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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2018〕建标协字第030号文《2018 年第二批协会标准制订、

修订计划》的要求，制定本规程。 

综合管线铝合金支撑系统由支吊架、槽道两部分组成，用于建筑设备设施支撑，实现承重、

传力、限位、减振等功能。为了规范支撑系统的技术参数，明确材料的基本力学性能指标，简

化安装方法，以促进其进一步发展，本规程在总结国内外设计、施工经验和科研成果的基础上

编制而成。 

本规程共 11 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要求，材料，槽道型式与选用，支

吊架型式与选用，结构设计，防护，制作与安装，质量验收，维护管理等。 

根据原国家计委计标〔1986〕1649 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荐

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使用单位和工程技术人员采

用。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钢结构专业委员会（北京市宣武区白广路4号中冶京诚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100053）归口管理，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地址：北京市顺义

区林河工业开发区林河大街15号，邮编：101300）负责解释。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

之处，请将意见和资料寄往解释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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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适应综合管线铝合金支撑系统的发展，促进其合理的设计、制作和安装，做到技术先

进、材料环保、施工便捷、经济合理、安全适用，制订本规程。 

【1.0.1】与其他材质相比较，铝合金支吊架因其轻材质、防腐蚀、易成形、回收残值高等优点得以广泛

应用于工程相配套的给排水、采暖、电气、通讯、通风等设施支撑系统中。但是市面上铝合金支吊架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力学研究也相对滞后，通过编制本标准力求做到促进铝合金支吊架设计、支座、安装

等过程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提高其安全使用性及经济合理性。 

1.0.2 本规程适用于工程相配套的给排水、采暖、电气、通讯、通风、消防等设施支撑系统

设计、制作、安装、验收与维护管理等。 

【1.0.2】铝合金支撑系统适用范围很广，可用于市政、建筑、交通、电力等工程，如民用建筑、工业建

筑、轨道交通、综合管廊等。 

1.0.3 综合管线铝合金支撑系统的设计、制作、安装、验收与维护管理等，除应符合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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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1.1 综合管线  integrated  pipeline 

为建筑使用功能或生产工艺过程服务的各类管线，包括给排水、供暖、通风、燃气、热力、

电力、通讯、消防等。 

2.1.2 支吊架  bracing 

支承、悬挂综合管线的各类支架、吊架的统称。 

2.1.3 槽道  channel 

采用预埋或其他可靠方式与基体结构连接，用于固定支吊架的槽形构件。 

2.1.4 支撑系统  support system 

由槽道、支吊架及附属配件组成，用来支撑综合管线的系统，全部构件和配件在工厂生产，

现场通过紧固件组装而成。 

【2.1.4】支撑系统主要由槽道、支吊架以及附属配件（管束、管箍、管卡）组成，通过槽道将支吊架与

基体连接，如图 1 所示。 

 

 

图1  支撑系统示意图 

1-底座；2-桥架；3-立柱；4-角连接件；5-管道；6-横梁；7-管夹； 8-螺栓；9-槽道；10-基体结构;11-T型螺栓  

2.1.5 固定支吊架  fixed bracing 

限制管线在管箍处线位移的支吊架。 

2.1.6 滑动支架  sliding support 

允许管线在管箍处沿横向或纵向滑动的支架。 

2.1.7 抗震支吊架   seismic bracing 

与基体结构牢固连接，以承担综合管线所受地震作用为主要功能的支吊架，由承重构件、

抗震斜撑、槽道或锚固体、连接件等组成。 

2.1.8 锚杆 anchor 

与槽道刚性连接并起锚固作用的铝合金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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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要求 

3.1.1 铝合金支撑系统采用的材料及其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1.2 铝合金支撑系统应结合综合管线进行型式设计、布置和结构设计。 

3.1.3 铝合金支撑系统设计使用年限不宜低于基体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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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材  料 

4.1 一般规定 

4.1.1 支撑系统的型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

GB/T 6892、《铝合金建筑型材》GB 5237的规定；板材的力学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一

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GB/T 3880的规定。 

4.1.2 支撑系统的材料宜采用6XXX系列和7XXX系列铝合金。 

4.1.3 支撑系统构件之间的连接宜采用机械连接，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普通螺栓宜采用铝合金或不锈钢材料。 

2 对由不锈钢制成的紧固件，螺栓和螺母的机械性能等级不应低于50级。紧固件的性能

等级和材料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紧固件机械性能不锈钢螺栓 螺钉和螺柱》GB/T 3098.6、《紧

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母》GB/T 3098.15 的规定。 

3 预埋螺栓宜采用铝合金或不锈钢材料。 

4 采用不锈钢螺栓连接，需要在不锈钢和铝合金构件连接后在接头处喷涂腐蚀涂料。 

【4.1.3】铝合金高强螺栓没有相应的产品规范，需要根据螺栓强度设计值确定螺栓规格。 

一般情况，不锈钢螺栓具有很好的抗应力腐蚀；若在沿海地区的地下管廊，高湿度和盐分环境，不锈钢

螺栓会与铝合金构件之间形成很强的电偶腐蚀，加速整体构件失效，因此需要在不锈钢和铝合金构件连

接后在接头处喷涂腐蚀涂料。 

4.1.4 T型螺栓宜采用不锈钢或铝合金材料，其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4.1.5 支撑系统中所用非金属材料的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1.5】支撑系统支吊架的管箍垫片、管夹垫片、管卡垫片、型材堵头等采用非金属材料。 

4.2 设计指标 

4.2.1 铝合金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4.2.1采用。 

表4.2.1  铝合金材料强度设计值（N/mm
2） 

铝合金材料 抗拉、抗压和抗

弯 f 
抗剪 fv 

牌号 状态 厚度（mm） 

6061 T6 所有 200 115 

6063 T6 所有 150 85 

6063A T6 
≤10 160 90 

＞10 150 85 

7075 

T6 ≤25 380 / 

T73 ≤25 350 / 

T76 
≤6 365 / 

6~50 375 / 

【4.2.1】本表列出了常用的 6XXX 系列和 7XXX 系列铝合金牌号及状态下材料的强度设计值，强度设计

值是根据材料的力学性能标准值除以抗力分项系数得到，本表中未列牌号的铝合金可参考国家现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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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GB/T 6892）取值力学性能标准值，并按照《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

（GB50429）采用以下公式计算后取 5 的整数倍采用： 

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  

抗剪强度设计值：  
 

√ 
⁄  

当有可靠设计依据时，也可采用不在《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GB/T 6892）中的新材料。 

4.2.2 铝合金结构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应按表4.2.2采用。 

表4.2.2 普通螺栓连接的强度设计值（N/mm
2） 

连接的材料、性能等级和铝合金牌号 

普通螺栓 

铝合金 不锈钢 

抗拉 

ft
b 

抗剪 

fv
b 

抗压 

fc
b
 

抗拉 

ft
b 

抗剪 

fv
b 

抗压 

fc
b
 

普通螺栓 

铝合金 
2B11 160 170 - - - - 

2A90 135 145 - - - - 

不锈钢 

A2-50、 

A4-50 
- - - 190 200 - 

A2-70、 

A4-70 
- - - 265 280 - 

 

构件 

6061-T6 - - 305 - - 305 

6063-T6 - - 240 - - 240 

6063A-T6 - - 220 - - 220 

【4.2.2】本表列出了常用的铝合金和不锈钢普通螺栓连接强度设计值，强度设计值是根据普通螺栓抗拉

强度 fu
b
乘以系数确定。铝合金普通螺栓抗拉强度按照《铝及铝合金挤压棒材》GB/T 3191 取值，不锈钢

普通螺栓抗拉强度连按照《紧固件机械性能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GB∕T3098.6 取值。系数取值参照

下表： 

连接的材料、性能等级和铝合金牌号 

普通螺栓 

铝合金 不锈钢 

抗拉 

ft
b
 

抗剪 

fv
b
 

抗压 

fc
b
 

抗拉 

ft
b
 

抗剪 

fv
b
 

抗压 

fc
b
 

普通螺栓 

铝合金 
2B11 0.38fu

b
 0.4fu

b
 - - - - 

2A90 0.38fu
b
 0.4fu

b
 - - - - 

不锈钢 

A2-50、 

A4-50 
- - - 0.38fu

b
 0.4fu

b
 - 

A2-70、 

A4-70 
- - - 0.38fu

b
 0.4fu

b
 - 

 

构件 

6061-T6 - - 1.16fu - - 1.16fu 

6063-T6 - - 1.16fu - - 1.16fu 
6063A-T6 - - 1.16fu - - 1.16fu 

计算所得强度设计值均取 5 的整数倍，6063A-T5 和 6063A-T6 的抗拉强度均取厚度大于 10mm 时的

较小值。 

高强度螺栓材料可采用铝合金，其性能应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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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铝合金材料的物理性能指标按表4.2.3采用。 

表4.2.3 铝合金的物理性能指标 

弹性模量E 

（N/mm
2） 

泊松比υ 
剪变模量G 

（N/mm
2） 

线膨胀系数 

（/℃） 

质量密度 

（kg/m
3） 

70000 0.3 27000 23x10
-6

 2700 
 

【4.2.3】铝合金的物理性能指标因牌号不同以上数值存在差别，若有确定试验数据，按照实际数据采用，

若无确定试验数据，按照本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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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槽道型式及选用 
5.1.1 根据槽道的断面型式不同，可分为C形、加劲C形、燕尾形，如图6.1.1所示。 

   
  

（a）C型 （b）燕尾型 （c）加劲C型 （d）预埋C型 （e）预埋燕尾型 

图5.1.1 槽道截面形式 

5.1.2 根据槽道安装方式不同，可分为预埋式、后置式，后置式槽道宜采用加劲C形。 

5.1.3 槽道分为直线型和弧型，应根据建筑形式选用，其形式如图6.1.3所示。 

  
（a）直线型 （b）弧线型 

图5.1.3 槽道形式 

5.1.4 预埋式槽道与锚杆宜采用一体式结构，对非一体式结构，可采用机械连接，但应保证

其连接可靠。 

【5.1.4】预埋式槽道的锚杆可与槽道一同挤压成型成为一体，可以分开加工成型，通过螺栓、铆钉或其他

可靠的机械连接方式进行连接，保证连接强度不低于一体成型的连接强度。 

5.1.5 预埋式槽道的锚杆间距不应大于250mm，为避免槽道预埋时锚杆与钢筋网碰撞，应对

局部锚杆间距进行调整，局部锚件间距调整工序应在预埋槽生产厂内完成，且应保证受力可

靠。 

【5.1.5】若局部锚件间距调整工序在现场完成，会破坏预埋槽产品原有防腐措施，导致产品因发生锈蚀

而影响支撑系统应用安全，故建议明确调整工序应在预埋槽生产厂内完成。 

5.1.6 槽道布置间距根据支吊架间距确定。 

5.1.7 锚杆长度及端面形状应满足受力及预埋构造要求，且槽道端部与锚件轴线最小间距不

应小于25mm。。 

【5.1.7】预埋式槽道由槽道、锚杆组成，预埋式槽道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参与锚固受力工作。锚杆的材料、

尺寸、间距，槽道的材料、尺寸和两者的连接方式都会影响预埋槽作为一个整体的承载力，进而影响受力

分析。同时锚杆和槽道的尺寸都会影响预埋构造。规定槽道端部与锚件轴线的最小间距是保证锚杆有效连

接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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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支吊架型式与选用 

6.1 型式及选型要求 

6.1.1 按照刚度不同，支吊架型式可分为刚性支吊架、柔性支吊架两类，如图6.1.1，应按下列

原则选用：  

 

 

（a）单层支吊架 （b）多层支吊架 

  

（c）单跨支吊架 （d）双跨支吊架 

 
 

（e）有斜撑托臂式支吊架 （f）单跨吊架（去掉槽钢） 

图6.1.1综合管线铝合金支吊架示意图 

1-底座立柱；2-螺栓； 3-立柱；4-基体；5-槽道；6-管道；7-管箍；8-角连接件；9-横梁；11-风管；12-侧

撑；13-加劲装置； 14-丝杆 

1   允许综合管线在支撑点处发生横向或纵向位移时，宜选用柔性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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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允许综合管线在支撑点处发生水平位移时，宜选用刚性支吊架，或者在柔性吊架上

设置斜撑来限制水平位移。 

6.1.2 按照管道在支撑点处约束不同，支吊架型式可分为固定支吊架、滑动支吊架两类，应按

以下原则选用： 

1 当管道在支撑点处不得有线位移时，或需要承受管道振动或冲击荷载时，应选用固定

支架。 

2 当管道在支撑点处允许横向或纵向位移时，应选用滑动支架。 

  
图6.1.2 滑动支架 

1-纵向位移；2-横向位移 

6.1.3 抗震支吊架按承担的水平地震作用方向不同，可分为侧向抗震支吊架、纵向抗震支吊架

和双向抗震支吊架三种型式。如图6.1.3。各类抗震支吊架应按下列原则选用：  

  

（a）刚性侧向抗震支吊架 （b）刚性纵向抗震支吊架 

  

（c）刚性双向抗震支吊架 （d）柔性侧向抗震支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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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柔性纵向抗震支吊架 （f）柔性双向抗震支吊架 

图6.1.3 抗震支吊架构造示意图 

1-底座；2-立柱；3-连接件；4-横梁； 5- 侧向抗震斜撑；6-纵向抗震斜撑；7-螺杆和型钢组成的竖向承重构件；α-夹角 

1   需要承担侧向水平地震作用时，应选用侧向抗震支吊架。 

2 需要承担纵向水平地震作用时，应选用纵向抗震支吊架。 

3 需要同时承担侧向和纵向水平地震作用时，应选用双向抗震支吊架。 

6.1.4 抗震支吊架的构件及组成形式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抗震斜撑与竖向承重构件之间的夹角，以 45º 为宜，不应小于 30º。 

2 抗震支吊架中的竖向承重构件宜采用刚性杆，如采用柔性杆，应在其外部增加刚性杆

加固。 

3 抗震斜撑应采用刚性杆，若管线距离生根点过高刚性杆无法满足要求，或风机设备类

可采用柔性杆，采用柔性杆时，应在支吊架的两侧对称设置。 

4 多跨支吊架中的纵向抗震斜撑，宜在每个竖向承重构件处设置，也可仅在最外侧的两

个竖向承重构件处设置，但无斜撑处的横向承重构件应连续不断且能承担相应的地震作用。 

  
（a）竖向承重构件均设置抗震斜撑 （b）最外侧竖向承重构件设置抗震斜撑 

图6.1.4 多跨抗震支吊架纵向抗震斜撑示意图 

5 多层支吊架宜在每层设置抗震斜撑，也可仅在距离锚固体最远层或中间层设置抗震斜

撑，但无斜撑处的竖向承重构件应连续不断且能承担相应的地震作用。 

6 无位移要求的管线应与抗震支吊架紧密、可靠连接。 

【6.1.4】抗震斜撑一般采用刚性杆，在特殊工况比如风机这类本身会震动的设备会采用柔性支撑，或者是

管线标高特别高，刚性杆无法满足长细比的要求时会采用柔性支撑，有条件的情况不建议采用柔性方式。 

6.1.5  当综合管线有振动且场所对隔音降噪要求严格时，应设置隔振装置。 

【6.1.5】增加条文说明，介绍如何设置隔振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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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支吊架布置原则 

6.2.1 支吊架的位置和间距，应根据下列原则确定： 

1 满足各专业管线的功能要求。 

2 考虑管线荷载的合理分布，使相邻支吊架间的管线满足承载能力和变形要求。 

3 满足管线安装、运营维保所需的位移、间距及荷载要求。 

4 间距应取根据各条件确定的间距值中的最小值。 

6.2.2 各类管线宜在下列位置处设置支吊架：  

1 管线的起始点、终点、三通、弯头附近，管线穿墙部位以及引入、引出位置。 

2 集中荷载处以及拆卸管件附近处。 

3 内部介质为易燃易爆气（液）体或腐蚀性液体管道的拼接接头附近。 

4 管线线路中间有轻型工作设备或转换设备处。 

5 管道截面或形状发生改变处。 

6 沉降缝和地震缝两侧。 

6.2.3 往复式压缩机的进出口管道以及其他有剧烈振动的管道宜单独设置支吊架。 

6.2.4 对有压力脉动的管道，确定支吊架间距时，应核算管道固有频率，防止管道产生共振。 

6.2.5 支吊架的布置要求和最大间距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6.2.5】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42， 给出了给排水及采

暖系统管道支吊架的布置要求和最大间距。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给出了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管道

支吊架的布置要求和最大间距。 

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城镇燃气室内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94，给出了燃气系统管道支吊架的

布置要求和最大间距。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GB 50217，给出了室内电缆管道支吊架的最大间距。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1，给出了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管道支

吊架的布置要求和最大间距。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63，给出了气体灭火系统管道支吊架的最

大间距。 

6.3 抗震支吊架的布置 

6.3.1 抗震支吊架的设置宜符合以下规定： 

1 穿过隔震层的机电工程管道，应在隔震层两侧设置抗震支吊架。 

2 水平管道在安装柔性补偿器及伸缩节的两端应设置侧向抗震支吊架。 

3 金属导管、刚性塑料导管、电缆梯架或电缆槽盒穿越防火分区时，应在贯穿部位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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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抗震支吊架。 

4 防烟风道、事故通风风道及相关设备应采用抗震支吊架。 

6.3.2 当水平管道通过垂直管道与地面设备连接时，水平管道距离垂直管道 0.6m 范围内应设

置侧向抗震支吊架，垂直管道底部距地面大于 0.15m 时应设置抗震支吊架。 

6.3.3 重力大于 1.8kN 的空调机组、风机、蓄电池等设备采用吊挂方式时，应设置抗震吊架。 

6.3.4 室内水平敷设的给水、热水以及消防管道，当其公称直径大于或等于 65mm 时，应设

置抗震支吊架。 

6.3.5 矩形截面且面积大于或等于 0.38m
2、圆形截面且直径大于或等于 700mm 的风道，可采

用抗震支吊架。 

6.3.6 内径大于或等于 25mm 的燃气管道，应设置抗震支吊架。 

6.3.7 内径大于或等于 60mm 的电器配管以及重力不小于 150N/m 的电线套管及电缆梯架、电

缆托盘和电缆槽盒，应设置抗震支吊架。 

6.3.8 锅炉房、制冷机房、热交换站内的管道应设置抗震支吊架。多根管道共用支吊架或管

径大于或等于 300mm 的单根管道支吊架，宜采用门形抗震支吊架。 

6.3.9 每段水平直管道应在两端设置侧向抗震支吊架，当两个抗震支吊架间距大于最大间距

时，应在中间增设侧向抗震支吊架。 

6.3.10 每段水平直管道应在两端设置侧向抗震支吊架，且两组抗震支吊架沿管道方向的间距

不得大于容许最大间距。 

6.3.11 水平管道侧向、纵向抗震支吊架的最大设计间距按照6.3.11确定。 

表 6.3.11 抗震支吊架的容许最大间距 
4  

 

管道类别 

侧向抗震支吊架

的容许最大间距

(m) 

纵向抗震支吊架

的容许最大间距

(m) 

给水、热水及消防

管道 

新建工程刚性连接金属管道 12.0 24.0 

新建工程柔性连接金属管道；非金属及复合管道 6.0 12.0 

 

燃气及热力管道 
新建燃油、燃气、医用气体、真空管、压缩空气管、蒸

汽管、高温热水管及其他有害气体管道 

 

6.0 
 

12.0 

 

通风及排烟管道 

新建工程普通刚性材质风管 9.0 18.0 

新建工程普通非金属材质风管 4.5 9.0 

 

电线套管及电缆

梯架、电缆托盘和

电缆槽盒 

新建工程刚性材质电线套管、电缆梯架、电缆托盘

和电缆槽盒 

 

12.0 
 

24.0 

新建工程非金属材质电线套管、电缆梯架、电缆托

盘和电缆槽盒 

 

6.0 
 

12.0 

注：改建工程最大抗震加固间距为上表中数值的一半。 

6.3.12 刚性水平管道应在离转弯处 0.6m 范围内设置侧向抗震支吊架。当斜撑直接作用于管道

时， 可作为另一侧管道的纵向抗震支吊架，且距下一纵向抗震支吊架间距 L 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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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0.6
2

L L
L


   （式6.3.12） 

式中：  、  —侧向抗震支吊架的容许最大间距、纵向抗震支吊架的容许最大间距（m），按

表 6.3.12 取用。 

6.3.13 刚性连接的水平管道需要 Z 形弯折时，管道在两个相邻抗震支吊架间因弯折引起的横

向偏移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管及电线套管不得大于最大横向支吊架间距的 1/16。 

2 风管、电缆梯架、电缆托盘和电缆槽盒不得大于其宽度的两倍。 

6.3.14 当管道横向偏移量大于第 6.3.15条要求，且不超过 4m 时，偏移管道两侧均需设置抗震

支吊架；当管道横向偏移量大于 4m 时，应按新水平直管设置抗震支吊架。 

6.3.15 抗震支吊架的设置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对于门式抗震支吊架，当管道上的附件质量大于 25kg 且与管道采用刚性连接，或附件

质量为 9kg～25kg 且与管道采用柔性连接时，应设置侧向及纵向抗震支吊架。 

2  对于单管抗震支吊架，当立管通过套管穿越结构楼层且套管可限制立管的侧向位移时，

套管可作为立管的侧向抗震支撑。 

【6.3】参照《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50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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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构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支撑系统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采用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进行

设计。 

7.1.2 支撑系统的承重结构应按承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7.1.3 支撑系统的内力与变形应采用弹性分析的方法计算。 

7.1.4 支撑系统的正常使用环境温度应低于100℃。 

【7.1】支撑系统的设计文件中，应注明结构安全等级、设计使用年限、铝合金材料牌号及供货状态、连

接材料的型号和对铝合金材料所要求的力学性能、化学成分及其他附加保证项目。 

【7.1.4】参照《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铝合金结构的正常使用环境温度不高于100℃。铝合

金材料具有优良的负温工作性能，在低温条件下其强度及延性均有所提高。所以不必规定铝合金结构的

负温临界工作温度。但铝合金耐高温性能差，150℃以上时迅速丧失强度，这也是可以通过挤压工艺生产

型材的主要原因。 

7.2 荷载及荷载组合 

7.2.1 支撑系统设计时应考虑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基体结构的变形或沉降、地震作用及温

度作用等。 

7.2.2 永久荷载应按照实际情况依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取

值。 

【7.2.2】永久荷载考虑水管自重，通风、排烟管道自重，电缆桥架自重等，可根据下列规定进行自重标

准值的计算： 

1 水管自重标准值，包含水管自重标准值、满管水自重标准值、保温层自重标准值，并乘1.1的系

数进行考虑；若为不保温管道，则不含保温层自重标准值； 

2 通风、排烟管道自重标准值，包含风管本身自重标准值、法兰自重标准值、保温层自重标准值，

并乘1.1的系数进行考虑； 

3 电缆桥架自重标准值，包含桥架本身自重标准值、桥架内电缆自重标准值； 

4 管道上设有阀门等配件时，应单独计算其自重标准值； 

5 支撑系统的自重标准值。 

7.2.3 可变荷载的取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混凝土电视

塔结构技术规范》GB 50342的规定。 

【7.2.3】裹冰荷载按照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电视塔结构技术规范》GB 50342规定取值。 

7.2.4 管道中无约束型波纹管膨胀节、套筒式补偿器等柔性元件内部压力产生的管道轴线方

向水平荷载可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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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管道轴线方向为固定支座时，由管道轴向伸缩引起的水平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1KF K   (7.2.4-1) 

2 沿管道轴线方向为滑动支座时，由滑动摩擦引起的水平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2KF K G  (7.2.4-2) 

式中：Fk ——沿管道轴线方向的水平荷载标准值（N）； 

K1 ——补偿器刚度（N/mm）； 

δ ——补偿器的位移量（mm）； 

K2 ——为牵制系数，当平行敷设1-2根管道时，牵制系数取1；当平行敷设3根及以上管

道时，按表7.2.4-1选用； 

μ ——管道滑动支座的摩擦系数，按相关产品技术参数确定； 

G ——管道滑动支座所承担的管道及其内部介质的重力标准值之和（N）。 

表7.2.4  牵制系数 

质量比γ γ<0.50 0.50≤γ≤0.70 γ>0.70 

牵制系数K 0.50 0.67 1.0 

注：γ为热管道与全部管道的比值；热管指管道内介质温度≥100℃。 

7.2.5 安全阀出口放空管道的反作用力可按公式7.2.6计算。 

 
69.8 / ( ) 10a a a n a nF W V g P P A     (7.2.6) 

式中：Fa ——安全阀出口放空管道的反作用力（N）； 

Wa——介质出口质量流速（kg/s）； 

Va ——介质的出口流速（m/s）； 

Pn ——放空管出口压力（当出口为亚临界流动时Pn =Pa）（MPa）； 

Pa ——放空管出口环境压力（MPa）； 

An ——放空管出口的截面积（mm
2）； 

g ——重力加速度，m/s
2（mm）； 

7.2.6 动荷载可按等效静荷载的2倍计算。 

【7.2.7】参考《石油化工管道支吊架设计规范》。 

7.2.7 当支吊架上敷设的振动刚性管道重量超过全部管道重量的 30%时，振动管道对支吊架

的作用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当振动管道与支吊架间设有减振或隔振措施时，沿管道侧向、纵向的荷载均应乘以1.2 

的动力系数。 

2 当未采取减振或隔振措施时，沿管道侧向、纵向的荷载均应乘以 1.5 的动力系数。 

7.2.8 计算结构构件和连接时，荷载、荷载分项系数、荷载效应组合和荷载组合值系数的取

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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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9 结构构件和连接的抗震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和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的规定。 

7.3 构件设计 

7.3.1 支撑系统的构件应满足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要求。 

7.3.2 在主平面内受弯的构件，其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x

enx

M
f

W
  (7.3.2) 

式中  xM ——同一截面处绕x轴和y轴的弯矩； 

enxW ——对截面主轴x轴和y轴的较小有效净截面模量，应同时考虑局部屈曲及截面

孔洞的影响； 

f ——铝合金材料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7.3.2】支撑系统的构件在计算抗弯强度时不考虑截面塑性发展，是偏于保守安全的。 

7.3.3 在主平面内受弯的构件，其抗剪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max

v

w

V S
f

It
  (7.3.3) 

式中  maxV ——计算截面沿腹板平面作用的最大剪力； 

S ——计算剪应力处以上毛截面对中和轴的面积矩； 

I ——毛截面惯性矩； 

wt ——腹板厚度；  

vf ——铝合金材料的抗剪强度设计值； 

7.3.4 主平面内受弯的构件，其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2  
max

bx ex

M
f

W
  (7.3.2) 

式中  maxM ——跨间对主轴x轴的最大弯矩； 

bx ——受弯构件的整体稳定系数，按照《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的规

定进行取值； 

exW ——对截面主轴x轴的受压边缘的有效截面模量； 

7.3.5 轴心受拉构件的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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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

N
f

A
  (7.3.4) 

式中 N ——轴心拉力设计值； 

enA ——有效净截面面积，考虑截面孔洞的影响； 

7.3.6 轴心受压构件的强度按下式计算： 

3  

en

N
f

A
  (7.3.6) 

式中 N ——轴心压力设计值； 

enA ——有效净截面面积，考虑截面孔洞的影响； 

7.3.7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9  

e

N
f

A
  (7.3.7) 

式中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按照《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的规定进

行取值； 

eA ——有效截面面积； 

7.3.8 支撑系统中的拉弯构件和压弯构件应按照现行国家规范《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的相关规定进行设计。 

7.3.9 支吊架中受弯构件的容许变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符合综合管线的运行要求、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设计要求。 

2 当无规定或要求时，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为l/250，其中l为受弯构件的计算跨度；计算悬

臂构件的挠度限值时，其计算跨长l按实际悬臂长度的 2 倍取用。 

7.4 节点和连接设计 

7.4.1 支撑系统的构件之间、构件与基体结构之间的连接，应根据施工环境条件、作用力的

性质以及生产条件等选择合适的连接方法。连接应传力可靠、制作方便、连接简便、便于调

整。 

7.4.2 支吊架采用槽道与基体结构连接时，T型螺栓连接应满足抗拉、抗剪承载力要求。 

【此处给出T型螺栓螺帽受拉、受剪承载力计算公式，需要一定的试验基础，由于疫情，该部

分试验工作还未开始。】 

【7.4.2】T型螺栓抗拉承载力取螺帽受拉承载力和螺杆受拉承载力两者之中的较小值。 

T型螺栓抗剪承载力取螺帽受剪承载力、螺杆受剪承载力和孔壁承压承载力三者之中的较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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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 支吊架主要构件之间的连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在普通螺栓受剪的连接中，每个普通螺栓的承载力设计值应取受剪和承压承载力设计

值中的较小者。 

受剪承载力设计值： 

2

4

b b

v v v

d
N n f


  (7.4.4-1) 

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c

b b

cN d t f   (7.4.4-2) 

式中  vn ——受剪面数目； 

d ——螺栓杆直径； 

t ——在不同受力方向中一个受力方向承压构件总厚度的较小值； 

v

b b

cf f、 ——螺栓的抗剪和承压强度设计值。 

2 在普通螺栓杆轴方向受拉的连接中，每个普通螺栓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2

t
4

b be
v t

d
N n f


  (7.4.4-3) 

式中  ed ——螺栓在螺纹处的有效直径； 

t

bf ——普通螺栓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3 同时承受剪力和杆轴方向拉力的普通螺栓，应符合下列公式的要求： 

 2 2

1v t

b b

v t

N N

N N

   
    

   
 (7.4.4-4) 

 b

v cN N  (7.4.4-5) 

 
t

b

tN N  (7.4.4-6) 

式中   v tN N、 ——某个普通螺栓所承受的剪力和拉力； 

b b b

v t cN N N、 、 ——一个普通螺栓的抗剪、抗拉和承压承载力设计值。 

7.4.4 槽道与T型螺栓连接的抗拉强度宜大于螺栓本身的抗拉强度。 

【7.4.5】需厂家落实是否有该需求。实际设计中，螺栓选型是根据设计荷载进行选型的，而槽道在螺栓

达到设计荷载之前发生破坏的话，就不能保证支吊架整体的安全，因此需要规定。再者考虑螺栓破坏更

换较为方便，槽道破坏则修复困难。 

7.5 构造要求 

7.5.1 支撑系统的构造应使结构受力简单明确，减少应力集中，便于制作、安装、维护。 

7.5.2 型材壁厚不应小于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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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不锈钢螺栓的最小直径不应小于10mm，铝合金螺栓的最小直径不应小于12mm。 

【7.5.3】【两者抗剪强度设计值不同，因此该处的最小直径要求应该也不同。规定的数值还需落实！】 

7.5.4 预埋螺栓不宜用于承受剪力，该剪力由槽道与基体结构间的摩擦力或设置抗剪键承受。 

【7.5.4】参考《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中8.4.13抗震设计中，预埋螺栓中受拉的螺栓可考虑承受剪

力，保守起见，预埋螺栓均不考虑承剪。 

7.5.5 预埋螺栓埋置在混凝土中的深度，应使锚栓的拉力通过其和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传递。

当埋置深度受到限制时，锚栓应牢固的固定在锚板和锚梁上，以传递锚栓的全部拉力，此时

锚栓与混凝土之间的粘结力可不予考虑。 

【7.5.5】参考《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中8.4.14。 

7.5.6 螺栓的最大、最小容许距离满足现行国家规范《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的相

关规定。 

7.5.7 悬臂单杆式支吊架的几何长度不宜超过0.8m，否则应设置斜撑或斜拉杆。高度超过

1.5m的框架式支吊架，应设置平面外支撑。 

7.5.8 支吊架中主要受压构件的长细比不宜超过表7.5.6的容许值。 

表7.5.8  受压构件的长细比限值 

序号 构件名称 容许长细比 

1 柱杆件 150 

2 斜撑杆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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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防    护 

8.1 防    腐 

8.1.1 支撑系统中的构件、连接件等，应进行可靠的防腐蚀处理，防腐蚀设计年限不应低于支

撑系统的设计使用年限。 

8.1.2 支撑系统可采用阳极氧化、电泳涂漆、粉末喷涂、氟碳漆喷涂等防腐处理措施，并按

《铝合金建筑型材》GB 5237的规定执行。 

8.1.3 支撑系统的防腐等级应根据使用环境类别进行确定。 

8.1.4 采用阳极氧化进行防腐处理时，氧化膜级别不应小于AA15，膜厚应符合《铝合金建筑

型材》GB 5237的规定。 

8.1.5 当铝合金材料与其他金属材料（除不锈钢外）或含酸性或含碱性的非金属材料连接、

接触时或紧固时，需要在铝合金材料和其他材料之间采用涂漆、橡胶或聚四氟乙烯等隔离材

料。 

8.1.6 支撑系统表面进行维护清洗时，不得使用对铝合金保护膜有腐蚀作用的清洗剂。 

8.2 隔热与防火 

8.2.1 支撑系统的防火措施宜采用有效的水喷淋系统进行防护，由于防火涂料对铝合金材料

影响较大，易发生电化腐蚀，不宜采用。 

8.2.2 支撑系统的表面长期受辐射热温度达80℃以上时，应加隔热层或采用其他有效的防护

措施。 

8.2.3 支撑系统应进行防火设计，构件的燃烧性能、耐火极限应满足综合管线的要求。 

表 8.2.3 构件的燃烧性能和耐火极限 

 

建筑类型 
耐火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厂房（仓库） 
不燃性 

1.50h 

不燃性 

1.00h 

不燃性 

0.75h 

难燃性 

0.50h 

 

民用建筑 
不燃性 

1.50h 

不燃性 

1.00h 

不燃性 

0.50h 

 

可燃性 

综合管廊     

轨道交通     

【8.2.3】支撑系统是机电设备、管线的附属设施，防火要求应与机电设备、管线所使用的机电设备相同。

当机电设备无要求时， 考虑到大多数支吊架支承到建筑结构的楼板上，取支吊架构件的燃烧性能、耐火

极限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中的楼板相同。 

8.2.4 支撑系统应根据建筑物的耐火等级确定耐火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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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支撑系统在防火区段使用时应增加耐火及阻止延燃的措施，应按《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

范》GB50217及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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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安装 

9.1 一般规定 

9.1.1 综合管线铝合金支撑系统应具有使用说明书及构配件出厂合格证。 

9.1.2 槽道和T型螺栓连接宜采用防松动措施，提高在使用环境中的牢固性。 

9.1.3 支撑系统构件上开孔及切割位置应避免出现裂纹和局部变形。 

9.1.4 安装前，基体混凝土外观质量以及安装位置等均应满足安装要求。 

9.1.5 支撑系统安装过程中需建立安装档案资料，包括使用说明书、构配件出厂合格证、设

计文件、安装施工方案、现场优化施工方案等。 

9.2 槽道安装 

9.2.1 在预埋施工前，应对槽道封装胶带、填充物及封堵头完整性进行检查。 

【9.2.1】填充物检查包括充盈度和致密性检查。 

9.2.2 槽道预埋时，应确保混凝土的密实度，保证槽道与混凝土的可靠锚接。 

9.2.3 槽道预埋过程中应结合模板尺寸，现场优化施工方案。 

9.2.4 混凝土浇筑时，应采用可靠措施防止因浇筑和振捣时槽道发生移动。 

9.2.5 槽道固定位置要求锚杆不得与主筋相碰，且应设置在主筋内侧。 

9.2.6 槽道槽口处混凝土清理时避免采用尖锐工具，清理过程中不得破坏齿牙和涂层。 

9.2.7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锚栓位置并进行预埋，验收合格后进行后置槽道的安装。 

【9.2.7】预埋锚栓的安装误差要求可参考《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中11.2.1条和《混

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中4.2.8条的规定。 

9.3 支吊架安装 

9.3.1 支吊架安装根据工程需要安装锁紧垫片、螺母等，并采用扭力扳手对螺母进行紧固，

紧固力矩应达到设计值。 

【9.3.1】参照 JB-T 5000.10《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装配》附录 A，对一般连接螺栓拧紧力矩进行规定。

参照 GB/T1231《钢结构用高强度大六角头螺栓、大六角螺母、垫圈技术条件》，对连接副扭转系数试

验进行规定。 

9.3.2 支吊架的施工安全措施应符合施工组织设计要求。 

【9.3.2】支吊架的安装施工应满足国家现行劳动安全、卫生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以及本项目施工组织

设计的要求，确保施工安全。 

9.3.3 施工用的专用机具和工具应完备，计量器具应具有校验合格证，并在有效期内使用。 

【9.3.3】测量工具、扭矩扳手等计量器具上必须贴有定期检定、校验合格证，并确保计在有效期内，无

证计量器具不得使用。当使用中发现计量器具出现异常情况，或对器具性能有疑义时， 应立即停止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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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支吊架的位置和间距应严格按照设计执行，偏差不应超过0.2m，如支架位置及间距与

设计偏差过大，应与设计人员确认后方可改动。 

9.3.5 支吊架可通过锚栓或连接件连接在基体上，可通过T型螺栓连接在槽道上。 

【9.3.5】支吊架可通过锚栓直接连接在混凝土基体上，支吊架可通过夹具或锁件连接在钢结构或钢构件

上，连接件由设计单位设计。支吊架可通过 T 型螺栓连接在槽道上，T 型螺栓性能等级需要满足设计要

求。 

9.3.6 锚栓预埋位置测量无误后，与基体钢筋焊接连接，锚栓外漏长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9.3.7 连接件连接满足以下规定： 

1 采用专门的夹具等进行可靠连接； 

2 连接件由支吊架供应单位提供并经施工单位审核之后方可采用。 

3 经设计单位同意后，也可采用螺栓连接代替连接件连接。 

9.3.8 T型螺栓连接满足以下规定： 

1 槽道封装胶带、填充物等清理干净。 

2 支吊架底座通过T型螺栓与槽道连接，T型螺栓宜对称布置。 

9.3.9 支吊架其他构配件安装应符合以下规定： 

1 管夹与管道的连接应稳固可靠。 

2 支吊架及其他构件安装完毕后应擦拭干净，完全暴露的型材端部除会形成积水的情况

外均应装上封口堵头。 

3 导向、滑动装置的滑动面应洁净、平整，滚珠、滚轴、托滚等活动零件与其支撑件应

接触良好，可以保证管道能自由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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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质量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1 支撑系统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组织进行。 

10.1.2 支撑系统质量验收分为进场检验和现场安装质量验收。 

10.1.3 支撑系统工程检验批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材料和施工条件相同的支撑系统工程，同层每100套为一个检验批，不足100套

也应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检验批。 

2 荷载较大、尺寸较大、组合较复杂等重要部位的支撑系统应划为一个独立检验批。 

10.1.4 检验批检验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3套支撑系统进行力学性能检查。 

2 所有支撑系统应进行外观检查。 

10.1.5 支撑系统安装应横平竖直、整齐美观。在同一直线段上的支吊架应间距均匀，同层托

臂应在同一水平面上。 

10.2 进场检验 

10.2.1 支撑系统及其配件进场时，应检查产品合格证书、使用说明书、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 

10.2.2 支撑系统及其配件进场时，应按照有关国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核对其型号、规格和

数量。 

【10.2.2】支撑系统有关构配件的检验需符合《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还需满足

设计图纸的要求。 

10.2.3 支撑系统及其配件进场后，应对其各部件的外观质量和尺寸公差进复检，复检应符合下列

要求： 

1 外观检查：支撑系统各部件应表面工整、光洁，无加工缺陷、碰伤、毛刺、拉伤等现象。 

2 力学性能检查： 

3 尺寸公差：尺寸检验使用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测量，各部件尺寸制造公差应符合GB/T  

1804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的规定。 

4 出现不合格产品时，允许加倍抽样产品数量进行检验，抽样产品全部合格则判定为该批产

品合格，如仍不合格则判定为该批产品不合格。 

5 严禁使用检验结果不合格的产品。 

10.2.4 锚栓产品进场后，应按下列要求检验锚栓产品质量： 

1 当与处于受拉区混凝土锚固连接时，锚栓产品的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中应包括开裂混凝土

中的锚栓性能测试项目，锚栓产品应符合《混凝土用机械锚栓》JG/T 160中C类锚栓的性

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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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抗震支吊架应采用具有抗震性能的锚栓，锚栓产品的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中应包括锚栓抗

震性能测试项目。 

3 当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中检验项目不符合上述要求时，应按照产品标准要求，现场抽取样

品补充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10.3  安装质量验收 

10.3.1 支撑系统安装质量验收包括支吊架安装质量验收和槽道安装质量验收。 

【10.3.1】槽道安装质量验收即预埋槽与基体结构的连接质量的验收，若为预埋式槽道，则需要检验槽道

与基体结构的连接性能；若为后置式槽道，则需要检验锚栓与混凝土的锚固质量。支吊架安装质量验收即

支吊架与槽道连接质量验收、支吊架与综合管线连接质量验收。 

10.3.2 支撑系统安装验收包括以下内容： 

1  验收档案资料检查。 

2 各组件的类别、规格、数量以及间距。 

3 管线类别与管线布置情况。 

4 与基体的连接锚固质量。 

10.3.3 与混凝土基材锚固外观检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基材上不应有抹灰层、装饰层和严重的裂缝。 

2 基材表面应坚实、平整，锚固部位的混凝土不应有局部缺陷。 

10.3.4 预埋锚栓的安装允许偏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中心线位置不超过2mm； 

2 锚杆外露长度偏差不允许出现负偏差，且不超过10mm。 

10.3.5 支吊架的实测项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支吊架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间距允许偏差±0.2m。 

2 抗震支吊架加固吊杆的垂直度、斜撑夹角、偏心距应符合设计和产品安装要求，安装

后的螺杆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4º，各类斜撑安装角度不应偏离其中心线 2.5º，偏心距不应大于 

100mm。 

3 支吊架连接件、纵向和侧向抗震斜撑、管夹等的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4 螺杆螺母安装扭矩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牢固。 

10.3.6   槽道的实测项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槽道截面方向误差宜符合嵌入施工误差L≤5mm，倾斜嵌入误差L≤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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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3.6-1 槽道截面方向示意图 

2 槽道轴向方向施工偏差应满足，1000mm范围内槽道实际中心线与槽道理论中心线的距

离的最大值与最小值允许偏差±3mm。 

  

 

图 10.3.6-2  槽道轴线方向误差示意图 

【10.3.6】槽道截面方向误差指槽道截断面与结构断面之间的位置偏差；槽道轴线方向误差指槽道实际

安装与设计轴线方向之间的位置偏差。 

10.3.7   支撑系统工程竣工验收时，应提供下列文件和纪录，形成验收档案资料： 

1 设计文件。 

2 构配件质量证明书或出厂合格证、产品说明书、检验报告或认证证书，产品的进场见证

复验报告。 

3 检验批质量验收纪录表（附录A）。 

4 安装工程的施工记录。 

5 锚固连接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6 不合格项的处理记录及验收记录。 

7 进场检查复试报告。 

8 其他有关文件和纪录。 

10.3.8   装配式支吊架工程施工质量不合格时，应由施工单位制定补救措施，经设计单位确认

后实施，并应重新检查、验收。 



 

 

27 

 

11 维护管理 

11.1 一般规定 

11.1.1 支撑系统维护应由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 

11.1.2 支撑系统维护过程中不应将支吊架用作临时悬挂或其他运行维修用途，也不应在管道

系统上增加设计考虑意外的任何临时性或永久荷载。未经设计同意，不应任意改变支吊架的

位置、类型和荷载。 

11.1.3 支撑系统构件、配件入库保存时，要纸箱/木箱包装，分类存放。 

11.1.4 应建立定期巡检制度。 

11.2 维护 

11.2.1 支撑系统投入使用后，应由专业单位进行日常管理。 

11.2.2 日常管理单位应对重要管道、大口径管道建立维护大纲。 

11.2.3 日常管理单位应对支撑系统定期检查和监视，形成工程维护档案。 

11.2.4 日常管理单位应建立维护档案资料，包括维护管理制度、工程维护档案、实施细则及

相应的应急预案、维护大纲、事故报告和分析、维修、更换、启停程序。 

【11.2.4】维护档案资料按照《管道支吊架第一部分：技术规范》GB/T17116.1 执行。 

11.2.5 定期对支撑系统进行检查，如有下列情况应立即处理： 

1 槽道内积水，需放出积水并用干抹布擦干。 

2 构件有非正常弯曲现象，查明原因并立即加固或更换。 

3 紧固件有任何松动或脱落，立即调整回原位并按标准扭矩进行紧固。 

【11.2.5】定期检查周期至少一季度一次，当支撑系统处于含盐量高、腐蚀性强的环境中，或

遇雨季时，定期检查周期至少一个月一次。维护检修内容需要满足下列规定： 

1 外观：各零部件齐全、完好。 

2 外表涂层：支架外表漆层均匀、无气泡、脱皮、裂纹等缺陷。 

3 变形：构件挠度变形在规定允许的范围内。 

4 槽道锚固：锚固点牢固。 

5 连接件：各连接件的连接牢固、无松动。 

11.2.6 支撑系统需要清洗时，注意清洗剂的有效期、适用范围，避免由此而产生对铝合金表

面的不良影响。在清洗过程中，不允许使用混合清洗剂清洗表面，避免清洗剂之间产生不良

化学反应。节点、接缝处要彻底清除清洗剂，避免清洗剂在节点和接缝处对材料表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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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管    理 

11.3.1 支撑系统的建设、运维过程中，需要建立档案，档案资料的存放、保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的规定。 

11.3.2 支撑系统设计、安装过程中形成的档案资料如下： 

1 安装档案资料 

2 验收档案资料 

3 维护档案资料 

11.3.3 支撑系统建设过程中，档案资料应由建设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归档。支撑系统维护期

间，应由日常管理单位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 

11.3.4 当支撑系统发生使用功能改变或新增荷载时，应由原设计单位进行复核，当需要新增或

变更部件时，应尽量选用同一品牌。严禁擅自更改。 

11.3.5 当支撑系统进行维修及改造后，日常管理单位负责将维修和改造的技术资料整理、存

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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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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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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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可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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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 

《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GB 50429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板、带材》GB 3880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挤压型材》GB/T 6892 

《铝及铝合金压型板》GB/T6891 

《铝及铝合金挤压棒材》GB∕T 3191 

《变形铝及铝合金牌号表示方法》GB/T 16474 

《管道支吊架》GB/T 17116 

《管道支吊架第1部分：技术规范》GB∕T17116.1 

《管道支吊架第2部分：管道连接部件》 GB∕T17116.2 

《混凝土电视塔结构技术规范》GB50342 

《铝合金建筑型材》GB/T 5237.2 

《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5 

《建筑机电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981 

《一般公差 未注公差的线性和角度尺寸的公差》GB/T 1804 

《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栓 螺钉和螺柱》GB/T 3098.1 

《紧固件机械性能螺母》GB/T 3098.2 

《紧固件机械性能不锈钢螺栓 螺钉和螺柱》GB/T 3098.6 

《紧固件机械性能不锈钢螺母》GB/T 3098.15 

《铝及铝合金加工产品包装、标志、运输、贮存》GB/T 3199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 

《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3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第18部分消防管道支吊架》GB/T513518 

《不锈钢和耐热钢牌号及化学成分》GB/T 20878 

《建筑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GB/T 37267 

《建筑机电设备抗震支吊架通用技术条件》CJ/T 476 

《混凝土结构后锚固技术规程》JGJ 145 

《混凝土用机械锚栓》JG/T 160 

《混凝土结构工程用锚固胶》JG/T 340 

《不锈钢结构技术规程》CECS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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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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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A  铝合金支撑系统分项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纪录 
工程名称  检验批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监理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  

分包单位  分包单位负责人  

施工依据标准  

安装质量验收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评

分记录或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记录或结果 
备注 

1 
文件资料

检查 
文件资料齐全    

2 

支吊架安

装偏差检

查 

安装间距允许偏差±0.2m    

3 

支吊架安

装垂直

度、斜撑

夹角、偏

心距检查 

螺杆垂直度偏差不应大于 

4º，各类斜撑安装角度不

应偏离其中心线 2.5º，偏

心距不应大于 100mm 

   

4 
槽道截面

方向误差 

嵌入施工误差 L≤5mm，倾

斜嵌入误差 L≤3mm 
   

5 

槽道垂直

方向施工

偏差 

1000mm 范围内槽道实际

中心线与槽道理论中心线

的距离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允许偏差±5mm。 

   

6 

预埋锚栓

的安装允

许偏差 

中心线位置允许偏差

2.0mm，外漏长度允许偏

差+10mm。 

   

7 连接要求 

支撑系统与结构的连接及

各组成构件的连接应符合

设计要求，安装应牢固。 

   

进场检查 合格质量标准 
施工单位检验评

分记录或结果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记录或结果 
 

1 成品进场 

支撑系统及其配件进场后

应进行检查，其型号、规

格和数量等应符合有关国

家现行标准和设计要求。 

   

2 
产品外观

质量 

铝合金支撑系统各部件表

面平整光洁，无加工缺陷

及碰伤划痕，涂层和镀层

应色泽均匀，无剥落、气

泡、划伤等缺陷。 

   

3 安装质量 

铝合金支撑系统安装应横

平竖直、整齐美观。在同

一直线段上的支吊架应间

距均匀，同层托臂应在同

一水平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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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单位检验

评定结果 

 

班组长：                     质检员： 

或专业工长：                 或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监理（建设）

单位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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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铝合金T型螺栓抗拉、抗剪试验及承载力确定方法 
 

（该部分需要试验作为基础进行编写，试验方案已经做好由于疫情，试验尚未

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