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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建标协字第 号文 关于

下达 年第二批推荐性标准编制计划的函 的要求 制订本规

程

本规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比例式减压阀和可调式减压阀

的选用 比例式减压阀和可调式减压阀的设置 消防给水系统和热

水供应系统设置减压阀的要求等

现批准协会标准 建筑给水减压阀应用设计规程 编号为

推荐给建设设计 施工单位采用 本规程由中

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归口管理 由上海沪

标工程建设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上海市斜土路 号景泰大厦

楼 室 邮编 负责解释 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修改

和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 上海申标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 编 单 位 上海高桥水暖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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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正确选用和设置给水减压阀 做到安全可靠 经济合理

技术先进 使用和维护方便 制订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新建 改建和扩建的民用和工业建筑中采用

给水减压阀的生活给水 生产给水 消防给水和热水供应工程 室

外给水 矿井给水和建筑中水等工程也可参照采用

本规程不适用下列工程

值不大于 且采用镀锌钢管输配水的生活给水工程

原水总硬度 以碳酸钙计 大于 且未进行水质处

理的热水供应工程

设置有给水减压阀的给水工程设计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生活饮

用水水质标准 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要求



  

 

术语 符号

术语

减压阀

能减动压和静压 并将阀前介质传递至阀后 且压力降低至给

定值的阀门

给水减压阀

用于生活 生产 消防给水系统和热水供应系统的减压阀

比例式减压阀

阀前水压和阀后水压比例相对固定的活塞式结构的减压阀

可调式减压阀

阀后水压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调节的减压阀 按结构型式

可分为直接驱动的直接式减压阀和设有先导式装置的先导式减压

阀两种

减压比

比例式减压阀阀前静水压力与阀后静水压力的比值

动压系数

比例式减压阀在水流动时的阀后水压力与水不流动时的阀后

静水压力的比值

减压阀分区给水

给水 生活给水 生产给水或消防给水 或热水供应系统设置

减压阀 以实施竖向分区的给水方式

过滤器

用滤网截留水中固体颗粒杂质的管式过滤装置

气蚀区



 

 

减压阀在一定的阀前压力和阀前与阀后压差时 会产生气蚀

现象的区域范围

呼吸孔

又名通气孔 比例式减压阀活塞腔和大气相通的小孔

符号

减压阀阀前静水压力

减压阀阀后静水压力

减压阀运行时的阀后水压力

减压比

动压系数

管道公称直径



 

 

基本规定

民用和工业建筑的生活给水 生产给水 消防给水和热水

供应系统 在需要减压的场所 宜设置给水减压阀

符合下列情况时 应装设给水减压阀

高层建筑需要竖向分区给水 且不设置减压水箱时

需减静压时

用水点或消防给水设施需供水压力恒定时

工程中应用的减压阀产品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

定

采用减压阀竖向分区的给水系统 可为水泵供水或水箱

池 供水

减压阀的设置应便于管理 操作 安装和维修 减压阀不宜

设置在吊顶和住宅户门内 当减压阀设置在管道井内时应留出足

够的空间



 

 

给水减压阀的选用

一般规定

在阀前压力与阀后压力有一定比例 且阀后压力不需要调

节的场合 宜选用比例式减压阀

在阀后压力可调或阀后压力值要求相对稳定的场合 宜选

用可调式减压阀

比例式减压阀的选用

比例式减压阀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按设计秒流量选定减压阀的口径 且设计秒流量应在减压

阀 所选口径 减压比和阀前压力值 流量 压力特性曲线的有

效段内

相应于设计流量的阀后压力值 减动压后的压力值 应能

满足最不利处用水配件的水压要求

宜采用减压比小于 的比例式减压阀

当采用减压比不小于 时 宜尽量避开气蚀区

用于减压的比例式减压阀 应符合下列要求

有不同公称直径 不同减压比 不同阀前压力值的流量

压力特性曲线 或有临界点流量值

动压系数 宜为

比例式减压阀的阀后压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阀后静水压力

阀前静水压力

减压比 由设计人员根据产品选用



 

 

式中 阀后动压力

动压系数 由生产厂提供 当管道公称直径 大于

时 宜采用上限值 当管道公称直径 不大

于 时宜采用下限值

比例式减压阀组串联设置或比例式减压阀串联设置时 阀

后压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第一个比例式减压阀阀后静水压力

第一个比例式减压阀阀前静水压力

第一个比例式减压阀减压比

式中 第一个比例式减压阀阀后动压力

第二个比例式减压阀阀前静水压力

第一个比例式减压阀动压系数 由生产厂提供

式中 第二个比例式减压阀阀后静水压力

第二个比例式减压阀减压比

当 时 公式 成为

式中 第二个比例式减压阀阀后动压力



  

 

第二个比例式减压阀动压系数 由生产厂提供

注 和 可相等 也可不相等 和 可相等 也可不相等

串联的两个减压阀间连接管段长度较长时 还应考虑沿程水头损

失值

可调式减压阀的选用

可调式减压阀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要求

减压阀的直径应按产品的流量 水头损失曲线选定

可调式减压阀的压力等级应高于预定的阀前压力值

可调式减压阀阀后最高压力和最低压力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可调式减压阀阀后最高压力值和最低压力值

项 目
压力等级

阀前最高压力

阀后最高压力

阀后最低压力

阀前最低压力应大于阀后动压力

生活给水系统可调式减压阀阀前与阀后的最大压差不应

大于 在有安静要求的场所 住宅 旅馆 医院 生活给水系

统可调式减压阀阀前与阀后的最大压差不宜大于

当生活给水系统可调式减压阀阀前与阀后的最大压差值超过

上述规定时 可调式减压阀宜串联设置或采取防噪声措施

当可调式减压阀公称直径不大于 时 应采用直接式

减压阀 当大于 小于 时 可采用直接式或先导式减

压阀 但宜采用先导式 当大于 时 宜采用先导式减压阀

对用水量极不均匀的某些高层民用建筑 如旅馆 住宅 医



  

 

院 在有安静要求的场合 可调式减压阀宜异径并联设置 异径

并联设置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按主 副减压阀工作情况和流量特性确定主 副减压阀直

径 一般副减压阀宜比主减压阀公称直径小两级或两级以上

副减压阀阀后压力宜比主减压阀的阀后压力高

动压值

注 异径并联设置时 通过的设计流量应按不同公称直径的可调式减

压阀同时工作计算

异径并联设置只适用于可调式减压阀

主减压阀为直接式减压阀时 可不并联副减压阀

异径并联设置时 主减压阀可不再并联同径减压阀



 

 

给水减压阀的设置

一般规定

减压阀应设置在单向流动的管道上

减压阀可设置在干管或支管 立管或横管上 减压阀的设

置部位应考虑维修方便

当单组减压阀组不能达到减压要求时 宜采用两个减压阀

串联 也可采用两个减压阀组串联设置的减压方式

注 两个减压阀串联时 中间应设长度为 倍公称直径的短管

当减压阀阀前压力不小于阀后给水配件或消防给水灭火

设施破坏压力时 应串联设置 当串联设置时 减压阀应为两个

其公称直径 公称压力和连接方式均应一致

减压阀串联设置时 可采用同类型减压阀串联 也可采用

不同类型减压阀串联

同类型减压阀串联设置 其减压比或减压值可相等也可不相

等 不同类型减压阀串联时 沿水流方向 比例式减压阀应在前

可调式减压阀应在后

两组减压阀应并联设置 一用一备 轮换工作 轮换周期宜

为 个月 与环状给水管网连接并向其供水的比例式减压阀 可

在环状管网的两侧各设一组

两组并联设置的减压阀 可不设旁通管 当减压阀阀前压

力不致造成减压阀阀后超压时 可设旁通管 旁通管上应设阀门

减压阀阀体上的箭头方向应和管道水流方向一致 不得装

反

过滤器的选用应符合下列规定

过滤器型式应根据水流方向选用

滤网宜采用不锈钢 铜制作 且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 滤



 

 

网孔口水流总面积应为管道断面积的 倍 孔数宜为

目

滤网应便于清污

减压阀减压给水系统如设置高位水箱由水箱供水时 应

采取防止空气进入管道系统的措施

接减压阀的管段不应有气堵 气阻现象 设置减压阀的

给水管道 在减压阀设置位置的前后管段应设排气阀

减压阀出口端连接的管道 其管径不应缩小 且管道直线

长度应不小于 倍公称直径

比例式减压阀的设置

比例式减压阀组应由以下组件组成 沿水流方向

控制阀 蝶阀或闸阀等

过滤器

压力表

比例式减压阀

可曲挠橡胶接头或管道伸缩器

压力表

控制阀 蝶阀或闸阀等

注 减压阀组组件中有位移补偿装置时 可不设可曲挠橡胶接头或管道

伸缩器

比例式减压阀宜垂直安排

比例式减压阀水平安装时 其阀体的呼吸孔位置不得向

上

可调式减压阀的设置

可调式减压阀组应由下列组件组成 沿水流方向

控制阀 蝶阀或闸阀等

过滤器



 

 

压力表

可调式减压阀

可曲挠橡胶接头或管道伸缩器

压力表

控制阀 蝶阀或闸阀等

注 当可调式减压阀主阀体带有压力表时 减压阀组可不设置压力表

当可调式减压阀主阀体自身带有过滤装置时 减压阀组可不设过

滤器

安装现场应有拆卸过滤装置的空间

可调式减压阀宜水平安装 水平安装时 阀盖宜向上

消防给水工程减压阀的设置

消防给水系统的减压阀阀后应有排水设施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需减压时 减压阀应设置在报警阀前

沿水流方向 与单个报警阀配套设置的减压阀 可不设备用减压

阀 与多个报警阀配套设置的减压阀 应设备用减压阀

消防给水工程设置比例式减压阀时 可采用减压比值较高

的比例式减压阀

热水供应工程减压阀的设置

用于热水供应工程的减压阀 应采用热水型减压阀

采用干管循环方式 半循环方式 的热水供应工程 减压阀

设置要求应与冷水给水工程相同 采用立管循环方式 全循环方

式 的热水供应工程 减压阀设置应防止热水循环的破坏 各分区

回水管在汇合点处压力应平衡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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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作的 采用 可

二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定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现

行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标准

的写法为 可参照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