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建筑排水管道系统技术中心在泫氏成立

泫氏排水实验塔 实验塔测控中心 流态实验室

全国建筑排水技术试验研究基地——泫氏排水实验塔

管道抗震试验室







排水不畅



漏水



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为什么住宅排水问题会如此多？



设计
• 设计部：
排水系统
设计

施工安
装

• 施工方：
采购、施
工

产品 • 企业：生
产

生活排水系统实施一般步骤：

相互独立

空间

成本

外行



SUNS排水系统实施步骤

泫氏排水
（技术中心）

设计
（深化设

计）

施工
（指导安装）

产品
（产品选型）



泫氏排水
（技术中心）

设计
（深化设
计）

施工
（指导安装）

产品
（产品选型）



泫氏排水
（技术中心）

设计
（深化设计）

施工
（指导安装）

产品
（产品选型）



泫氏排水
（技术中心）

设计
（深化设计）

施工
（指导安装）

产品
（产品选型）

某工程排水管道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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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 12772-2016

本次修订主要技术变化情况



强调了“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物排放重力流废水、污水、雨水排放和通气用排水铸铁

管道”。有两方面的含义： 

• 重力流是建筑排水管材管件必须满足的基本水力学特征，是产品设计的理论依据。

特点：满足管道流体流动是单向的、向下带有坡度的。

• 体现标准的开放性和与时俱进。即：包容满足特定流体形态的不同结构管件；品种规

格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在标准适用范围中引入了“重力流”概念



• 修改和补充标注了存水弯水封深度尺寸，确保不小于50mm，以符合GB50015要求。

公称直径 尺寸/mm 重量/kg

DN L L1 L2 水封H R A级 B级

50 191 51 — 51 51 1.89 2.09

75 229 83 13 64 64 3.61 3.99

100 267 102 13 64 76 6.15 6.73

150 356 152 13 65 102 12.36 14.74

W型P型存水弯尺寸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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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完善了存水弯产品水封安全性能尺寸要求



V形流道的P型存水弯 

优先选择U型流道存水弯：

• 试验证明：V型流道存水弯在水封振荡运动时产生

的水平运动分量VS，容易造成更多的水封损失；

U形流道的P型存水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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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选用存水弯，降低水封损失



适用于：

1. 高层、超高层住宅因通气口灌风造成正压区水封破坏和排水过程中负压区的顶层；

2. 转换层正压区；

3. 底层（正压区、长流水排水）部分楼层区段横支管上。

公称直径 尺寸/mm

DN L L1 L2 R 水封H

50
191 81 30 51 80

191 101 50 51 100

75
229 99 29 64 80

229 119 49 64 100

100
267 118 29 76 80

267 138 49 76 100

W型深水封P型存水弯尺寸及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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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深水封P型存水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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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标准是根据存水弯的不同口径规定了最

小水封深度;

• 欧洲标准是根据存水弯的不同口径及所接排

水器具对水封影响的不同来规定最小水封深度

的;

美国标准对水封深度的要求

欧洲标准对水封深度的要求

国外标准对水封深度的要求



• 在一些楼层区段，由于长流水

排水和水封的连续振荡，

50mm的水封也会在水封最大

固有振荡频率时，产生水封破

坏现象。这些楼层区段可采用

深水封存水弯。

50mm水封的标准测试
地漏,在+250Pa/-150Pa
，压力波动频率
1.75Hz时，与水封振
荡产生谐振，造成水
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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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封损失与压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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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水封具有固有振荡频率的物理属性的试验得知：当施加于水封的压力波动频率与水

封固有振荡频率产生谐振时，水封振荡波幅会产生叠加效应，水封损失会达到一个较大值。

在相同极限压力下，不同压力波动频率产生的水封损失值不是一个相对恒定值。

动态水封损失测试模拟试验台

动态水封损失测试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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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水封比浅水封地漏动态振荡时仍会有破封的风险

动态水封振荡
静态负压抽吸

动态水封损失测试模拟-静态负压抽吸与动态水封振荡试验对比



• 新增防干涸的补水型存水弯。为系统共用水封及防

干涸水封设计提供了产品选择。推荐优先采用系统水

封设计方案，以防二次装修破坏水封。

补水型P存水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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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补水P型存水弯产品



• 设计依据：参照欧共体标准；

• 水封深度80mm的防虹吸P型存水弯；

     优点：防止水封虹吸抽空、水封比大。

防虹吸P存水弯 防虹吸存水弯工作原理

普通存水弯虹吸现象

发生水封虹吸 剩余水封

30

增加防虹吸P型存水弯产品



试验显示，设通气立管排水系统常用的H管件容

易出现排水立管污水大量返流进入通气立管的现象。

主要原因：现有的H管件的结合通气斜管段没有

足够阻水高差，加之空气流动的夹带，造成排水立管

的污水很容易进入通气立管。

2）普通H通气管件存在返水的现象；



汇集于通气立管中的污水，在排水立管底部与

通气立管汇合处的Y型通气管处出现严重的“水舌”

现象。并且污废分流共用通气立管时，造成污废水

混合。

由此导致通气立管通气效果严重恶化，排水立

管底部正压较高。

Y通气管件存在“水舌”

2）普通H通气管件存在返水的现象；



措施：

• 调整结合通气管与排水立管和通气立管的接口位置高差；

• 采用泫氏专利产品——防返流H管件和旋流Y形通气管件。

防返流H管件

2）普通H通气管件存在返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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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 12772-2016

特殊单立管篇



定义：建筑排水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中，用于

连接排水立管与横支管的特殊管件，该管件（即加

强型旋流器）具有扩容段，其内置导流叶片。横支

管的水流切向流入扩容段，形成附壁螺旋流，减缓

水流速度，降低管道内压力波动的特殊管件。

系统排水能力：12升/秒，是目前国内外排水性

能最好的铸铁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产品。

品种：编入标准的加强旋流器分A型、W型和B

型三种接口形式，共69个规格品种。 
W接口 A接口 B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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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了建筑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特殊管件——加强旋流器 



GB型加强旋流器

特点：

1. 切向入水，消除“水舌”现象，

保证系统通气量，压力稳定；

2. 立管偏置，保证水流附壁，消能

的作用；

3. 扩容段，降速消能的作用；

4. 锥形过度段，起到向中间收水的

作用；

5. 大截面导流叶片，形成螺旋附壁

水流；

6. 上部定向导流叶片，使横支管水

流与立管水流不冲突。
36

建筑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特殊管件——加强旋流器特点 



选用加强旋流器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消除“水舌”现象，排水能

力比双立管超过26%。最好的配置可达12升/秒。

节省投资，节省建筑空间。

形成中空螺旋形附壁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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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特殊管件——加强旋流器水流流态

切向入水



GB型加强旋流器具有更小的水封波动和水封损失！

在2.5升/秒的相同流量下，TY三通单立管系统地
漏水封波动大得多（0 ~-20mm)。相比较GB型加强旋
流器单立管水封波动较为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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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特殊管件——加强旋流器水流流态



排水立管施工成本对比表
（按单个卫生间，立管口径DN100）

序
号

单
位

GB型加强旋流器单立管排水系统 普通双立管排水系统 工程量
增减材料名称及规格 数量 材料名称及规格 数量

1 米 W1型铸铁直管DN100 3 W1型铸铁直管DN100 6 ↓50% 

2 个 GB型加强旋流器DN100 1 TY三通DN100 1 0

3 个 检查口DN100 1 检查口DN100 1 0

4 个 不锈钢卡箍DN100 5 不锈钢卡箍DN100 11 ↓55%

5 个 　 　　 H透气管DN100 1 ↓100%

6 米 安装费 3 安装费 6 ↓50

7 综合施工成本降低 ↓25-30%

施工成本比较 1、较高的获利空间，高于双立管系统；
2、与塑料管材成本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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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特殊单立管排水系统与双立管排水系统成本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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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曲率半径DN100铸铁底部弯头排出管不扩径污物输送距离测试结果

底部弯头

型式

试验

次数
单位

一次放水 二次放水 三次放水

实测值 平均值 实测值 平均值 实测值 平均值

双45°弯头

1 米 10

10.35
22.3

22.60
22.3

22.602 米 10.85 23.8 23.8
3 米 10.2 21.7 21.7

1.5D曲率半径

90°弯头

1 米 9.8

9.80
19.8

19.13
19.8

19.272 米 9.7 18.4 18.7
3 米 9.9 19.2 19.3

2.29D曲率半径

90°弯头

1 米 11.8

12.23
22.7

22.90
22.7

22.902 米 12.5 22.8 22.8
3 米 12.4 23.2 23.2

3D曲率半径

90°弯头

1 米 12.5

12.83
23.8

22.93
23.8

22.932 米 13.3 22.1 22.1
3 米 12.7 22.9 22.9

4D曲率半径

90°弯头

1 米 13.7

13.53
24.4

24.03
24.4

24.032 米 13.5 24.4 24.4
3 米 13.4 23.3 23.3

6D曲率半径

90°弯头

1 米 14.8

14.67
24.8

24.93
24.8

24.932 米 14.6 25 25
3 米 14.6 25 25

试验也验证了：

• 在相同6升冲水量条件下，随着

立管底部弯头曲率半径增大，人造

便体在排出管内的输送距离增大，

说明其水流速度随着弯头曲率半径

增大而增大；

• 双45°弯头的污物输送能力只相

当于曲率半径小于2D的90°弯头。

不同曲率半径底部弯头污物输送试验对比



从不同底部弯头配置可以看出，双

45°弯头排出管充满度较高，形成“水

跃”，说明其出口流速和自清能力较

低，容易造成底层卫生间正压冒溢和

排出管堵塞.

相比较，弯曲半径较大的90°大半

径弯头（不论是否扩径），其排出管

充满度都较低，且无“水跃”现象，

说明其水流速度较高，具有较高的污

物输送能力，可避免系统底部卫生间

的冒溢。

相同排水流量下，不同底部弯头配置的水流状态

41

不同曲率半径底部弯头排出管水流状态试验对比



代替传统的90°顺水三通和45°顺水三通，可以消除立管“水舌”

现象，降低通气阻力，防止水封破坏，提高系统的排水能力。 

编入标准的旋流管件分A型、W型和B型三种接口形式，共72个规

格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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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了旋流管件



旋流管件消除“水舌”，改善通气

TY三通产生“水舌”，阻塞通气
43

旋流管件定义与水流流态对比

建筑排水系统中，用于连接排水立管与横支管的

特殊管件，横支管水流经该管件，切向流入立管，形

成附壁螺旋流，消除了“水舌”现象，改善了系统通

气性能，降低管道内压力波动的特殊管件。



系统名称 实验塔 横支管管件 最大排水能力 提高

专用通气双立管排水系统 泫氏塔 90°顺水三通 9升/秒 0%

专用通气双立管排水系统 湖大塔 45°顺水三通 9升/秒 0%

专用通气双立管排水系统 泫氏塔 旋流三通 11升/秒 ↑22%

旋流管件排水系统与普通T三通排水系统排水能力对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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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 12772-2016

其他……



新标准删除了卡箍的铁素体钢（1Cr17Ti）材质选

项，即所谓的“200系列”材质的不锈钢卡箍。

原因：

• 这种材质少含或不含镍，极易产生锈蚀。

• 有的“延迟裂化”特性，在承受紧固力时，容易出现

断裂现象。 

新标准参照欧美标准，只采用300系列不锈钢。即

国标S30110、S30408、S31608。且须压印永久性材

质标记。确保了管道系统整体质量和使用寿命。
W型不锈钢卡箍 W1型不锈钢卡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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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附录C“卡箍” 中不适用于排水安装的铁素体钢1Cr17Ti



新增了用于横支管及底部弯头节点接口的防脱加强

箍。提高接口抵抗水流冲击和水压载荷的承载力，有利

于确保管道接口的安全性能。 

支管接口防脱加固 底部弯头卡箍接口防脱加固

无承口接口防脱加强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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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范性附录C“卡箍”中增加了接口防脱加固附件



关键节点

提高关键节点接口抵抗水流冲击和水压载荷的承载力，有利

于确保管道接口的安全性；

支管接口防脱加固 底部弯头卡箍接口防脱加固 防脱加强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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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系统关键节点应采用防脱加固措施



法兰承口接口防脱加固
承口碳钢防脱卡箍
（泫氏专利产品）

承口球铁防脱卡
（泫氏专利产品）

• 泫氏研发的用于法兰承插接口的防脱卡产品；

• 泫氏研发的用于法兰承插接口的止脱技术，可

使接口的抗拉拔能力达到2.5~3.oMPa；

• 该项技术已用于承压雨水管道系统的国家标准

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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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系统关键节点应采用防脱加固措施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目的：

1. 让老百姓用上经济、安全的排水系统

2. 把施工切割 “搬到”工厂，让安装变的简单

3. 让企业变的更加专业

——整体卫浴最佳伴侣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简述

1. 3D建模，深化设计，排水管道可视化

2. 管道等比例模拟安装，流量测试，自清测试

3. 产品选型，材料清单优化，自动化生产

4. 按户型整体打包，提供安装说明书

5 . 现场指导，集成安装

6. 技术工程师专业验收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优点

1. 现场无需加工，实现无噪音施工

2. 专业安装、效率高

3. 改善施工环境，省掉加工垃圾

4. 施工现场管理提升，一个人，一个包装

5. 排水无隐患，终身收益

6. 私人订制，团队服务

省钱 省事 省心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现场对比

VS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材料成本节约

以一标准2米*1.5米卫生间为例：

排水系统采用污废、分流设计。

卫生器具：坐便1个、淋浴1个、洗面盆1个、地漏2个。

1.管件相同

2.管材对比：

规格
单位

传统料单
装配式料单

规格 数量

DN50 米 3.5m

DN50*0.2m 1

DN50*0.4m 1

DN50*1.0m 1

DN50*1.15m 1

DN50*0.4m 1

合计： DN50 3.15m

DN100 米 1 DN100*0.4m 1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施工成本节约

类别
现场加工

工时
工时单价 小计

安装施工
工时

工时单价 小计

装配式排水 0.5 40 20 2 40 80

传统工艺排水 3 40 120 3 40 120

以一标准2米*1.5米卫生间为例：

排水系统采用污废、分流设计。

卫生器具：坐便1个、淋浴1个、洗面盆1个、地漏2个。

节约施工成本120元/卫生间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实施流程

1
技术
交流

2
深化
设计

3
等比例
模拟测
试

4
现场
勘查

5
样板间
生产

6
集成
包装

7
优化施
工说明

8
现场指
导安装

9
工程师
验收

10
小批量
供货

11
跟踪
安装

12
工程师
验收

项目交
底结束

深化设计阶段 样板间安装

项目审核小批量跟踪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第一步：深化设计阶段

1.1 拿到卫生间户型给排水图纸 1.2 3D软件管道模拟安装

按照设计图纸户型布置图，仿真模拟设计3D管道按照标准坡度布置

图，正确选择安装所需的管件、配套法兰胶圈、地漏及管托架；

1.3 施工安装3D示意图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第一步：深化设计阶段

1.4  施工安装说明书图示 1.5 户型排水系统材料清单

按照安装需要，把每个户型卫生间管道材料进行

编号，绘制横支管系统安装示意图，优化材料清单；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第二步：等比例模拟安装测试

按照设计图纸户型布置图，仿真模拟设计3D管

道按照标准坡度布置图，正确选择安装所需的管件、

配套法兰胶圈、地漏及管托架；

等比例模拟安装测试管道自清能力及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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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现场勘查，核实尺寸

       根据深化图纸安装技术工程

师到施工现场进行实地测量，确

认管道预留洞尺寸及卫生间实际

尺寸。

     测量现场楼层层高，上下层立管

留洞尺寸、上下垂直度，若为同层排

水需要确认降板尺寸，沉箱尺寸，梁

尺寸，一 一核实，作好记录修改深

化图纸尺寸。

现场实测，图纸根据实际尺寸微调

       与施工技术工程师技术交流

，解决现场疑难问题。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第四步：样板间管道生产
短管切割

短管自动定尺寸切割

        4.1 按照不同3D户型图所注明的各种口径管

材下料尺寸，裁切管材。

短管修补端口

        4.3  裁切管端口除去毛

刺，补漆，便于管道安装且

保证防锈功能。

       4.2 裁切管材时，要防

止飞溅切屑落在附近管材表

面，造成生锈。裁切管端口

除去毛刺，补漆，便于管道

安装且保证防锈功能。

自动生产线，为产品质量保驾护航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第五步：集成包装、发货
       5.2  所有管件按照标

准户型分类包装，改善施工

现场管理。

       5.1  管材按照不同尺

寸分户型、分规格包装、编

号，施工工人无需专业技工

安装，便能高效完成。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第六步：现场培训、指导安装

       6.1 现场清理

6.2安装培训，实地讲解

6.3解决现场存在问题

6.4完成安装，工程验收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装配式住宅同层排水铸铁管道
安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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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预埋接管，整体装配排水系统介绍

装配式住宅同层排水B型接口可调心预埋接管组件可用于异层排水或

同层排水穿越楼板层接管预埋安装施工。其具有如下优点：

1、可替代套管，现浇施工时一次性浇筑在楼板层中，避免了管孔二次灌注

容易出现的楼板漏水现象，节省了人工；

2、具有距轴心半径10mm范围内的调心功能，立管垂直度调整方便；

3、设有积水排除接口，便于安装连接积水排出器。

4、具有定位结构，便于预埋现浇施工；

5、接口连接强度高，密封性能好。便于做闭水试验；

6、方便管道拆卸，便于二次维修。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可调心预埋接管组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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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B型接口可调心预埋接管本体在模板上的定位第一步：

在铝模板上定位固定预埋接管本体时，可采用钢制定位组件，其定位方式如下：

1、将带有压紧螺杆的圆形定位盘按预埋接管本体定位尺寸要求，用自攻螺钉固定于铝模板上。

定位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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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封堵压盘及压紧螺母将预埋接管本体压紧定位，并用螺栓穿过两预埋接管本体定位孔锁紧。

多个B型接口可调心预埋接管本体在模板上的定位第二步：



SUNS装配式建筑排水系统

预埋接管本体定位时，应与侧墙或横梁模板确定定

位尺寸，横梁C型模板如妨碍安装，需开让位缺口

。

多个B型接口可调心预埋接管本体在模板上的定位第三步：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管道接口安装：法兰承插接口安装应按图所示，依次在插口端套入法兰压盖、密封胶圈，

然后对正插入所需连接管件的承口内，先用不锈钢螺栓稍加紧固压紧，待调整好管道排水

坡度后再最后紧固压紧。

注：应确保插入管端与承口底部保持3~5mm间隙。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管托架安装

1）管件接口及水平转弯处应设置

管托架，管托架距接口不应超过

150mm；

2）坐便弯头、地漏接管应设置管

托架。

3）管托架应摆放或用粘合剂粘接

在防水保护层上面，不得用膨胀螺

栓固定，以防破坏防水层。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管道坡度调整

1）内壁采用环氧粉末喷涂的铸铁管材管件，

其横支管可按1.0~1.5%的坡度安装调整，不

得出现倒坡；

2）安装时应根据管道距支撑面的高度选择足

够长度的管托架支撑螺杆。

3）根据排水坡度的要求调整下半圆管卡下方

螺母的位置，每米长度升高10~15mm.

4）调整完毕后，应用螺母压紧上半圆管卡。

并将未完全压紧的法兰压盖最后紧固压紧。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支墩设置

除设置管托架外，当沉池防水

保护层施工完成后，坐便弯头及地

漏接管下方应捣制水泥支墩，以便

承受踩踏力，防止地漏下沉与装饰

面下的二次防水层分离，造成地面

水渗漏进入降板沉池。

亦可将支墩高度升至填层上方

承载层，以确保面层防水效果。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地漏高度设置

直通地漏安装应根据卫生间地

面装修完成面要求的高度尺寸，预

先裁切地漏下接管长度。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积水排除器安装

接入积水排除器的预埋接管应选择有接管口。

采用污废分流的排水立管系统，积水排除器宜

安装在废水立管的预埋接管积水排除器接口上，

如安装位置受限，亦可安装在通气立管的预埋接

管积水排除器接口上。

采用污废合流的排水立管系统，积水排除器宜

安装在通气立管的预埋接管积水排除器接口上。

应避免接在污水立管上。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积水排除器安装

【安装步骤一】：

如图，将在45°（或90°）弯头两端

粘接有外径16mmPVC管的一端涂抹粘接

剂后插入预埋接管积水排除器接口粘牢。

弯头另一端的PVC管应朝上，并根据沉池

找平层、防水层、保护层的厚度预留足够

的管子长度。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9、积水排除器安装

【安装步骤二】：

如图，当沉池找平层和防水层施工

养护完成后，根据排水点高度需要，截掉

多余长度的PVC管，粘接上弯头。



铸铁管材装配式同层排水管道安装

9、积水排除器安装

【安装步骤三】：

如图，在防水层上根据排水点位置

和高度用PVC管将积水排除器和弯头粘

接连接，然后抹平保护层将积水排除器

固定。

进行沉池灌水渗漏试验检查时，可

打开积水排除器上盖，堵住积水排除器

内排水孔。试验检查结束后，打开排水

孔，盖上积水排除器上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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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用柔性接口铸铁管、管件及附件》GB/T 12772-2016

同层排水篇



本次修编增加了后排水式坐便器接管、同

层排水专用汇集器及多通道防返溢地漏。填补

了同层排水专用铸铁管件的产品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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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了同层排水专用管件 



• 后排式坐便器专用坐便弯头及胶圈；

• 同层排水汇集器；

• 同层排水专用加强旋流器； 坐便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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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排水系统管件-汇集器



• 选用立管加长单承三通和横支管加长单承三通管件，以适应同层排水敷设方式。

• 填层敷设宜选用法兰承插接口系列管材。

接口在楼板层中，
容易造成楼板漏水

穿越楼板立管加长三通 穿越墙壁支管加长三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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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排水系统管件-专用加长管件



• 无降板同层排水系统配套侧墙墙排地漏，与直

角P型存水弯配套使用。 侧墙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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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排水系统管件-侧墙地漏



• 按建筑设计要求，一般情况下起居室和卫生间结构楼板面具有50~80mm的高差；

• 利用起居室和卫生间结构楼板面的高度差安装地漏及地漏排水支管；

• 卫生间结构楼板面至装饰面有110~140mm安装高度空间用于布管和安装地漏.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布置



• 利用起居室和卫生间结构楼板面具有50mm的高差安装地漏及地漏排水支管；

• 卫生间结构楼板面至装饰面有110mm安装高度空间用于布管和安装地漏.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布置尺寸控制



• 利用起居室和卫生间结构楼板面具有80mm的高差安装地漏及地漏排水支管；

• 卫生间结构楼板面至装饰面有140mm安装高度空间用于布管和安装地漏.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布置尺寸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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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管件-可调接口排水汇集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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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位接口 低位接口

双侧接口 带辅助通气接口

• 可调节：改变配件组合方式，适用于坐便

排水口180mm高位排水和100mm低位排水

，且可在±20mm范围调节；

• 可变：对称结构设计，可分别实现左右两

侧接管，或双侧接管；

• 可通气：采用带辅助通气口的本体，可用

于器具通气系统安装。

同层排水系统管件-可调接口排水汇集器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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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满足大流量排水，达到1.0L/s；

2. 50mm水封，水封比大于1；

3. 筒式水封结构便于带水封清理；

4. 优化流道设计，排水畅通、不堵塞；

5. 结构尺寸紧凑，可用于不降板或微降板安装；

6. 调整筒使地漏箅子高度有45mm调整范围，便于

找坡。

7. 排水接口长度有60mm调整范围，便于地漏位置

调整；

8. 三元乙丙橡胶快插防脱接口，便于施工，耐久，

不泄露；

同层排水系统管件-不降板专用带水封地漏



•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配套产品的研发——侧排式直通地漏

侧墙地漏

• 无降板同层排水系统配套产品的研发——侧墙地漏

同层排水系统管件-不降板专用不带水封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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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排水系统管件-专用大流量地漏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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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层排水系统管件-专用大流量地漏安装示意图

• 侧墙地漏的安装效果



同层排水无降板专用带清扫口多通道地漏

•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多通道地漏、侧墙地漏自带清扫口的应用

同层排水系统管件-专用大流量地漏安装示意图



•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配套产品的研发——多通道地漏、直通地漏应用

双立管同层专用无降板多通道地漏与直通地漏管道连接安装示意图

不降板墙排同层排水系统安装示意图



• 不降板同层排水系统配套产品的研发——通气管件

带辅助通气接口排水汇集器

• 同层排水支管采用环形通气或器具通气

有利于改善排水性能，排水能力可提高

30~40%；

• 沿隐蔽夹墙敷设的排水支管，便于环形

通气或器具通气支管敷设；

• 采用立管通气三通和带辅助通气接口排

水汇集器，可实现通气支管与通气立管

的连接；

立管通气三通

不降板墙排带辅助通气管同层排水系统



带环形(器具)通气支管的同层排水系

不降板墙排带辅助通气管同层排水系统安装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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