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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提出。

本标准由深圳市燃气行业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编单位：深圳市燃气行业协会

本标准参编单位：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燃气用具有限公司

裕富宝厨具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史小军 任之琳 邓四平 钟一华 唐 波 安跃红

李晓莉 李书涛 李 威 杨 迪 龚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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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提高深圳市燃气具安装、维修质量和服务水平，降低因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导致的燃气

事故风险，根据燃气燃烧器具特点及深圳市地域性有关要求，并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的制定从服务的角度提出安装维修应具备的条件和要求，提升燃具安装维修中用户的体验

感，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城市建设治理过程中,让市民的幸福感、认同感、获得感持续提

升。



T/SZGA 002—2020

2

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服务标准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商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服务的术语、定义、总则、基本要求、用户的责

任和义务、服务提供要求、服务评价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服务活动的相关企业和从业人员。

本标准不适用于工业用途燃具的安装维修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7905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

GB/T 25503 城镇燃气燃烧器具销售和售后服务要求

GB/T 27922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GB/T 28885 燃气服务导则

GB/T 34432 售后服务基本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3.1

燃气燃烧器具 gas appliance

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沸水器、采暖

器、空调器等器具（简称燃具）。

3.2

燃具企业 gas appliance enterprise

生产、销售、安装、维修燃具的企业或组织。

3.3

服务人员 the personnsel of the service

燃具安装维修工和承担客服工作的人员。

3.4

燃具安装维修工 gas appliance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practitioners

使用工具，安装、调试、维护和修理燃气灶具等燃气燃烧器具及附属设施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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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售后服务 after-sales service

售后服务售出是指燃具出售后，为满足用户的需求提供的安装、维修、咨询、投诉等一系列活动和措

施。

3.6

售后服务网络平台 after-sales service network

售后服务网络平台是指实现咨询、配送、安装、维修等服务内容的信息网络。

4 总则

4.1 安全性

燃具企业应严格按照安全标准规范作业，使用符合国家标准及适配的材料配件。

4.2 规范性

燃具企业应依据国家标准制定企业安装维修服务规范、标准，并严格执行和遵守。

4.3 透明性

燃具企业应公示安装维修服务流程、时限、收费标准、服务电话、服务网点等与服务有关的各项信

息。

4.4 可追溯性

燃具企业应建立用户服务档案，实现服务的可追溯性。

5 基本要求

5.1 服务保障

5.1.1 燃具企业应当设立或者委托设立售后服务站点，配备经考核合格的燃具安装、维修人员，并负

责售后的安装、维修服务;应配备与其业务相适应的燃具安装维修设备、工具和检测仪器。

5.1.2 燃具企业应建立服务标准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包括服务流程、服务规范、服务承诺、服务问

责、服务投诉处理、应急响应等制度。

5.1.3 燃具企业应配备服务场所，设置服务电话、服务受理渠道、营业网点，宜提供线上服务平台。

5.1.4 燃具企业应持续优化服务管理，精简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降低服务成本和价格。在提供

用户燃具安装维修服务时，积极配合用户和燃气企业，及时上门安装调试燃具。

5.1.5 根据GB/T27922《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规定的服务品质提升要求，燃具企业应设立服务质

量评价指标，持续完善服务目标，并定期开展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评价活动。

5.2 燃具安装维修工



T/SZGA 002—2020

4

5.2.1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装备必要的安装维修材料和部件，满足安装维修需要。

5.2.2 燃具企业应建立燃具安装维修工长效培训机制，对在岗员工进行持续的相关培训，包括服务礼

仪、服务标准等内容，以适应燃具产品推陈出新及安装、维修服务质量的需要。

5.2.3 根据GB17905《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则》规定的安装维修资格要求，燃具安装维修工应

经考核合格，确保从业人员具备安装和维修所要求的技能，考核结果可通过信息化系统查询。

5.2.4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着装整洁、佩戴工牌、举止文明、用语规范、遵守职业道德、有较好的沟通

能力与服务技巧。

5.3 用户信息

5.3.1 燃具企业的用户信息档案应包括安装、维修记录、服务单据、回访记录等内容，实现服务的可

追溯性和用户服务信息的安全性。

5.3.2 燃具企业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燃具企业收集、使用

用户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

5.3.3 燃具企业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用户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燃具企业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丢失。

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5.3.4 燃具企业应建立用户信息管理系统，满足用户查询、咨询、预约、投诉等业务的需求，宜利用

互联网技术建立售后服务网络平台。

5.3.5 按照GB/T 25503《城镇燃气燃烧器具销售和售后服务要求》规定的售后服务活动联系和反馈系

统要求，用户信息档案宜采用电子信息存储在企业售后服务网络平台。燃具服务档案存档期限应不低

于国家规定的燃具使用年限；商用燃具服务档案存档不少于3年。

5.4 服务承诺及收费标准

5.4.1 燃具企业应制定并公布服务承诺和收费标准。

5.4.2 燃具企业应承诺服务范围、上门服务响应时间、投诉响应时间等，并公示相关信息及服务热线

电话。

5.4.3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明示收费标准和服务标准，经用户同意后方可进行作业。

5.4.4 安装维修完成交付时，如有收费，燃具安装维修工应向用户提供有效票据或有效票据获取途径。

5.5 服务过程

5.5.1 燃具企业在受理用户安装维修需求时，响应时间应在 24 小时内，特殊情况应及时告知用户。

5.5.2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照与用户约定时间到达。燃具安装维修工对不能按时应约的，应及时告知

用户需要等待的时间；对不能应约的，应至少在约定时间前通知用户并优先重新预约服务时间。

5.5.3 上门服务前，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提前了解用户需求，做好服务准备，避免多次上门。

5.5.4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主动说明来因和出示考核合格证明，用户可利用信息手段查询安装维修人员

信息。燃具安装维修工应尊重用户隐私，未经用户同意，不应进入与服务项目内容无关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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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与用户协商制定服务解决方案。

5.5.6 对于燃具或安装维修环境不符合规范要求，不予安装和维修，燃具安装维修工应主动告知用户

相关规范和解决方案，在作业记录中注明情况，并请用户签字确认。

5.5.7 服务结束，涉及作业记录的，燃具安装维修工应准确记录，并请用户签字。

5.5.8 服务完成，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清理现场，并带走作业垃圾。

6 用户的责任和义务

6.1 用户应按产品使用和安装说明提供符合安装及维修要求的场所和环境，保证燃具能够正常安装、

维修、使用。

6.2 用户应按说明书中的有关规定使用及保养燃具。

6.3 用户应配合燃具安装维修工的服务工作，对其提出的整改、检修要求应给予协助。

6.4 用户在发现燃具使用有异常时，应立即停止使用，关闭气源阀门及燃具开关，并及时与销售者或

生产者联系，取得技术支持和服务。

6.5 在发生事故后，用户应保护好现场，通知有关部门，并配合调查。

7 服务提供

7.1 接待受理

7.1.1 按照GB/T28885《燃气服务导则》规定的接待用户要求，服务人员接待用户应满足下列要求：

a) 礼貌用语，认真倾听，不应推诿，按规定做好受理记录；

b) 按照企业规定或者承诺的时限内答复、办理；

c) 不属于本企业解决的问题，应告知用户。

7.1.2 服务人员接待用户应按下列程序：

a) 问候语；

b) 报企业名称及工号；

c) 问清事由；

d) 提供相关服务；

e) 道别语。

7.1.3 服务人员进行投诉受理时，应记录投诉内容，按约定时间处理，并进行跟踪回访。

7.1.4 服务人员在服务过程中应记录用户信息、用户需求、产品信息等相关内容。

7.2 上门安装

7.2.1 燃具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核实待安装燃具的适用气源、品牌型号、零部件等基本信息，不符合安装要求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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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安装；

b) 如无气源适配性标识的燃具不予安装，并主动告知用户燃具气源适配性标识相关规定，引导用户向

燃具销售者索要气源适配性标识；

c) 燃具气源不匹配的，应告知用户更换气源匹配产品再行安装。

7.2.2 安装环境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现场使用环境，如不符合安装条件的不予安装，待符合安装

条件后再予安装；

b) 燃具安装维修工安装之前应对燃具的安装环境是否符合国标安装要求进行甄别，燃具安装应满

足强排产品不得安装在浴室的规定。对于用户需安装在浴室内的要求，应告知用户换取符合安装

在浴室内的平衡机产品再行安装；或与用户协商强排产品安装在浴室以外的安装方案；

c) 燃具安装维修工安装之前应对燃具的安装用电、用水环境进行甄别，商用燃具还应对排水、排

风、消防环境进行甄别，对于不符合条件的应明确告知用户进行整改，用户可选择有资质的人

员提供有偿服务进行整改。

7.2.3 安装实施

燃具安装维修工与用户协商燃具安装方案，明确安装位置、安装所需材料和零部件、安装收费等内

容，告知用户安装步骤和基本用时。燃具应按相关标准规定进行安装。

7.2.4 安装检验

a) 燃具安装完毕使用前，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 CJJ12《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做严

密性检测，满足燃具给水、排水、供电、供暖、供燃气要求；

b) 燃具安装完毕后应进行运行工况测试，使燃具燃烧正常，各种阀门、开关、控制装置可靠有效；

c) 检验、测试应有用户在场，并告知用户结果。

7.2.5 告知及培训

安装结束后，安装维修工应告知用户产品操作、常规保养、使用注意事项，并对用户进行安全使用宣

传，应对商用燃具使用者进行培训。

7.2.6 安装交付

交付使用前，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清理工作现场，填写安装完成工作单，并请用户评价、签字确认。

7.3 上门维修

7.3.1 燃具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维修前应对燃具的使用状况进行甄别，核实待维修燃具的适用气源、品牌型号、

使用年限等基本信息；

b) 超过安全使用年限的产品，维修人员应建议用户报废更新。对于仍使用铝箔烟管的燃具，需同

时进行更换。

7.3.2 维修环境识别

a) 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照相关标准评估现场使用环境，如不符合使用条件的不予维修，待符合使

用条件后再予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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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燃具安装维修工维修前应对燃具的使用环境进行甄别，对于强排产品安装在浴室内的，应明确

告知用户转移燃具安装位置，符合使用环境方可维修；

c) 燃具安装维修工维修之前应对燃气燃烧器具的安装用电、用水环境进行甄别，不符合要求的燃

具需整改后方可维修。用户可选择有资质的人员提供有偿服务进行整改。

7.3.3 维修实施

燃具安装维修工根据用户描述进行故障排查，明确故障原因，与用户协商并确定维修方案，方案应

包括维修方式及服务费用。燃具应按相关标准规定进行维修。

7.3.4 维修调试

a) 燃具维修完毕，若涉及气路部件，燃具安装维修工应按相关标准做气密性检测；

b) 燃具气密性检测后，燃具安装维修工应进行运行工况测试，使燃具燃烧正常，各种阀门、开关、

控制装置可靠有效；

c) 测试应有用户在场，并告知用户结果。

7.3.5 告知及培训

按照GB/T 25503规定的安装维修者安全宣传义务，维修结束后，安装维修工应告知用户产品操作、常

规保养、使用注意事项，并对用户进行安全使用宣传，应对商用燃具使用者进行培训。

7.3.6 零部件回收

免费维修更换下的零部件，应由维修方回收；用户付费更换下的零部件，应交给用户。

7.3.7 维修交付

交付使用前，安装维修工应清理工作现场，填写维修完成工作单，并请用户评价、签字确认。

7.4 维护保养

安装维修工根据用户需求可提供维护保养增值服务。

8 服务评价

8.1 企业自我评价

企业自我评价的方式包括内部服务检查、业务关键指标监控、用户满意度测评等。

8.1.1 内部服务检查

企业应制定详细的检查标准，组织内部检查，可采用上门跟班检查、神秘顾客调查等方式。

8.1.2 业务关键指标监控

企业应设置服务过程、服务结果的评价指标，对服务质量评价指标进行监控。

8.1.3 用户满意度测评

企业可通过电话回访、问卷调查、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式开展用户满意度测评。

8.2 社会评价

社会评价可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部门、协会、学会、社会评价机构以及用户组织等开展的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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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或用户满意度测评。

8.3 评价指标

8.3.1 服务满意率

满意率应不低于90%，计算方法如下：

满意率=（服务满意工单数÷调查有效工单数）×100%

8.3.2 服务及时率

服务及时率应不低于80%，计算方法如下：

服务及时率=（规定时间内完成服务工单数÷用户预约工单总数）×100%

8.3.3 投诉办结率

投诉办结率应大于或等于95%，计算方法如下：

投诉办结率=（规定时间内投诉办结次数÷投诉总次数）×100%

8.3.4 其它指标

为满足用户需求及行业发展，可设置相应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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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管道及设施安装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户内燃气管道及设施的安装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选用一个容积不超过 35.5L（15kg）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供气，且用气点

不超过 2 个的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文

件。

GB 6932-2015 家用燃气热水器

GB 11174 液化石油气

GB 16410-2007 家用燃气灶具

GB 35844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GB 50028-2006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GB/T 196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 7306.1～2 55°密封管螺纹

GB/T 7307 55°非密封管螺纹

GB/T 7512 液化石油气瓶阀

GB/T 35208 自闭式液化石油气瓶阀

GB/T 26002-2010 燃气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及管件

CJJ 12 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

CJJ 94-2009 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T 197 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CJ/T 490 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

CJ/T 491 燃气用具连接用橡胶复合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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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户燃气设施

customer’s gas installation

用户钢瓶、钢瓶调压器、燃气阀门等。

3.2

居民用户

residential consumer

以燃气为燃料进行炊事或制备热水为主的家庭用户。

3.3

燃气燃烧器具

gas burning appliance

以燃气作燃料的燃烧用具的总称，简称燃具。包括燃气灶具、燃气热水器。

3.4 三通分路器

pipe tee

4 一般规定

4.1 居民用户使用的燃具应适用液化石油气。

4.2 用户燃气质量应符合《液化石油气》GB11174 的要求，气质管理可追溯。

4.3 燃气管道及设施安装人员应经考核具备相应的安装能力，无不良安装记录。专业能力

及安装记录可查询。

4.4 使用液化石油气的场所不得设置其它燃气的燃具。

4.5 瓶装液化石油气居民用户户内燃气管道及设施的安装和使用除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5 用户燃气设施和燃具

5.1 一般规定

5.1.1 燃气阀门、调压器、燃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其产品质量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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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不得拆卸、维修、改造钢瓶调压器、钢瓶瓶阀，且不得改变钢瓶调压器出厂时的设

定状态。

5.1.3 与液化石油气直接接触的零部件应采用耐液化石油气腐蚀的材料制作。

5.1.4 管材、管件应有出厂质量合格证、产品信息、型号标识。

5.2 液化石油气钢瓶

5.2.1 液化石油气钢瓶应当合格且在检验有效期内。

5.2.2 液化石油气钢瓶应设置编码信息，且编码信息应具有唯一性和准确性。

5.2.3 液化石油钢瓶阀应符合《液化石油气瓶阀》GB/T 7512 或《自闭式液化石油气瓶阀》

GB/T 35208 的规定，其设计使用年限应保证至少安全使用一个钢瓶检验周期。

5.3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5.3.1 钢瓶调压器应符合国家标准《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GB 35844 的有关规定，使用

年限不得超过 8年。

5.3.2 调压器出气口宜采用螺纹连接。

5.3.3 调压器宜带有过流切断功能。

5.4 燃气输送管道的管材与管件

5.4.1 输送管道应采用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5.4.2 管材及管件的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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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6002 的有关规定。

5.4.3 管材应带有泄漏检测功能的被覆层。

5.4.4 不锈钢波纹软管和管件的公称尺寸为 DN15。

5.4.5 三通分路器应采用螺纹连接，管螺纹应符合 GB/T7306.1~2 的有关规定。

5.4.6 明装敷设的不锈钢波纹软管应有阻燃聚乙烯被覆层，并具有耐热老化和耐紫外线老

化等性能。

5.5 连接软管

5.5.1 连接软管可采用燃气用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燃气用具连接用橡胶复合软管和

燃气用具连接用金属包覆管。

5.5.2 橡胶复合软管的材质除应满足 CJ/T491 的要求外，还应满足防鼠科动物侵害的性能。

5.5.3 金属包覆管软管应符合标准 CJ/T490 的要求。不锈钢波纹软管应符合标准 CJ/T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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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5.5.4 连接软管两端接口应采用螺纹或承插式，连接方式符合 CJ/T490 和 CJ/T197 的要求。

a ) 软管与燃具或管道入口的螺纹应符合 GB/T7307 或 GB/T 196 标准，密封件采用耐液

化石油气腐蚀的材料。软管与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出气口螺纹连接的螺纹应符合

GB/T7306.1~2。

b ) 软管与燃气器具承插连接时，承插端应符合 CJ/T491；软管与钢瓶调压器承插连接

时，承插端应符合 GB35844；采用承插连接时，应有附加紧固装置。

5.5.5 不锈钢波纹软管用于台式灶时，应采用性能满足台式灶使用要求的专用金属波纹连

接软管，软管两端接头应为螺纹连接。不锈钢波纹软管的防护套厚度及材质应能承受正常

使用时的环境温度，具有耐腐蚀和抗老化性能。

5.5.6 软管材料、性能超出 CJ/T490、CJ/T491 和 CJ/T197 要求的，应在产品标识中明确。

5.6 燃具

5.6.1 液化石油气燃具的额定压力为 2.8KPa。

5.6.2 燃具应具有熄火保护装置，燃气灶具的性能应符合 GB16410-2007 第 5.2.7.1 条要求，

家用燃气热水器的性能要求应符合 GB6932-2015 第 6.1 条的要求。

5.6.3 燃具铭牌应满足 GB16410 或 GB6932 的要求，使用气源压力等标记齐全，气源标识应

标明适用液化石油气。

5.6.4 燃气热水器应选用自然给排气式或强制给排气式。

6 工艺布置

6.1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设置

6.1.1 钢瓶设置于室外时，可贴临建筑物摆放，应有遮阳措施；设置场所环境温度不应超

过 45℃。

6.1.2 钢瓶设置在室内时，设置场所应通风良好。

6.1.3 钢瓶与燃具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0.5 米；

6.1.4 钢瓶与散热设施的水平、垂直净距均不得小于 1 米。

6.1.5 钢瓶设置在瓶柜或橱柜内时，柜体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柜体门下部应设置通风

口，有效通风面积为橱柜底部投影面积的 25%及以上。

6.1.6 钢瓶不得设置在封闭空间、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内。不得设置在起居室、卧室、客房

等人员休息的房间，不得设置在卫生间等潮湿或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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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 设置燃气设施及管道的空间与卧室之间应有实体门分隔。

6.2 燃气输送管道的布置要求

6.2.1 燃气管道宜明设，燃气管道可敷设在厨房、阳台等通风良好的空间。

6.2.2 封闭空间、地下或半地下建筑内，起居室、卧室、客房等人员休息的房间，潮湿或

有腐蚀性介质的房间，均不得敷设管道。

6.2.3 当卫生间内安装热水器时，卫生间内除热水器连接口外不得有接头，且燃气管道需

加套管保护。

6.2.4 设置在橱柜、吊顶中的燃气管道不得有机械接头，吊顶部位应可拆卸。

6.2.5 管道应设在不受外力冲击和高温烘烤的部位，并加装防护管罩。

6.2.6 橱柜内设燃气管道时，橱柜需满足自然通风要求，需在柜门底部开通风口，有效通

风面积为橱柜底部投影面积的 25%以上。

6.2.7 室内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的规定，详见附录 A。

6.2.8 燃气管道不宜穿越灶具的上方，垂直管距热水器净距不小于 300mm，旋塞距灶具的

水平净距不小于 200mm。在油烟机上方经过时，距油烟机的垂直净距不小于 100mm。

6.2.9 管道穿墙时需加 DN32 的 PVC 套管保护，套管及软管均不应有接头。

6.2.10 管道敷设在封闭空间时，管段中间不得有接头。

6.2.11 阀门设置

a ) 仅有一个用气点，且钢瓶与燃具燃气入口间距小于 2m 时，钢瓶调压器出口与燃具之

间可采用燃具连接用软管直接连接，不设阀门。

b ) 仅有一个用气点，钢瓶与燃具燃气入口间距大于 2m 时，应采用输送管道供气。输送

管道系统末端应设置旋塞阀。

c ) 有两个用气点，钢瓶与灶具、热水器均在同一房间，且钢瓶与燃具间距不超 2m 时，

宜采用三通阀与旋塞组合件，可不单独设置旋塞阀；组合件应固定安装。

d ) 有两个用气点，且与钢瓶间距超过 2m 时，可采用三通分路器和输送用管道供气，输

送管道末端应设旋塞阀。

6.3 燃具设置的环境要求

6.3.1 灶具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的厨房内，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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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灶具应安装在靠近厨房排烟道的位置。

b ) 放置灶具的灶台应采用不燃材料。

c ) 连接灶具的管道应位于灶具的外侧，且应低于灶面。

d ) 灶具与家用热水器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300mm，距离不满足时，应加隔热板。

e ) 灶具的灶面边缘与木质家具的净距不应小于 200mm。

6.3.2 热水器应设置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 热水器的上部不应有明敷的电线、电气设备及易燃物；

b ) 燃气热水器与电气设备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 300mm，与木质门、窗的净距不应小于

200mm，当无法满足时，应加耐火隔热板。

c) 热水器的排烟管宜采用金属管道连接。

6.4 报警设施

6.4.1 用气场所和存放钢瓶的场所宜安装燃气泄漏检测报警器。

6.4.2 燃气泄漏检测报警器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镇燃气报警控制系统技术规程》

CJJ/T146 的规定。

6.4.3 燃气泄漏检测报警器应设置在距地面不高于 0.3m 的墙上。

7 燃气管道及设备的安装

7.1 一般规定

7.1.1 燃气管道安装前应满足下列条件：

a ) 根据实际房屋建筑结构，参考附录 B 选择匹配的管道示意图。

b ) 管道布设位置满足工艺布置要求。

c ) 检查产品附带文件，确认管材、管件及材料质量符合要求，管材及管件宜为同一制

造商提供。

7.1.2 管道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94-

2009 的有关规定。

7.1.3 在管道安装过程中如管道需穿墙，不得在承重的梁、柱和结构缝上开孔，不得损害

建筑物的结构和防火性能。

7.2 连接软管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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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采用螺纹方式连接时，连接的螺纹应匹配；连接前应在母螺纹的底部应放置密封垫

片，配合旋紧。

7.2.2 当采用承插连接时，其内径应与防脱接头的类型和尺寸匹配；软管应插入至接头底

部，连接处应采用压紧螺帽（锁母）或管卡（喉箍）固定。

7.2.3 软管的连接方式见附录 C。

7.3 燃气输送管道的安装

7.3.1 管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a ) 安装前应先检查产品附带文件，管材及管件宜为同一制造商提供。安装时应使用专

用安装工具。

b ) 管道应轻拿轻放，严禁触地滚动、抛掷、拖拉及碰撞软管。

c ) 切割管材应使用专用的割管器，切割长度应按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宜在待切割长度

的两头增加适当长度，以满足零部件的装配。切口表面应平整，无裂纹、毛刺、椭圆等缺

陷。

d ) 剥离管道外保护层，应使用切皮器等专用工具，剥离长度应按产品安装使用说明确

定，以与管件匹配。

e ) 根据管道走向，安装管道及管卡座，底面应平直。

f ) 固定管卡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1m，软管弯曲段两侧 50cm 内应设固定管卡。

g ) 管道同一位置弯曲次数不宜超过 3 次。

h ) 与管道直接相连的阀门应设有固定底座或管卡；

i ) 管道及管件应远离热源且防止阳光直射。当无法避免阳关直射时，应加装防护板。

7.3.2 管道与管件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 确认管件内与管道连接处应有相应的密封圈、密封材料或密封结构。

b ) 按产品制造商提供的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c ) 管件连接完毕后，不应裸露波纹管原管。

d ) 有加装防护管罩的，应对管道进行严密性试验，且合格后方可盖上。

e ) 装饰吊顶或装饰层、壁柜的施工应在严密性试验合格后进行。

7.3.3 管道设置在吊顶、橱柜内时，宜沿墙（壁）边敷设安装，并应对管道固定。安装位

置应满足维护、检查的需要，且应有自然通风。



T/SZGA 001—2020

8

7.3.4 当管道穿越墙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 管道必须敷设于套管中，且宜与套管同轴。

b ) 套管内的软管不得有任何形式的机械接头。

c ) 套管与软管之间的间隙应采用密封性能良好的防腐、防水材料填实。

d ) 穿墙套管的两端应与墙面齐平，穿越外墙套管宜内高外低，墙与套管之间的间隙应

采用密封性能良好的防腐、防水材料填实。

7.3.5 与燃具之间的灶前软管连接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a ）软管应为定尺软管，其长度不应超过 2m。

b ) 软管应低于灶具面板 30mm 以上，软管插入式连接时应有管卡固定。

7.4 燃具的安装

7.4.1 燃具安装前应进行下列检验：

a ) 应检查燃具的产品合格证、产品安装使用说明书和质量保证书。

b ) 产品外观的显见位置应有产品参数铭牌，并有出厂日期。

c ) 核对燃气的种类和压力、燃具上的燃气接口,燃具标识的燃气种类与应为液化石油气。

d ) 燃具的安装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家用燃气燃烧器具安装及验收规程》CJJ 12 的有

关规定。

7.4.2 燃气热水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 核对热水器进出水的压力和接口，核对热水器标识的电源。

b ）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安装，并应符合设计文件的要求。

c ) 热水器应安装牢固，无倾斜；

d ) 与室内燃气管道和冷热水管道连接必须正确，并应连接牢固、不易脱落；燃气管道

的阀门、冷热水管道阀门应便于操作和检修；

d ) 排烟装置应通至室外，烟道应有 1％坡向燃具的坡度，并应有防倒风装置。

8 试验与验收

8.1 一般规定

8.1.1 管道系统安装完成后应进行严密性试验。

8.1.2 试验工作由安装人员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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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试验介质应采用空气或氮气，严禁用可燃气体和氧气。

8.1.4 试验的压力计量装置应采用 U 形压力计或电子压力计，压力计最小分度值不得大于

1mm。

8.1.5 试验检查所用的发泡剂中氯离子含量不得大于 25×10
-6
。

8.1.6 加装防护管罩或在橱柜、吊柜中敷设的管道严密性试验应在软管未隐蔽前进行。

8.2 严密性试验

8.2.1 严密性试验应包含管材、接头、阀门。

8.2.2 试验压力不得低于 5kPa。在试验压力下，稳压时间不少于 15min，并用发泡剂检查

全部连接点和外包覆层端面，无渗漏、压力计无压力降为合格。

8.2.3 严密性试验过程应记录在附录 D表中。

8.3 验收

8.3.1 安装完成后，安装人员应会同用户对管道系统进行查验，验收合格后由双方签字确

认。

8.3.2 验收包括以下内容：

a ) 软管系统的安装是否相符规范要求。

b ) 软管系统的严密性试验是否合格。

c ) 阀门的启闭性能是否正常。

d ) 设备材料质量证明。

8.3.3 安装完毕后应设立用户电子档案，档案包括以下内容：用户信息、安装图、严密性

试验记录、设备材料质量证明、安装记录、安装的照片等。

8.4 保修

安装质量的保修期限，应自验收合格日起计算 2年。在保修期内发生安装质量问题的，

安装人员应履行保修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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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Ⅰ

（规范性附录）

室内燃气管道与设备设施、管道净距表

表A-1 室内燃气管道与电气设备、相邻管道、设备之间的最小净距（cm）

名称 平行敷设 交叉敷设

电气

设备

明装的绝缘电线或电缆 25 10

暗装或管内绝缘电线 5（从所作的槽或管子的边缘算起） 1

电插座、电源开关 15 不允许

电压小于1000V的裸露电

线
100 100

配电盘、配电箱或电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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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燃具

主立管与燃具水平净距不应小于30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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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cm。

水池 燃气管在水池下方穿过时应加套管。

注：1当明装电线加绝缘套管且套管的两端各伸出燃气管道1Ocm时，套管与燃气管道的交

叉净距可降至1cm；

2当布置确有困难时，采取有效措施后可适当减小净距；

3灶前管不含铝塑复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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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Ⅱ

（资料性附录）

管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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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Ⅲ

（资料性附录）

接头连接方式

用于连接管件、阀门及燃气用具，分螺纹连接式和胶管插入式两种接头形

式，有以下三种方式连接。

1. 连接要求

1.1 与户内输送燃气的主管道连接的管件、连接燃气用具主管道或阀门端

应使用螺纹连接方式

1.2 固定的燃气用具（如热水器、嵌入式灶具等）可使用 2.1 至 2.3 中三

种方式连接中的任何一种；

1.3 移动式燃气具（如台式灶具）灶具燃气入口端和连接钢瓶调压器出口

端应使用喉箍锁紧插入式（2.1.3）（代号：C）连接方式。

2 连接方式

2.1 螺纹连接式（A型软管）

1-螺纹连接式的管道接口；2-燃气胶管；3-金属护套；4-塑料护套；5-管芯；6-压套；7-螺母；8-

密封圈；9-螺纹连接式的燃烧器具接口

2.2 螺纹锁紧插入组合式连接（B型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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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螺纹连接式的管道接口；2-密封圈；3-螺母；4-压套；5-管芯；6-燃气胶管；7-金属护套 ;8-塑
料护套；9-插口管芯；10-插口螺母；11-插口密封圈;12-插口连接式的燃烧器具接口

2.3 喉箍锁紧插入组合式连接（C型软管）

1-螺纹连接式的管道接口；2-密封圈；3-螺母；4-压套；5-管芯；6-燃气胶管；7-金属护套；8-塑料护套；

9-连接套；10-塑胶软接头；11-保护套；12-管箍；13-插口连接式的燃烧器具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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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Ⅳ

（资料性附录）

安装验收记录参照表

瓶装气居民户内管道系统安装验收记录

用户姓名 联系电话

地 址

小区名称 楼栋单元房号

安装人员 安装时间 工单编号

安装内容

1 输送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长度 米

2 燃具连接用不锈钢波纹软管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数量 根

3 燃具连接用金属包覆软管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数量 根

4 燃气用具连接用橡胶复合软管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数量 根

5 带阀门三通分路器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数量 根

6 三通分路器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数量 个

7 阀门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数量 个

8 调压器 （新） 有□ 无□ 品牌 编码

规格 数量 个

9 管道安装方式 按附图 号安装

10 管道严密性试验是否合格 是 □ 否 □

11 是否向用户出具收费单据 是 □ 否 □

12 与已有钢瓶□、灶具□、热水器□连接 是 □ 否 □

备注说明：

安装简图

安装人员签字： 用户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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