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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正确设计气压给水工程 使设计符合适用 经济 安

全 卫生的基本要求 特制定本规范

气压给水设计应遵守国家基本建设的有关方针 政策 要

做到安全可靠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自动化程度高 便于管理维

修

本规范适用于生活 生产 消防气压给水工程的设计

本规范不适用于下列气压给水方式

顶压置换式气压给水方式

复合式气压给水方式

与变频调速给水设备配套使用的气压给水方式

在设计中除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术语 符号

术语

气压给水

利用气压给水设备的气压水罐内气体的可压缩性 达到供水

目的的给水方式

气压给水设备

由气压水罐 水泵机组 电控系统 管路系统等组成 并在水泵

运行或非运行时间均能自动 连续地向给水管网供水的设备

变压式气压给水设备

在气压给水系统中 供水压力在 高工作压力和 低工作压

力之间变化的气压给水设备

定压式气压给水设备

在气压给水系统中 供水压力相对稳定的气压给水设备

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

气压水罐为补气式气压水罐的气压给水设备

隔膜式气压给水设备

气压水罐为隔膜式气压水罐的气压给水设备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

用于消防给水系统并满足消防时所需水量和水压的气压给水

设备

顶压置换式气压给水设备

利用有压气体用顶压置换方式一次性将气压水罐内的水送入

给水管网并投入使用的气压给水设备

气压水罐

根据波义耳气体定律 用外力将有压水充入并贮存在罐内 气



  

    

体受到压缩后压力升高 利用压缩气体的膨胀将水送出的一种内

压容器

膈膜式气压水罐

用膈膜把水室与气室完全隔开的气压水罐

工作压力比

气压水罐 低工作压力 绝对压力 与 高工作压力 绝对压

力 的比值

容积系数

计算气压水罐总容积时 对罐内气体和水的容积之和进行附

加的系数

调节水 贮水 容积

气压给水设备运行过程中 相应于 高工作压力和 低工作

压力时气压水罐内水容积的差值

不动水容积

补气式气压水罐内 相应于 低工作压力和起始压力时水容

积的差值 亦即气压给水设备在运行过程中气压水罐内不予动用

的水容积

稳压水容积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运行过程中 相应于稳压工作压力的上限

压力 稳压水泵停止压力 和稳压工作压力的下限压力 稳压水泵

启动压力 时气压水罐内水容积的差值

缓冲水容积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运行过程中 相应于稳压工作压力的下限

压力 稳压水泵启动压力 和 高工作压力 消防水泵启动压力 时

气压水罐内水容积的差值 亦即防止消防水泵误启动起缓冲作用

的水容积

高工作压力

控制气压给水设备的生活或生产水泵停止工作或消防气压给

水设备的消防主泵启动的压力 其值由工作压力比及 低工作压



    

  

力确定

低工作压力

控制气压给水设备的生活或生产水泵启动的压力

起始压力

气压给水设备运行前气压水罐内的压力

大工作压力

气压水罐顶部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允许出现的 高表压力

罐体设计压力

用以确定气压水罐壳体厚度的压力 在相应设计温度下 其值

不小于 大工作压力

稳压工作压力

消防气压水罐内 相应于稳压水泵启动水位和停止水位的高

度区段范围的压力

气体调节控制系统

由补气 排气 止气等装置组成 用以调节和控制补气式气压

水罐内空气量和空气压力 使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正常运行的系

统

补气装置

向补气式气压水罐补充气体的装置

排气装置

当补气式气压水罐内气体量超过需要气量时 用以排除多余

气量的装置

止气装置

当停电或故障时 使补气式气压水罐内的气体不致外泄的装

置

空压机补气

采用空气压缩机向气压水罐补气的补气方式

余量补气式

补气装置在水泵每一个运行周期向气压水罐补气一次 并使



  

 

气压水罐内补气量多于需要气量的补气方式

限量补气式

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在运行中 补气量等于需气量的补气方

式

补气罐

水力自动补气装置中 具有吸气和向气压水罐补气功能的容

器

气压给水站

设置气压给水设备并向用户集中供水的建 构 筑物

高位气压给水系统

气压给水设备置于给水系统的高处

低位气压给水系统

气压给水设备置于给水系统的低处

自灌式气压给水系统

气压给水设备中水泵吸水管内水头为正压值的给水系统

抽吸式气压给水系统

气压给水设备中水泵吸水管内水头为负压值的给水系统

符 号

气压水罐的总容积

气压水罐内的水容积

给水系统所需要气压水罐的调节容积

消防贮水容积

不动水容积

缓冲水容积

稳压水容积



 

 

消防水总容积

起始压力

低工作压力

高工作压力

稳压工作压力的下限压力 稳压水泵启动压力

稳压工作压力的上限压力 稳压水泵停止压力

压力差

稳压水容积上 下水位的压力差

排气水位

调节 贮水容积下限水位

调节 贮水容积上限水位

稳压水泵启动水位

稳压水泵停止水位

配套水泵的计算流量

泵组中单台水泵流量

泵组总流量

泵组中 大一台水泵的流量

工作压力比

容积系数

安全系数

水泵在一小时内 多启动次数

水源 低水位至管网 不利供水点的几何高度

管路沿程水头损失

管路局部水头损失

配水点前所需流出水头



  

   

生活 生产气压给水

设备选型

凡需要增高水压的给水系统均可选用气压给水设备

气压给水系统宜采用变压式气压给水设备 当供水压力有

恒定要求时 应采用定压式气压给水设备

选择气压给水系统时 根据工程具体条件可采用高位气压

给水系统 也可采用低位气压给水系统 宜选用自灌式气压给水系

统 在条件受限制时 可选用抽吸式气压给水系统

选择气压给水设备的型式 型号和规格时 应考虑以下因

素

气压水罐的 低工作压力和 高工作压力

给水系统的 大小时用水量

工作水泵的数量 性能及运行方式

气压给水站所处的环境状况

用户对供水的特殊要求

当地的电力供应情况

在一般情况下宜采用立式气压水罐 在条件不允许时也可

采用卧式气压水罐

工作水泵应根据给水系统 大小时用水量 所需扬程及设

备运行方式等因素选择配置 并宜配置备用水泵 工作水泵的数量

不宜多于 台 多泵运行时 应采用递次交替和并联运行方式

工作水泵为 台时 其流量 扬程 时 应等于或

略大于给水系统 大小时用水量的 倍 工作水泵为多台时 其



   

   

泵组总流量 由水泵并联曲线 时确定 应等于或略大于

给水系统的 大小时用水量的 倍

选择电控柜的型号 规格时 应考虑以下因素

电源及电力供应情况

工作水泵的数量 工作水泵的单台容量及总容量

给水工艺要求及设备运行方式

气压给水站的环境状况及当地的海拔高度

计 算

气压水罐的总容积应按公式 计算

式中 气压水罐的总容积

气压水罐内的水容积

气压水罐的工作压力比

气压水罐的容积系数 补气式卧式水罐宜为

补气式立式水罐宜为 隔膜式水罐宜为

气压水罐工作压力比 在一般情况下宜采用

有特殊要求时 可扩大取值范围 选用 值时 应考虑水泵

性能 气压水罐在系统中的位置 供水压力及供水工况要求等因

素

气压水罐的 低工作压力应按管网 不利处配水点所需

水压计算确定 采用公式 计算

式中 气压水罐 低工作压力 表压

水源 低水位至管网 不利配水点的高差

由水源 低水位至管网 不利配水点的管路沿

程



    

  

水头损失

由水源 低水位至管网 不利配水点的管路局

部水头损失

不利配水点用水设备的流出水头

气压水罐 高工作压力可采用公式 确定

式中 气压水罐 高工作压力 表压

其它符号与前同

生活 生产气压给水系统所需要的气压水罐调节容积按公

式 计算

式中 给水系统所需要气压水罐调节容积

工作水泵的计算流量

安全系数 宜采用

水泵在一小时内启动次数 宜采用 次

工作水泵的计算流量 应当是工作泵组中 大一台水泵

在 时的流量 且该值应在水泵曲线的高效范围内

选择的气压水罐所具备的水容积 应等于或大于给水管网

所需要的气压水罐调节容积 即



  

   

消防气压给水

一般规定

当给水水压不能满足消防给水要求时 可采用气压给水设

备用作增压 采用气压给水设备增压的消火栓给水系统 在征得当

地消防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不设专用或合用的建筑物消防水箱

采用气压给水设备增压的消防给水系统 其水压水量应满

足建筑物 不利点消火栓或自动喷水灭火设备的要求

每台消防水泵应设独立的吸水管 一组消防水泵的吸水管

不应少于两条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应有不少于两条出水管与环状

管网连接 任意一条吸水管及出水管均应能通过全部水量

气压给水设备水泵吸水宜采用灌注式吸水方式 当采用吸

上式吸水方式时 应有吸水管不被泄空的措施

建筑物内的消防气压给水设备 消防水泵 整机及管道宜

设减振设施

系 统

多层 高层建筑消防气压给水系统宜独立设置 当与生活

生产气压给水系统合并为一个给水系统时 气压水罐应保证消防

水泵启动时间所需的消防水量 消防水泵不得自行停止运行 生活

及生产不得超压供水

消防气压给水系统依据气压水罐在系统所处的位置 分为

高位增压及低位增压两种系统形式 系统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工程

总体规划 建筑物特点及建设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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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及计算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应由消防水泵 备用消防水泵 稳压水

泵 气压水罐 电控系统及管路系统等组成

注 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还应设有气体调节控制系统

消防水泵总流量应不少于消防用水量 稳压水泵流量 消

火栓给水系统应不大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应不大于

消防水泵 备用消防水泵的扬程 宜为保证 不利消火栓

处水枪的充实水柱和 不利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喷头处水压计算值

的 倍

气压水罐应设有消防贮水容积 稳压水容积 缓冲水容积

补气式气压水罐还应有不动水容积 上述各水容积相应的压力和

水位如图 图 所示

图 补气式气压水罐 隔膜式气压水罐

贮水容积

稳压水容积

缓冲水容积

不动水容积

起始压力



  

 

低工作压力

高工作压力 灭火消防水泵启动压力

稳压水容积下限压力 稳压消防水泵启动压力

稳压水容积上限压力 稳压消防水泵停止压力

起始水位

消防贮水容积下限水位

消防贮水容积上限水位

稳压水容积下限水位

稳压水容积上限水位

气压水罐的总容积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消防气压水罐总容积

消防水总容积 等于消防贮水容积 稳压水容积

缓冲水容积之和

气压水罐的容积系数 卧式水罐宜为 立式水

罐宜为 隔膜式水罐宜为

工作压力比 宜在 范围内取值

气压水罐贮水容积和稳压水容积应满足消防给水的要求

消火栓给水系统消防气压水罐贮水容积不得少于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消防气压水罐贮水容积不得少于

消火栓给水系统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合用的消防气

压水罐 贮水容积不得少于

稳压水容积不得少于

低工作压力 应保证 不利处消火栓水枪的充实水

柱或自动喷水灭火喷头所需水压的要求

高工作压力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高工作压力 即消防水泵启动压力 表压

低工作压力 表压

消防贮水容积

气压水罐总容积

容积系数

缓冲水容积下限水位压力 与贮水容积上限水位压力

的压差 一般可取

稳压水容积上 下水位的压力差 应不小于

同时应符合 条的规定

电源控制显示及报警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应有两路电源或两回线路供电 并符合

现行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规定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应有完善和可靠的控制功能

设有楼宇管理或消防控制中心的建筑 应实现气压给

水设备的楼宇管理或消防控制中心及消防设备的远程控制 以及

气压给水设备机房的就地控制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消防水泵 应具备自动启动与手动

启动两种方式 但不得自动控制停止运行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的稳压水泵 应具备自动与手动

启 停两种方式

工作消防水泵因故障不能启动或停止运行时 备用消

防水泵应自动投入运行

消防气压给水设备应有下列完善和可靠的显示及报警装

置



   

   

显示消防水泵及稳压水泵启 停及工作 故障状态

显示消防气压给水设备总出水管供水压力及水的动

静工况

显示气压水罐稳压水位及贮水水位相应的压力

显示消防水池 箱 高 低水位

消防水泵启动及故障 楼宇管理或消防控制中心应有

光 声 信号显示 并能手动消除



   

         

气压给水设备及附件

设 备

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宜选用限量补气式

隔膜式气压给水设备宜采用胆囊式气压水罐

气压给水设备应在 低处设有泄空阀门

气压给水设备的水泵应设自动控制系统

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采用空气压缩机补气时 空气压缩机

组不宜少于两台其中一台备用 充气时间不宜大于 小时

注 生活气压给水系统的空气压缩机应采用无油润滑型

在保证有足够的压力和不间断供给压缩空气及保证气

质不致影响水质的情况下 可利用共用的压缩空气系

统

当水量较小时可采用一台空气压缩机

余量补气式气压水罐排气口处应设停电时关闭的电磁阀

生产生活用补气式气压水罐内表面应涂以无毒性防腐涂

料

生产 生活补气罐内表面及止气装置外表面应涂以无毒性

防腐涂料或采取无毒防腐措施

附 件

生活用气压给水设备补气罐或空气压缩机的进气口应设

有空气过滤装置

气压给水设备应装设安全阀 安全阀可安装在气压水罐顶

部亦可安装在管路系统上 其开启压力不得超过气压水罐的罐体



     

     

设计压力

补气式气压给水设备应在气压水罐内或总出水管路上设

置止气装置

限量补气式气体调节控制系统应设置限量补气装置及止

气装置

余量补气式气体调节控制系统应设置余量补气装置 排气

装置及止气装置

水泵吸水池 箱 应具有 低水位停电保护及 高液位报

警的功能

气压水罐的进出水管宜合设为一个

生活用隔膜式气压水罐的隔膜应由食品用橡胶制作 不得

有漏气现象

当采用深井取水时在出水管上宜设置排气装置

气压给水管网 高处宜装设排气装置



  

   

气压给水站

一般规定

气压给水站的位置宜设在给水区域的中心或靠近水源 并

考虑管理维护要求

气压给水站内的给水管道宜明设

气压给水站的设备应布置合理 紧凑 满足设备安装 管道

敷设和维护管理的要求 并应留有发展及设备更换的余地

气压给水设备的设置

气压给水设备应根据气象条件 经济因素及管理维护等条

件 可采用室内设置或室外设置

设置气压给水设备的房间或场所 应有排水设施 采光和

通风良好 环境少灰尘 无腐蚀性气体 且不致冻结 环境温度宜为

空气相对湿度不宜大于

气压给水设备室外设置时 应有防雨 防晒及防潮设施 并

有在塞冷季节不致冻结的技术措施

气压给水设备的罐顶至建筑结构 低点的距离不宜小于

罐壁与墙面的净距不得小于

当气压给水设备位于贮水池顶盖上时 应有保护贮水池不

被污染的防护措施

位于居住小区范围内的独立设置的气压给水站对其机电

设备所产生的噪声应符合现行的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 的要

求

设置在民用建筑内的气压给水设备 对其机电设备所产生



   

   

的噪声应采取有效的降噪措施 气压给水站墙体及门窗外的噪声

应小于

土建要求

气压给水站应预留安装洞口 其洞口尺寸应考虑 大设备

的进出

设在地上的气压给水站的门宜向外开 设在地下室的消防

气压给水站应靠近楼梯口设置

独立设置的气压给水站 宜采用高窗采光 窗上应设置铁

栏杆

气压给水站的室内地面应有坡度 坡向排水沟和排水坑

小型气压给水站地面应坡向地漏

气压给水站室内地坪应考虑气压给水设备运行载荷

整体组装式气压给水设备采用金属框架支承时 可不设设

备基础

气压给水站宜在气压给水设备上方设起吊装置

供暖通风

采暖地区的气压给水站 其室内采暖设计温度应不低于

位于地下室的气压给水站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少于 次

时

照 明

气压给水站的照度标准 在运行时宜为

气压给水站宜设置检修用低压安全电源



    

  

附录一 本规范用词说明

一 执行本规范条文时 对于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以便在执行中区别对待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作不可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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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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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应这样作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他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要求或规定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

标准和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可参照



    

   

附加说明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要起草人 建设部建筑设计院 吴以仁

河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蒋丕杰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李 义

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姜文源

审查单位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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