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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压开孔管道分流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带压开孔管道分流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水、油、燃气的带压管道开孔分流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50.4 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制造、检验和验收

GB/T 528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拉伸应力应变性能的测定

GB/T 531.2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入硬度试验方法 第 2部分：便携式橡胶国际硬度计法

GB 713-2014 锅炉和压力容器用钢板

GB/T 1348-2009 球墨铸铁件

GB/T 2941 橡胶物理试验方法试样制备和调节通用程序

GB/T 7306.1 55°密封管螺纹 第 1部分：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759.1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 第 1 部分：在常温及高温条件下

GB/T 13295 水及燃气管道用球墨铸铁管、管件及附件

GB/T 17219-1998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7241.6 整体铸铁法兰

GB/T 17241.7 铸铁管法兰 技术条件

GB/T 21873—2008 橡胶密封件 给、排水管及污水管道用接口密封圈 材料规范

GB/T 22091.1-2008 55°密封管螺纹量规 第 1部分：用于检验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24511-2017 承压设备用不锈钢和耐热钢钢板和钢带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带压开孔管道分流器 Pipe shunt for opening hole under pressure

在管道运行状态下，使输送介质从主管道新开分流口流入分支管道的一种分流装置。主要由壳

体、橡胶密封垫、紧固件等组成。

3.2

全密封式分流器 full-sealed Pipe tee

采用对置式全密封方式的分流器，分流器在管道外径方向形成周向密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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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密封式分流器 Saddle Pipe tee

环绕孔口周围密封的半密封式分流器，其整体成马鞍状。

3.4

分流口 outlet

分流器与分流管道对接的接口，接口型式为法兰或管螺纹。

4 分类和标记

4.1 分类

4.1.1 按适应管道类型分类及代号见表 1。

表 1 分类及代号

适应管道类型 铸铁管 塑料管 混凝土管

代号 H P Z

4.1.2 按产品结构分为全密封式分流器和半密封式分流器。

4.2 标记

4.2.1 全密封式分流器标记

X XXX × XXX - XXX

开孔公称尺寸代号

分隔符

主体长度尺寸

分隔符

管道公称尺寸代号

管道类型代号

示例：H300×500-100，表示用于 DN300 铸铁管，分流器主体长度为 500mm，开孔尺寸为 DN100 的全密封式分流

器。

4.2.2半密封式分流器标记

X XXX - XXX

开孔公称尺寸代号

分隔符

管道公称尺寸代号

管道类型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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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P200-80，表示用于 DN200 塑料管,开孔尺寸为 DN80 的半密封式分流器。

5 技术要求

5.1 材料

应符合表2的要求。

表2 材料要求

序号 材料 要求

1 球墨铸铁 GB/T 1348-2009 中 QT450-10 的要求。

2 碳钢 GB/T 713 中 Q245R 的要求。

3 不锈钢 GB/T 24511 中 S304 的要求。

4 橡胶 GB/T 21873 的要求。

5.2 焊缝

碳钢和不锈钢制造的分流器的焊缝应符合 GB/T 150.4 的要求。

5.3 分流口

5.3.1 公称直径小于等于50mm的分流口应符合 GB/T 7306.1-2000 中圆柱内螺纹的要求。

5.3.2 公称直径大于50mm的分流口应设置法兰，法兰尺寸应符合 GB/T 17241.6 的规定，尺寸公差

符合 GB/T 17241.7 的规定。

5.3.3 分流口轴线夹角公差应为±1°。

5.4 密封性能

在2.4MPa压力下进行水压试验，持压时间不少于1 min，无渗漏且壳体无结构性损伤。

5.5 承载力矩

分流口按附录C的规定进行旋转力矩试验和轴向位移力矩试验，不得有泄漏和壳体断裂现象。

5.6 卫生要求

饮用水管道分流器卫生要求应符合 GB/T 17219 的规定。

5.7 外观与涂层

5.7.1 分流器外观应平整光滑，无气孔、针眼、气泡、裂纹等目视可见缺陷。

5.7.2 涂层厚度应不小于150μm。

6 试验方法

6.1 材料

6.1.1 球墨铸铁按 GB/T 1348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1.2 碳钢按 GB/T 713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1.3 不锈钢按 GB/T 24511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6.1.4 橡胶按 GB/T 21873 规定的方法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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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焊缝

碳钢和不锈钢壳体的焊缝应按 GB/T 150.4 规定的方法检验。

6.3 分流口

6.3.1 壳体分流口公差检验用游标卡尺或其它适宜性的测量工具进行检测。

6.3.2 分流孔螺纹按照 GB/T 22091.1 中规定的的方法进行试验。

6.3.3 夹角公差按照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试验。

6.4 密封性能

按照 附录B 要求的方法试验。

6.5 承载力矩

按照 附录C 要求的方法试验。

6.6 卫生

分流器与饮用水接触部分按 GB/T 17219-1998 中 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试验。

6.7 外观与涂层

6.7.1 外观检验应在自然光线下目测。

6.7.2 涂层厚度按 GB/T 13452.2-2008 中规定的磁性法试验。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7.2 出厂检验

7.2.1 每套分流器均应经出厂检验合格后出厂。

7.2.2 本文件 5.3、5.4、5.7 为出厂检验项目。

7.2.3 全部检验项目合格判定出厂检验合格，不合格项允许调整或返工后再进行检验。

7.3 型式试验

7.3.1 型式检验项目为第 5 章规定的全部要求。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首次生产或转厂生产；

b) 正常生产期间每两年检验一次；

c)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d) 产品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f) 用户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7.3.2 抽样方法为每批产品随机抽查 2 套，其中 1 套作为复测样。

7.3.3 所有检验项目符合要求，判定型式检验合格。出现不合格项时则判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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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8.1 包装

包装材料宜采用气泡薄膜、纸箱、木制包装箱，或根据用户需求在供货合同中规定。

8.2 标志

产品应具有制造商名称或商标、规格型号的永久性标识。出厂时应附有合格证，至少包括以下

内容：

a) 执行标准编号；

b) 制造商名称或商标；

c) 产品名称、规格型号；

d) 主要零部件材质；

e) 适用介质；

f) 生产日期和批号。

8.3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雨淋、磕碰。

8.4 贮存

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避免与溶剂、酸等易挥发或不稳定的化学物质一同存放，室内避免有产

生臭氧的设备，如紫外线灯、高压电器设备、频繁启动的设备等。



《带压开孔管道分流器》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第一批行业标

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19〕126 号），计划编

号：2019-0645T-AH 项目名称：带压开孔用管道分流器，主要起草单位：安

徽欧泰棋智慧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安徽工匠质量标准研究院有限公司，计

划应完成时间：2 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2019 年 6 月，成立标准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并制定了标准

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同时工作组

成员认真学习了标准制定相关知识，收集了相关引用和同类标准、国内同

行业技术参数、国外带压开孔用管道分流器发展趋势、用户使用情况反馈

等信息，并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2）2019 年 7-8 月，工作组经过调研、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资料，对比

国内外在技术上的差异，确保标准的制定既符合实际情况，又具有先进性，

保证标准的完善性和协调性。结合产品的研发技术、生产经验和技术发展

趋势，以企业标准为基础，于 2019 年 9 月初形成了标准的初稿。并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安徽合肥召开了“行业标准《带压开孔用管道分流器》讨论

会”与会人员有：来自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



究院、安徽工业大学、安徽省计量院等相关高校、科研机构、质量监督部

门、生产厂家及用户等人员参会。与会专家对分流器的分类和标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等各方面的相关要素进行了研究和探讨，针对标准讨论稿

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专家建议将标准名称由“带压开孔用

管道分流器”改为“带压开孔管道分流器”，提出若干针对分流器技术要求

的修改建议。

（3）工作组依据讨论会提出的修改意见，结合研发科研及生产的实际

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和技术指标的验证，于 2019 年 10 月 11 日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

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的原则，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编写。

2）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带压开孔管道分流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标准的主要章节为第 5章“技术要求”，其中技术参数依据目前市场主

流产品以及分流器需求制定，分别对分流器的“材料”、“焊缝”和“分流

口”、“密封性能”、“承载力矩”、“卫生要求”和“外观与涂层”提出了具

体的要求。

其中，“材料”对分流器所用到的球墨铸铁、碳钢、不锈钢、橡胶做了



要求。“焊缝”对碳钢和不锈钢制造的分流器的焊缝做了要求。“分流口”

对分流口涉及的螺纹、法兰及轴线夹角公差提出了要求。“密封性能”对分

流器在水压实验中的密封性做了细致要求。“承载力矩”中要求分流器进行

了旋转力矩试验和轴向位移力矩试验后，不得有泄漏和壳体断裂现象。“卫

生要求”中要求饮用水管道分流器卫生要求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外观与涂

层”中要求分流器外观应平整光滑，无气孔、针眼、气泡、裂纹等目视可

见缺陷，涂层厚度应不小于 150μm。

3）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为企业从事产品设计、制造和检验等方面工作提供了

技术依据，为规范带压开孔管道分流器行业健康发展，促进产品质量和技

术水平提升，推动行业科技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按照本标准条款要求，组织实施了相关重要的试验项目进行验证，通

过试验的验证，标准中所设定的相关指标符合要求。

四、知识产权说明（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

目，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该项目将涵盖行业最新研制产品，使该行业标准及时、准确的体现产

业发展现状，满足国内市场需求。通过该标准的贯彻执行，将为该类产品

的设计、制造和检验提供合理依据。使标准快速准确反映科学技术的最新



成果，满足行业新产品系列推出的要求。有利于增强行业产品适应市场变

化的能力，从而推动行业的快速进步与良性发展。同时为产品的贸易和仲

裁提供技术支持，促进行业的整体提升，便于监督和检验，维护用户和企

业的合法权益。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以及与国

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则、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则、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

为了加强标准在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指导作用，标准发布后，应大力宣

传推广，贯彻落实标准的实施。要求相关企业统一标准，鼓励企业参照采



用或逐步过渡采用。同时，为推广和实施本标准，可以采取如下一些具体

措施：

（1）由政府或标准化主管单位牵头，负责标准宣贯。并结合产品资质

认证和检验检测工作，作为对标准的实践性操作与检验；

（2）结合企业标准化建设，推动和全面实施标准的培训工作；

（3）标准工作组应继续开展研究，改进和完善标准的相关内容；

（4）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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