0.62

人工煤气 0.40一0.70 0。31一 0.54

液化石油气 1.9一 2.5 1.5一 2。0

注:标准状态是指温度为。℃、绝对压力为101.325kPa条件下的干燥燃气状态.



附录B 施工安装技术文件记录内容及格式

B.0.1 施工安装过程中施工记录表宜按表B.0.1的格式进行编

制。

表B.0.1 施工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工号

(图中应标明管道、阀门、管件等与门、窗、地面、楼面、其他管线等作为

参照物的相对尺寸。单位:mm，应标明管道的敷设方式。)

示

意

简

图

单位: 单位: 施工单位:

施工 人 员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表为最基本记录格式，施工单位可根据实际增加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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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2 施工安装过程中燃气系统压力试验记录表宜按表 B.0.2

的格式进行编制。

                  表B.0.2 燃气系统压力试验记录表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管道类型

  设计压力

  压力计种类

压力计量程及

  精度等级

  试验介质

接口做法

试验压力

口弹簧表;口数字式压力计;口U形压力计

MPa; 级 } 试验项目 口强度;口严密性

试验时间 年      月 日

试验范围:

试验过程:

试验结果:

单位 单位 施工单位



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引用标准名录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GB 50494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GB/TIO125

《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

《建筑用手动燃气阀门》CJ/T 180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CJ/T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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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提出制定本规程的目的是为了规范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

波纹软管的安装施工技术与管道系统的连接方案，以确保管道的

工程质量，保障燃气用户的生命财产安全。

1.0.2 对本规程适用范围明确用户表前阀至燃气燃烧器具及燃

烧设备前的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且供气压力P不大于

10kPa(表压)、公称尺寸DN不大于32mm的输送管和用具连接

管，适用的输送管和用具连接管公称尺寸包括:DN10、DN 13、

DN 15、DNZO、DN25、DN32。

1.0.3 本规程为指导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施工及验收

的综合性规范，所提出为基本要求，因此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

软管除应符合本技术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镇燃气设

计规范》GB 50028、《城镇燃气技术规范》GB 50494、《燃气输送用

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26002、《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

试验》GB/T 10125、《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CJ/T 197、

《建筑用手动燃气阀门》CJ/T 180、《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

量验收规范》CJJ 94、《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

的规定。



2 术 语

2.0.1、2.0.2 参考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

件》GB/T 26002的第3.6条和行业标准《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

波纹软管》CJ/T 197的第3.7条进行的定义。

2.0.3一2.0.5 引自国家标准《城镇燃气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

Tso68o一2012的第10.4.1条一第10.4.3条。



3 材 料

3.0.1 本条规定了输送管、用具连接管的基本材质应与国家现行

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燃气用

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CJ/T 197的有关规定相一致。

3.0.2 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管道一旦存在质量隐患，将

会造成极大危害，因此，对产品批次要求应严格把关，对有质量问

题的产品应按批次进行排查，确保安全。批次号信息应采用喷码、

激光打标等方式在输送管、用具连接管被覆层印上不可轻易擦除

的批次号信息，方便追溯。

3.0.3 输送管设计使用寿命的依据为国家标准《城镇燃气技术规

范》GB 50494一2009第6.1.2条规定;用具连接管设计使用寿命
的依据为行业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12一

2013第4.2.6条第6款规定不低于燃具的判废年限，燃具的判废

年限按国家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GB 17905一

2008的第7.3条执行。



4 设 计

4.1 一 般 规 定

4.1.1 管网系统的设计应根据燃气种类、燃气具类型、安装位置、

设备数量及管道长度进行综合确定。

4.1.2 燃气用户工程不锈钢波纹软管的选型及长度尺寸确定可

参见本规程附录A。其中第A.0.3条主要参考英国标准《家用低

压燃气管道(d簇35mm)的安装规范)} BS6891:2005，并增加公称尺

寸DN13的不锈钢波纹软管的燃气流量;第A.0.4条一第 A.0.5

条主要引用日本燃气协会发行的《燃气用不锈钢波纹管(软管)配

管安装技术要领》。

4.1.4 输送管的敷设有明管敷设、暗封敷设形式，用户工程施工

时可根据需求进行合适的选择。

4.1.5 因使用寿命原因，用具连接管不可选用暗埋形式进行敷

设。

4.1.6 为防止输送管因自重等原因导致管体变形及接口处密封

失效，应固定在墙面或固定的建筑物上，水平及垂直方向设置的支

架或管卡均按此要求执行。

4.1二7 输送管、用具连接管刚度较小，故不能承受阀门、燃气表、

器具的重量和操作扭矩，阀门、燃气表、器具应进行有效固定，防止

管体变形及接口松动导致漏气。

4.1.8 为保护输送管，输送管穿墙、穿楼板时应加钢制套管，钢制

套管引用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94一2009第4.1.5条和第4.1.6条，并增加DN13规格的要求。

4.1.9 与其他管线平行或交叉敷设时的间距引用国家标准《城镇

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一2006第10.2.36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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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0 电弧容易击穿输送管、用具连接管，产生安全事故，因此

严禁将输送管、用具连接管作为接地导体或电极使用。

4.1.11 弯曲半径为弯曲内径R(见图1)。

图 1 弯曲半径

4.1.12 为减少管道接口，燃气表出口端与输送管连接时采用表

用管件可有效减少接口数量，提高用气安全。

4.1.13 根据相关施工经验，使用带泄漏检测功能的管件可以大

大提高输送管的使用安全性。

4.2 室内明管敷设

4.2.1 输送管明管敷设对室内美观产生影响，增设防护管罩可起

到美化、防尘、防紫外线等效果。防护管罩的阻燃性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一2010

第6.1.10条的规定。

4.2.2 输送管被覆层采用聚氯乙烯(PVC)或聚乙烯(PE)材质，

以上材质质软且不耐热，所以设置时要防机械损伤、与热源有一定

距离，确保安全。

4.3 室内暗封敷设

4.3.1 暗封敷设后，因管道不可见，为确保安全，宜对管道进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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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固定。

4.3.2 暗封敷设安装时，检修不方便，为确保安全，暗封部位应为

整根，中间不得有接头。

4.3.3 吊顶、橱柜等暗封位置的进出口容易对被覆层产生损伤，

增加套管后可起到防护作用。

4.3.5 输送管暗封在建筑物内后容易被钉子钉穿，并引用行业标

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94一2009第

4.3.22条第4款设定本条。

4.3.6 本条内容根据相关施工经验编写，大于DN25 通径的输

送管采用暗封在建筑物内时施工不方便。

4.3.7 管件盒是指埋设于建筑物内，端面高出或平齐建筑物平

面，用于设置与输送管连接后的管件、方便检修的盒体，材质可采

用金属或非金属。

4.3.8 出人墙防护组件是用于输送管暗封在建筑物内出人墙时

防护输送管被墙体或硬化后水泥砂浆损伤的组件。

4.3.9 电弧容易击穿输送管，在安装时应严格防患。

4.3.10 本条内容根据相关施工经验编写。

4.3.n 覆盖的砂浆中不允许添加固化剂是为了防止砂浆迅速固

化而使被覆盖的输送管产生应力;砂浆中带黄色是为了在安装其

他设备及装修时避开燃气管道，起到警示作用。

4.4 沿外墙敷设

4.4.1 本条引用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一2006

第6.3.15条第2款对室外的燃气管道沿建筑物外墙敷设的相关

规定。

4.4.3 本条引用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一2006

第6.3.15条第3款的规定，与其相一致，在确定沿外墙敷设的输

送管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设备之间的最小净距时，架空电力线

与燃气管道的交叉垂直净距尚应考虑导线的最大垂度，本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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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参考了实际燃气公司的安装文件。

4.4.4 输送管在沿外墙敷设时，安全及检修不便，应为整根输送

管，中间不应有接口。

4.4.5、4.4.6 外墙敷设的输送管更易受外界的环境影响，在输送

管外部增设管槽可对软管进行有效防护，固定支架或管卡的设置

可减小软管刚度的影响。管槽采用塑料材质时，阻燃性应符合国

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GB/T 26002一2010

第6.1.10条的规定;管槽采用金属材质时应按国家标准《人造气

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GB/T 10125规定的试验设备、中性盐雾

试验试剂和试验方法进行试验96h试验，确认无生锈、无裂纹及其

他有害的缺陷。

4.4.8 本条引用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CJJ94一2009第4.3.14条对沿外墙敷设的燃气管道的相关规
定。

4.5 商业用气环境室内敷设

4.5.3 本条第1款规定的套管主要起防护作用，套管为塑料材质

时容易受外力冲击、钉子钉穿，因此在塑料套管上方设置金属防护

装置进行防护。第3款内容根据相关施工经验编写，在专用管件

盒内填充防爆沙是为了进一步确保用气安全，安装示意图为其中

一种安装方式。



5 安 装

5.1 一般 规 定

5.1.2 输送管的安装有专用工具，可保证端口质量。

5.1.3 目前市面上的输送管生产厂家同规格产品的尺寸均有差

异，采用不同厂家生产的输送管和管件匹配有漏气风险。

5.1.4一5.1.7 保存、运输不当时，输送管、用具连接管易受腐蚀

影响，且输送管、用具连接管易受重击、碰撞、拖拉、抛掷等人为因

素影响而产生变形，从而影响使用寿命及性能，因此给予基本的原

则性规定。

5.2 输送管的安装

5.2.1、5.2.2 在测量所需长度上增加一定的长度以防止端口不

平整重新切割的情况产生。输送管与管件安装对波纹管的切割后

管口质量要求较高，宜用专用工具进行切割，以保证切口质量，以

防切割后不平整会有漏气风险。

5.2.3 由于不同的制造商所提供的管件尺寸及结构均有差异，操

作时需按厂家提供的《安装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以保证安装的

规范性。另外，波纹管原管长时间裸露在空气中容易产生腐蚀等

问题，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裸露。

5.2.4 本条参考国家标准《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

GB/T26002一2010第6.1.4条关于软管弯曲次数的规定，满足

实际施工需求并确保软管性能安全，特规定操作中的弯曲次数。

5.2.5一5.2.7 这三条规定了输送管在明管敷设、暗封敷设情况

下的基本安装要求。

5.2.8 本条主要引用了有沿外墙敷设方式的燃气公司的安装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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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并根据实际施工经验进行编写。

5.2.9 输送管管件接触酸性物质后会产生腐蚀，安装时应特别防

5.3 用具连接管的安装

5.3.2一5.3.4 这三条规定了安装注意事项，安装时应按产品使

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5.3.5 螺纹接口使用性及安全性较好，推荐使用螺纹接口。市面

上插人式接口的尺寸不规范导致接口漏气等现象较多，特对接口

尺寸进行要求，胶管接口尺寸应符合行业标准《建筑用手动燃气阀

门》CJ/T18。一2014第5.3.2条的规定。

5.3.6 用具连接管的安装位置与橱柜门、拉篮等较近时会经常触

碰从而使用具连接管受损。

5.3.7 腐蚀性液体会对用具连接管产生腐蚀，安装时应特别防

范。



6 现场检验与验收

6.1 现场 检 验

6.1.1、6.1.2 这两条规定了输送管、用具连接管、管件现场安装

过程中的主要检验项目，包括进场时的产品及组建检验，安装过程

中的检验以及安装后的检验和检查等。

6.1.3 本条主要引用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

收规范》CJJ94一2009第8.1节的规定进行规定。为保证试验安

全，试验介质应采用空气或氮气，用其他介质存在安全和腐蚀等风

险。规定第4款，目的为保证燃气管道压力试验结果的安全;试验

用压力计量装置的量程和精度关系到压力试验结果的准确性，因

此予以规定。

6.1.5 本条对燃气管道系统进行严密性试验做出了规定。

    2 引用国家标准《波纹金属软管通用技术条件》GB/T

14525一2010第6.4.2条规定。

    4 引用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94一2009第8.3节，结合施工实际需求，确定严密性试验时

间。

    6 要求预留的软管末端加装专用堵头进行防护可有效地防

止腐蚀性液体、灰尘、不明介质进人管体，对管体产生伤害。

6.2 验 收

6.2.1一6.2.4 这四条规定了用户工程燃气不锈钢波纹软管竣工

验收的基本要求和重要项目。

6.2.5 采用电子档案可方便档案的储存、调取，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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