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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燃气都有它自身

的特性，我们必须熟悉它

的性能并且掌握它的使用

方法，学会检查毛病、处

理意外发生时的措施。这

样才能确保安全。

燃气使用注意事项

（1）使 用 燃 器 具 前

要仔细阅读使用说明书，

按要求正确操作。

（2）注 意 保 持 空 气

流通：管道燃气完全燃烧

时，需消耗大量的空气，

应保持厨房、浴室、燃具

周围良好的通风状态。

（3）燃具开启后要注

意：拧开燃具开关后，要

确定燃具已经打着火方可

离开。因为如果燃具失灵，

没点着火，而燃具开关一

直开着，会造成煤气泄漏。

打不着火时要注意，如果

连续三次都没能打着火，

应停顿一会儿，确定煤气

消散后，再重新打火。因

为燃具虽然未点着火，但

煤气已多次释放，遇到明

火极易爆炸。使用热水器

尤其要注意这个问题。

（4）使用过程中要注

意：切勿在无人照看的情

况下使用燃具。汤、粥、牛奶、

面条等烹煮时容易溢出的

食物，一定要多加照看，以

免溢出的汤水淋熄炉火，

造成煤气泄漏。

（5）用气结束时要注

意：应养成“人走火熄”的

好习惯。使用完毕、睡觉前、

外出时，应检查是否关好

煤气开关。关煤气是指：

关闭燃具开关、旋塞阀、

球阀。平时应关闭旋塞阀、

燃具开关。如果离家外出

时间较长，应关闭煤气表

前的球阀，彻底切断煤气。

（6）使用煤气胶管应

注意：经常检查和清洁胶

管，发现老化、龟裂、烤焦、

鼠虫啮咬痕迹，应立即更

换。建议正常情况下，2 年

更换一次胶管；煤气胶管

的长度，不能超过 2 米；

胶管不要靠近炉面，以免

被火焰烧烤；胶管不要穿

越墙体、门窗；不要压、折

胶管，以免 造成堵赛，影

响连续供气；胶管与燃具、

管道的接口处，请用管卡

扎紧，防止脱落漏气；燃

气热水器禁止安装在浴室

内。

（7）简单查漏方法：

容易漏气的地方有胶管、

接口、煤气表、阀门。

家庭燃气使
用安全知识

7 月 25 日，鲁西南地区经销商总经理会议在菏泽福

星召开，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有：

一、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经销商 2019 年上半年

销售业绩趋势及去年同期业绩对比、公司优秀经销商的

基础设施介绍、管材应用的七大通路及各经销商的成功

案例等，鼓励各经销商利用自身的优势，增加资源的投入，

为提高经销商的专业知识水平，公司于 7 月 10-11 日举办了

2019 年第四期经销商培训班。本次培训内容如下：

一、首先带领各经销商参会人员对工厂车间、实验室进行了

参观，让其对公司产品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流程以及产品检验

优势等方面都有了系统化的认识。

二、讲解了公司的企业文化，以及经销商营业管理等内容，

让与会人员对公司企业文化以及经销商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有了

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向各位经销商提出了一系列的营业推广建议。

三、讲解了公司各产品性能优势与产品销售通路，让参会人

员深入了解公司产品的优势所在，并引导经销商结合当地产业特

色，扩大产品销售通路。

四、讲解公司成品仓储管理、受订及交运作业流程、WEB 营

销互联网系统各项功能以及推动的好处，引导经销商积极推动，

不断提升经销商管理水平。

五、讲解行销概念的内容，通过说明让参会人员对行销的概念、

组合、计划、方法以及行销人员的养成和行销的目的有了深入的

了解。

六、公司施工技术人员对 PVC、PE、PPR 产品如何规范施工，

以及常见施工问题进行说明，并让参会人员对各产品进行施工实

操训练。

七、培训课程结束后，所有人员进行考试测验，验收培训成果。

    通过本次培训，不仅让各参会人员对公司的企业文化、经销商

营业管理、产品优势、产品销售通路、行销的概念、管材正确施

工操作及施工常见问题解析等得到启发，并且获得不同能力的提

升，受益匪浅。未来公司将会继续组织培训会，使广大经销商及

用户得到最实质的帮助。

投入，并做好服务，争取下半年业绩赶超去年。

二、介绍畜牧养殖用管产品及通路开发，并介绍

部分经销商的成功案例，鼓励经销商搜集当地畜牧养

殖的用管信息。

三、介绍公司 PERT II 型管材产品的优势和市场

需求情况，鼓励经销商积极拜访当地热力公司等使用

单位，加大新产品的推广力度。

四、针对 PVC 排水产品的新国家标准的修订内

容进行说明。

五、对营销互联网系统进行介绍说明。让经销商

真正了解营销互联网系统的意义，引导经销商积极配

合公司营销互联网的推动，方便每位经销商加快公司

化管理推动。

六、会后与各位经销商针对如何推广公司品牌和

加大市场推广力度进行探讨。经销商积极响应公司政

策，并分享典型工程案例经验，加大公司在当地的影

响力。

7 月 19 日济南德州地区经销商总经理会议在德州汇轩

召开，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有：

一、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经销商 2019 年上半年销

售业绩趋势及去年同期业绩对比、公司优秀经销商的基础设

施介绍、管材应用的七大通路及各经销商的成功案例等，鼓

励各经销商利用自身的优势，增加资源的投入，并做好服务，

争取下半年业绩继续保持长红。

二、介绍畜牧养殖用管产品及通路开发，并介绍部分经

地 区 经 销 商 会 议

7 月 25 日至 26 日公司营业人员对太原热力有限公司三供一业

项目 13 处工地 , 分别进行 PPR 产品技术交流。本次交流内容如下：

1、营业人员向项目负责人及施工人员讲解公司规模、生产能力、

产品种类、企业文化等内容，让客户对公司有了深入的了解。

2、向客户介绍 PPR 产品性能优势以及施工中常见的问题，让

客户对公司产品优势和施工规范有了更好的认知。

3、针对 PPR 管材管件的施工方法和注意事项做了重点说明与

交流 , 并对施工中出现的管材抛、摔现象予以纠正 , 保证后续工程

的顺利进行。

通过本次交流，各项目负责人及施工人员对公司产品优势、施

工规范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后续规范作业，确保施工的顺利进

行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2019 年第二季度营业人员前往经销商处检查仓

库 64 家，具体存在的问题如下：

项次 存在的问题 家数

1 经销商仓库通路堵塞 4 家

2
仓库大门未标有【仓库重地、严禁烟火】
的标识

18 家

3 仓库未配备灭火器 5 家

4 仓库产品未定位标识 12 家

合计 39 家

二、2019 年第二季度营业人员前往经销商处检查店

面、展厅 70 家，改善的情况如下：

项次 改善的事项 家数

1

新增仓库

5 家

项次 改善的事项 家数

2

新增产品标识

1 家

3

制作新展厅

2 家

4

制作新店招

11 家

项次 改善的事项 家数

5

增加灭火器

3 家

合计 22 家

三、安全是开展工作的前提，为了保证经销商仓

库、店面、展厅的安全，大家要做好安全防护措施，

具体有：

1、仓库大门要标有【仓库重地、严禁烟火】的标识；

2、仓库通道畅通；

3、仓库产品定位标识；

4、仓库内配备灭火器；

5、仓库线路整齐；

6、仓库照明等要防爆；

7、展品摆放整齐；

8、广告牌悬挂整齐；

9、店面、展厅配备灭火器。

7 月 20 日，公司营业人员至内蒙古某养殖场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进行施工指导，具体内容如下：

1、向施工负责人以及现场施工人员讲解了 PVC 给水管材的施工步骤及施工注意事项 :（1）管材

装卸、搬运过程中一定要轻搬轻放；（2）管沟清理平整、剔除石块等坚硬物，同时铺垫 20 公分细沙；

（3）弯曲度过大的地方须采用管件进行过渡；（4）适量涂抹胶水，避免因胶水涂抹过少造成管材粘

接不牢固，或涂抹过多腐蚀管材。同时强调：夏季胶合剂粘接管材时，粘接速度要快，避免因高温作业，

胶合剂中的溶剂挥发过快，管材尚未粘接就已干固，影响粘接效果。

2、本次施工指导与交流，现场施工人员通过实际操作和理论学习，对施工中的作业规范和常见施

工注意事项有了深入的理解和掌握，为后续规范施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PPR 产品技术交流 内蒙古某养殖场建设
项目施工指导

【河北中南部地区经销商总经理会议】 【鲁西南地区经销商总经理会议】

经 销 商 来 厂 培 训

参观国家级实验室 参观车间生产线 课堂讲授 施工实操培训

【济南德州地区经销商总经理会议】

7 月 20 日，河北中南部地区经销商总经理会议在

沙河召开，本次会议主要内容有：

一、报告上次会议执行情况、经销商 2019 年上半

年销售业绩趋势及去年同期业绩对比、公司优秀经销商

的基础设施介绍、管材应用的七大通路及各经销商的成

功案例等，鼓励各经销商利用自身的优势，增加资源的

并做好服务，争取下半年业绩赶超

去年。

二、对 WEB 营销互联网系统

进行介绍说明。让经销商进一步了

解营销互联网系统的意义，引导经

销商积极配合公司营销互联网的推

动，方便每位经销商加快公司化管

理推动。

三、介绍近期经销商供货的典

型工程案例，并请菏泽夏总、滕州

巩总、泰安白总等分享成功经验。

四、针对 PVC 排水产品的新

国家标准的修订内容进行说明。

五、介绍畜牧养殖用管产品及

通路开发，并介绍部分经销商的成

功案例，鼓励经销商搜集当地畜牧

养殖与农业的用管信息。

销商的成功案例，鼓励经销商搜集当地畜牧养殖的用管信息。

三、介绍公司 PERT II 型管材产品的优势和市场需求情况，

鼓励经销商积极拜访当地热力公司等使用单位，加大新产品

的推广力度。

四、针对 PVC 排水产品新国家标准的修订内容进行说明。

五、针对各经销商的经营现状列出改善对策，从基础设

施的完善、新通路的开发及人力资源的投入等部分提出建议。

最后再次针对 WEB 系统的使用情况，向参会的总经理们

提出详细说明。

第二季度经销商工业安全推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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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VC 建 筑 排 水 用 管 自 2019 年 7 月 1 日 起 将 执 行 新 的 国 家 标 准 , 由 GB/

T5836.1-2018 新标准替代原来的 GB/T5836.1-2006 标准 ,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

也按照最新国家标准要求自 7 月 1 日起正式推动执行。本次国家标准变更的主

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提升排水管的各项指标要求，对产品品质要求更加严格 , 如增

加管材是否含铅分类、增加断裂伸长率等等。现针对本次标准变化做如下说明：

一、PVC 建筑排水用管部分重要指标变化如下：

比较项目 国家标准 GB/T5836.1-2018
国家标准 GB/T 

5836.1-2006

材料
PVC 树脂应符合 GB/T5761-2006 的要

求，且 K 值应不小于 64。
没有要求

管材分类
按照助剂是否含铅，分无铅管材和含

铅管材
没有要求

断裂伸长率 新增加断裂伸长率：≧ 80% 没有要求

含铅量要求 无铅管材的铅含量值不大于 200mg/kg 没有要求

二氯甲烷浸泽
试验

此项指标检测项目删除 表面变化不劣于 4L

315 排水管壁厚变更 公称壁厚由 7.8mm 变更为 7.7mm 壁厚为 7.8mm

落锤冲击试验
对试验用落锤质量和冲击高度进行试

验条件修订，提高冲击强度要求。
此试验标准对冲击强

度要求低于新标准

密度 出厂检验项目增加对密度的要求
出厂检验项目对密度

检测无要求

标志 管材印字应注明“无铅”或“含铅” 没有要求

1、PVC 树脂标准：本次提出 PVC 树脂标准要符合 GB/T5761-2006（国家标准 -

悬浮法通用性聚氯乙烯树脂），其中 K 值是指 PVC 之粘数其数值反映了 PVC 树

脂的平均分子量大小，也就是 PVC 分子链的长短，决定了树脂的牌号和相应加

工参数。其中选用树脂的 K 值越大代表所生产的管材耐内外压强度越大。

2、断裂伸长率：通过对管材断裂伸长率的测定，检验管材在加工方面是否

塑化均匀 , 有无应力集中缺陷以及控制无机料的添加等 , 它主要反应了管材是否

具有良好的柔韧性能。

3、密度：控制无机填料的添加量。

4、落锤冲击试压：检验管材耐瞬时冲击的能力，用来衡量管材在经受高速

冲击状态下的韧性或对断裂的抵抗能力。

5、含铅量要求：为避免管材含铅析出对环境造成影响，本次标准要求无铅

管材的铅含量应不大于 200mg/kg，管材是否含铅要在管材印字上标记。

新标准在对管材的环保性能和抗冲击性能以及产品的韧性方面做出了更高

的要求。其次在出厂检测项目中增加密度的检测，严格控制无机填料的添加量，

本次标准变化的目的就是将 PVC 排水产品控制的更加严格，要求各企业将产品

品质做的更好。

二、在产品标准变更的过渡期间，工厂和各经销商会有两种不同标准印字

的库存共同存在，因此各经销商在与用户签订合同时要做好标准确认，以使供

货管材与合同签订标准保持一致。

三、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自生产 PVC 管材以来，所有类别管材一直坚持

采用环保有机锡（无铅）配方并印字于管材表面，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生产。公

司产品采用优质原料，不掺加回收料，从不生产样品管 , 所有产品不分级 , 只做

一个标准，即达到国家标准，只做合格的产品。公司自投产以来，一直坚持产

品品质，所生产管材之原料、配方、工艺一直未变，产品品质完全符合最新国

家标准各项指标要求，敬请放心使用。

一、保持楼道清洁

整齐。不在出口走道内

或楼道内堆放杂物，严

禁在安全出口、疏散通

道等公共区域停放电瓶

车或给电瓶车充电，不

要 长 时 间 给 电 瓶 车 充

电。

二、使用电动车应

选择合格产品，出现故

障及时维修。避免车辆

曝晒和淋雨，充电时间

不宜过长，不可在高温、

高热环境及楼梯间、安

全通道处充电。

三、定期检查家中

的各种电器和线路，严

禁乱拉乱接电气线路，

杜绝电气火灾。外出或

临睡前，要检查电源是

否切断、火源是否熄灭。

四、定期检查燃气

软管、接头。防止老化

松动。发现燃气泄漏，

迅速关阀、开门窗，切

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

明火。

五、管理好明火，

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

烟；蚊香使用时要远离

可燃物，人离开时一定

要熄灭；在安装护栏、

防盗门等的时候，不但

要考虑防盗，还应考虑

逃生。

六、进入人员密集

场所，严禁携带易燃易

爆物品，要留意安全出

口、灭火器材位置，熟

悉疏散逃生路线；遇火

灾发生时，要保持镇定，

可将毛巾、衣服等浸湿

捂住口鼻，选择就近安

全出口有序撤离，勿乘

坐电梯。

七、汽车内严禁放

置打火机、罐装喷剂等

受 热 易 发 生 爆 炸 的 物

品；车主应定期对车辆

维护保养，防止电线老

化和接触不良；车载灭

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

有效好用。

PVC 电工套管，通常称为穿线管，是在建筑电

气安装工程中用于保护并保障电线或电缆布线的管

道，允许电线或电缆的穿入与更换。

1、国家标准要求在管材上需标注管材型号，例

如“GY315-16”, 关于该型号说明如下：

（1）名称代号：主称—套管，G       品种—硬

质管，Y

（2）特性代号：是指管材抗外压的机械性能。

                “2”：轻型（能承受 320N 应力）

                “3”：中型（能承受 750N 应力）

                “4”：重型（能承受 1250N 应力）

（3）主参数代号： 15，温度等级 -15 型，即

表示在“-15℃ -60℃”温度环境下使用。

（4）管材公称外径：16mm

2、PVC 电工管材的分类：

（1）按机械性能分类

①低机械应力型套管（简称轻型）

②中机械应力型套管（简称中型）

③高机械应力型套管（简称重型）

④超高机械应力型套管（简称超重型）

（2）按弯曲特点分类

①硬质套管：

冷弯型硬质套管（可以用冷弯弹簧进行弯曲）

非冷弯型硬质套管（不可以弯曲，标准规定

32mm 口径以上管材不需要冷弯）

②半硬质套管

③波纹套管

（3）按阻燃特性分类

①阻燃套管

②非阻燃套管 

阻燃套管：套管不易被火焰点燃，被火焰点燃

后无明显火焰传播，且当火源撤去后，在一定时间

内火焰可自熄的套管。

PVC建筑排水用管执行新标准的说明

PVC电工套管的分类

夏季居家安
全七注意

近期有部分客户咨询 PVC 管与接头连接处所采用胶合剂是否符

合饮用水卫生标准，其挥发气体有没有毒？管材连接后其牢固程度

如何？现说明如下：

(1)PVC 管材之 TS 放口管或接头与管材之接合 , 需采用硬质胶合

剂来接合，胶合剂内含有溶剂虽不可加以食用 , 但当接合后溶剂会

挥发，干固后已无溶剂存在，胶合面所剩下的为 PVC，对饮用水卫

生标准是可符合的。

(2) 胶合剂所挥发之溶剂气体虽然有些气味 , 但不应与毒气相提

并论，一般在施工上都不会在意 , 如对此气味有些敏感者可带口罩。

(3) 一般接合施工后，经 24 小时后就完全干固 .

(4) 胶合剂涂布施工后，溶剂挥发所剩之固形份为 PVC, 其耐老

化之程度 , 与 PVC 管相同并无差异。

(5) 使用胶合剂 , 如参照标准之施工法施工 , 其牢固程度是没有

问题的，胶合剂之黏着强度，胶合后经 15 分钟可达 12.5kgf/cm2 以上，

胶合 120 分钟可达 25kgf/ cm2 以上。

(6) 如施工得当，对耐水压强度是没有问题的 , 如有影响耐水压

者，可能在施工上没照规定削角、涂胶或管材切断偏斜等。

近期有部分客户咨询 UPVC 管露出配管的使用寿命问题，现针

对该问题具体说明如下：

(1)PVC 管埋设于地下 , 因不会腐蚀 , 亦不锈、不烂，故使用寿

命国际公认可达 50 年以上，实际上仍能超出此年限很多 , 堪称是一

种半永久性的管材。

(2) 在露出配管之情形，因各地之气温差异 , 阳光之强弱差异及

露出之日晒情况等之不同 , 其使用寿命当会有所差异 , 一般之情况 ,

露出配管 10~15 年之寿命应可予肯定·( 非正常使用除外 )

(3) 露出配管其使用寿命较埋设管短 , 主要为露出配管受到阳光

之直射 , 因阳光中之紫外线会促使材质之劣化 (PVC 管之耐候性为各

种塑胶管中最佳者 ) 故露出配管，如使用 10~15 年后应有更换的打

算 ( 针对压力管 )，无压力之管线 , 其寿命将会酌再增长。

7 月 2 日，营业员同经销商至青岛某供水公司

施工指导与交流，该项目使用公司 PE 给水管用于

小区地下给水管网。与客户交流内容有：

1. 介绍电熔焊机使用方法，因客户之前未接触

过电熔焊接，本次详细讲解焊接参数、焊接模式设

置方法；加热、冷却时间在管件上有明确标注；管

件焊接完成后通过观察孔查看焊接情况，现场指导

客户进行焊接操作训练。

2. 讲解热熔对接管材施工注意事项，重点介绍

管材焊接加热温度、加热、冷却时间计算方法，纠

正了客户之前全凭经验进行施工的问题，现场与客

户进行了管材焊接训练。

3. 通过本次施工指导与交流，客户学习电熔、

热熔焊接技术，规范施工操作，保证了管材焊接质 量。客户对本次施工指导服务非常满意，后续工程

将持续采购公司产品。

【施工指导与交流】

UPVC管露出配管之使用寿命如何?

胶合剂粘接管材的卫生
性能与安全性能介绍

电工套管部分重要性能
指标介绍

UPVC 电工套管俗称“穿线管”，在建

筑电气安装工程中用于保护并保障电线或电

缆的安全使用。

1、电工套管在国家标准要求的各项指

标中如：抗压性能、弯曲性能、电气性能、

阻燃性能是反应电工管材性能的重要指标，

同时这也是评价电工套管优劣的重要指标。

现将我们公司电工套管在这几项指标方面的

优势说明如下：

（1）抗压性能：它是确保电工套管在

使用过程中，尤其暗敷埋设混凝土时，不会

被压扁，满足使用要求。而国家标准要求为：

载 荷 1min 时，Df ≤ 25%， 卸 荷 1min 时，

Df ≤ 10%（ Df：外径变化率）；而我公司

试验的指标为：持荷 1min 时，Df 最大值为

5%，卸荷 1min 时，Df 最大值为 1%，公司

电工套管的抗压性能远远高于国家标准要

求。

（2）弯曲性能：其目的是检测电工套

管的冷弯性能。公司电工管材为 -15 型，即

管材在 -15℃ ±2℃的条件下采用弹簧将电

工套管弯曲成 180 度不破裂；公司电工套管

在试验后弹簧及套管均无损伤且套管试样表

面无可见裂纹，更是优于国家标准要求。

（3）电气性能：它是检测管材的绝缘

强度与绝缘电阻。公司生产的电工管材，在

装水进行电压测试时，施加 2000V 的电压，

保持 15min 中以上不被击穿，测其绝缘电阻

大于 100MΩ 完全满足并大于国家标准要求。

（4）阻燃性能：要求电工管材如果被

点燃，应无明显的火焰传播，撤去火源后，

套管火焰应在 30s 内熄灭，（即自熄时间

te ≤ 30s）。公司生产的管材自熄时间可以

控制在 5 秒以内，氧指数（测定塑料刚好维

持平稳燃烧时的最低氧浓度，用混合气中的

氧含量的体积百分数表示）国家标准要求大

于等于 32%, 而公司生产的电工管材可以达

到 40% 以上。

（5）综合以上 4 项电工管材性能指标，

是检验电工管材合格的重要指标，华亚东营

塑胶有限公司严格控制产品品质，可以确保

产品性能完全达到国家标准要求。

2、公司生产的电工管材考虑环保因素，

稳定剂与其他管材一样均采用环保有机锡

（无铅）配方，对环境不会造成污染，这也

是公司产品优于市场同业产品品质的重要因

素之一。

3、公司产品从原料混合到挤出生产自

动化程度高，减少人为因素，确保品质优良

稳定；并严格按照国家标准批量生产管材，

产品不分级别，只有一个标准，从不生产“样

品管”，历年来检测均无不合现象发生。

4、公司电工管材采用 TS 放口，管材与

管材之间可直接连接，大量减少了管件的使

用，节约用户成本。

5、目前市场上有的厂家把电工套管做

成红色以及其他颜色管材，其目的是通过添

加不同颜色的色母来增加产品辨别的方便

性。其实好的电工套管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电

气性能和阻燃性能等重要性能指标，唯有符

合《建筑用绝缘电工套管及配件》JG3050-

1998 标准，方能确保后续的安全使用。电工

套管作为应用于建筑物内部一种隐蔽的材料

其安全应做到与建筑物同寿命，因此产品符

合国家标准要求则变得尤为重要。

华亚东营塑胶有限公司生产的电工套管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 JG3050-1998《建筑用绝

缘电工套管及配件》生产，产品各项指标除

达到标准要求外，部分指标更超出国家标准

要求，欢迎广大用户选购。

按温度等级分类

温度等级
环境温度不低于（℃）

长期使用温度范围（℃）
运输及存放 使用及安装

-25 型 -25 -15 -15 ～ 60

-15 型 -15 -15 -15 ～ 60

-5 型 -5 -5 -5 ～ 60

目前市面上常用的电工套管属于绝缘阻燃、-15 型、冷弯型硬质套管，分轻、

中、重型三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