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各种塑料管道的特点及应用

摘要：本文简明地对硬聚氯乙烯以（ UPVC）、芯层发泡管（ PSP）、硬聚氯乙

烯消音管、塑料波纹管、氯化聚氯乙烯管 （CPVC）、高密度取乙烯管 （HDPE）、

交联聚乙烯管（ PEX）、钢塑复合管、铝塑复合管（ PAP）、无规共聚聚丙烯管

（PPR）、聚丁烯管（ PB）等几种常见塑料管的发展形成，特点（优缺点）以

及应用范围进行了阐述，以期对各位读者在选择和利用塑料管时，能提供一

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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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管与传统金属管道相比，具有自重轻、耐腐蚀、耐压强度高、卫生

安全、水流阻力小、节约能源、节省金属、改善生活环境、使用寿命长、安

装方便等特点，受到了管道工程界的青睐。为此，许多发达国家塑料制品商

与管道工程界进行广泛的合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全方位的

开发研究，使原料合成生产、管材管件制造技术、设计理论和施工技术等方

面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并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促使塑料管在管道工程中

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并形成一种势不可当的发展趋势。

塑料管道是我国”十五”期间重点推广应用的化学建材之一。自国家科

委将建筑排水用硬聚乙烯管应用技术列入“六五”科技攻关工程以来，我国

塑料管的发展在经历了研究开发和推广应用的阶段之后， 正进入产业化高速

发展的第三阶段。全国化学建材协调组提出：到 2005年，塑料管道在全国

各类管道中市场占有率达到 50％。



笔者收集整理了几种我们使用比较广泛的塑料管的特点， 希望对各位设

计、监理、施工等建筑业同行在选择和利用塑料管时能有所帮助。

1、硬聚氯乙烯管（ UPVC）

在世界范围内，硬聚氯乙烯管道（ UPVC）是各种塑料管道中消费量最大

的品种，亦是目前国内外都在大力发展的新型化学建材。采用这种管材，可

对我国钢材紧缺、能源不足的局面起到积极的缓解作用，经济效益显著。

1．UPVC管具有以下特点：

1．1．1 化学腐蚀性好，不生锈；

1．1．2 具有自熄性和阻燃性；

1．1．3 耐老化性好，可在 -15℃－60℃之间使用 20－50年；

1．1．4 内壁光滑，内壁表面张力，很难形成水垢，流体输送能力比铸铁管

高 43.7%；

1．1．5 质量轻，易扩口、粘接、弯曲、焊接、安装工作量仅为钢管的 1/2，

劳动强度低、工期短；

1．1．6 阻电性能良好，体积电阻 1- 3×105Ω． cm，击穿电压 23-2kv／mm；

1．1．7 价格低廉；

1．1．8 节约金属能源；

1．1．9 UPVC管的韧性低，线膨胀系数大，使用温度范围窄。

1．2 硬聚氯乙烯管（ UPVC）主要应用领域：

1．2．1 建筑给排水管道系统；



1．2．2 建筑雨水系统；

1．2．3 建筑电气配线用管；

 1．2.4 空调冷凝水系统

2、芯层发泡管（ PSP）

芯层发泡管是采用三层共挤出工艺生产的内外两层与普通 UPVC相同，

中间是相对密度为 0．7－0．9低发泡层的一种新型管材。由于在结构上利

用了材料力学中Ⅰ型结构原理，并具有吸能隔声效果的发泡芯层，所以逐渐

成为取代铸铁管、硬质 PVC实壁管等的一种塑料管材。

2．1 芯层发泡管（ PSP）具有以下特点：

2．1．1 抗冲击强度显著提高：其环向刚性为普通 UPVC管的 8倍。

2．1.2 使用范围宽广：可以在 -30℃－100℃下使用，而且在温度变化时尺

寸稳定性好。

2．1．3 发泡芯层能有效阻隔噪声传播，更利于高层建筑排水系统。

2．1．4 隔热性好，比不发泡的实壁管材传热效率低 35％。

2.1.5 发泡芯层使其内壁抗压能力大大提高。

2．1．6 较实壁管材可节省原料 25％以上，口径愈大时节省原料更多。

2.1．7 管材较轻，便于运输和安装。

2.1．8 在弯折状态下的使用寿命比实壁管材要长十年以上。

2．2 芯层发泡管（ PSP）主要应用领域；

2．2．1 民用建筑的排水系统；



2．2．2 工业防护及输送液体；

2．2．3 农业微孔灌溉、排灌；

2.2.4 电力、通讯电缆导管。

3、硬聚氯乙烯消音管

硬聚氯乙烯消音管是韩国于 70年代初研制开发的一种新型的建筑排水

管材，已取得日、德、法、瑞等国专利， 1990年获中国专利。 UPVC消音管

内壁带有六条三角凸形螺旋线，使下水沿着管内壁自由连续呈螺旋状流动，

将排水旋转形成最佳排水条件，从而在立管底部起到良好的消能作用，降低

噪声。同时，消音管的独特结构可以使空气在管中央形成气柱直接排出，没

有必要像以往那样另外设置专用通气管，使高层建筑排水通气能力提高 10

倍，排水量增加 6 倍，噪声比普通 UPVC排水管和铸铁管低 30－40Db。UPVC

消音管与消音管件配套使用时，排水效果良好。

3.1 硬聚氯乙烯消音管在具备 UPV特点的同时还兼有以下特点：

3.1.1 通水能力、流体输送能力高；

3．1．2 通气能力高；

3.1．3 消音隔声；

3．1．4 经济、节省能源；

3．1．5 施工、维修便易；

3.1.6 能承受温度及建筑物的沉降变形。不用设伸缩节。

3．2 硬聚氯乙烯消音管主要用于排水管道系统，特别是高层建筑排水管道



系统。

4、塑料波纹管

塑料波纹管在结构设计上采用特殊的“环形槽”式异形断面形式，这种

管材设计新颖、结构合理，突破了普通管材的“板式”传统结构，使管材具

有足够的抗压和抗冲击强度，又具有良好的柔韧性。根据成型方法的不同可

分为单劈波纹管、双壁波纹管。

4．1 塑料波纹管的特点：

4．1．1 刚柔兼备，既具有足够的力学性能的同时，兼备优异的柔韧性；

4．1．2 与板式管材相比， 单位长度的波纹管具有质量轻、 省材料、降能耗、

价格便宜；

4．1．3 内壁光滑的波纹管能减少液体在管内流动阻力，进一步提高输送能

力；

4．1．4 耐化学腐蚀性强，可承受土壤中酸碱的影响；

4．1．5 波纹形状能加强管道对土壤的负荷抵抗力，又不增加它的曲挠性，

以便于连续敷设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

4．1．6 接口方便且密封性能好，搬运容易，安装方便，减轻劳动强度，缩

短工期；

4．1．7 使用温度范围宽、阻燃、自熄、使用安全；

4．1．8 电气绝缘性能好，是电线套管的理想材料。

4．2 塑料波纹管主要应用领域：



4．2．1 市政给排水管道系统；

4．2．2 建筑电气电线配管；

4．2．3 农业灌溉

4．2．4 汽车输油管的配管；

5．氯化聚氯乙烯管（ CPVC）

氯化聚氯乙烯管材是由含氯量高达的 66%的所谓过氯乙烯树脂加工而得

到的一种耐热性好的塑料管材。氯化聚氯乙烯树脂用 PVC树脂经氯化制得，

随着树脂中氯含量的增加，其密度增大，软化点、耐热性和阻燃性提高，拉

伸强度提高、熔体粘度增大、耐化学腐蚀性优良，在沸水中也不变形。

5．1 氯化聚氯乙烯管的特点：

5.1.1 使用温度范围广： -40℃－95℃；

5．1．2 具有良好的强度和韧性；

5.1.3 具有良好的耐化学腐蚀性能；

5．1．4 阻燃性能为自熄性；

5.1.5 低热传导性能，约为钢材的 1/200；

5．1．6 介质中重离子含量达超纯水规范；

5．1．7 卫生性能符合国家卫生规范要求；

5．1．8 管壁平洁光滑：输送流体时具有较小的摩擦阻力和附着力；

5．1．9 重量轻：相当于钢管 1/5，钢管的 1／6；

5．1．10 安装方便：可采用粘接、螺纹、焊接等方式连接；



5．1．11 优异的耐老化和抗紫外线性能，正常使用寿命较长。

5．2 氯化聚氯乙烯管主要应用领域：

5．2．1 建筑用空调系统、饮用水管道系统、地下水排入管道、游泳池及温

泉管道；

5．2．2 工业管道系统；

5.2.3 食品加工处理管道系统；

 5．2．4 给水及污水厂管道系统；

5．2．5 农业灌溉。

6、高密度聚乙烯管（ HDPE）

高密度聚乙烯管以它的优秀的化学性能、韧性、耐磨性以及低廉的价格

和安装费受到管道界的重视，它是仅次于聚氯乙烯，使用量占第二的塑料管

道材料。

高密度聚乙烯管（ HDPE）双壁波纹管是一种用料省、刚性高、弯曲性优

良，具有波纹状外壁、光滑内壁的管材。双壁管较同规格同强度的普通管可

省料 40％，具有高抗冲、高抗压的特性，发展很快。在欧美等国中， HDPE

双壁波纹管，在相当范围内取代了钢管、铸铁管、水泥管、石棉管和普通塑

料管、广泛用作排水管、污水管、地下电缆管、农业排灌管。

7、交联聚乙烯分（ PEX）

交联聚乙烯管由于具有很好的卫生性和综合力学物理性能， 被视为新一

代的绿色管材。生产交联聚乙烯管（ PEX）的主要原料是 HDPE，以及引发剂、



交联剂、催化剂等助剂，采用世界上先进的一步法（ MONSOIL法）技术制造，

采用普通聚乙烯原料加入硅烷接枝料， 在聚合物大分子链间形成化学共价键

以取代原有的范德华力，从而形成三维文链网状结构的交联聚乙烯，其交联

度可达 60％－89％，使其具有优良的理化性能。

7.1 交联聚乙烯管的主要特点：

7．1．1 使用温度范围宽，可以在 -70℃－95℃下长期使用；

7．1．2 质地坚实而有耐性抗内压强度高， 20℃时的爆破压力大于 5Mpa，95℃

时的爆破压力大于 2Mpa，95℃下使用寿命长达 50年；

7.1.3 不生锈，耐化学品腐蚀性很好，耐环境应力裂性优良，即使在较出温

度下也能用于输送多种化学品和具有加速管材应力开裂的多种流体；

7．1．4 管材内壁的张力低，使表面张力较高的水难以浸润内壁，可以有效

地防止水垢的形成。

7．1．6 无毒性，不霉变，不滋生细菌、卫生符合国家规范 GB7219－1998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规范》规定的指标；

7．1．6 管材内壁光滑，流体流动阻力小，水力学特性优良，在相同的管径

下，输送流体的流通量比金属管材大，噪音也较低；

7．1．7 管材的导热系数远低于金属管材，因此其隔热性保温性能优良、用

于供热系统时，不需保温，热能损失小；

7．1．8 良好的记忆性能，当 PEX管被加热到适当温度（小于 180℃）会变

成透明状，再冷却时会恢复到原来的形状，即在使用过程中任何错误的弯曲



都可以通过热风枪加以矫正，使用起来更加自如；

7．1．9 质量轻，搬运方便，安装简便轻松，非专业人员也可以顺利进行安

装，安装工作量不到金属管安装量的一半；

7．1．10 交联聚乙烯管的线膨胀系数比金属管材要大的多，安装时要留有

伸缩空间。

7．2 交联聚乙烯管主要应用领域：

7．2．1 建筑冷热水及饮用水管道系统；

7．2．2 食品工业中液体食品输送管道；

7．2．3 水暖供热系统、中央空调管道系统、地面辐射；暖系统、太阳能热

水器系统等；

7．2．4 电信、电气用配管；

7．2．5 电镀、石化等工业管道系统。

8、钢塑复合管

为了避免镀锌钢管对水质的腐蚀（特别是对热水、电化学腐蚀特强） ，

开发了钢塑复合管。金属与塑料的复合管是一种金属 /高聚物的宏观复合体

系，金属基体通过界面结合承受管材内外压力，塑料基体在防腐蚀方面发挥

作用。它既有金属的坚硬、刚直不易变形、耐热、耐压、抗静电等特点，又

具有塑料的耐腐蚀、不生锈、不易产生垢渍、管壁光滑、容易弯曲、保温性

好、清洁无毒、质轻、施工简易，使用寿命命长等特点。钢管与 UPVC塑料

管复合管材，使用温度的上限为 70℃，用聚乙烯粉末涂覆于钢管内壁的涂塑



钢管可在 -30℃-55℃下使用。环氧树脂涂塑钢管的使用温度高达 100℃，可

用作热水管道。钢塑复合管除用于建筑冷热水、采暖及空调管道系统外还广

泛用于化工和石油工业等领域。

9、铝的复合管（ PAP）

铝塑复合管（ PAP）是一种集金属与塑料优点为一体的新型管材。铝塑

复合管有五层组成， 外壁和内壁为化学交联聚乙烯， 中间为一层约 0．3mm 薄

铝板焊接管；铝管与内外层聚乙烯之间各有一层粘合剂牢固粘接。铝塑复合

管的结构决定了这种管材兼有塑料管与金属管的特点。 化学性能稳定的化学

交联聚乙烯在与外界接触的内层与外层，避免了金属铝层与外界的接触；而

塑料在外层及强度较好的金属层在中间位置，一方面保护外界的腐蚀，另一

方面增强管材的强度和塑性。

9．1 塑塑复合管具有以下特点：

9．1．1 耐腐蚀：内外壁为化学稳定性非常高的交联聚乙烯，不仅在水中不

会被腐蚀，而且可抵御强酸强碱等大多腐蚀性的化学液体；

9．1．2 不回弹：由于有塑性良好的铝管层存在，铝塑复合管可任意由弯曲

变直或由直变弯并保持变化后的形状， 这一特点对于成盘收卷的铝塑复合管

用于室内明装施工尤为方便；

9．1．3 隔阻性好：焊接密实的铝管可完全阻止管壁内外的渗透；

9．1．4 密度高：同样管径及长度的管材，铝塑复合管约为钢管质量的 1/7；

9．1．5 安装简便：不必套丝、切割，连接很容易。管子长度特长，经济性



高；

9．1．6 耐高温：用交联聚乙烯制作的铝塑复合管可在 95℃以上介质中连续

工作；

9．1．7 可靠性好：使用寿命可达 50年；

9．1.8 流阻小：内壁光滑不结垢，比内径相同的金属管的流量大；

9.1.9 美观：铝塑复合管外壁塑管可有不同颜色，明管施工不需油漆；

9．1.10 易于探测：带有金属铝，暗埋施工后轻易被探明位置；

9．1．11 抗静电：可用于输送各类可燃流体；

9．2 铝塑复合管主要应用领域：

9．2．1 建材：自来水、采暖及饮用水供应系统用管；

9．2．2 煤气、天然气及管道石油气室内输送用管；

9.2.3 业用管；

9．2.4 化工：各种酸、碱溶液的输送；

9.2.5 医药：各种气、液体输送；

9．2．6 石化；煤油、汽油等流体的输送；

9．2．7 船用管材：水上运输工具内各种管路系统用管

9．2.8 食品工业：输送酒、饮料等；

9．2．9 空调管道系统等；

9．2．10 压缩空气等工业气体的输送。

10．无规共聚聚丙烯管（ PP-R）



聚丙烯可分为均聚丙烯和共聚聚丙烯， 共聚聚丙烯又分为分嵌段共聚聚

丙烯（PPC）和无规共聚聚丙烯（ PP-R）无规共聚聚丙烯，又称三型聚丙烯，

是主链上无规则地分布着丙烯及其它共聚单体链段的共聚物。 无规共聚聚丙

烯管是欧洲新近开发出来的新型塑料管道产品， PP－R原料属聚烯烃，其分

子中仅有碳、氢元素，无毒性、卫生性能可靠。

PP－R在原料生产、制品加工、使用及废弃全过程均不会对人体及环境造成

不利影响，与交联聚乙烯管材同辈成为绿色建材。

10.1 PP-R 管除具有一般塑料管材质量轻、强度好、耐腐蚀、使用寿命长等

优点外，还有以下特点：

10．1 无毒卫生：符合国家卫生规范要求：

10.1.1 耐热保温： PP－R管维卡软化点为 131.3℃，最高使用温度为 95℃，

长期使用温度为 70℃；其导热系数为 0.21W/m，℃，仅为钢管的 1/200，具

有较好的保温性能； 10．1．2 连接安装简单可靠： PP－R管具有良好的热熔

焊接性能，管材与管件连接部位的强度大于管材本身的强度，无须考虑在长

期使用过程中连接处是否会渗漏；

10．1．3 弹性好、防冻裂： PP-R材料优良的弹性使得管材和管件可防冻胀

的液体一起膨胀，从而不会被冻胀的液体胀裂；

10．1．4 环保性能好；

10．1．5 线膨胀系数较大，为 0．14-0．16mm/m．k；

10．1．6 抗紫外线性能差：在阳光的长期直接照射下容易老化。



10.2 PP－R管材的主要应用领域：

10.2.1 公共及民用建筑用于输送冷热水、采暖系统；

10．2．2 工业建筑和设施中，用于输送日常用水、油或腐蚀性液体；

10.2.3 由于对盐水的耐腐蚀性能，用于海边设施中的给水管道；

10．2．4 空调管道系统；

10．2．5 农业灌溉系统；

11、聚丁烯管（ PB）

PB树脂是将 1-丁烯合成得到高分子聚合物，是一种等规度稍低于聚丙烯的

等规聚合物。它既有聚乙烯的抗冲击韧性，又有高于聚丙烯的耐应力开裂性

和出色的耐蠕变性能， 并稍带橡胶的特性， 且能长期承受气屈服强度 90％的

应力。

11．1 聚丁烯管（ PB）除具有一般塑料管卫生性能好、质量轻、安装简便、

寿命长等优点外，还具有以下特点：

11．1．1 耐热：热变形温度高，耐热性能好用， 90℃热水可长期使用；

11．1．2 抗冻：脆化温度低（－ 30℃），有 -20℃以内结冰不会冻裂；

11．1．3 柔软性好；弯曲半径仅为 R12；

11．1．4 隔温性好；

11．1．5 绝缘性能较好；

11．1.6 耐腐蚀（易为热而浓的氧化性酸所侵蚀） ；

11．1．7 环保、经济：废弃物可重复使用，燃烧不产生有害气体。



11．2 聚丁烯管（ PB）的主要应用领域；

11．2．1 用于各种热水管：住宅热水、温泉引水、温室热水、道路及机场

融雪等热水管；

11．2．2 工业用管；

11．2．3 输气管道；

11．2．4 用于采矿、化工和发电等工业部门输送磨蚀性和腐蚀性的热物料。

12、ABS 管

ABS 树脂是在聚苯乙烯树脂改性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三元共聚物， ABS

树脂是由丙烯晴 -丁二烯 -苯乙烯三种元素组元组成。其中 A 代表丙烯晴， B

代表了二烯， S代表苯乙烯。

ABS 管是一种新型的耐腐蚀管道， 它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具有良好的抗

冲击强度和表面硬度，综合性能好，易于成型和机械加工，表面还可镀铬。

由于它兼有 PVC 管的耐腐蚀性能和金属管道的力学性能，不仅用于纯水系

统而且也适用于电镀、化工、石油、环保等行业输送腐蚀性液体之用。

12．1．ABS 管的特点；

12.1.1 具有良好的冲击强度，是 PVC管的 5－6倍；并能承受较高的工

作压力，约为 PVC管的 4倍；

12．1．2 化学性能稳定：无毒无味，能耐酸、碱，且用于食品 工业也

无毒、无味；

12．1．3 使用温度范围广：使用温度范围为 -40℃－80℃；



12．1．4 质轻、阻力小； ABS 管质轻，为 PVC 的 0．8倍，制品内外

壁光滑，阻力小；

12．1.5 管道连接方便，密封性好；

12．1．6 颜色适宜，为浅象牙色，给人以淡雅、清洁之感。

12.2 ABS管的主要应用领域：

12．2．1 纯净水系统；

12．2．2 石化工业管道系统；

12．2．3 环保行业。

塑料管道种类与应用范围

用途及特性

管道种类

市

政

供

水

市

政

排

水

建筑

给冷

水

建筑

给热

水

建筑

排水

穿

线

管

地板

辐射

采暖

管道最

大口径

（mm）

主要连接

方式
刚度

UPVC 硬聚乙烯管 用 用 用 用 用
1000以
下

溶剂粘接

/R-R 橡胶
圈

直管

PSP芯层发泡复合
管

用 用 用 50-160 

（TS承

口）溶剂

粘接

直管

硬聚氯乙烯消音管 用 用 75、110 
挤压橡胶

圈密封接

口

直管

塑料波纹管 用 用 用 300 套管粘接 直管

CPVC氯化聚氯乙
烯管

用 用 200以下

（TS承

口）溶济

粘接

直管

HDPE高密度聚乙 用 用 用 315 （电）热 盘卷 /



烯管 熔接 直管

PEX 交联聚乙烯管 用 用 用 用 63 
铜件挤压

夹紧

盘卷 /
直管

衬塑或涂塑钢管 用 用 用 用 150 螺纹连接 直管

PAP铝塑复合管 用 用 用 63 
铜件挤压

夹紧

盘卷 /
直管

PPR无规共聚聚丙

烯管
用 用 用 110 

（电）热

熔接

盘卷 /

直管

PB聚丁烯管 用 用 32 

挤压夹紧 /
（电）热

熔

盘卷 /

直管

ABS 实壁管 用 200 

（TS承

口）溶剂

粘接

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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