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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浙江安扬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总部位于杭州仁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研发

中心位于杭州未来科技城，注册资金 2000 万元，是一家以芯片热能技术为核心的科技型企业。

公司主要从事电采暖炉、电热水器、恒温机、饮水机等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及安装。

公司秉承“以人为本、以诚为先、以实为基”的价值理念，通过雄厚的技术力量、先进的生

产工艺，将每一个创新和理念实现成为绿色科技，打造节能、环保、安全、高效的智能型产

业。

公司建立了一整套科学高效的生产管理体系和质量保证体系，先后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产品获得中国 CCC 认证的质量保证，并且拥有国家 7项发

明专利、15 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外观专利。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科技为动力，以质

量求发展”的经营理念，以高起点、高科技、高品位造就一流的热源解决专家，提供中国最

优质的采暖、淋浴产品，将温暖和服务传递到千家万户！

为帮助安装人员更好地了解产品性能，掌握产品安装及调试规范，特制订本手册。本手

册以图文的形式表达，方便施工现场的指导工作，提高工程项目的质量。

设计标准编制依据为：

1、《地面辐射供暖技术规程》JGJ142-2012

2、《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5-2003(2009 版）

3、《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4、《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26-2010

5、《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02

6、《甲方或业主提供的建筑装修等相关平面图纸》

7、《低温热水地板与建筑电气工程设计规范》GB50019-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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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暖系统

（一）地板辐射采暖形式

地板辐射采暖是通过精确的设计，在地面下埋设低温热水管道，利用管道中的低温热水的热辐射

和填充的豆石混凝土层聚温，首先均匀的加热整个底面，再继续向上传热，从而达到取暖的目的。（参

照地面铺设结构详图 10 所示，位置：P87 页。

注意事项：

1. 地板辐射采暖的热媒温度须低于 60 度。

2. 每个环路的总长不宜超过 120m，管道中心距为 120mm-300mm。

3. 应设分、集水器，以便调节。

4. 垫层内不应有任何管件和接头。

二.热水系统

带储水箱的热水系统

1. 地暖、热水系统由双系统电采暖炉、电动三通阀、容积式储水箱、生活热水管道循环泵、管

路及相关配件组成，并相互连接组成功能完善的卫生热水系统。

2. 双系统电采暖炉采用热水优先模式，在采暖时段系统首先监测储水箱内部的水温，当水温低

于设定温度时，电采暖炉热水功能启动，进入储水箱加热模式，储水箱水温达到设定温度时，电

采暖炉热水功能停止同时启动采暖功能，电动三通阀自动切换到采暖管道，进入采暖模式，当采

暖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电采暖炉停止工作。

3. 热水管路长的系统须匹配多时段温度控制热水管道循环泵，可即时供应热水，无须等待，根

据用户热水使用习惯分时段控制循环泵工作时间，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损耗。

（二）地暖系统的特点

1. 适合人体的生理特点：

1 温暖舒适的感觉首先来自人的足下．深冬季节赤脚走在地板上的感是非常美妙的，同时

地板暖和可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有益健康；

2 均匀的热辐射可以避免空气的强对流而杨尘，使您的居住环境更健康；

3 较低的室内温度可以保持室内空气具有合适的相对湿度，有效滋润你的皮肤和呼吸系统，

让你感觉更舒适。

2. 高效节能不占使用面积，增加室内有效空间。

3. 使用寿命长，安全可靠，不易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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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充分发挥地板蓄热特性，供热稳定。

5. 控制灵活，各房间温度可独立调节。

三.地暖管铺设过程

（一）安装分集水器

1. 分、集水器应在开始铺设加热管之前进行安装，安装时应先设置固定支架；

2. 水平安装时, 一般宜将分水器安装在上,集水器安装在下,中心距宜为 200mm ,集水器中心距

地面应不小于 300 mm；

3. 为保证分集水器将来维修，分水器所在位置必须保证分水器可整体拆卸；

4. 分水器安装时上沿高度不低于 600MM；

5. 分集水器路数应该与设计相符和；

6. 分集水器附近留有一个三孔插座；

7. 分集水器的进回水两端

应安装压力表、自动排气阀；

8. 分集水器固定好之后连

接壁挂炉给回水主管道，管

道接口处装过滤器；

9. 分集水器安装完毕临时

用反射膜进行覆盖保护，防

止落水泥、油漆等污染物。

10. 电热执行器安装：

（1）与温度控制面板连接

是否与施工方案相符；

（2）与分水器连接是否紧密；

（3）开启，关闭是否正常。

（二）温控系统

（1） 当要求地暖系统自动调节时，应在各供暖房间设置温

控器，分集水器预埋处由甲方设置电源插座，同时预埋信号线

在温控器至分水器位置；

（2） 温控系统的预埋与内装修同步，室内温控开关处预埋

温控器安装详图（图 11）

分集水器安装图：（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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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型电源暗盒，并将信号拖入分集水器处；

（3） 其它电磁阀及分室控制器均安装在分水器控制柜内，控制箱处需甲方预埋电源；

（4） 温度控制面板一定要安放在所要控制的采暖功能区内；

（5） 保证电路畅通，运行正常。

（三）铺设地暖管施工前准备

（1）清扫现场

首先了解现场情况，对场地进行认真检查和清理。对所有可能引起安装损坏的杂物进行清扫，确

保安装现场的安装条件。

（2）凿平地面

在地面电线管或其它甲方地面预埋施工完

成情况下，结构地面层应凿平，做到平整、

干净，无任何突出的砂石、砂浆结块; 使

用水平尺校对地面平整度，1 米以内高低差

小于或等于 5毫米。墙面或地面凸出部分

用铁铲铲除，用混凝土填充地面坑槽。

（3）清理地面

无任何可能对PERT加热管造成的其他施工，

如电焊、搬运杂物等;

（4）出水口防护

地漏、出水口等部位安放的临时堵头要保护好，已防落入杂物，造成堵塞。

现场效果图（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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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铺设保温板

1.保温板参数指标

2. 保温板铺设要求

（1）保温板是阻止或减少

地暖系统热损失的构造。采

用热阻要求更加好的 XPS

挤塑式聚苯乙烯板；

（2）常规区域铺设选用 2

公分厚度即可，对于潮湿环

境或者保温性差的区域应选用大于 2公分的厚度；

（3）尽量选择规格整齐的挤塑板，减少更多的拼缝。挤塑板

的铺设应采用整张板材铺设四周，切割板材铺设中间的原则。

（五）铺反射膜

（1）金属铝箔反射膜是避免绝热层上部施工水分破坏绝热层

功能的构造，阻止热量向下传导。

（2）铺反射膜，需要紧贴保温板，边缘用胶带粘好。

项目 单位 性能指标

表观密度 kg/m3 ≥20.0

压缩强度（即在 10%形变下的压缩应力） KPa ≥100

导热系数 W/m·k ≤0.041

吸水率（体积分数） %(v/v) ≤4

尺寸稳定性 % ≤3

水蒸气透过系数 ng/(Pa·m·s) ≤4.5

熔结性（弯曲变形） mm ≥20

氧指数 % ≥30

燃烧等级 达到 B2 级

表 3-2 聚苯乙烯泡沫塑料板绝热层厚度

楼层之间楼板上的绝热层 20mm

与土壤或不采暖房间相邻的地板上的绝热层 30mm

与室外空气相邻的地板上的绝热层 40mm

铺设反射膜效果图（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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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铺设和加固钢丝网

（1） 用于扎固地暖管道于设定的间距上，交接处用专

用扎带连接，安装固定牢固。

（2） 在铝箔纸上铺设一层Ф2mm 钢丝网，间距 100×

100mm，规格 2m×1m，铺设要严整严密，钢网间用扎带捆扎，

不平或翘曲的部位用钢钉固定在楼板上。设置防水层的房

间如卫生间、厨房等固定钢丝网时不允许打钉，管材或钢

网翘曲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管材露出表面。

（七）地暖管道铺设

1.地暖管材参数指标

表 6-1 设计工作压力 0.8MPa 下各种管材的规格尺寸要求

公称

外径
外径 PEX 管

铝塑

复合管
PE-RT 管 PPR 管 PPB 管 PB 管

16 16+0.2 1.8+0.3 2.0+0.3 2.0+0.3 2.0+0.3 3.3+0.3 1.3+0.3

20 20+0.2 1.9+0.3 2.0+0.3 2.3+0.4 2.3+0.4 4.1+0.4 1.5+0.4

25 25+0.2 2.3+0.4 2.5+0.4 2.8+0.4 2.8+0.4 5.1+0.4 1.9+0.4

PE-RT 管（图 7） PPR 管 （图 8）

2.地暖管铺设要求

（1） 采用具有良好耐压能力和长久工作寿命的、用于地暖系统的抗渗氧 PERT 管；

（2） 将 PERT 管铺在钢丝网上，并用塑料卡钉将管材固定于复合保温板及反射膜上。 PERT 管

间距一般为 120-300mm，每个回路管道不超过 100m，严格按照设计图纸标定的管间距和走向铺设；

（3） 加热管应保持平、直, 管间距的安装误差不应大于 10mm 。坚决制止出现管道交叉现象，

靠近外墙、外窗处等耗热量较大区域的管路要加密，管子弯曲半径不宜小于管外径的 8倍；

（4） 加热管敷设前,对加热管外观质量和管内部是否有杂质等进行认真检查, 确认不存在任

何问题后再进行安装。加热管安装间断或完毕的敞口处,应随时封堵，防止管道被污染；

加固钢丝网效果图（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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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热管切割,应采用专用工具;切口应平整,断口面

应垂直管轴线；

（6） 埋设于填充层内的加热管不应有接头；

（7） 在分、集水器附近以及其它局部加热管排列比较密

集的部位,当管间距小于 100mm 时,加热管外部应设置柔性

套管等保温措施。加热管出地面至分、集水器连接处, 弯管

部分不宜露出地面装饰层。加热管出地面至分、集水器下部

球阀接口之间的明装管段, 外部应加套塑料套管。套管应高

出装饰面 150-200 mm；

（8） 加热管与分、集水器装置及管件连接,应采用卡套式、卡压式挤压夹紧连接；连接件材

料宜为铜质；铜质连接件直接与 PP-R 或 PP-B 接触的表面必须镀镍。

3.伸缩缝的铺设

（1） 在与内外墙、

柱及过门等交接处应

敷设不间断的伸缩缝,

伸缩缝连接处应采用

搭接方式,搭接宽度

不小于 10mm；伸缩缝

与墙、柱应有可靠的

固定方式,与地面绝

热层连接应紧密,伸

缩缝宽度不宜小于

20mm 。伸缩缝宜采用聚苯乙烯或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

（2） 当地面面积超过 30㎡或边长超过 6m 时,应按不大于 6m 间距设置伸缩缝,伸缩缝宽度不

小于 8mm 。伸缩缝宜采用高发泡聚乙烯泡沫塑料或内满填弹性膨胀膏；

（3） 伸缩缝应从绝热层的上边缘到填充层的上边缘整个截面上隔开。加热管的环路布置应尽

可能少伸缩缝,穿越伸缩缝处,应设长度不小于 100mm 的两端均匀的柔性套管。

说明：

1、挤塑聚苯乙烯保温板（XPS）的容重≥30kg/m
2
；

2、钢丝网的直径为 2mm，网孔间距：200mm；

加热管分布效果图（图 9）

地面铺设结构详图（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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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砂浆混凝土的标号不小于 C20，卵石粒径不大于 10mm；

4、边界保温条厚度为大于 10mm 的软质闭孔泡沫塑料；而且压缩量不小于 5mm；压缩力不应小于

100kpa；

5、在混凝土填充层将设置伸缩缝用于热膨胀补偿。

※在内外强、柱等垂直构件交接处

※房间面积大于 30 平方米

※单边长度超过 6米

4.一次水压测试

（1)管道铺设好之后，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 1.5～2 倍，但不小于 0.6Mpa；

（2)将水注入整个系统管道，确保管道内没有空气，经甲方及我方试压人员共同勘查后，管道无

泄漏现象；

（3)设置压力表并检测其工作状态良好，将 0.6Mpa 强压打入系统管道内，仔细勘查 2 小时分析

压降情况，所有系统管道压降均小于 0.05Mpa/min，且压降速度平稳；

（4)系统保压 24 小时，管道压力不低于 0.4Mpa。

（5)试压完成后交付试压报告由甲方签字确认。

5.混凝土填充:(甲供)

（1）加热管验收合格后，回填细石混凝土，加热管保持不小于 0.4Mpa 的压力；

（2）用于保护地暖管道和使地面温度均匀的构造层。一般为细石混凝土，石子颗粒直径不应大

于 10mm，水泥砂浆体积比例不小于 1:3，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小于 C20。非居住建筑中，现浇层的

混凝土等级由土建设计确定；

（3）混凝土铺设时应单独作业，不能与其他工种混合施工；

（4）管道应带压充填混凝土，尽量避免大力踩踏已铺好的管路，并禁止硬底鞋；

（5）混凝土浇筑高度为 30mm，应人工铺平，不可用振荡器；

（6）充填混凝土时应避免地暖管道浮动；

（7）混泥土找平后地面高差不得大于 5mm；

（8）铺设混泥土时，在门口、过道、地漏等位置必须做好记号，防止后期施工中不当行为破坏

地暖管道；

（9）细石混凝土接近初凝时，应在表面进行二次拍实、压抹，以防止顺管轴线出现塑性沉缩裂

缝。表面压抹后应保湿养护 14 天以上，垫层达到养护期后，管道系统方允许泄压。

6.二次水压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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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管与分集水器连接后，应进行系统试压。试验压力为系统顶点工作压力加 0.2Mpa，且不

小于 0.6Mpa，10 分钟内压力降不大于 0.02Mpa，降至工作压力后，不渗不漏为合格。

（2）水压试验步骤：

①经分水器缓慢注水，同时将管道内空气排出；

②充满水后，进行水密性检查；

③采用手动泵缓慢升压，升压时间不得少于 15min；

④升压至规定试验压力后，停止加压，稳压 1h，观察有无漏水现象；

⑤稳压 1h 后，补压至规定试验压力值，15min 内的压力降不超过 O.05MPa 无渗漏为合格；

（3）冬季进行水压试验时，应采取可靠的防冻措施。

四.暖气片的安装过程

1.散热器

散热器是户内供热系统的基本设备，也民用采暖系统中的末端装置。散热器按其材质主要可

分为铸铁散热器、钢制散热器、铝合金散热器以及铜铝复合散热器等。

铸铁散热器虽然具有耐腐蚀，适用范围广等优点，但由于内腔含铸沙会造成管路系统的堵塞，

因而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计量供热系统的发展。新修正的《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上明确规定：“安装热量表和恒温阀的热水采暖系统不易采用水流通道内含有粘沙的散热器。”

2.不同类型的散热器

散热器类型 特 点

铸铁散热器 表面粗糙，耐腐蚀性强。热惰性强，室温稳定

钢制散热器
表面光滑，承压能力高。热惰性小，便于调节传热性能好，

因而是欧洲最常见的散热器

铝合金散热器 机械加工性能好，重量轻，内表面应防腐处理

铜铝复合散热器 铜铝或钢铝复合管加铝合金肋片，重量轻

一般情况下，壁挂炉散热器系统供水温度为80 ℃，回水温度为60℃。也可以采用供水温度为60 ℃，

回水温度为 40 ℃，但会增大所需散热器的面积。

3.散热器的布置

（1） 散热器的布置原则应以容易造成室内冷暖空气的对流；室外侵入的冷空气加热迅速，人

们的停留区暖和和舒适以及少占用室内有效空间和使用面积；

（2） 房间有外窗时，散热器一般应安装在每个外窗的窗台下。这样散热器上升的对流热气流

就能阻止和改善从玻璃窗下降的冷气流和玻璃冷辐射的影响，使流经工作区的空气温暖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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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了方便家具的布置，也考虑选用高款且占地少的散热器布置在房间靠近玻璃窗的内墙

侧。在进深相对小的房间内，易使空气形成环路，增强对流换热。

4.安装暖气片

（1）将暖气片平稳放置，将阀门连接件与

进出水口阀门连接在一起，使用水平尺测

量暖气片是否平直，管路安装是否符合要

求，然后使用管钳加固拧紧连接件。

（2）暖气片安装方式：（串联、双管异程

并联、双管同程安装方式）

①暖气片串联安装方式：

热水依次进入散热器，热媒供水温度

逐渐降低，末端散热器会出现不热的

现象。系统简单，省管材，但不能进

行局部调节。户式采暖一般不推荐采

用。

②暖气片双管异程并联安装方式：

这是一种在欧洲较为常见的连接方

式，所有散热器的进口热媒温度均相

等，较单管系统能节省用于在末端散

热设备上的投资；异程系统布置时，

散热器立管距离壁挂炉的水平距离

不相等，需在每组散热器上安装温控

阀以平衡各散热器环路间的阻力，以

避免距离壁挂炉最近的散热器流量

过大，距离壁挂炉最远的散热器流量

太小；同时可根据用户需求设置房间温度，灵活独立地进行调节，热舒适性好并节约能源。

③暖气片双管同程并联安装方式：

在这种系统中，所有散热器的进口热媒温度均相等，较单管系统能节省用于在末端散热设备

上的投资；散热器可安装温控阀能进行独立灵活的调节。而同程式又使得通过每组散热器的

水流通道长度相等，因此系统的水力平衡性比较优越。

单管串联原理图（图 12）

双管异程并联原理图（图 13）

双管同程并联原理图（图 14）



13

（3）暖气片连接方式：

①上进下出，对角连接

此种连接方法是最为合理，最有利于水循环的连接方式。这是

一种在欧洲最常见的连接方式，所有暖气片的供水温度是相等

的，这种连接方式，需要在每个暖气片出口安装一个平衡角阀，

通过对平衡角阀的调节，以避免距离水泵较近的暖气片流量过

大，距离水泵较远的暖气片流量太小。

②上进下出，同侧连接

此种连接方式比较适合于高度在 80cm 以下的散热器，过高的散

热器不利于水流循环。

③下进下出

现在基本上所有新建设的住宅小区都是这种连接方式，暖气管

道是铺设在屋内地面的。厂家在制作散热器时是需要在散热器

的内部，靠近进水口的位置设置一个隔板，这样水流强制在散

热器内部循环。

5.暖气片系统进行压力试验

（1）管道进行水压试验，试验压力为工作压力的 1.5～2 倍，但不小于 0.6Mpa；

（2）关闭主管连接阀门，开启散热器进水阀，将水注入整个系统管道，确保管道内没有空气，

经甲方及我方试压人员共同勘查后，管道无泄漏现象；

（3）设置压力表并检测其工作状态良好，将 0.6Mpa 强压打入系统管道内，仔细勘查 3-5 分钟，

未渗漏为合格；

（4）试压完成后交付试压报告由甲方签字确认。

6.按照装修进度进行

散热片施工与水电施工同步进行，以免影响施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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