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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意
在安装不锈钢水管及管件前，请仔细阅读本说明书的每项内容；

本说明书仅为提供美亚品牌不锈钢水管及管件的有关信息。

产品介绍

不锈钢水管、卡压式管件

适用于公称尺寸不大于DN300、公称压力不大于1.6MPa的饮用净水、生活饮用水、冷

水、热水、海水、燃气、医用气体等不锈钢管路用卡压式管件的设计、制造和验收。

特点性能

安装便捷

不锈钢水管插入装有密封圈的卡压管件内，用专用的卡压工具卡压,瞬间钳口闭合即

完成连接作业。

劳动强度低

不需要螺纹连接时的复杂套丝作业，也不需要焊接时的时效处理、后处理作业。只

要按照本说明书中的施工要领，谁都能作业，且保证了安装质量。

不使用火源

施工现场不使用火源，确保了施工现场的安全性。

清洁施工

不需要螺纹连接用的切削液或其它附件，也不需要焊接时的一系列焊剂。因此不必

考虑这些添加剂所带来的各种影响。

配管轻量化

因为不锈钢管采用薄壁不锈钢供水管，与其它管种相比流量大，对于高层建筑配管

的轻量化优势尤其特出。

前     言
欢迎使用“               ”不锈钢水管及管件，希望此说明书在您施工安装时给

您带来方便，我们在编制本安装说明书时，已尽力确保说明书中内容没有缺点，如果您

发现说明书中有任何不清楚、错误或过于冗长的地方，请及时与我公司销售中心（不锈

钢业务）或代理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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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选用与追溯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之母材来源于国内知名不锈钢钢厂（宁波宝新、山西太

钢、张家港浦项、上海克虏伯），每一批不锈钢水管可以通过其出厂编号对其使用的原材

料来源进行追溯。

基本尺寸

公称规格
钢管外径

外径允许偏差 壁厚 壁厚允许偏差 备  注
I系列 II系列

DN15 16 15.9 ±0.10 0.8

±10%

卡压式连接

DN20 20 22.2 ±0.11 1.0 卡压式连接

DN25  25.4 28.6 ±0.14 1.0 卡压式连接

DN32 32 34 ±0.17 1.2 卡压式连接

DN40 40 42.7 ±0.21 1.2 卡压式连接

DN50 50.8 48.6 ±0.26 1.2 卡压式连接

DN60 63.5 ±0.32 1.5 卡压式连接

DN65 76.1 ±0.38 2.0 卡压式连接

DN80 88.9 ±0.44 2.0 卡压式连接

DN100 101.6 ±0.54 2.0 卡压式连接

DN125 133 ±0.99 2.5 沟槽式连接

DN150 159 ±1.19 3 沟槽式连接

DN200 219 ±1.64 3 沟槽式连接

DN250 273 ±2.05 4 沟槽式连接

DN300 325 ±2.44 4 沟槽式连接

不锈钢管材和管件的材料牌号及用途

统一数

字代码
牌号 用         途

06Cr19Ni10 冷水、热水、饮用净水和建筑排水等管道

介质中含较高氯离子的使用环境

022Cr19Ni10 冷水、热水、饮用净水和建筑排水等管道

06Cr17Ni12Mo2
热水、耐腐蚀性比SUS304、SUS304L的要求更高的

场合

022Cr17Ni12Mo2

019Cr19Mo2NbTi

S30408

S30403

S31608

S31603

S11972

海水、高氯介质或耐腐蚀性比SUS316要求更高的

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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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锈钢包覆管

即在不锈钢管上包覆PE或发泡加PE，主要功能是为了阻止金属与环境进行化学或电

化学的反应，达到防腐蚀。包覆发泡加PE的不锈钢管有良好的保温效果，可免除热量在传

输中流失，节约无谓的能源浪费。

下列情况宜采用覆塑不锈钢水管：

1. 需防结露的管道；

2. 需保温的管道；

3. 管道直埋在墙体、垫层或土壤；

4. 需对管道采取保护措施时。

不锈钢供水管及管件的储存与搬运

1. 应包装后储存在无腐蚀性气体的干燥清洁的环境内，避免杂乱堆放与其它物料混放。

2. 管材、管件储存过程中，应小心轻放，排列整齐，不得受尖锐物品碰撞，不得抛、

摔、拖、压，施工现场应防止有腐蚀的介质和污物的接触。

3. 管子及管件均为薄壁，请避免粗鲁作业，以免造成瑕疵，尤其在现场注意不要踩踏。

4. 存放施工现场请做好防护措施，防止与泥土、砂砾、铁类等接触，以免生锈等。

5. 管子、管件沾到油污时，请尽速擦拭。尤其是管端及管件橡胶密封圈U形内部。

6. 管材存放时，应将不同规格的管材分别堆放，并做好标志。

7. 管件运输时，应按箱逐层堆放整齐，并固定牢靠，并应有遮盖物，避免雨淋和其

它污染。

不锈钢管材、管件的选材，其输送水氯化物含量宜符合表内数值

统一数

字代码
新牌号

输送水中允许的氯化物含量（mg/L）

冷水(≤40℃) 热水(＞40℃)

06Cr19Ni10 ≤200 ≤50

022Cr19Ni10 ≤200 ≤50

06Cr17Ni12Mo2 ≤1000

≤250

≤250

022Cr17Ni12Mo2

019Cr19Mo2NbTi

S30408

S30403

S31608

S31603

S11972

≤1000

≤1000 ≤250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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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压工具和配件

安全须知：

使用工具时，保持头脑清醒，关注自己手头的工作，不要在疲惫或受到药物、酒精

或毒品影响的情况下使用工具。如果一不留神，就会导致比较严重的伤害事故的发生。

保持工作场所干净整洁和照明充分。混乱和昏暗的环境容易引起安全事故的发生。

在操作设备时，使无关人员（包括小孩、旁观者、非工作人员等）远离工作现场。

操作时工具钳头前面不得站人。操作时注意力应集中，注意力分散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

发生。

在卡压过程中，请手指和手远离卡压钳口。否则卡压钳口可能压伤手指和手，甚至

导致骨折和切断。同时，卡压过程中严禁在钳口所对方向站立。

不得随意调高工具的最高压力，超出已规定之值，将可能会导致人员严重伤害和财

产损失。

工具维修过程中，不得带压操作，工具前方不得站人，以免发生意外。对电动设备的

维修应由持有专业电工资格证的人员进行，严禁无证操作。

卡压工具和配件的种类

卡压工具分为电动液压压接工具、分离式液压卡压工具、电动分离式液压卡压工具。

 

电动液压式压接工具及钳口(DN15~DN50)

大型手动卡压工具钳座

小型手动卡压工具钳座配置钳口（DN15~DN25） 中型手动卡压工具钳座配置钳口（DN32~DN50）

大型卡压工具钳口（DN65~DN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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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分为切割工具、割刀、切管锯、倒角器、画线器、画线笔、卡压钳口、量规

切割工具                     量规                  修边器

 
1．电动液压式压接工具

1.1 卡压范围：DN15/DN20/DN25/DN32/DN40/DN50/DN60

1.2 技术参数：电压-------  220V

              功率-------  520W

              压力-------  32KN

              工作温度范围------- -10℃~50℃

              工具重量----------   4KG

1.3 压接原理

当电动工具开关置于开时，一个内置的电

动马达会驱动液压泵工作，活塞迫使轮向前运

动产生数千公斤的压力施加于管件上。整个压

制过程大约持续5秒钟，即完成卡压过程。

1.4 使用电动液压压接工具注意事项：

请仔细阅读《电动液压式压接工具操作手册》上所有安全须知、电动工具使用与维

护、故障诊断。并加以保留，以备将来参考。

2．手动卡压工具与手动液压泵或电动液压泵：

2.1 用油管将液压泵与钳座相连接，检查各安全注意点；

手动液压泵 打压泵 便携式电动液压泵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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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小型和中型钳座上必须接上钳口，并用定位销固定好上钳口；

2.3 大型钳口之压力传送销切记必须放置大型钳座的定位槽内；

2.4 油泵可使用20#~46#液压油；冬季建议使用20#~32#抗冻液压油。

请仔细阅读《手动工具操作手册》上所有安全须知，工具的使用与维护、故障诊断。

并加以保留，以备将来参考；

3．钳口保养要点

3.1 经常用干净的抹布擦拭钳口，以确保钳口各部位无杂质，如有杂物在卡压结合

面处可用布、百洁布或钢丝球予以清洁。

3.2 定期擦拭防锈油

3.3 严禁任何锐器接触钳口卡压结合，严禁与任何金属撞击。

3.4 钳口使用超过12个月应该送回厂家定期检测尺寸。

卡压式管件的安装

1. 一般要求

1.1 施工安装人员应熟悉卡压管件产品的特点、性能，掌握基本的操作要点，注意

事项。

1.2 施工前应编制作业方案，对初次施工卡压式管道系统的安装人员，作业上岗前

应进行基本的培训，进行技术交流。

1.3 施工人员应了解工具特点，能正确操作使用。

装管时一定要注意：不刮伤密封圈，管子插入管件要正确到位，检查密封材料与用

途是否一致。不忘卡压作业。

2. 安装守则

2.1 安装步骤

2.2.1 下料

确认所需要裁切长度,宜选用专用的电动切管机、手动切管

器或割刀；不宜采用砂轮锯等会产生高温的切割工具。当必须

采用砂轮锯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采用材质不含铁的砂轮锯；

b. 该砂轮锯专用于切割不锈钢管，不用于切割其它金属管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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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去除毛刺

下料端面采用倒角器将端内外毛刺清除干净，以严格防止

管子插入管件时刮伤密封圈。使用锯切必须用锉刀对管口进行

修端，消除端面锋利管边及下料产生的铁屑。锉刀与倒角器一

定要使用针对不锈钢专用的，若使用其它材料的锉刀与倒角器，

可能会使管子产生锈蚀。严禁使用会产生高温的修边手段。
  

切割后管子不得失圆。切割后管口的端面应平整，并垂直于管轴线，其切斜e不得

大于表内的规定；

切斜

切斜允许值                       (mm)

公称直径DN 切斜允许值≤

≤20 1.5

＞25～50 2.0

＞50～100 3.0

＞100～300 3.5

2.2.3 标记画线

管子插入管件前，需要在管子上作插入深度标记线，防止

施工中管子插不到位，导致降低卡压连接的可靠性。并可在工

程检验、验收时得到确认。

2.2.4 检查密封圈

检查管件中密封圈有无污染、错位，并先把管件承插口内

和管子端头部位擦拭干净，不得有水和油等杂物覆在上面。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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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插入管件

管子慢慢插入管件承口深度与画线标志相吻合，调节量不大

于3mm，不得倾斜勉强插入，这样易导致密封圈损伤。

3. 安装要领

3.1 严格按操作程序安装，不能减化步骤。

3.2 文明操作，避免粗鲁操作，避免损伤管材、管件及工具。

3.3 应确认管材、管件内是否有异物附着，如：切管铁渣、油污杂物等应擦试干净。

3.4 转换接头的安装，先将螺纹拧紧后，再卡压，以免造成卡压接头松驰，对移动

活接安装时，与密封圈接触的外螺纹不可转动，而必须拧内螺纹螺帽。

3.5 在接阀门设备之处，应考虑安装活接以便设备维修。

3.6 配管弯曲时，请在直管部位修正，这可在管件部位矫正，否则可能会引起卡压

处松弛造成泄露。

3.7 安装施工中方案修改变更时，对已安装好管路改造，先切断改动部分的配管，

取下修改段，再依变更配管要求，用直接头连接，算好配管长度。

3.8 安装过程中有与异种材料接触的位置，应采取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避免因

此产生的电位腐蚀。

2.2.6 卡压操作

采用液压卡压工具，将管件圆弧凸出部份放入钳口凹槽内，

并确保钳口与被卡压垂直，按下板机，直至卡压完成。由液压泵

传力的工具，观测钳口闭合间隙，钳口闭合即停止卡压，不宜超

压封卡，否则易导致工具的损坏及使用寿命的降低，若卡压处有

松驰现象，可在原处按其形状重新卡压一次。

2.2.7 确认卡压尺寸

采用专用量规（可自行制作）确认锁固成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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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槽式管件的安装

1. 沟槽式连接应按下列步骤进行：管材切割；滚槽机加工沟槽；接头安装。用滚槽

机加工沟槽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1  将切割合格的管材架设在滚槽机和尾架上；

1.2  在管材上用水平仪量测，使其处于水平位置；

1.3  将管材端面与滚槽机止面贴紧，使管轴线与

滚槽机止面垂直；

1.4  启动滚槽机，慢速在管材外壁施压，在规定

时间滚压出环形沟槽；

1.5  停机，用游标卡尺量测沟槽的深度和宽度，

在确认沟槽尺寸符合要求后，滚槽机卸荷，取出管子。

注：在滚槽机滚压沟槽过程中，严禁管材出现纵向位移和角位移。

2. 滚槽机滚压成型的沟槽应符合下列要求

2.1  管端至沟槽段的表面应平整，无凹凸、无滚痕；

2.2  沟槽圆心应与管壁同心，沟槽宽度和深度应符合下表《薄壁不锈钢沟槽式连接

沟槽尺寸》的要求；

2.3  用滚槽机对管材加工成型的沟槽，不得损坏管子；

3. 滚槽机应有控制沟槽深度不至于过深的限位装置。

4. 沟槽式接头安装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4.1  用游标卡尺检查管材、管件的沟槽是否符合要求，以及卡箍件的型号是否正确；

4.2  在橡胶密封圈上涂抹润滑剂，并应检查橡胶密封圈是否有损伤。润滑剂可采用

肥皂水或洗洁剂，不得采用油润滑剂；

4.3  连接时应先将橡胶密封圈安装在接口中间部位，可将橡胶密封圈先套在一侧管

端，定位后再套上另一侧管端；

4.4  校直管道中轴线；

4.5  在橡胶密封圈的外侧安装卡箍件。应将卡箍件内缘嵌固在沟槽内，并将其固定

在沟槽中心部位；

4.6  压紧卡箍件至端面闭合后，即刻安装紧固件，应均匀对称交替拧紧螺栓；

4.7  在安装卡箍件过程中，必须目测检查橡胶密封圈，防止起皱；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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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安装完毕后，就应立即检查并确认卡箍件内缘全圆周应嵌固在沟槽内。

5. 沟槽式连接的卡箍可采用不锈钢材质或球墨铸铁，当采用球墨铸铁时，卡箍与不

锈钢管管壁之间应设橡胶或塑料衬垫。

6. 不锈钢沟槽式连接沟槽尺寸应符合表和图的规定。

表  不锈钢沟槽式连接沟槽尺寸　　　　　　                                           (mm)

公称直径

DN

管外径

Dw

壁厚

t

管端至沟槽边

尺寸

A±0.5

沟槽直径

D.1.

125 133 2.5 16 9 3 (127)

150 159 3 16 9 3 (153)

200 219 3 19 12.5 3 (213)

250 273 4 19 3 (267)

300 325 4 19 3.5 (318)

注：表内钢管的公称压力PN均不大于1.6MPa。

注：控制沟槽直径和管材外径，确保卡箍件结合面的间隙，密封圈紧密压缩。 

图 钢管沟槽尺寸图

沟槽深度

C+0.5
-0.0

沟槽宽度

B0
-0.5

12.5

12.5

管道施工技术要求

1. 卡压式管道施工工序

卡压式接口除能转换接口为活口，卡压口均为永久性口，同焊接相似，没有可拆卸

性，管线一旦装错，必须将该段管线切下，再重新装配。永久性口的可靠性强，能暗埋、

明设比焊接口快速简单。因此需要注重施工工序，熟悉工序要点就会更方便，避免变更时

的麻烦。

2. 施工准备工作

培训安装人员，熟悉卡压管道施工要领，根据图纸现场确认管线走向，统计配件规

格数量及管材规格数量，明确施工组织施工方案，加强施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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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位放线

管道安装施工应确认走向放线，保证水平垂直度符合施工验收规范。

4. 打支架孔

打支架孔的人员必须经过严格训练，考试合格才能上岗，支架孔位一定要准确垂直，

管线的平直度是靠支架来保证的。

5. 安装支架

安装支架前应对孔位校核，支架安装牢固，横平竖直保证管位。

6. 配管落料

根据现场量准配管长度，一般应在现场进行，管长的计算为：

L=LA+2LB

L：下料总长度

LA：两管件可见长度

LB：管件需插入的长度

7. 管道安装

管子安装前，要清理内、外毛刺，画标记线，检查密封圈，经检查合格，便可将管

子插入管件进行管道安装，安装时边安装、边校直管位，边固定牢固。

管道安装可进行大面积同时安装，也可分片区小面积操作；可在现场，也可不在现

场。

严格守则操作，卡压操作时应确定钳口合拢。

8. 管道安装自检

管道安装完毕后，本队班组应对管线施工进行初步检验：管子是否插入管件规定位

置，管线是否横平竖直，支架是否牢固，管线可能有无变更，检验合格无误。

9. 不同材质管的连接

不锈钢管和不同材质的管连接，根据管材的材质不同，有些可直接连接，有些会产

生电化学应力腐蚀，必须采取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才可连接。可直接连接的管材：

只要管径与管件匹配就可连接。

（1）不锈钢管——铜管、铜合金管的电位相近实用连接没问题

（2）不锈钢管——不锈钢塑料复合管

（3）不锈钢管——铝塑复合管属于不良导体可用以连接。

（4）不锈钢管——PPR、PE、PEX、PVC-U、ABS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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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直接连接的管材：

不锈钢管不能和普通钢管直接连接，不锈钢管不可和碳素钢管直接接触，容易产生

电化学腐蚀，必须采取防止电化学腐蚀的措施才可连接或接触。

10. 各类设备连接

卡压管道系统与阀门水表仪表等管道系统配套设备的连接，通过转换接头就可连接。

但一定注意不产生电化学腐蚀效应的材料才能直接连接，与阀门镙纹式连接(见图1)；与

阀门法兰式连接（见图2）；与水表连接（见图3）。

              

图1 图2

　　　

图3

连接方式Ⅲ（法兰）

连接方式Ⅱ（螺纹）连接方式Ⅰ（卡压）

11. 管件的配置方法和所需最小空间尺寸

接头之间的最小间距Lmm

DN15-25      L=30mm

DN32-50      L=50mm

DN60-65      L=60 mm

DN80-100     L=8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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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道支架

（1）活动支架间距

活动支架间距如下表                                                                                       单位：mm

公称直径

DN
10~15 20~25 32~40 50~65 80~125 150~200

水平管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立管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注：参照《薄壁不锈钢管道技术规程》GB/T29038-2012 标准

（2）支架种类

宜选用不锈钢支架、塑钢支架，不锈钢支架应用橡胶或塑料衬垫，避免划伤管子。

这两种支架不会产生电化学腐蚀，也不会产生环境污染，耐久性好。不宜采用铁质支架，

若使用铁质支架应用不导电材料作隔离。钢制防振管卡固定，在支架内安装一定厚度的

橡胶垫圈作为减振。

（3）支架的设置  

         

         

弯头支架正确设置 弯头支架不正确设置

三通处设置支架位置 短弯头固定支架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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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支架的固定方式

A、固定支架； B、简支支架； C、滑动支架。

（5）保温管道的固定

A、口径较大的管道，支架宜直接固定设置在管子上，管子外面作保温，一般热力

管应按国家标准规定执行。

B、小口径不锈钢管由于热伸缩较大，管子固定可采用“外层套管方式”固定管子，

即在保温层外加以固定，保温层最外层应是硬壳类，支架应是固定环。

13. 管道补偿

对温差较大的地区，环境温度变化造成温差较大，由于介质温度变化较多的管道如：

热水管、冷水管由于温度变化而产生较大应力，如果支架不能合理设置，不进行应力补

偿会导致管子变形支架损坏，设计时一定要进行补偿计算。

水表处设置长支架

温度变化，膨胀量计算表按mm/10m计算结果

   温度值℃

膨胀量

管材类别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不锈钢管 0 1.7 3.4 5.2 6.9 8.6 10.4 12.1 13.8 15.5 17.3

计算:  △L=〆LΔt

式中:  △L:管子伸缩量(mm)

〆:热膨胀系数(mm/mm℃) 不锈钢17.3×10-6

L:管子总长度(mm)

Δt:温度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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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不锈钢管管径DN32以下时，优先选择管道折角自然补偿措施。如：自由臂自然

补偿、Z型补偿、∏型补偿、交叉补偿、环型补偿可水平安装也可竖直安装。

自由臂自然补偿 Z型补偿

∏型补偿 交叉补偿

环型补偿

对于DN32以上包括DN32的不锈钢管，可选用补偿器补偿。

常见的补偿器有：波纹式伸缩补偿器、筒管式伸缩补偿器等。

14. 保温及保温材料

保温材料可选用现代发泡材料，但一定不含可溶性卤离子，也可选用传统保温材料

如：珍珠岩、玻璃棉等这些材料不会对管材造成不良影响。保温材料的选择根据不同的

使用条件及温度等因素而定。

包覆管和包覆保温管在连接部位，应将插口端的覆塑层和保温层上翻，安装就绪后，

接口部位和管件处应予缠包防结露材料或保温材料。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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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包覆管和包覆保温管管道安装完毕，在进行加装保温材料之前应进行初验，做水

压试验。

15. 防冻

管道在寒冷地区或冰冻环境一定要有防冻措施加强保温，避免管冻结，并注意以下

几点：

明确地区冬季最冷温度，设定防冻等级、保温层厚度。

保温材料的对接面及保温材料与管材之间不能留有间隙。

在风处及阳光较小照射处，在安装管道时，要用加厚的保温材料。

以冻结速度来说，不锈钢管径越小越易冻结。因此在寒冷地区不宜选择较小管径。

注意：根据使用地区的不同，采用的防冻措施请按设计要求执行。

16. 埋管

需要埋管作业的管道应在埋设当前均应经过初验，水压试验，再进行埋设作业。宜

采用包覆不锈钢管，包覆材料不宜含有氯离子成分。

（1）土埋

A、一般无腐蚀性土地、沙土、黄土均可直埋，管基埋设应符合施工规范。

B、一般无腐蚀性土、埋管穿越马路、河道等应设套管，套管不能直接采用镀锌管

或碳钢管，若用钢套管，应在管内做衬内，衬里材料为绝缘无腐材料。如：水泥砂浆衬

里、树脂类衬内。套管外应做防腐，如沥青防腐，环氧煤沥青防腐等。过路套管也可选

用钢筋水泥管、塑料管等。

C、由于土壤中的溶解盐类、酸性度、含水量、通气性等多种因素土地会引起腐蚀，

一般304管材可在氯化物含量小于200PPm、316管材可在小于1000PPm环境下不用采取防腐

措施，选用土中直埋施工。当大于规定数值时，尤其土质恶劣，如：海岸有迷流电流会

对管道造成电化学腐蚀，应做防腐处理，可采用外缠防腐胶带并重迭1/2宽度。或其它有

效防腐处理。

（2）混凝土内埋

混凝土中埋设不锈钢薄壁供水管时，管子不允许直接与混凝土浇注成一体。应采取一

定防腐保护措施或采用包覆不锈钢管。

（3）楼面墙体埋设

室内暗埋管道，宜埋在建筑层；不宜直接埋入受力结构层，必须要通过的应设套管。

墙体埋设的管道宜采用包覆不锈钢管，管径不宜大于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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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性界面，如：丝接、法兰、活节不允许作室内暗埋。室内暗埋管在埋前应进行

固定接口，管材的检验用水、气压试验，预留接口应进行临时封堵。

17. 管道布置和敷设

（1）引入管不宜穿越建筑物的基础。当穿越外墙时，应留孔洞，敷设套管，并考虑

建筑物的沉降等不利因素。

（2）管道不得浇注在钢筋混泥土结构层内。

（3）管道不宜敷设在配电间、强弱电管道井、烟道、风道及排水沟内。

18. 卡压作业空间

序号 工具类别 紧固规格
要求管子内边沿距墙或障

碍物最小空间距离

1 电动液压式压接工具 DN15-DN60 15mm

2 电动机械式卡压工具 DN15-DN25 25mm

3 小型手动卡压工具
DN15-DN25

手动、电动液压
40mm

4 中型手动卡压工具
DN32-DN50

手动、电动液压
70mm

管道施工验收

管道施工中的每道工序都应有作业人员自检。当施工完毕对管道系统进行水压（气压）

试验、冲洗消毒及竣工验收。

1. 系统试压应用于生活供水（热、冷）、直饮用水、消防输水等管路的系统试压，

一般宜以清水、自来水作水压试验，若给水、排水有困难或冻结环境条件所限的可用清洁

空气代替；采用气体，应按气体试验规定进行，防止管道爆裂，注意安全。

5 大型手动卡压工具
DN65-DN100

手动、电动液压
70mm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施工安装使用说明书



18

注：尽可能采用局部完工局部试压，暗埋前试压，以便迅速发现渗漏点，宜采用10

分钟稳压试压规定。

应用于气体介质等管路的系统试压，宜采用空气，严禁用水作试压介质。

（1）当设计压力小于10kPa，试压压力为0.1MPa，可用发泡剂涂抹所有管件，不漏气

为合格；

（2）当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10kPa时，试压压力为设计压力的1.5倍，且不得小于

0.1MPa，稳定试压30分钟，用发泡剂涂抹所有管件，不漏气为合格，或稳压60分钟观察压

力计无压降为合格；

（3）当设计压力大于0.3MPa时，应在达到试压压力的1/2时停止15分钟，用发泡剂检

查管道所有接头无泄漏后，方可继续升压至试压值，并稳压60分钟，用发泡剂涂抹所有管

件且观察压力计无压降，不漏气为合格。

局部水压用末端装置：

局部水压试验用管端堵塞使用方法：

      

将塞子插入管中 旋转螺母，锁紧橡胶 末端加固定安全装置

试压可参照下表。

管道系统名称 水压试验的压力 气压试验

冷水、热水

最高为工作压力的1.5倍

最高试验压力：2.4Mpa

最低试验压力：0.8Mpa

最高试验压力：0.6Mpa

最低试验压力：0.25Mpa

合格判定
稳压10分钟压力降小于0.01Mpa或稳压

60分钟压力降小于0.05Mpa，为合格。

放置60分钟压力降小于

0.035Mpa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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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压试验步骤

（1）将试压管段各配水点的管端封堵，缓慢注水，注水过程中同时将管子内空气排

出。

（2）管道系统充满水后进行水密封性检查。

（3）系统升压作业，应缓慢升压达额定值后，稳压10分钟或（或60分钟）。

（4）压力降小于规定即为合格。

（5）试压应达合格为至。

3. 试压注意事项

（1）管道系统试验一定要按规范或设计操作，注重对临时封堵严格管理、可靠安全；

不应因临时封堵不重视而留下试压安全隐患，尤其气压试验应特别注意。

（2）水压试验系统管道内的空气一定要排放干净，一边注水，一边排放，排完空气

再升压。

（3）发现系统有渗漏之处，应作好记号，降压及时处理泄漏点后再升压，切不可带

压作业。

（4）隐蔽工程项目，必须在隐蔽之前进行水压试验，不可在隐蔽完毕在进行水压试

验。

（5）管道试压完成后，应尽可能马上投入使用或将试压水放空，特别注意：如水未

放空，长时间未使用可能会导致管道腐蚀。

（6）管道的冲洗消毒工作应按给水设计规范进行（管道冲洗消毒后，应彻底将用于

消毒的液体冲洗干净，避免残留液体对管道造成腐蚀，同时应将管内的水排干净）。

美亚不锈钢水管、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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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亲爱的用户：

感谢您使用我司不锈钢薄壁供水管及管件，您在安装、使用如有任何问题，欢迎使

用以下方式与我司不锈钢部或当地代理商联系。我们会及时给您提供解决之方法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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