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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化协

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企业需要，推动企业标准化工作，是中国标准化协会的工作

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票赞

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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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制。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人：。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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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防护管槽安装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以下简称“空调器”）室内外连接管线防护管槽的术语

和定义、安装附件要求、安装通用要求、安装操作、安装验收、安装人员的资质要求等。 

注：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的示例为：房间空气调节器、热泵热水器（机）、单元式空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

空调（热泵）机组、家用小型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等。 

本标准适用于空调器室内外连接管线防护管槽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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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5 安全带 

GB/T 7725—2004 房间空气调节器 

GB 17790 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范 

GB 24543 坠落防护安全绳 

JB/T 11529 空调连接管线用保护套管 

 

3 遵循相关规定的说明 

GB/T 7725-2004、GB 17790-2008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防护管槽  protection tube 

一种用于空调器室内外连接管、连接电缆、排水管等外部防护，减缓管线老化、美化管线布

局的连接管线防护部件。 

注：常见防护管槽零件外形图参见附录 A。 

3.2  

 直管 straight tube 

一种直线型的防护管槽，能可靠地固定在安装面上的部件，由底座和盖板组成，底座和盖板

之间用卡扣等方式结合。 

注：改写 JB/T 11529-2013，定义 3.2。 

3.3  

接头 joint tube 

一种用于直管间配合的接头，能可靠地固定在安装面上，由底座和盖板构成，底座和盖板之

间用螺钉固定。 

注：改写 JB/T 11529-2013，定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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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尾管 tail tube 

在防护管槽的末端的部件，为防止小动物等进入防护管槽内，一般需变径收口处理，由底座

和盖板构成，之间用螺钉固定。 

注：改写 JB/T 11529-2013，定义 3.4。 

3.5  

弯管 elbow tube 

直管遇到转角时的连接部件，分为平面弯管（简称“平弯”）和直角弯管（简称“直弯”）。 

注：改写 JB/T 11529-2013，定义 3.5。平弯用于管路在同一个平面内完成 90°转向，直弯用于管路从一个

安装平面向垂直相邻安装平面转向。 

3.6  

软管 free tube 

直管遇到墙体突出或凹陷时的部件，可以伸缩和弯曲及转向。 

注：改写 JB/T 11529-2013，定义 3.6。 

3.7  

出墙盖  wall hole lid 

空调器室内外连接管线从室内侧出到室外侧时，用于配合过墙孔的部件，分为直出墙盖和弯

出墙盖。 

注：直出墙盖用于配合连接管从室内侧不需要直角折弯出到室外侧的场景；弯出墙盖用于配合连接管从室内

侧折弯直角之后出到室外侧的场景。 

4 防护管槽安装通用要求 

4.1 一般要求 

防护管槽的安装必须由受过相关培训的专业安装人员来完成，应先判断用户的场所是否符合

安装防护管槽的条件，并使用符合规定要求的防护管槽零部件来进行安装。 

专业安装人员应根据用户的实际环境情况以及合理的安装要求，将防护管槽配合空调器管线

固定在合理的位置并进行正确的组合、连接、调试，在安装过程中应注意安全，以免由于安装不

当而引入不安全的因素，在确保空调器使用效果的前提下，达到防护空调器室内机连接管线，美

化管路布局的目的。 

4.2 防护管槽零部件 

防护管槽零部件的外观、尺寸、力学性能、耐气候性、伸缩率等应符合 JB/T 11529 的要求。 

4.3 安装面的选择要求 

防护管槽安装面应按 GB 17790 进行选择，应坚固结实、具有足够的承载能力，室外侧安装

应重点考虑台风等极端天气可能对防护管槽固定牢固程度的影响。 

4.4 适宜的安装条件 

防护管槽适用于在空调器室内外连接管路没有额外防护的情况下进行安装，原则上影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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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美观的、没有防护、受到阳光直射、无遮蔽防护的安装应向用户推荐防护管槽安装方式。常见

机型防护管槽适宜安装的环境见表 1。 

表1 防护管槽适宜安装的环境条件示例 

序号 机型分类 安装方式 
是否适宜安装

防护管槽 
不适宜安装的原因 

1 所有室外机 

普通挂墙、落地等无遮蔽

防护的安装 
是   

安装位置有格栅等遮蔽防

护的安装 
否 

室外机已有格栅防护，无需

重复安装防护管槽 

2 分体挂壁式室内机 

背出管安装 否 无需室内部分的防护管槽 

非背出管安装 是  

3 分体落地式室内机 所有安装方式 否 室内机管路悬空 

4 
分体嵌入式、分体风

管式室内机 
所有安装方式 否 室内机管路悬空 

5 
热泵热水器（机）水

箱 
所有安装方式 否 室内机管路悬空 

6 其它 
没有防护、受到阳光直射、

无遮蔽防护的安装 
是  

 

4.5 检查物业许可情况 

需要对墙体进行打孔固定前，用户安装空调器及防护管槽应取得物业管理、房产管理或市政

管理部门的同意。 

5 防护管槽的安装操作 

5.1 防护管槽安装典型工具 

在安装前，应检查所需的工具是否已齐全，包括：安全带、安全绳、一字螺丝刀、十字螺丝

刀、美工刀、卷尺、水平仪、锤子、电钻、电锤或水钻、切割机、手工锯、边口钳等。 

5.2 安装准备和人身防护 

5.2.1 在安装前应按 GB 17790 做好各项安装准备、安全带和安全绳的处理等。其中安全带和安全绳

的处理重点做好以下处理要求： 

5.2.2 安全带的处理要求 

a) 使用的安全带应符合 GB 6095 的要求，并有完整、清晰的标志。在使用安全带前应仔细

检查有无破损，各部件有无松动、脱落等不良现象，如有则不能使用。 

b) 将安全带的金属自锁钩一端固定在用户家的固定端，注意固定端要坚固可靠，不能固定

在固定强度不够的固定物上，确保金属卡头牢固可靠，并确保金属自锁钩处于自锁状

态。 

c) 将安全带的腰带和护带按安全带说明书上的操作方法固定在安装人员身上，注意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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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卡扣卡紧，防止松动；但也不能卡的太紧，防止坠落时，护带对人体的冲击力过大。 

5.2.3 安全绳的处理要求 

a) 使用的安全绳应符合 GB 24543 的要求，安全绳应高挂低用，防止摆动，不能打结，防

止碰撞，3m 以上的安全绳应加缓冲器。 

b) 在空调器防护管槽的安装过程中，不应将安全绳打结使用，应挂在连接环上使用。 

5.3 位置及管线走向确定 

5.3.1 应在按照 GB 17790 规定要求选择空调器室内机安装位置的前提下，根据室内机电源位置、建

筑预留连接管过墙孔位置、空调器室内机尺寸等综合考虑，在留够空调器室内机进风距离，机身排水位

置高度（不低于过墙孔），兼顾室内机机身下缘位置距离过墙孔之间的高度差满足出墙盖最小尺寸的情

况下，确定室内机具体安装位置和管槽整体布管线路，包含接管出墙形式（直出/弯出），检查接头最

小尺寸与墙体布管线路之间不应存在冲突、安装尺寸应满足管路及接头最小尺寸要求。 

按照出墙盖零部件的实际尺寸，根据墙洞与墙壁之间的距离来选择弯出和直出形式，参见图

1 的示意，其中 L1、L2、L3 按零部件实际尺寸。  

 

     

   

   

 

 

 

 

 

a) 距离小于 L1，应选择直出形式     b) 距离大于 L2小于 L3，应选择弯出形式 

图1 弯出和直出形式的最小尺寸示意 

a) 当墙洞外边缘与墙壁的距离小于直出墙盖允许的最大宽度 L1，应选择直出形式； 

b) 当墙洞外边缘与墙壁的距离大于弯出墙盖允许的最小宽度 L2，应选择弯出形式；墙洞位置超

过 L2+L3 的情况下，中间可以加直管过渡； 

c) 如果现有出墙盖零部件的直出墙盖 L1 小于弯出墙盖 L2，当遇到墙洞处于 L1 与 L2 之间中间地

带的情况下，应使用弯出形式并重新在合适位置打墙孔，同时将原有墙孔用胶泥封闭。或者可

更换新规格的出墙盖零部件，使之符合安装要求。 

5.3.2 如果建筑没有预留的过墙孔或预留过墙孔不满足 GB 17790 空调器安装规范的要求，需安装时

开孔，则应按照 5.3.1 条要求设计过墙孔位置，确定好后则根据机器型号选择钻头，按照空调安装使用

说明书要求进行开孔。 

5.3.3 向用户了解和检查空调器及防护管槽固定需打孔的位置上是否有预埋电源线、水管等情况，防

止作业过程中触电危险及造成其他不必要的问题。如有此类问题影响，需重新确定固定位置以避开。 

5.3.4 明确空调电源线的走线方式：电源线从机身出来后直接到达电源插座处，或与连接管一并安装

在管槽内，靠近插座时再分离。 

5.3.5 明确空调排水管从机身出来后随连接管一并捆扎安装于管槽内，确定从适宜位置开始分离走

管。 

L1 
墙壁 

墙洞 
墙洞 

L3 L2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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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加长管路、连接电缆 

内外机位置、过墙孔等确定后，根据管路横竖长度，计算原厂铜管尺寸和连接电缆长度是否满足

要求，不满足要求的与用户协商加长管线。 

5.4 管槽加工 

5.4.1 管槽规格选择： 

根据空调器连接管尺寸大小，选择合适规格的管槽物料进行加工。常用管槽规格见附录 B。 

5.4.2 直管管槽切割： 

根据规划的布管方式，对直管按照需求尺寸进行切割，切割时应满足直管与接头之间的搭接配合

尺寸，搭接长度不少于 15 mm。 

5.4.3 电源线出孔切割： 

根据规划的电源线走线方式，对需要切割防护管槽的位置做相应切割和修剪，避免切口锋利造成

割伤。 

5.4.4 排水管出孔切割： 

根据确定排水管走管方式和尺寸，对需要切割防护管槽的位置做相应切割和修剪，避免切口锋利

造成割伤。 

5.4.5 出墙盖的处理 

当空调器室外机安装位置高于室内机时，如果出墙盖存在内部积水的可能性，应对出墙盖的最低

位置开φ4 mm~8 mm 的排水孔。 

5.4.6 其他切割： 

由于结构干涉等影响对接头、出墙盖边缘等进行的切割。 

5.5 安装固定 

5.5.1 位置标记 

确定好空调器内外机固定位置后，依次规划好直管、弯头等防护管槽固定位置，用水平仪确定管

槽的水平，在需要打螺钉固定的地方做好钻孔标记。 

5.5.2 钻孔固定 

用Ф6 的钻头按照标记好的孔位打好固定孔后插入膨胀胶塞，用自攻螺钉将接头等需要固定的部

件底板固定在墙壁上。 

膨胀胶塞的选择应满足使用需求。防护管槽安装时，用于在混凝土等安装面上安装固定的膨胀胶

塞应根据安装面材质坚硬程度确定安装孔直径和深度，并选择不低于φ6 mm 的膨胀胶塞规格。固定

点应有防止松动的措施，以确保安装牢固、可靠。 

5.5.3 接头固定 

接头、平弯、尾管、出墙盖等部件需使用膨胀胶塞配合螺钉可靠固定在安装面上，室外侧出墙盖

固定时，需先整理好管路出墙处的弯管，不得直接用螺丝拧紧的方式压紧连接管，避免出现连接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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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 

5.5.4 直管固定 

直管固定原则上是使用两端的接头、弯头等固定，室外侧超过 0.5 m 的直管至少需要增加一个固

定点。 

5.5.5 空调器室内机与管槽衔接： 

空调器室内机机身与管槽连接处推荐使用接头进行固定，确保后端直管水平和固定牢靠。 

5.5.6 管路弯管 

管路在经过弯管管槽时，需根据连接管铜管管径设置合适的弯曲半径，避免出现空调器连接管管

折从而影响空调器使用效果。 

5.5.7 跨越障碍 

防护管槽安装过程中，如管路走向上已有其他水管、建筑装饰等阻挡，则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使用软管跨过阻挡后继续使用直管布管。 

5.5.8 空调器室外机与管槽衔接 

因空调器室外机安装后侧需一定距离确保回风效果，因此防护管槽从贴墙转向室外机截止阀这一

段需使用软管衔接，其中贴墙一侧使用接头做固定。 

5.5.9 收口处理 

当原厂匹配的连接管比实际需要的长，需要对长出连接管进行盘管时，则不适用软管衔接机身

（软管盘管无有效固定），直接在直管末端使用尾管收口处理即可。 

5.5.10 管路整理和固定上盖 

将包扎好扎带的连接管和水管组件平整的卡入防护管槽内，整理要求按空调器安装要求，检查铜

管弯管位置无管折，然后固定好防护管槽直管上盖、然后再固定各种接头上盖。 

5.6 排水要求 

5.6.1 冷凝水排除 

空调器冷凝水随铜管一起安装于防护管槽内，排水管末端需插入用户提供的接水装置或建筑开发

商预留的排水管道中，排放不得妨碍他人的正常生活、工作。在道路和公共通道两侧建筑物安装的空

调器，不宜将其冷凝水排放到建筑物墙面上和室外路面上。 

5.6.2 排水落差 

防护管槽直管安装必须横平竖直，确保美观。当水平直管较长时，按水流方向，利用管槽内径大

于管组外径，布管时在管槽内适当倾斜，确保排水管在管槽中的最低位置，避免因排水不畅导致漏

水。 

5.6.3 防止渗水 

室外侧防护管槽安装，直管与接管之间应配合紧密，防止雨水从配合处流入管槽内部，当空调器

室外机安装位置高于室内机时，弯出墙盖内侧最低处低于墙洞下边缘，避免雨水渗入墙洞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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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过墙孔封堵 

室外侧出墙盖等应贴墙安装，在室外侧用空调匹配的密封胶泥进行堵死过墙孔，防止雨水、蚊

虫、老鼠从过墙孔进入室内。 

6 防护管槽安装验收 

6.1 固定部件应可靠固定，无串动间隙。通过用手轻摇防护管槽检查是否松动来进行验证，如有条件

应使用拉力计进行检测，安装后应承受不小于 30N 的拉力。 

6.2 用手检查直管两端接头卡接可靠，直管管盖和底座之间卡扣紧固。 

6.3 目测检查横向管路水平，管路和接头之间无间隙防止管路外露。 

6.4 检查排水应顺畅，通过在室内机蒸发器接水盘处灌水等排水试验方法进行验证。 

6.5 开启空调器，检查管路和防护管槽之间无因安装固定不规范产生的异常噪声。 

7 安装人员要求 

空调器防护管槽的安装牵涉到机械操作安全和其他影响人身安全、空调器使用性能等问题，必须

由经过相关培训并且持有空调安装上岗证的专业人员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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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常见管槽零件外形图 

常见管槽零件外形图见图 A.1~A.6。 

 

图A.1  直管 

 

图A.2  接头 

 

图A.3  尾管 

 

图A.4   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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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5 软管 

 

图A.6 出墙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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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常用管槽规格尺寸 

常用管槽规格的外形尺寸参见表 B.1。 

表B.1  常用管槽规格尺寸 

序号 
截面宽 

mm 

截面高 

mm 
适用范围 

1 75 60 1～2 匹 

2 90 65 1～3 匹 

3 105 75 1～5 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