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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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印发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第一批推荐性标准

制 修订计划 的通知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是在参照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结合国内近年来在使用

中的实践 相关资料 试验等进行编制的

现批准协会标准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电线管路施工及验收规

程 编号为 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 施工 使用单位

采用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电气工程委员会 北京

市广安门外南滨河路 号电力建设研究所内电气工程委员会 邮

编 归口管理 并负责解释 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

补充 请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电气工程委员会配电网分

委员会

参 编 单 位 北京英光华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许宝颐 孔庆林 郑爱民

杨 萍 马长瀛 刘才光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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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保证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电线管路敷设工程的施工质量

促进技术进步和安全运行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电压 及以下无特殊规定的室内干燥场

所 采用螺钉紧定连接钢导管组成电线保护管路敷设工程的施工

及验收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敷设工程的施工应按已批准的设

计文件进行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敷设中涉及相关的建筑工程质量

应符合国家现行建筑工程施工及验收有关标准的规定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在敷设中安全技术措施 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及产品技术文件的要求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敷设工程施工完毕后 应将施工中

造成的建筑物 构筑物等处的槽 孔 洞 沟等修补完整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 不宜直接敷设于设备或建筑物

构筑物的基础内 当必须穿过时 应另设保护管或采取其它措施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 经过建筑物的沉降缝或伸缩缝

处 应装设补偿装置

固定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的预埋件 应与建筑工程同步

施工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敷设和管内配线的施工及验收

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标准的规定



 

 

管材及附件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的管材 连接套管及盒 箱 组成的

电线管路 应采用同一金属材料制作 并应镀锌 紧定螺钉应采用

高强度原材料制作 管材 连接套管及其金属附件使用的原材料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 产品应附有出厂合格证和检验报告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的管材 连接套管 螺钉及其附件

安装前应进行外观检查 且应符合下列规定

型号 规格符合设计要求 管材表面有明显 不脱落的产品

标识

金属内 外壁镀层均匀 完好 无剥落 锈蚀等现象

管材 连接套管 及其金属附件内 外壁表面光洁 无毛刺

飞边 砂眼 气泡 裂纹 变形等缺陷

管材 连接套管及其金属附件 壁厚均匀 管口边缘平整

光滑

连接套管的长度不小于管外径的 倍

连接套管中心凹型槽弧度均匀 位置垂直 正确 凹槽深度

与钢导管管壁厚度一致

紧定螺钉符合产品设计要求 螺纹整齐 光滑 配合良好

顶针尖固 旋转紧定脱落的 脖颈 尺寸准确

紧定螺钉专用工具应配套 耐用 便于操作



管路敷设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中间应增设拉

线盒或接线盒 其位置应便于穿线

管路长度每超过 无弯曲

管路长度每超过 有一个弯曲

管路长度每超过 有两个弯曲

管路长度每超过 有三个弯曲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弯曲敷设时 弯曲管材弧度应均

匀 焊缝处于外侧 不应有折皱 凹陷 裂纹 死弯等缺陷 切断口

平整 光滑 管材弯扁程度不应大于管外径的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垂直敷设时 管内绝缘电线截面应

不大于 长度每超过 应增设固定导线用的拉线盒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明敷设时 管材的弯曲半径不宜小

于管材外径的 倍 当两个接线盒间只有一个弯曲时 其弯曲半

径不宜小于管材外径的 倍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明敷设时 支架 吊架的规格 当无

设计要求时 不应小于下列规定

圆钢 直径

扁钢

角钢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水平或垂直明敷设时 其水平或垂

直安装的允许偏差为 全长偏差不应大于管内径的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明敷设时 排列应整齐 固定点牢

固 间距均匀 其最大间距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固定点间的最大距离

敷设方式 钢导管种类

钢导管直径

固定点间的最大距离

吊架 支架

或沿墙敷设

厚壁钢导管

薄壁钢导管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明敷设时 固定点与终端 弯头中

点 电气器具或盒 箱 边缘的距离宜为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暗敷设时 宜沿最近的路线敷设

且应减少弯曲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暗敷设时 其弯曲半径不应小于

管外径的 倍 埋入混凝土内平面敷设时 其弯曲半径不应小于

管外径的 倍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埋入墙体或混凝土内时 管路与

墙体或混凝土表面净距不应小于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暗敷设时 管路固定点应牢固 且

应符合下列规定

敷设在钢筋混凝土墙及楼板内的管路 紧贴钢筋内侧与钢

筋绑扎固定 直线敷设时 固定点间距不大于

敷设在砖墙 砌体墙内的管路 垂直敷设剔槽宽度不宜大

于管外径 固定点间距不大于 连接点外侧一端

处 增设固定点

敷设在预制圆孔板上的管路平顺 紧贴板面 固定点间距

不大于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进入落地式箱 柜 时 排列应整

齐 管口高出配电箱 柜 基础面宜为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进入盒 箱 处 应顺直 且应采用



 

 

专用接头固定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与其它管路间的最小距离 应符

合表 的规定

表 与其它管路间最小距离

管路名称 管路敷设方式 最小间距

蒸汽管
平行

管道上

管道下

交叉

暖气管 热水管
平行

管道上

管道下

交叉

通风 给排水及压缩空气管
平行

交叉

注 对蒸汽管路 当管外包隔热层后 上 下平行距离可减至

当不能满足上述最小间距时 应采取隔热措施



管路连接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连接的紧定螺钉 应采用专用工具

操作 不应敲打 切断 折断螺帽 严禁熔焊连接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连接处 两侧连接的管口应平整

光滑 无毛刺 无变形 管材插入连接套管接触应紧密 且应符合

下列规定

直管连接时 两管口分别插入直管接头中间 紧贴凹槽处

两端 用紧定螺钉定位后 进行旋紧至螺帽脱落

弯曲连接时 弯曲管两端管口分别插入套管接头凹槽处

用紧定螺钉定位后 进行旋紧至螺帽脱落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连接处 紧定螺钉应处于可视部

位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 当管径为 及以上时 连接

套管每端的紧定螺钉不应少于 个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连接处 管插入连接套管前 插入

部分的管端应保持清洁 连接处的缝隙应有封堵措施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与盒 箱 连接时 应一孔一套 管

径与盒 箱 敲落孔应吻合 管与盒 箱 的连接处 应采用爪型螺

纹帽和螺纹管接头锁紧

两根及以上管路与盒 箱 连接时 排列应整齐 间距均匀 不

同管径的管材 同时插入盒 箱 时 应采取技术措施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敷设完毕后 管路固定牢固 连接

处符合规定 易进异物的端头应封堵



管路接地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及其金属附件组成的电线管路 当管与

管 管与盒 箱 连接符合本规程第四章管路连接规定时 连接处可

不设置跨接接地线 管路外壳应有可靠接地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与接地线不应熔焊连接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 不应做为电气设备接地线



工程交接验收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敷设工程交接验收时 应对下列项

目进行检查

管材及其金属附件型号 规格

各种规定距离

各种支撑件及固定点

允许偏差值

管路中连接点位置和连接状况

施工中造成的孔 洞 沟 槽损坏的修补情况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路敷设工程交接验收时 应提交下列

技术文件和资料

产品合格证 材质单

竣工图

变更设计的证明文件

各种测试记录

安装记录 含隐蔽工程记录 预检工程记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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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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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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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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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这样做的 采用 可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它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附录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材规格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材规格见表

表 镀锌钢导管管材规格表 单位

规 格

外径

外径允许偏差

壁厚

壁厚允许偏差

长度

长度允许偏差

图 钢导管管材图



 

 

附录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管接件规格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直管接头的规格见表

表 直管接头规格表 单位

规 格

内径

内径允许偏差

外径

壁厚

总长

凹槽内径

凹槽内径允许偏差

螺纹孔直径

螺纹孔长度

两个螺纹孔中心距

两个螺纹孔中心距允许偏差

图 直管接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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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紧定螺钉规格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紧定螺钉的规格见表

表 紧定螺钉规格表 单位

规格

名称

长度
型

型

直径

脖颈直径

螺纹长度
型

型

尖状长度 型

六角螺帽宽度

六角螺帽厚度

图 紧定螺钉图



 

 

附录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螺纹接头

爪型螺母规格

套接紧定式钢导管螺纹接头 爪型螺母规格见表

表 钢导管螺纹接头 爪型螺母规格表 单位

规格

名称
内径

内径允许偏差

壁厚

壁厚允许偏差

外径

总长

缩口处螺纹长度

缩口处螺纹径

爪型螺母和六角螺母厚度

标准件

爪型螺母爪子高度

螺纹孔中心至大直径端面

的距离

螺纹孔直径

图 螺纹接头 爪形螺母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