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强电与 弱电避免共 用线 槽及管线 ， 

减少 对弱电信 号的干扰 弱 电电缆采用屏 

蔽 电缆。 

(4)工艺管线与保证环境要求的供应管 

线分 别布置 。 

(5)一般布置规律 自上而下依次为电气 

线管 、电缆桥 架 、风管 、工艺 管线 、其它管 

线。在其它管线布置中尽量安排小管在上 ， 

大管在下 ，以方便施工操作。 

(6)在保证管线 使用功能的前提 下，交 

叉避 让的一 般作法 ：“有 压管让 无压管 ”、 

“小管让大管”、“电气线管让水管”、“水管 

让风管”、“冷管让热管”、“一般性管道让 

动力性管道 ”、“同等情况下造价低 让造价 

高的 管道 ”等 ，同时要 考虑到 符 合技术 要 

求 。 

(7)管线布置要考虑规范要求、施工操 

作方便 、检修维护便利 、经济 合理 等因素。 

(8)循环泵 阀门组、调节控制组、给排水 

节点等综合节点设计(节点 内包含放气点、 

放水点、阀门、支架等形式)，不但满足系统 

流程，而且将其集中布局，使水、电系统控 

制组成集中单 元，便于操作、易于 识别及检 

修 。 

(9)依据的规范标准：德国标准、德方概 

念设 计、中方 设计 图纸 、中国标 准(地方标 

准 、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等 

3 实施管线综合平衡技术的主要步骤 

在空客A320工程中 ，管线布 置综 合平 

衡技 术主要靠 几部分来实现 ：一是用 电子 

图纸实行预装配 ；二是综合支吊架的使用 ； 

三是 合理安排 施工顺序。下面 分别从这三 

个方 面来阐述在本工程上的 设计应用。 

3．1电子图纸预装配 

为确保工 程施 工顺序 ，避 免专 业设计 

不协调和 变更产生 的“返 工”现 象 ，合理分 

布各 专业管线 的位置 ，在施 工准备阶段就 

要对 各工程部位进 行图纸 “预 装配 ”，通过 

使用 电子版施 工图 ，在计算机上进 行模拟 

装配 ，最大限度 实现 设计和施 工之间的衔 

接。同时，要综 合考虑各专业的相互关 系和 

相互影响 ，做到统筹考虑 。 

电子 图纸 预装配是实现管线综合平衡 

技 术的基础 。 

3．1．1审核各专业图纸 

收 到施工 图纸后 ，机电总 承包单位 组 

织各专业分包单位的施工技 术人 员认真进 

行图纸会审。熟悉本专业图纸 ，以及建筑物 

整体功 能和各 层的使用要求 ；了解一个栋 

号中有多少个 功能系统 、设备的布置、管线 

分布情况；清楚建筑结构的形式等。核对各 

专业之间的位置和标高冲突问题。 

3．1．2确定施工的最 不利位置 

在 图纸进 行 自审 的基 础上 ，由业主 或 

监理单位组织设计单 位进行设计交底及各 

专业 间的交叉会审 ，重点解决各专 业之 间 

的“错、漏 、碰、缺”等问题。明确哪些位置是 

施工的最不利点。这是进行管线综合平衡 

的一个关键环节 ，对管线复杂区域(如管 

廊、通道、机房、设备间)及施工最不利点(如 

管线交叉集中的地方)，进行重点位置的深 

化设 计。 

3．1．3管线的基本布置 

机电总包单位依据综合交底和会审的 

施工图纸电子版 ，进行管线的综合平衡布 

置 ，由现场 设计部进行综 合管线和重点部 

位的深化设计，包括绘制综合管线图、细 

部节点图、孔(洞)预留图、局部剖视图等。 

把平面布局或标高有问题的区域，在深化 

设计 图上很直 观的反映 出来。同时把最容 

易散乱的、影响布局的“控制阀门组”、“泵 

阀门组 ”、“入户计 量调节 组”等单 独细化 

设计成 易于操作 、能够 集 中布局和控制 的 

节点部位，便于阀门组后的管线统一布置 

和设 计 。 

3．1．4局部调整 

根据前面叙述的管 线综合平衡 的布局 

原则，对存在问题的区域进行调整 ，问题 比 

较大、局部调整难以克服的 ，对功能系统的 

管线重新进行定位。 

3．1．5综合 管线 支架 的统一计算 

管道支吊架的受力情况复杂，工作条 

件多变，而且常常受到安装位置的限制。应 

在全面考虑和分析 支吊架 的受力和工作条 

件的基础上，结合结构要求、施工和使用经 

验进行设计。本工程利用管线支架厂 家(选 

用喜利得产品)计算软件及各种标准构配 

件 ，结合结构(土建 、结 构)图纸进行综合支 

吊架设计 ，用相应的计算公式按刚度 、强度 

及稳定性 条件进行核 算 ，最终形成 支吊架 

图及相关 材料 表。 

3．1．6综合管线平衡的再会审 

机电总承包单位现场设计部门完成管 

线的调整 布置后 ，会 同其 它专业施工 队伍 

的技术人员、建设单位、监理单位、专业设 

计人员进行再会审。重点对管线布置的合 

理性 、经济性 、施工顺序安排 、调试、抢修是 

否方便等进行评估 ，确定 最佳的方案。 

3．1．7绘制综合管线 图的方法 

在 完成最 佳的管 线布 置会审后 ，进行 

综合管 线图的绘制 。 

52 科技资讯 SCIENCE＆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工 程 技 术 

(1)选取某一个专业 图纸(如建筑专 业) 

进行 电子版综 合管 线图的整理 ，将 机 电所 

在专业的管线 全部布置其中。 

(2)为避免交叉修改误操作 ，便 于各专 

业单 独修改与 出图 ，每个 专业图进行 单独 

命名 ，如 “消防管线 ”、“中立排水管 线 ”。管 

线 层 中包含管 线 、设 备及附 件等 ，参 照原 

设计 图纸统一规定 的各系统管线线 型 、颜 

色、标准方法，达到图面清晰、协调重点突 

出。 

(3)依据建筑专业的定位基准线，确定 

水平及标高的基准点。根据已确定的管线 

布置方案 ，对各专业逐一进行插 图并整理 。 

随 着专业 图纸 的不断被插入 ，综合 管线 图 

被完善。 

(4)各专业的 图纸插 入叠加完成后 ，再 

次进行深化调整，这是管线综合平衡的重 

点。通过 图纸进行 “预装配”，重新布 置各专 

业的标高和走向，直到满足要求为止。根据 

管线的复杂程度 ，截取不同的断面 ，绘制出 

剖面图，直观的反映出管线的调整情 况 ，综 

合考虑各专业 的相互关系和相互 影响 ，做 

到统筹考虑 。 

(5)综合管线图完成后，可能出现不能 

满足建筑物的功能要求(水平空间及标高) 

的现象 ，解决方 法是在设计人 员许可 的情 

况下 ，调整某些技 术参数和管线规格 。如果 

系统功能不允 许上述改动时 ，则需要调 整 

建筑物的水平 空间或标高 ，实现建 筑物 的 

综合使用功能 。 

(6)综合管 线 图进行综合评 审后 ，各方 

签字确认 出图，用来指导各专业的施工 。由 

于 图中管 线比较多 ，出图时要 进行 彩 色打 

印 。 

3．2综合支吊架的选用 

在 空客A320机 电安装 工程 中 ，支 吊架 

我们使用 了综 合支 吊架 系统一喜利 得MQ 

系列安 装系统 。它在 保证各功能系 统安全 

运行的情况下，很大的提高了安装功效，而 

且提升 了工程 的外观形象。 

选用综合支吊架系统是实现管线综 合 

平衡技术 的重要手段 。 

3．2．1综合支吊架安装 系统的组成 

(1)槽钢系列。 

卷边带有 锯齿 ，有效 抗剪 、止滑 、抗 冲 

击，表面刻有辅助标距·双拼槽由相互冲压 

与激光焊接先进 工艺制作 ；表面镀 锌处理 ， 

外观 美观 ，条形安装孔 ，灵活方便 。用 于横 

担和 吊梁 。(如 图1) 

(2)托 臂(架)系列。 

与槽钢 系列特 点相 同 ，是需要 侧 向固 



工 程 技 术 

定的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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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槽钢螺母。 

简单、紧凑、省时；螺栓、垫片、螺母、弹 

簧一体化 ；使用方便 ，便于调整 。分二 种形 

式 ：一种 是按钮 式 锁扣 。另一种 是蝶 形螺 

母。用于 吊臂(杆)与横担之间的连接件 。 

(4)管束扣垫。 

一

体化 ，简单快捷 ，无需安装工 具 。用 

于管束与横担之间的连接件。 

(5)基板、角连接、角支撑、连接件等。 

可以进行预组 合 ，实现快捷安装 ，强度 

高，有可靠 的锁键 连接 。 

(6)槽钢底座及连接件 。 

用于 支撑或 吊臂 与建 筑结构 的 固定 ， 

性能 可靠，连接 方便 。 

(7)各种梁夹及组件。 

用于支 吊架在钢结 构上的免焊接 钻孔 

安装 ，最大扣夹厚度 ≤36mm，适用范围广 。 

(8)各种管束 。 

标准管束、轻型管束、重型管束、超重 

管束、喷淋管束、保温管束、固定式保温管 

束等多种形式 。(如图2、图3) 

(9)各种支座 。 

主要 分为 固定支 座和滑动 支座 ，用于 

介质温度不同的管道上 。 

(10)其 它常用配件。 

全 牙螺杆 、凸缘螺 母、螺杆接头 ，全牙 

螺纹管、六角螺栓等配件。 

3．2．2本工程中使用的几种支吊架形 

式 

(1)带斜撑多管 吊架；(2)顶槽式安装；(3) 

凤管／水管共用吊架 ；(4)托臂加吊杆辅助支 

架 ；(5)钢结构跨梁安装 ；(6)托臂加斜辅 助； 

(7)落地支撑；(8)、臂槽式安装；(9)三维框架 ； 

(10)固定及移动组合 ，(11)预埋壁槽式安装 

(如图4)。 

3．2．3支 吊架 形式的确定 

各专业施工技术人员会同喜利得专业 

工程师，对管道的载荷、位移等要求进行确 

认 ，再根据现场环境 条件和MQ系统的物理 

特性确 定支 吊架 的形式后 ，报设计 单位 复 

核建筑 物结构的承 载情况 ，满足要 求后采 

用 。 

3．2．4对l6#动力站大直径密集管道 

及19#后装配机库大跨度(19m)组 合支架 

设计 中采用 了箱钢设 计 ，组 合辅 助喜 

利得管 束等附件 ，通过现场制作 主承 力结 

构后热浸镀锌处理 ，解决 了喜利得MQ系列 

槽钢承载 力不适 应的 问题 。 

3．3合理安排施工顺序 

本工程的人性 化要求高、系统 复杂 、功 

能设计要求苛刻、工期紧，作为机电安装工 

程的总承包 单位 ，协调管理 好各专 业施工 

尤为重要 。 

合理安排施工顺序 是实现管线综合平 

衡技术的保 证。 

3．3．1提前做好施工准备 工作 

本工程中为保证后续安装施工，经与 

业主商定由机电总承 包单位 进行合同中规 

定本应 由土建单位施 工的预 留预埋工作 ， 

防止协调 不力 ，影 响综 合管线 平衡技术的 

实施效果 。施工 中根据 综合管 线图修正土 

建图纸中的预 留预埋部分 ，调整有关刚性 、 

柔性套管节点，以及防沉降、防腐蚀保护预 

埋管节点 ，减少 了预埋错误 。 

3．3．2编制综 合施 工进 度计 划 

在工程 进入到机 电安 装及 装饰阶 段， 

由机电安装总承包单位协调各相关专业施 

工 单位 ，编制 综合 施工进 度计 划 每 个节 

点、部位都 落实好施 工工艺顺序 ，一般原则 

是 由机 电总承包单位负责综 合支吊架选型 

与施工，然后根据管线的布置由各专业施 

工队伍 “从 上到下”、“从内到外 ”依次 进行 

施 工。机 电安 装总承包单位 定期进行 进度 

协调 ，保证 工程快捷 有序的进 行 。 

3．3．3抓好施工现场的 安全和文明施 

工工作 

施工现 场的安 全 、文明施 工抓得 好是 

对施工进度 的一个促进和 保证 ，提高员工 

的成品保护意识 ，减少 “返工”现象 ，对最终 

实现管线综合平衡技 术有着重要 的意 义。 

4 应用管线综合平衡技术的效果分析 

(1)通过 电子 版图纸的预 装配 ，可以较 

快完善节 点设计和施 工详 图设 计 ，尽可能 

全面发现施 工 图纸 中存在的技术 问题 ，并 

能在施工准备阶 段得 以解决 。 

(2)施工 前做 好管线综合 布置 ，避免 了 

各专业在施工阶段的管线交叉、位置冲突 

等现象 ，减少 了返工浪费。 

(3)合理 的安排 了工艺顺 序 ，优化了施 

工进度 ，大大缩短 了施工工期 。 

(4)建设 方、设 计方 、监 理方 、机 电总承 

包 、各专业施工方，通过综合管线的布置与 

调整，都 比较全面的掌握 了现场情况 ，方便 

了施工 过程 中的各项 管理 ，尤其是变更管 

理 。 

(5)综合 支吊架的选用 ，改变 了传统管 

道支 吊架现场焊接制 作的情 况 ，减少 了施 

工现场 的工作量 。由于综合 支吊架的所有 

组成件都是工业成 型产品 ，所以外观美观 ， 

安装方便 ，占用施工场地小 ，大幅度的提高 

了支 吊架的安装 功效 。 

(6)综 合支 吊架所 有组 件采用 螺栓连 

接，增强了现场安装的偏差可调性，出现偏 

差 时只需根据施工现场实际情况就 可随意 

调 整，施工便捷 ，节约 了施工时间。 

(7)在地下室管廊大体量密集管线区 

域 ，采用 了预 埋壁槽式 支架(每 隔1．2m间 

距设一组预埋槽钢)，极大方便了综合管线 

的支架 布局 ，减少了在 地下 室侧墙上 的钻 

孔、打栓等情况，调节裕度大，效果美观。如 

图5(9#总装厂房地下室管廊预埋壁槽式支 

架 )和 图6(16#动力站地下室管廊预埋壁槽 

式支架)。 

(8)管线布置综合平衡技术在应用过程 

中也存 在着一些问题 ，如设计资料操作性 

不强、管理中执行力不够等现象，这就要求 

机 电总 承包单位不断 提高 自身实 力，关键 

是要在 培养 复合型人才上 多下功夫 。 

5 结语 

本 工程 管线 布 置综 合平 衡 技术 的 应 

用 ，在工程工 期、质量 、外观上都收到非 常 

好 的效 果。不但满足 设计与规范的技 术要 

求，而且更好地符合使用功能和审美标准， 

经济效 益也较佳 。随 着建筑安装行业 中机 

电安装工程的综合性越来越强 ，同时，建设 

单位 对总承包单位 的实力要求越来越 高 ， 

此 项技 术一 定会得 到 广泛 的和快 速 的应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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