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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管道安装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背景

近年来全国城镇燃气安全状况不容乐观，从博燃网

2015年-2018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每年发生燃气事故六七

百起，死亡上百人，造成极大社会影响。而其中户内燃气

事故占比高达 60%以上，大部分为瓶装燃气事故。瓶装液

化石油气的安全管理问题已引起燃气行业监管者和经营者

高度重视，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8月 29日印发了《国务院

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治理工作

的通知》（安委办〔2019〕13号），要求各省、自治区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专项治

理工作，足以看出国家重视程度。

截止 2018年底，深圳市约有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

160.9万户，占全市燃气用户的 44%。在瓶装液化石油气用

户的日常管理中中发现，户内胶管穿墙、超长及使用三通

等安全隐患问题极为突出，市住房和建设局高度重视，提

出拟定技术规范，从根源上规范瓶装燃气户内管道的安装，

重点解决瓶装燃气违规使用三通、软管超长等重大隐患，

这对提升瓶装燃气用户用气水平、保障用气安全，具有十

分重要意义。

二、任务来源

深圳市燃气行业协会通过投标方式，获得深圳市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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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局关于编制《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管道安装技

术规程》编制的委托，承担了该规程的编制工作。

三、编制原则

（一）系统性：

1.从材料选用、安装、用气整体考虑

2.从气质、钢瓶、减压阀到燃气具，全系统考虑

（二）便捷性

1.标准化：提供标准图，附有设备材料单

2.操作方便：减少现场加工

（三）可控性

1.人员信息可追溯

2.设备材料可追溯

3.安装过程可追溯

4.用户明确

四、编制过程

（一）前期准备

1.筹建编制组

根据标准编制的要求，考虑到标准实施涉及到设计、

施工、瓶装气运行管理和管道化的运行管理，由来自燃气

设计、燃气监理、瓶装气经营、管道管理、燃气检测等单

位的十五名专家组成了编制组。

2.征求相关编制意见

启动编制前，召集了相关瓶装气企业人员探讨了瓶装

气户内软管隐患可能采取的解决方案，并根据深圳市燃气

集团多年户内管道运行管理的经验，确定了液化石油气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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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户管道工程构想，制作了二个户内瓶装气用户户内管

道化的样板。将瓶装户内管道化规程分为 8个单元：1）钢

瓶，包括钢瓶角阀或直阀；2）钢瓶调压器；3）连接软管；

4）输气管道；5）燃气器具；6）系统构成；7）安装和验

收要求；8）系统管理。

（二）资料收集与分析

瓶装燃气居民用户户内管道化与燃气经营、燃气器具

销售和安装维修、燃气软管和燃气调压器及燃气系统的整

体性能等内容相关，共收集到涉及户内燃气设备、设施及

工艺依据的主要标准和法规 62项，分为 5个方面，分别是：

综合管理要求依据的法规和标准（其中法规规范 6项，标

准 15项）、安装和验收依据的法规和标准（其中规范 2项，

标准 1项）、燃气器具安装维修及使用依据的法规和标准

（其中规范 4项，标准 16项）、燃气管件、管材及软管

（其中标准 8项）、钢瓶及钢瓶减压阀（其中规范 3项，

标准 7项）。根据对已收集的标准初步梳理，户内燃气设

备设施具备的安全保护部分功能包括：过流、超压保护功

能、熄火保护等。

收集近几年有关户内燃气管道、燃气安全的相关文献

31篇，其中涉及燃气户内安全的论文 9篇、燃气管材设施

的论文 8篇、户内管道工艺的论文 7篇，未收集到有关瓶

装气户内管道化相关研究内容的文献。

（三）专项研究

采取对标调研的方式，对液化石油气户内工程的先进标

杆地区进行专题调研，确定了七个专项研究内容：

1.燃气橡胶软管性能、适用范围、产品标识对标。重点

关注了软管的使用范围、使用寿命、产品标识、尺寸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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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口要求等。对软管使用现状进行分析，提取了部分抢修

留存的受损软管，共计 72段，初步分析表明软管被老鼠咬

坏的量比较高，软管的质量和品质难以判断。同时，注意

到上海和香港地区已对燃气软管建立了相关的管理机制，

香港机电工程署制定的《工作守则 气体应用指南之一：低

压气体软喉的批准》，并按照此规定开展相关工作；上海

市按照企业自愿申报的原则，对通过第三方权威检测单位

检测，符合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的销售产品，按《燃气用

软管产品公告办理程序》，向社会进行公告相关产品状况。

2.液化石油气钢瓶及调压器对标，连接气密性。钢瓶瓶

阀的设计使用年限应保证至少安全使用一个气瓶检验周期，

并不可拆卸、不可维修。明确液化石油气钢瓶必须具备钢

印标识、外观涂敷标识和电子信息标识，燃气企业和居民

用户应可通过瓶阀编码信息核查瓶阀的有效性。不得使用

YSP118Ⅱ型的钢瓶。当调压器采用插入式连接软管时，选

用带过流切断功能的调压器，可防止因软管脱落或鼠咬出

现大量液化石油气泄漏。对于钢瓶的设置，如设置在厨房

内专设的钢瓶小室，则小室中可考虑采取通风措施。

3.可接通燃气的房屋结构、燃气产品的检测方式、安装

质量控制和管道质量检测标准对标和例外。由于液化石油

气居民用户管道工程作业简单、作业量小、工程零星分散

特点，不可能按管道燃气工程的建设程序去管理，因此，

在编写和实施本技术规程时规范技术规程的适用范围。建

议仅适用于采用单个瓶装液化石油气供气，且用气点不超

过二个的单户居民用户的管道安装工程，建立安装作业管

理信息化平台，对安装使用的材料统一招标，材料管理采

用数字化认证，且安装现场扫码上传到安装作业管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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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平台，实现使用材料的可辨真伪及可追溯，管道安装完

成后，相关信息也上传至管理信息平台。

4.热水器、灶具产品质量要求、用气量、安全性能、适

用范围、接口型式标准对标（国标、企标）。国内热水器、

灶具产品种类繁多，质量良莠不齐。现实中部分产品未按

国家规定设置基本安全保护措施，仅只满足供热功能的灶

具（尤其单眼灶），这类燃气灶属于不符合国家规范的不

合格产品，应予以杜绝。国家关于燃气器具的标准提出了

燃气热水器、灶具等产品的质量要求、应具备的安全性能、

使用范围、安装条件、接口型式、执行标准、安装要求等，

燃气热水器产品性能应满足燃气系统气密性、烟气中一氧

化碳含量、热水产率、防过热安全装置、接地措施、接地

电阻、泄漏电流、电气强度、热效率、宽电压设计、低水

压启动功能等项目基本要求，家用燃气灶具则具有自动熄

火保护装置等。正规厂家出厂的所有燃气热水器、灶具铭

牌应信息完整，气源标识、使用气源压力等标记齐全。条

形码完整，标识条形码机器上的位置、数量及一致性，便

于识别每一台热水器并进行售后维护服务，做到每一台产

品具备可追溯性。也便于安装人员识别产品是否具备安装

条件，建议今后所有燃气热水器、灶具等产品的安装做好

信息留存，便于今后追溯。

5.燃气户型筛选、管道走向。根据我国目前的规范规定，

封闭空间（无外窗无自然通风）、开放式厨房（厨房与客

厅或者卧室无隔门）、厨卫一体（厨房卫生间未完全分隔）

均不得用气的前提，结合以往户内燃气管道设计过程中遇

到的大量户型，进行简化、统一、格式化、优化后，按不

同典型户型布置了不同的燃气管道走向，确定钢瓶可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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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便于安装人员根据复杂的厨卫阳台等不同户型、不

同情况迅速判断、确定管道走向，使其达到标准化。同时

也建议今后所有户内设施的安装应做好安装人员、安装内

容、使用管材、主要零部件、阀门等的信息留存，网上记

录，具备可追溯性及紧急工况下检修人员检修。

6.户内燃气施工的法规标准及具体内容分析，户内安装

验收程序及质量保证要求。提出了对“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

的定义进行讨论，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准确的定义。对户内

燃气施工的质量验收程序，建议采用检验表形式，方便快

捷。提出了施工验收和质量控制、规范燃气软管和调压器

管理、启动相关材料、设备等地方标准的编制的建议。

（四）调研与考察

2019年 5月 29至 5月 30日编写组成员对两家燃气器

具企业调研了燃气器具制造企业，了解掌握了器具安全功

能、制造安装、使用维护等环节的要求及企业对器具使用

特性、使用效能、安装要求、应用限制条件等要求。调研

了解到燃气气质中掺混二甲醚后，由于对器具的密封材料

会有腐蚀，从而导致设备密闭性受损，但二甲醚对于燃气

器具的密闭性的影响程度无法确认。燃气器具新产品的安

全性能完全符合国标要求，且部分产品部分安全性能，如

防干烧等，由于中式烹饪的特点，效果不及西式。新品燃

气器具中的燃气热水器主要部件可追溯，其余暂未实现。

2019年 10月 22日至 25日编写组成员调研了两家燃

气管道材料生产制造厂家，本次调研是在标准编制内容初

步确定，对燃气管材、管件的要求比较明确的情况下进行

的，了解掌握管道现场加工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自标准开始编制至目前，分别考察了五个实验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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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位于天津的国家燃气用具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燃气行

业的国家级实验室，是我国燃气行业全方位试验检测中心，

可做所有燃气相关的测试；位于广州的广州港华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可进行软管拉伸、老化、热水器热效能等测试；

位于顺德的万和公司的试验室，可进行燃气器具的相关性

能测试；位于深圳的深圳市燃气设备检测有限公司，可进

行燃气器具、钢瓶调压器、软管等测试；位于安徽芜湖的

泰和可进行不锈钢波纹管的相关试验测试。

（五）试验测试

重点关注连接软管、钢瓶减压阀和燃气器具的相关检

测测试数据，尤其是市场上销售的连接软管、钢瓶减压阀

和燃气器具与燃气使用安全性相关的性能指标。共计有 90

件家用燃气灶具、51件家用燃气快速热水器、68根家用煤

气胶管和 63只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的标识、气密性熄火

保护、结构尺寸等数据。针对城市居民使用最多的习橡胶

软管，提取了 25根复合橡胶软管的样品，按照国家标准的

测试要求进行拔出力的初步测试和标识检测、结构尺寸检

测。

（六）标准起草

标准起草大致经过了几个阶段：编制框架的确定、草

稿起草、讨论稿、汇报稿和专家评审稿几个阶段。在草稿

起草阶段，根据资料收集情况，确定了第一次调研的内容，

并开展了相应的调研，确定了编制框架和编制原则。在讨

论稿确定过程中，针对标准编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召开了

专题研讨会，开展了相关的专项研究，明确编制工作中的

难点和解决方式。在汇报稿编制过程中，开展了第二次调

研，解决了编制中的管材管件现场加工和施工图纸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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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在专家评审稿的编制过程中，进行了专项的检测

测试，明确了市场上连接软管、钢瓶减压阀和燃气器具的

具体状况，了解了影响标准实施的部分因素。

五、标准结构

（一）总体章节划分

标准共分为 8章和四个附录：1、范围；2、规范性引

用文件；3、术语和定义；4、一般规定；5、用户燃气设施

和燃具；6、工艺布置；7、燃气管道及设备安装；8、试验

与验收；附录 A接头方式；附录 B室内燃气管道与设备设

施、管道净距表；附录 C工程施工、验收记录参照表；附

录 D户内管道路由图。

本标准主要分为燃气设施、工艺布置和安装验收三大

部分，同时为便于安装，减少室内设计的环节，根据主要

的户型结构增加了室内管道路由图，构架如下：

（二）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1.范围：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户内燃气管道及设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一般规定

用户燃气设施和燃具 工艺布置 燃气管道与设备安装

试验与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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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安装、使用要求进行了规定。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对采用的城镇燃气技术及设计，钢瓶及其标识、瓶阀、

调压器，不同型式软管，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燃气

室内工程施工与验收，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等方面

的标准规范进行了引用说明。

3.术语和定义

对用户燃气设施、居民用户、燃气燃烧器具、燃气器

具用连接软管、燃气输送用连接软管、三通分路器等进行

明确定义。

4.一般规定

对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户内燃具与气源匹配、用户燃

气质量、燃气设施以及燃具施工安装、场所设置等进行规

定。

5.用户燃气设施和燃具

对居民用户钢瓶及瓶阀、调压器阀门、燃气管道、输

送用管材与管件、接口、燃具质量及其安装等进行具体要

求，确定符合用户使用的燃气设施和燃具。

6.工艺布置

对液化石油气钢瓶的设置、管道布置要求、燃具及设

施、报警设施及环境要求等进行工艺上的设计，严格按照

有关设计规范标准及深圳居民用户实际情况进行细化布置。

7.燃气管道及设备安装

明确燃气管道、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燃

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燃具的安

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并对具体安装提出相

应的注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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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试验与验收

对软管系统的严密性试验及验收、安装质量保修及用

户电子档案建立提出具体要求。

9.附录

对软接头的三种连接方式进行图表说明，对居民用户

燃气工程的施工、验收过程进行表格化记录，提供了附带

材料表的户内管道路由图

六、规程制定依据

我国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工程的技术规范很少，

且为地方性标准，如上海市地方标准 DB31/T900—2015

《住宅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施工及验收规程》，也

仅对居民用户使用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进行规定，

并没有对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所有的燃气设施、设备

进行系统化规范。

本标准编制主要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

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依据 GB50494

《城镇燃气技术规范》和 GB5002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编制，涉及到 GB11174《液化石油气》、GB5842《液化

石油气钢瓶》、GB8334《液化石油气钢瓶定期检验与评

定》、GB35844《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GB/T7512

《液化石油气瓶阀》、GB/T35208《自闭式液化石油气瓶

阀》、GB/T26002《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

CJJ94《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12《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51《城镇

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CJ/T491

《燃气用具连接用橡胶复合软管》、CJ/T490《燃气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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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CJ/T197《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

钢波纹软管》等规范标准。

七、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标准名称

原标准名称中，未包含瓶装气的字样，在编制过程中

专家提出应明确为瓶装气用户。

原标准名称中，包含有工程字样，考虑到工程的性质

和该作业的特点，确定删除工程字样。

原标准名称改为：瓶装液化石油居民户内管道安装技

术规程。

（二）标准范围的限定

该标准使用范围仅现有居民用户，不宜扩大范围，因

其针对居民用户，餐饮用户不可套用。该标准涉及现有燃

气、钢瓶、钢瓶调压器和燃具的质量与匹配性，应对相关

影响因素进行管理。

（三）设备材料

设备材料选用主要考虑如下几点：

考虑到瓶装气居民用户具有小、散、多的特点，实际

安装作业中基本为单个作业，因而因减少现场的加工量，

避免材料现场加工不规范导致的隐患。

考虑到在居民家中作业，部分居民可能是居住在一定

高度的楼层中，应减少外墙作业，同时减少对居民的生活

的影响，防止安装过程的隐患。

（四）工艺布置和安装验收

在该部分内容中，主要考虑到现场的多样性和安装作

业人员判断的差异性，提供了标准的附带材料表的路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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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记录表，供安装人员直接选取，并为标准化管理做好基

础准备。

八、几个特点

（一）工艺

1.突破“一钢瓶一用气点”的传统供气模式，提出了钢瓶供

气管道化，实现了“一钢瓶多用气点”的供气模式。

2.在三通件和用气点之间不足 2m时，提出了三通旋塞阀

组合件的连接工艺，减少供气系统连接口，降低泄漏风险。

（二）设备、材料应用

1.提出了产品可追溯要求及钢瓶二维码应用技术，实现产

品全生命周期管理；

2.提出台式灶具专用不锈钢软管的应用；提出了橡胶软管

应具有防鼠科动物侵害的性能要求。

3.提出了专用三通分路器、F型管件应用；

4.提出了过流切断阀的应用；

5.提出了不锈钢包覆软管应具有泄漏检测口的要求；

（三）高于现有标准的内容

1.提出了瓶阀的设计年限液化石油钢瓶阀的设计使用年限

应保证至少安全使用一个钢瓶检验周期的要求，实现了瓶

阀与钢瓶同寿命的要求；

2.提高对户内燃气热水器的要求，仅限于自然给排式或强

制给排气式热水器，限制了强排式热水器的应用，降低了

室内空气不足窒息风险。

深圳市燃气行业协会

2019年 11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