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暖知识讲座

（一）地暖工作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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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暖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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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暖知识问答

* 如何保证地暖质量？
首先，要选择优质、性价比合理的材料。地

暖工程中管材的选择很重要，有的管材恨不

能好，但价格较高，有的管材价格较低，但

性能又太差。目前用量最大，性价比最高的

管材应属 PEX管材。
如何使地暖系统更节能？

采用分室控温或分层温控的方法会给用户

带来很好的节能效益。实验结果表明：采用

分室控温节能效果为 20－40％。以一用户一
年的燃气采暖费用为 3000元（按 100平米，
每平米 30元采暖费）计算，每年用户可节
约 800元左右，投资回报期约为 2－4年。

* 如何实现分室或分层控温？
根据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北方地暖设计人员

会根据温控产品合理配置温控系统，从而达

到分室或分层控温的目的。



* 地暖系统对地板长期加热，会不会对地板
性能产生影响？

对于民用地暖来说，地暖表面温度一般在

24℃－28℃之间。这样的温度对于多数地暖
地板一般不会有影响。

* 安装地暖后，房间会增高多少？
如原基础地面平整，地暖自身至少需 7㎜；
包括找平层及地面层后，房间地面将增高

100㎜左右。

* 安装地暖后，房间是否可以满足舒适要
求？

专业地暖设计人员会根据房间不同的地面

装饰材料，房间的朝向及保温情况设计出合

理的盘管间距，以满足各房间不同的温度要

求，一般室温达到 18－21℃时，即可满足舒
适要求。

* 使用地暖过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由于地暖保温层的缘故，水泥地面或多或少

会出现龟裂现象，这对地面装修不会造成影



响。严禁在地面上打射钉枪、电钻、水泥钉

等。

冬季若室内不供暖，应将盘管内水吹干，以

防冻裂。

初始加热时，热水长升温应平缓，供水温度

应控制在比当时环境温度高 10℃左右，且不
应高于 32℃；并应连续运行 48h；以后每隔
24h水温升高 3℃，直至达到设计供水温度。

（三）地暖工程施工必备条件

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系统，是通过埋

设于地板面混凝土层中的塑料盘管内，以一

定的压力和流速进行热水循环把地表面加

热到 25～32℃均匀的向室内空间辐射热量
的特殊装置。它和传统的散热器供暖方式不

同，是每套房间地面需要铺设塑料管道。因

此，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工程施工应具备

以下条件，可以进入现场实际性施工：

1、设计图纸齐全，并进行技术交底；
2、施工方案或施工组织设计完备；
3、施工力量及机具齐全，能够保证正常施



工；

4、施工现场，施工用水和用电必须到位；
5、材料存放场地等临时设施能够满足施工
需要；

6、房间内的隔断墙全部设置完毕并且基本
粉刷结束；

7、施工现场（采暖）地面清理干净、平整、
无杂物；

8、需要进行防水的地面，地板采暖铺管前
应进行防水（如卫生间、厨房等）；

9、地面下需要布置管道（如冷热水管、电
线管以及分水器连接管道等）时，应在地板

采暖工程进行前全部布置完毕；

10、墙体的粉刷或门窗安装等工程应在地板
采暖工程施工前或豆石混凝土工程结束后

进行，尽量避免不必要交叉作业，防止地板

采暖管材的破坏；

11、地板采暖管材铺设结束应及时进行水压
或气压试验，自检合格时及时通知监理进行

隐蔽工程前验收工作。为了尽可能保护和防

止破坏地板采暖管材，监理等工程监督部门

应接到验收通知 24小时之内积极组织进行



验收；

12、地板采暖管道铺设后尽量避 免无关人

员进出；

13、地板采暖管道铺设后的地面

（四）地暖成品保护

在多工种、多层次交叉流水的施工现

场，做好成品保护工作，有利于保证质量和

施工进度，并可节约和人工，因此应采取以

下措施：

1、现场加强成品保护教育。
2、加强工序间的验收,上道工序相对下一道
工序都是成品,下一道工序的施工人员对上
一道工序完好有保护责任。

3、地暖施工必须在室内初装修完毕与地面
施工同时进行，要求室内所有水电管线必须

安装完毕，卫生间厨房间墙砖施工完毕，确

保地暖安装后在地面上不再凿洞。

4、冬季为了保证地暖施工的环境温度（不
低于 5℃），应将门和窗进行封闭处理。
5、考虑到卫生间和厨房间的标高要求，地



面防水层应在地暖管道和给水管道安装完

毕后再做。

6、给水管道如果和地暖管道交叉时，给水
管道必须铺设在地暖管道下面，如果交叉点

出现在卫生间或者厨房间，给水管道应沿现

浇楼板嵌槽敷设。

7、地面必须干净、平整，要清除地面的沙
石碎块，堆积灰尘、钢筋、管头等杂物和渣

子，如地面有明显凸凹不平的部位要铲除或

用水泥沙浆找平。地面水平度为±5mm。
8、地暖盘管验收合格在没有填充混凝土前，
严禁随意在盘管和聚苯板上践踏，保证盘管

的完整性不受破坏。

9、浇注地面混凝土时，必须铺设踏板（踏
板上不能有钉子等尖锐物，以防损伤地暖管

道），手推车严禁直接在管路上碾压；倒混

凝土时不能直接倒在管道上，必须在踏板上

倾倒；铲灰时铁锹不能接触管道，以免破坏

管道。

10、浇注地面混凝土时，应先浇注房屋的四
周，再浇注中间，以免钢网受压跷起。

11、地面做完以后，其他分项工程施工时，



对地暖系统设备应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不

得污染分配器及管道，不得剔凿填充层或向

填充层楔入任何物件；严禁在地面上运行重

荷载（2t/m2以上）或放置高温物体。
12、集中供暖干管与地暖系统连接时必须先
进行打压、清洗，以防污物、杂物堵塞环路，

影响使用效果。

13、地暖系统严禁私自进行拆接和改动，如
有问题应由专业部门进行处理。

（五）地暖在行业中的地位及发展趋势

地板采暖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亚
洲的一些国家几乎 100%采用地板采暖。在
国内从上世纪 90年代初至今，地板采暖大
面积的应用已有十几年的经历，而且是以逐

年递增的发展趋势。现已超过几千万建筑平

米，已占到北京房地产开发市场面积的 30%
以上，已逐渐形成购房者的一个必备需求。

地板采暖在京建筑市场有几大特点：

1）著名的房地产商相继采用地板采暖：
1、万科地产的“万科星园”



2、潘石屹的“现代 SOHO”
3、华润地产的“翡翠城”
4、天鸿集团的“回龙观住宅小区”
5、金泰地产的外交部公寓… …

2）采用地板采暖最知名的人士及单位有：
1、中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2、中央领导的办公室
3、邓小平之女邓楠的公寓
4、武警总部梁司令的别墅
5、中国女篮教练宫鲁明的别墅
6、世界花样滑冰冠军申雪/赵红博的公

寓… …

3）地板采暖形式被大众认知和接受：
1、首钢职工住宅楼
2、北京煤炭公司职工住宅
3、北京民政局老年公寓
4、航天学院职工住宅… …

4）高、中、低档次楼盘开发商的认可：
采用地板采暖楼盘最高的售价有：1万



多元/㎡的高档别墅式公寓，及经济实用房。
由此可见，低温热水地板辐射采暖形式在采

暖建筑市场的地位是十分明显的，并且每年

以成倍的趋势发展，是一个对国家、对投资

单位、对用户都十分有利的一种采暖方式。

（六）地热地板的使用

地垫选择很重要

安装地热采暖地板，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问题是地垫，一定要使用地热专用纸地垫，

这种地垫具有导热快、不变形等特点，而不

能使用普通泡沫地垫。泡沫地垫导热慢，而

且长期在高温的作用下易产生有害气体，危

害消费者的健康。目前在地热地板的安装

中，多使用进口地垫，否则遇热容易变形。

如果安装不规范，会导致地板接缝处拱起，

在地热采暖系统加热的过程当中产生的潮

气会对地板发生破坏。

名词解释-地热地板
地热地板顾名思义是能用来做地面辐

射采暖的地板。地板辐射采暖指的是通过在



地面下铺设热水输送散热盘管，利用地面自

身的蓄热辐射而将热量向地面上的空间散

发，维持该空间具有较稳定合适温度状态的

技术，该技术在欧洲已有多年的使用和发展

历史，是一项在欧洲非常成熟且应用广泛的

供热技术，相关的采暖地板发展水平也很

高。近年来，这种技术和产品在我国也得到

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专家说法-国内地热地板材料太少-中国室内
装饰协会施工委员会张丝佳

随着国家大力推广环保、节能的采暖方

式，独立的燃气、电热、地板采暖新形式已

经逐渐走进众多现代住宅。地板采暖环保清

洁，热效高，热力均匀，节省空间，受到许

多喜欢简单时尚的年轻人的喜欢，从业界来

看，这也是采暖变革的必然趋势之一。然而，

由于地板采暖的特殊性，对地板的要求非常

严格，不仅要适应瞬间加温变化，地板密度

还要大，小了则易变形、开裂。目前国内这

种地热地板材料并不多，大部分材料都要靠

从国外进口，这就对地热地板的价格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这种情况亟待改善。

现阶段选择地热地板要谨慎-中国林产工业
协会地板委员会秘书长吕斌

取暖方式的改变给地热地板提供了一

个发展机会，也给消费者多了一种选择。但

需要注意的是，密度高、基材稳定性好的地

板才能用于地板采暖。最近，检测中心就接

到了不少用户的质量投诉，地板因为地热而

变形、开裂。因为地热地板还是市场上的新

出现的品种，并不是非常成熟，所以想尝鲜

的消费者在选择地热地板的时候一定要多

比较，尽可能谨慎一些。由于地热地板是新

生代产品，我国目前还没有国家标准来进行

规范管理。有关部门正着手制订相关标准，

不久就可望出台。

使用须知-正确使用地热地板
使用地热系统，温度不宜骤升骤降，供

热开始及结束时必须有升温及降温的过渡

过程，加热过程要循序渐进，每天温度升降

应控制在 4至 6摄氏度。



第一次升温或长久未开启使用时应缓

慢升温，建议每小时升温 1度左右，以防止
木地板升温过快发生开裂扭曲。

考虑到任何地板都具有遇热膨胀变形

的缺陷，消费者在第二年使用地热采暖系统

时，一定要严格按照规定的加热程序循序渐

进，绝不能一步升温到位，如第一天只升温

到 18摄氏度，第二天升温到 25摄氏度，第
三天升温到 30摄氏度等。强化地板适合水
管温度不超过 45摄氏度，地板表面温度不
能超过 30摄氏度。如果超过这个温度，就
会影响地板的寿命和使用周期。一般的家庭

冬季室内温度达到 22摄氏度左右就已经很
舒服了，所以只要正常升温，就不会影响地

热地板来年的使用。

为保证地热地板正常的使用寿命，家

庭使用中地热达到地板表面温度以 30摄氏
度左右为宜，最高应不高于 45摄氏度，过
高的温度及突然的升温、降温将会大大影响

地热地板的使用寿命。



（七）分户采暖与集中供暖对比

分户壁挂炉独立供暖与集中供暖优势比较：

分户式壁挂锅炉供暖方式以它的科学

性、先进性和经济性，一改我国几十年不变

的传统集中供热方式，越来越受到广大消费

者的青睐，短短十几年时间内就已在全国采

暖地区迅速推广普及，并得到了专家的高度

认可和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随着燃气供热

的迅速发展，燃气壁挂炉采暖也得到了长足

的进步，目前燃气壁挂炉供热面积已达 1000
万—1500万㎡建筑面积，每年供热销量达 5
万台至 7万台。

1）从安全性来看，分户式壁挂锅炉采暖方
案大大优于集中供暖方案。

分户式采暖方式在国外已使用了超过 70年
的历史，整个供暖系统压力最大仅为 3kg，
实践证明是完全有安全保障的产品。而集中

供暖锅炉属于大压力容器，管道测试压力一

般 12 kg，由于管理和使用不当以及产品部



件质量问题，时有事故发生，如燃烧机爆炸、

锅炉房火灾等在各专业报刊上都常有报道。

下面从四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供气方式上，分户壁挂锅炉供热比集中
供热从安全性上更可靠：

集中供暖配置专用的阀门、流量计、调压箱

和锅炉房的专用安全保护装置，由于输送管

线长、环节多，使出问题的可能性相对增大，

检修频繁，所以对其设备、配件、管线及施

工的要求非常高，对锅炉房的管理和操作人

员都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否则极易酿成较大

危害性事故。用户为避免意外损失，往往不

得不投入较大费用进行保险。

分户供热所用的燃气是和民用灶具共用同

一管线，勿需新增设备和管线，更省去开锅

炉房这一重大危险点，所以安全可靠性大大

提高，用户也勿需支付高额的保险费用。

燃烧设备上，分户壁挂锅炉供热比集中供热

更安全：

集中供热必须使用大型锅炉，压力大，炉腔



空间大，使用专用燃烧器，安全保护主要依

赖于专用燃烧器，万一控制失灵，就会发生

炉膛爆炸，并引起连锁反应，将可能造成机

毁人亡的意外大事故。分户式壁挂锅炉供热

控制简单明确，自我保护功能齐全，自动化

程度高，保护装置多，可靠性极高，万一有

问题产生，机器会自动报警停机。一切质量

售后问题全部交由壁挂炉厂家解决，省去了

物业公司长年维护的费用。

燃烧方式上，分户壁挂锅炉供热比集中供热

更安全：

集中供热锅炉所燃烧的是室内空气，废气通

过烟囱排往大气，有造成室内缺氧的可能，

对大气环境的污染也更大。对此，国家环保

部门三令五申要求禁止使用小型燃煤锅炉，

并严格彻查小锅炉上马。城市集中供暖的环

保状况也十分令人忧虑。我国城市环境问题

主要是燃煤引起的，城市空气呈现为典型的

煤烟型污染特征，大气中 SO2的 90%来自于
燃煤，采暖期用煤增加，采暖期 SO2浓度严
重超标，总悬浮颗粒物 2/3来源于烟尘。大



量燃煤还使我国成为二氧化碳释放大国，排

名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而分户式壁挂锅

炉供暖，燃烧用空气取于室外，燃烧废气排

于室外，燃烧充分，废气指标一般比较好，

既不会污染室内空气，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现

象，也不会造成室内环境污染。

燃烧泄漏事故上，分户壁挂锅炉供热比集中

供热可能性要小得多：

集中供热可能因锅炉房间大、暖沟、水沟等

死角多，冬季门窗关闭较严，万一出现漏气

现象，容易发生爆炸事故。分户式壁挂锅炉

供热由于供气环节少，安全措施多，如三重

过热防止装置、三重冻结防止装置等，且安

装室内隔绝，所以燃气泄漏的可能性极小。

总之，分户式壁挂锅炉供热比集中供热从各

方面先天条件上决定了它更安全、更可靠。

集中供暖一旦发生故障，则下游整体不能采

暖，冬季这种现象在我国北方城市时时存

在。而分户壁挂锅炉由厂家提供服务，速度

一般比较快。



2）从一次性投资上来看，分户式壁挂锅炉
采暖比集中供暖少的多，为投资者节约了投

资费用。

集体供暖在直接投资费用上，包括了供暖接

口费、建小区换热站、小区管线铺设费和维

修费等。从直接投资上看，分户式采暖明显

优于集中供热，只需要给每个家庭配置一台

壁挂炉就可以，同时其综合效益更佳。房产

开发商还可因此减少物业管理费用，不必因

收采暖费而引起诸多麻烦，从而为房产开发

商带来良好的隐性经济效益。壁挂锅炉是一

种节能环保产品，符合我国能源政策，是采

暖的方向，政府提倡和鼓励发展，对耗能高、

污染大的集中供热锅炉今后必然要限制淘

汰，我国部分城市已有政策出台今后新建房

屋必须采用分户采暖。房产开发商更应“风

物长宜放眼量”，顺应潮流，采用有发展前

途的产品，从而避免今后更新改造带来的麻

烦，房地产更具增值空间。

3）从运行费用上来看，分户式壁挂锅炉采



暖节能效果非常显著。

目前许多资料和实践已经证明，壁挂炉在北

方的冬季运行费用大致在 16元/㎡左右（品
牌不同，费用高低不同），比较集体供暖 22
元/㎡左右的价格来看实在是低多了，并且这
个费用由于煤能源和人工工资的上涨而逐

年每年上涨，山东每年增幅大约 2元左右/
㎡。由于壁挂炉的运行费用低、使用灵活方

便，提高了购房者的生活档次，购房积极性

相对高，对房产开发商来说也有利于房屋出

售，从而提高了房产价值。

4）从产品特点看，分户壁挂炉供暖方式比
集中供暖具有显著的优势：

1、能大大减轻物业管理的工作压力。
冬季北方各小区物业管理的重点工作是供

暖，每年的收费难也是物业管理工作最头痛

的问题。据了解，目前大多数集中供暖小区

的物业管理部门由于各种原因每年供暖费

的收缴率不足 70%，收不上来的楼房或者小
区就直接停止供暖，各地新闻媒体纷纷都就



此事做过连续报导。而分户独立采暖方式将

采暖费转为燃气费，由燃气公司直接通过燃

气表，分户按表计量，住户按耗燃气量自行

支付，从根本上解决了收费难的问题，同时

还节约了集中供热大量的水、电、蒸汽的消

耗。壁挂炉的售后服务一般由厂家承担，减

轻了物业管理的负担，避免了住户与物业管

理部门之间的许多矛盾。

2、舒适方便，提高了房屋档次。
各省市除了少数高级公寓 24小时供应热水
外，绝大多数都没有这种配套服务，采用壁

挂式采暖/热水两用锅炉，用户不仅可根据自
已的需要选择供暖时间，调节温度，而且可

随时使用生活热水，还可采用多种形式采

暖，如风机盘管、地板辐射、或明设暖气片

等，以其节能、安全、舒适、方便、不污染

环境、可自由调节时间、温度等优点，为住

户提供了集中供暖无法相比的周到服务，使

住宅的配套性和国外发达地区接轨，从而明

显地提高了住宅的档次，对于商品房的销售

和使用都十分有利。



3、有利于室内美观，便于用户装修。
采用家用燃气取暖/热水锅炉，装修时根据用
户需要，供热管道可暗设在室内墙面垫层

内，通过供水及回水管路送到各个房间，居

室内可不设明管，有利于室内美观。集中供

暖由于水循环压力大、经常检修，一般很少

采用暗设管路的办法。单元楼道内从上而下

的供暖主管也占据了一些空间，跑冒滴漏频

繁发生，也很让人反感。

4、节约能源，减少浪费。
分户式壁挂锅炉采暖没有锅炉房，比较集中

供暖来看，热力、外网及楼内管道的热损失

至少可以减少约 15%左右；用户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确定室内温度和采暖时间、区间，

节能的潜力更大，如家中无人时，可不开机；

不使用的房间可不开暖气片，晚上睡觉时可

将温度调低等，从而为用户节约运行费用

30%左右；而集中供热无论何时、无论家中
有没有人，均需将室内温度保持在一定温

度，浪费了很多能量，所以分户式壁挂锅炉



供热比集中供热节能效果显著。冬季同一个

单元甚至发生楼下晚上热的开窗睡觉、楼上

用户还很冷的现象，不管室外天气如何，不

管家中是否有人住，集中供暖由于操作责任

心等问题都在往集中送气，资源浪费严重。

如果冬天家中一段时间内不住人，壁挂炉的

防冻功能可以确保用户家里的东西不会冻

坏，而室内温度一般在 5℃左右。

5、时间控制灵活方便。
集中供暖的时间是统一安排的，北方一般是

冬季 11月 15日到来年的 3月 15日共 4个
月的时间，有的地方是从 12月 1日才开始
到来年的 3月 15日，但是在此时间之外的
供暖就要由用户自己想办法了。壁挂炉的开

启时间和关闭时间当然由用户自己决定，保

证了冬季的家居的舒适生活。

总之，多年来的大量实践证明，分户壁挂锅

炉采暖比较集中供暖而言，不仅完全有利于

房地产开发商，更有利于住户方便舒适的使

用，特别适合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节奏，代



表了北方供暖的潮流，是理想的居家采暖和

热水设备，也必将是大多数房产商和消费者

的首选。

（八）燃气壁挂炉地暖系统

1、燃气壁挂炉地面辐射采暖系统
一般分户热源采用采暖与热水两用的

壁挂式采暖热水燃气锅炉，具有手动控制和

室内温度控制器的自动控制，采暖热源为

55℃/45℃热水，并可提供生活热水，通常壁
挂式锅炉可设在生活阳台，辐射采暖管按照

蛇形盘管方式在每个房间布置，并设有分、

集水器调节房间水量及温度，工艺流程见图

１。

2、燃气壁挂炉地面辐射采暖系统优点
2.1 燃气壁挂炉采暖系统主要优点：
① 分户采暖，每家一台壁挂炉，可根

据住户自己的需要灵活调节供热温度，避免

了集中供热中调节困难，能量浪费的问题。

② 完全按照每户的燃气使用量收费，

避免了目前大多数集中供暖系统按照建筑

面积收费的不合理性，可以真正实现舒适性



和运行费用的统一。

③ 由于使用天然气或者石油气等作为

热源，对环境的污染大大减少。

④ 采暖和生活热水的一体化，使燃气

壁挂炉成为家庭的小型能源中心，壁挂炉一

机多用，使用灵活，而且减少了占地面积，

方便了用户，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3、燃气壁挂炉地面辐射采暖的自动控制与
经济分析（工程实例）

3.1 住宅平面图及自动控制说明：
呼和浩特某住宅小区为六层建筑，采用砖混

结构，外墙为 370mm砖墙，外墙勾缝，内
墙抹灰，内墙为 240mm砖墙，双面抹灰，
窗户为双层中空玻璃钢框。样板户型建筑面

积为 150m2，该户型在五层楼梯西侧单元，
如图（2）所示。

以主卧室正常室温为例，设定温度从早

晨 4时开始由 18℃降温至 10℃（实测需要
6-8小时），并保持该温度；下午 15时开始
由 10℃升温至 18℃（实测需要 6-8小时），



并保持该温度至凌晨 4时。实测温度如图（3）
所示

说明地面辐射采暖温度变化缓慢，滞后

性也很明显，这不是控制系统不灵敏,而是由
于地面保温性能好引起。有的用户在没有安

装自动温控器的前提下，上半时关了燃气壁

挂炉，下班到家后才打开，以为就节省了燃

气费用，造成室温升不起来，很不舒服，又

消耗了大量燃气费。因此抱怨燃气壁挂炉采

暖不好用又费钱。

所以燃气壁挂炉地面辐射采暖系统应该采

用自动控制装置，提前 6-8小时开始升温或
降温，以便室温能够满足要求。

4、结论
燃气壁挂炉地面辐射采暖具有舒适、节能、

可实现热量分户控制和计量等优点，所以近

年来在我国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住宅、别墅、

宾馆等建筑。相信，随着人们对环境质量标

准要求的提高以及节能的需要，燃气壁挂炉

地板辐射采暖在我国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九）地暖管材比较

1）随着建筑业的发展和人民对居住生活舒
适度要求的提高，低温地板辐射采暖系统的

应用越来越普及。目前国内在地板采暖系统

中选用的塑料管主要有以下几种。

PE-X：交联聚乙烯
PP-B：耐冲击共聚聚丙烯
PP-R：无规共聚聚丙烯
PB：聚丁烯
PE-RT：耐高温聚乙烯

2）管材原料的共性要求与其各自特点。
按照国家和国际的产品标准要求，生产冷热

水用塑料管材和塑料管件的原料，必须是按

照 GB/T182522000《塑料管道系统用外推法
对热塑性塑料管材长期静液压强度的测定》

中规定进行试验而通过合格判定的管道专

用科。也就是说，每个原料生产厂家必须做

出符合产品标准中所规定的蠕变破坏曲线，

才能证明所销售的原料是合格的。仅作

110℃、8760小时的静液压状态下热稳定性



一个点的试验是不能证明管材原料是否合

格的。到目前为止，国内市场销售的热水管

原料具有符合标准的蠕变破坏曲线的厂商，

PP-R仅有欧洲的北欧化工、巴塞尔、帝斯曼
和利普索尔等几个厂家；PE-RT只有美国的
陶氏化学具有；PB也只有壳牌公司具备。
其他厂家的原料和 PE-X、PP-B的品种均未
见到合格判定，不知原料产品是否合格，也

就相当于水泥没有确定标号一样，使用强度

不能确定。不管采用那个品种铺设地暖，只

有使用符合产品标准要求的原料，并且生产

设备和工艺合理而生产出的合格管材，才能

可靠地保证地板采暖用塑料管使用寿命五

十年。

几个品种各自的特点：

PE-X：国内生产一般采用中密度聚乙烯与硅
烷交联或过氧化物交联的方法。就是在聚乙

烯的线性长分子链之间进行化学键连接，形

成立体网状分子链结构。相对一般的聚乙烯

而言，提高了拉伸强度、耐热性、抗老化性、

耐应力开裂性和尺寸稳定性等性能。整个生



产过程属于化学反应过程。具有交联剂不易

分散均匀，交联度难以控制一致和需要定时

清理螺杆以防止产生凝胶颗粒等难点，产品

的质量控制难度较大，一般的生产企业难以

做好。合格 PE-X管材具有力学性能好、耐
高温和低温性能好等优点，PE-X管材没有
热塑性能，不能用热熔焊接的方法连接和修

复。

PP-B：耐低温性能好、弯曲模量高、连接性
能优越和原料成本低。但在地板采暖系统

0.6Mpa的设计压力下需要选用 S3.2系列的
管材（PE-X、PP-R、PB和 PE-RT等均需选
S5），de20的管材壁厚为 2.8mm，内径相对
于 PE-X、PP-R、PB和 PE-RT品种减小
1.6mm。原料厂家目前还没有蠕变破坏曲线。
耐热性能相对其它产品对比较差。

PP-R：耐高温性能好、力学性能好和连接性
能优越。欧洲有几家公司的原料具有合格的

蠕变破坏曲线。但耐低温冲击性能较差。

PB：耐蠕变性能和力学性能优越，几种管材
中最柔软，相同的压力下设计计算壁厚最

薄。但原料价格最高，是其它品种的一倍以



上，当前在国内应用面积较少。

PE-RT：该原料是一种力学性能十分稳定的
中密度聚乙烯，由乙烯和辛烯的单体经茂金

属催化共聚而成。它所特有的乙烯主链和辛

烯短支链结构，使之同时具有乙烯优越的韧

性、耐应力开裂性能、耐低温冲击、杰出的

长期耐水压性能和辛烯的耐热蠕变性能。可

以用热熔连接方法连接，遭到意外损坏也可

以用管件热熔连接修复。具有符合产品标准

的蠕变破坏曲线，是聚乙烯中现阶段唯一不

需交联就可用于热水管的一个品种。

3）产品的性能对比与选择。
因为采暖系统不是在恒温状态下使用，水温

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升降，所以在 ISO10508
《冷热水系统用热塑性塑料管材和管件》标

准中将塑料管的使用条件分为五个级别，地

板采暖属于级别 4，见下表：

管材物理和机械性能的对比：

项目 单位 PE-X PP-B PP-R PE-RT PB
密度 g/cm 0.94 0.9 0.9 0.933 0.93



维卡

软化

点

℃ 123 150 135 122 113

导热

系数
W/m·K 0.4 0.24 0.24 0.4 0.22

热膨

胀系

数

10－4/K 1.8 1.5 1.5 1.95 1.3

拉伸

屈服

强度

Mpa 16 27 24 16.5 17

拉伸

断裂

强度

Mpa 20 21 19 34 33

断裂

伸长

率

% ＞500＞630 ＞500 ＞800 ＞125

弯曲

模量
Mpa 800 1100 810 550 0

弹性

模量
Mpa 0 0 0 580 350



可焊

接
0 不能 能 能 能 能

连接

方式
0

机械

连接

焊接、

机械

焊接、

机械

焊接、

机械

焊接、

机械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只要原料和制品

两个方面同时满足产品标准要求，五个品种

都可靠地应用在地板采暖系统中，只是相同

设计压力下壁厚不同。

欧洲在生产与应用 PE-X方面有很好的控制
和管理经验，原料选用巴斯夫和北欧化工等

几个国际上著名的化工公司，设备根据所选

用厂家的原料的特点而设计。目前 PE-X也
是欧洲地板采暖应用量最大的一个品种。但

是，目前 PE-X原料均没有出现通过验证的
产品，国内一些生产厂家对原料的随意选

用，原料价格相差较大，产品质量不易保证，

使得该品种在选择应用方面存在着一定的

风险。

PP-B在韩国的壁挂式加热炉地板采暖系统



中应用较为普遍，因其系统的压力很低，所

以不易出现问题。目前原料也没有通过合格

验证的厂家，其设计应力在五个品种中最

低，弯曲模量却最高，铺设难度也相对较大。

不适合使用压力较高的地板采暖用管等热

水管道，但却是理想的冷水用管。

PP-R、PB和 PE-RT这三个品种都有不同的
厂家具有符合产品标准的蠕变破坏曲线，这

是热水管能够可靠使用五十年的基本前提。

PP-R是目前生活热水用管与散热器系统用
管的一个理想产品。由于其耐低温冲击性能

和柔性较差，使得在地板采暖用管方面应用

较少。但用于地板采暖主管道和其他热水管

道在系统可靠性和使用寿命方面，合格的管

材是非常优越的。

PB是目前塑料热水管中在相同使用条件下
设计应力最大的一个品种。比如地板采暖的

使用条件下，0.6Mpa系统压力计算管系列的
值应该选择 S8，de20的壁厚数值才 1.3mm，
但因系统的连接要求与施工中划伤损害等

问题，实际生产和选用中一般为 S5系列。
由此可以看出，PB管材的使用寿命相对同 S



系列其它塑料管材而言，要过剩的多。该产

品是当前几种用于热水的塑料管中价格最

贵的品种。

PE-RT品种在 0.6Mpa设计压力下使用时应
选择管系列 S5，实际上与 PE-X、PP-R和
PB相同。它具有可以热熔连接、原料性能
稳定可靠和柔韧性好等优点，该产品的弯曲

模量数值不到 PE-X的 70％。PE-RT塑料管
为地板采暖领域所选用管材增加了一个新

品种，其综合的优良特性使之在地板采暖领

域中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