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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长输管道工程自动焊施工的技术准备要点
赵赏鑫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管理分公司

摘要：自动焊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大口径、高钢级长输油气管道工程建设，但目前缺乏成熟的自动
焊施工技术体系。根据自动焊施工特点，结合长输管道自动焊施工实践经验，以发挥自动焊施工工
效、保证施工质量为中心，从设计、管材、焊接、无损检测、施工组织等方面提出了自动焊施工的技术
准备要点，剖析了焊接人员、技术储备及信息化焊接质量管理现状，并提出了合理化的应对措施，以
期为今后管道工程推广自动焊施工方法、提高焊接效率、发挥技术优势提供参考。（参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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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technical preparation for automatic welding of
long-distance oil and gas pipelines
ZHAO Shangxin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Branch of China Oil & Gas Pipeline Network Corporation
Abstract: Automatic welding technology is widely used in the large-diameter and high-grade steel pipeline projects, but
no mature automatic welding technology system is available at present.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utomatic welding, with reference to practical experience in automatic welding of long-distance pipelines, key points of
technical preparation for automatic welding were put forward in terms of design, pipe, welding, nondestructive testing and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focusing on improving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and ensuring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In additi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rsonnel, technical reserve and informatized welding quality management was analyzed, and the
reasonable measures were propos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follow-up promotion of automatic welding technology in
pipeline projects, improve the welding efficiency and take full advantages of the technology. (25 References)
Key words: long-distance oil and gas pipeline, automatic welding, construction, welding efficiency, technical preparation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石油、天然气消费需求

高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 2016 年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量也不断增长，油气长输管道工程建设逐步向高钢级、

工程建设前，自动焊接技术尚未在中国全面应用。国

大口径、高压力方向发展。大口径、高钢级、高压力管

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管网集团）

道建设给环焊缝质量控制带来了新的挑战，自动焊接

通过对近 10 年管道环焊缝失效案例[2-8]进行分析，开

技术以其高质量、高可靠性的优势，逐渐成为管道环焊

展了环焊缝专项提升工作，制定了 10 多项焊接 DEC

缝的重要焊接方式。1998 年，郑州—义马煤气管道首

（PipeChina Design & Engineering Code）文件，其中对

次试用了自动焊接技术；
在 2002 年西气东输管道工程

于 X70 及以上钢级管道，明确要求在满足条件的情况

中，自动焊接技术得到了规模化应用，完成了 670 km

下使用自动焊对环焊缝进行焊接。但焊接方式从传统

[1]

的焊接任务，约占焊接施工总量的 17.2％ 。然而，受

的手工焊条电弧焊、半自动焊转变为自动焊，不仅是焊

自动焊技术综合工效低、地形条件适应性差、坡口加工

接设备、焊接材料、焊接工艺的改变[9]，而且需要从设

与组对精度要求高、未熔合缺陷对无损检测技术要求

计、管材技术指标、焊接与检测工艺、焊工培训、施工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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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设计、施工方案等方面开展系统的技术准备工作，才

面状况（如制管焊缝）、设备性能及检测工艺的影响，易

能真正推广及应用自动焊技术，实现施工工效、环焊缝

出现数据质量不合格及缺陷漏检等问题。
因此，在管道自动焊焊接施工作业前，需系统开

质量的提高。

展技术准备工作，从设计、管材加工、施工组织等方面

1

施工难点

为内焊机连续施工、提高焊接一次合格率创造条件，
切实提高焊接、无损检测人员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

目前，在中国油气长输管道工程中使用的自动
焊工艺主要有两种：
①全自动焊工艺，采用内焊机根

才能实现自动焊技术在油气长输管道工程中的全面
应用。

焊，再用双焊炬气体保护实心焊丝外焊填充盖面焊

2

技术准备要点

护药芯焊丝外焊机填充盖面。其中，内焊机根焊全自

2.1

设计

动焊工艺焊接接头性能优良，尤其是冲击韧性相对稳

2.1.1 “两段法”递进式设计

接；
②组合自动焊工艺，采用焊条电弧焊/钨极氩弧焊/
RMD 半自动焊/STT 半自动根焊，再用单焊炬气体保

定，焊缝中心的冲击韧性普遍在 150~200 J，为目前新

与传统设计理念不同，
“两段法”递进式设计需要

建大口径、高钢级、高压力油气长输管道工程首选的焊

设计人员与施工单位的施工工序充分结合，将设计文

接工艺。然而，受内焊机设备性能和自动焊工艺技术

件按照施工的先后工序分批次完成，进而更加精确地

特点的影响，自动焊机组连续施工能力、焊接一次合格

指导现场施工。在第一阶段，设计人员根据不同的地

率主要受以下 5 个方面的影响。

质地貌条件，优先开展热煨弯头与连头口优化，公路、

（1）受内焊机爬坡能力的限制，目前内焊机主要应

铁路、河流沟渠、地下管道及电光缆等“三穿”通道设

用于地形平坦或地形起伏坡度小于 12°的地段，坡度

计，对起伏管段的削方降坡进行设计，减少热煨弯头及

过大则无法保证焊接质量和施工安全。

施工断点，尽量满足内焊机作业对地形、坡度的要求，

（2）内焊机能够连续通过曲率半径大于 40 D（D

为全自动焊机组提供连续作业通道，实现大流水作业；

为钢管外径）的冷弯管、弹性敷设段，但其无法通过热

在第二阶段，设计人员根据焊接机组的位置、施工计

煨弯头，造成连头处增加，进而导致综合工效降低。

划，以区县为单位，顺序开展施工图设计。

（3）自动焊的焊接速度快，填充盖面焊采用双焊炬

2.1.2

减少“两点”优化设计

进行焊接，需要焊工观察熔池表面三维形态，通过控制

在管道自动焊焊接施工作业中，最大程度地减少

两把焊枪的手柄来实时调整姿态，在复杂工况下形成

“两点”（即热煨弯头点、连头点）是提高自动焊连续施

良好的焊缝，从而保证焊接一次合格率。因此，对焊工

工能力及焊接效率的关键因素之一。管道每一处转

的要求较高，焊工的培训周期相对较长。

向或穿越使用的热煨弯头能否采用冷弯管和弹性敷

（4）内焊机根焊全自动焊工艺的焊接热输入量、

设的方式来代替，传统的设计很难解决该问题。这需

电弧熔宽、熔深均相对较小，因此对焊接坡口的加工精

要将设计工作前移，在施工阶段组织经验丰富的设计

度、焊口组对精度要求高。焊接坡口的尺寸偏差、组对

人员到施工现场开展设计工作，与施工单位共同对每

间隙变化均有可能造成焊接缺陷的产生，其中未熔合

一处平面转向点、纵向弯、穿越点进行现场勘查，通过

是最主要的焊接缺陷。一旦坡口加工或焊接参数出现

采取多个冷弯管、弹性敷设、削方降坡等措施，减少热

问题，焊接缺陷则会呈现系统性、连续性的特点。

煨弯头的使用量，为全自动焊机组创造连续焊接的有

（5）全自动超声波检测（Automated Ultrasonic Test，

利条件[10-12]。

AUT）是未熔合缺陷有效的检测方式，具有检测速度

变壁厚焊口是失效风险最大的焊口类型，为实现

快、检出率高、检测结果实时显示的特点，能够及时反

变壁厚焊口的全自动焊接，需将厚壁管内侧设计为内

馈焊接质量，确保焊接机组及时调整焊接参数，避免重

锥孔坡口的形式。内锥孔深度根据 AUT 检测结果模

复出现缺陷。但 AUT 检测图谱不直观，对评判人员

拟计算来确定，既可实现变壁厚焊口自动焊接，也能够

水平要求较高，检测过程受轨道安装精度、待检焊缝表

保证无损检测质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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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材

2.2.1

提升管端几何尺寸

般配备 14~18 名焊工，关注每个焊工技术水平的同时
更看重焊接机组的整体水平。一个成熟焊接机组的焊

油气管道管端坡口加工质量、组对质量是影响全

工，除了能够熟练操作焊接设备外，至少应具备以下

自动焊接质量的重要因素，而坡口加工、组对质量受管

能力：
①具备观察电弧稳定性、熔池状态的能力，特别

端椭圆度、管周长等几何尺寸的影响。在椭圆度一定

是焊接深度较大的热焊、双焊炬填充焊；
②具备在焊接

的情况下，随着管道管径增加，组对难度也随之增大。

过程中发现缺陷和打磨缺陷的能力；
③在填充盖面焊

如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将椭圆度工厂内控指标从

接过程中，具备通过操作手柄进行微调的能力；
④当转

技术规格书要求的 0.6％D 降至 0.42％D ；
此外，在管

场、天气或地形坡度变化时，具备对焊接参数设置进行

端标注长轴、短轴、管周长，以此提高现场钢管级配、组

微调的能力；
⑤当焊接壁厚发生变化时，具备快速调整

对效率，提高焊接合格率。

与适应的能力。

2.2.2

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北段、中段及南段的

细化管端表面技术要求
全自动焊焊口采用 AUT 进行检测，对管端光管

工程实践[14-16]为例，一个全新的焊接机组从焊工完成

部分的表面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中俄东线天然

上岗考试到一次合格率、日焊接量均达到正常水平，通

气管道工程试验段建设初期，虽然 AUT 检测采用水

常需要 3 个月的培训时间。因此，提高焊工培训质量、

或防冻液（冬季）作为耦合剂，但受到制管焊缝、钢管表

加强焊工准入管理是保证管道自动焊焊接质量、工期

面压痕的影响，经常发生耦合不良、检测灵敏度下降的

按时完成的重要因素。

情况。对于采用 AUT 检测的新建管道项目钢管数据

2.3.2

焊接工艺评定及规程编制

单，需结合 AUT 检测结果仿真计算来确定管端光管

焊接工艺评定及规程编制是管道工程施工技术准

长度，同时需对光管处制管焊缝余高、表面质量提出更

备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焊工考试的前提条件，也是工程

高的要求。以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为例，在钢管

能否按期开焊的关键，
更是环焊缝质量控制的基础。所

出厂前，采用机器人自动修磨的方法，将距离每个管端

有环焊缝的焊接都应严格执行焊接工艺规程，而焊接

至少 150 mm 范围内的内、外焊缝余高去除，剩余焊缝

工艺评定是支持焊接工艺规程制定的重要依据。与半

高度控制在 0～0.3 mm，且与相邻管体表面相对平滑

自动焊相比，全自动焊接工艺评定的影响因素相对较

过渡。

多，主要包括管径、材质、壁厚、坡口、焊接材料、混合气

2.2.3

比例、焊接速度、预热与层间温度、最小层道数、自动焊

严控母材成分波动范围
管材的碳含量、冷裂纹敏感指数是自动焊焊接工

设备品牌型号、焊接电压、焊接电流、送丝速度、钢管碳

艺评定的重要参数，当现场焊接钢管与焊接工艺评定

含量及冷裂纹敏感指数等 20 多项。当焊接工艺评定的

使用的钢管碳含量或冷裂纹敏感指数的差值超出规定

影响因素超过 DEC 文件规定的变化范围时，需重新进

范围时，表明此焊接工艺评定将不适用，需重新开展焊

行焊接工艺评定。按照国家管网集团 DEC 文件的有

接工艺评定以满足现场焊接的需求。这就需要管材制

关要求，新建管道工程项目开展焊接工艺评定需要经

造单位加强质量管控，严格控制管材成分的波动范围。

过以下环节：
①在施工承包商选商完成后，业主提供焊

如在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南段线路钢管数据单

接工艺评定所需的管材；
②施工承包商编制焊接工艺方

中，要求各厂家在生产过程中应确保批量生产的钢管

案，并需通过业主组织的专家审查；
③施工承包商编制

与焊接工艺评定使用的钢管冷裂纹敏感指数的差值范

预焊接工艺规程，并完成工艺口的焊接；
④施工承包商

围小于±0.02％、碳含量差值范围小于±0.02％，其为

委托两家具有 CMA（China Metrology Accredidation）

提高环焊缝质量提供了基础保障。

或 CNAS（China National Accreditation Service for

2.3

Conformity Assessment）资质的实验室平行开展理化

2.3.1

焊接施工
焊工培训
目前，管道自动焊技术尚未达到智能焊接的水平，

性能试验；
⑤施工承包商编制焊接工艺评定报告和焊接
工艺规程，
并需通过业主组织的专家审查[17]。

因此焊工水平仍是决定环焊缝一次合格率的最主要因

因此，新建管道工程项目焊接工艺评定数量多、周

素。由于自动焊机组通常是大流水作业，一个机组一

期长，一般需要 2~3 个月才能完成满足开工要求的焊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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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工艺评定。以在建的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南段

水网密集地区，还应考虑将焊接机组连续通行施工作

为例，开展管径为 1 219 mm 自动焊工艺评定数量达

业段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施工单元”。如在建的中俄东

122 项，随着焊材、焊接设备品牌的增加，焊接工艺评

线天然气管道工程连云港—泰兴段划分为了 155 个施

定数量将持续增加。

工单元，
每个施工单元的机组进出场路线、
焊口数量、
弯

2.4

无损检测

头、地下障碍物等信息与工程量均标注在地图上，形成

保证 AUT 检测质量是提高自动焊焊接质量的前

清晰的“施工作战图”
。每个施工单元内的焊接、防腐、

提，自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全面采用 AUT 检测

下沟等工序及时跟进、紧密衔接，力争做到“干一段、完

以来，AUT 质量控制体系逐步得以完善，包括人员培

一段”
，
保证机组在雨季之前及时完工，
将连头点留在雨

训、设备校验、试块设计加工、通用工艺评定、专项工艺

季也能进场施工的通道旁边，
确保工程顺利推进。

评定等制度。其中，专项 AUT 工艺评定是针对入场

2.6

外协

的 AUT 检测机组开展的能力考核，对入场的 AUT 检

与半自动焊接不同，当全自动焊机组没有连续作

测人员、检测设备、校准试块及检测工艺进行有效验

业面时，会致使连头点增加、机组频繁转场。每次转

[18-19]

证，以保证入场 AUT 检测机组的能力水平

。

场后通常需要 3 天来微调焊接参数、恢复设备状态，

专项工艺评定既是 AUT 检测质量控制的重要环

直接导致焊接一次合格率、工效降低。因此，外协工

节，也是自动焊施工技术准备的重要部分，完成专项工

作在保证全自动焊机组连续作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

艺评定是 AUT 检测机组进场检测的前提条件。专项

要的作用。

工艺评定主要包括以下 3 个环节：
①根据管径、壁厚、
坡口形式加工测试焊缝，测试焊缝中应设置满足 DEC

3

应对措施

文件要求的缺陷；
②确定被检测焊接机组采用的坡口
参数，包括坡口角度、内坡口高度、钝边高度等，根据

目前，在油气长输管道工程自动焊施工作业中，尚

坡口参数开展试块设计与加工，试块加工周期一般为

存在基础工作不扎实、准备周期长、相关技术人员紧

20 天，若壁厚、坡口参数发生变化则需重新加工试块；

缺、技术要求不明确等现象，需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③用试块对 AUT 检测设备进行校准，通过扫查测试

以满足油气长输管道建设快速发展的需求[20-25]。

焊缝完成专项工艺评定的相关工作，一般一个 AUT

3.1

检测机组完成评定的时间为 7 天。

3.1.1

加快专业人员培养
壮大现场设计人员队伍

从上述 3 个环节可见，只有施工单位焊接工艺的

“两段法”递进式设计需要将设计工作前移，但目

坡口参数尽早确定下来，才能开展试块设计与加工工

前具有全自动焊施工设计经验且能够在现场开展设计

作；
试块加工完成后才能对 AUT 检测设备进行校准，

优化的优秀设计人员数量不足。因此，设计单位应重

并开展 AUT 检测专项工艺评定。因此，做好 AUT

视对设计人员开展施工现场设计的培养。

检测专项工艺评定与焊接工艺评定的衔接，尽早完成

3.1.2

AUT 检测专项工艺评定，是保证自动焊施工按时开工

加强焊工培训
新建管道工程相继开工建设，对焊接机组需求量

的关键。

与日俱增，成熟的自动焊焊工相对紧缺。焊工培训不

2.5

施工组织设计文件编制

能仅停留在对自动焊设备的熟练操作上，还应掌握手

全自动焊施工组织设计文件需充分考虑自动焊机

工焊技能。此外，施工单位在开展技能训练时不能

组大流水施工的特点，以最大程度地开展自动焊连续

仅用 RT（Radiographic Testing）进行检测，还应采用

施工作业为目标进行编制。

AUT 检测配合训练。对于参加多个在建项目的施工

（1）旱地地区的全自动焊施工应充分重视焊接通

单位，需合理安排每个项目的人员构成，尽量采用“老

道的连续性，建立满足自动焊机组连续施工作业的焊

带新、师带徒”的模式，为后续新建项目储备人才。

接通道、减少连头点是施工组织设计的核心。

3.1.3

（2）水网地区的全自动焊施工需考虑运布管通道、
焊接通道、重型机械设备行走通道的连续性。此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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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规模推广应用，严重缺乏检测人员，但培训、发证

期资料（如钢管碳含量、冷裂纹敏感指数）不完整的影

机构较多，持证人员的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第三方、第

响，其与新建管道连接的焊口无法完全按照现行规范

四方检测单位人员进场能力考核有待进一步完善。

的要求开展焊接工艺评定。为此，需要针对此类情况

3.2

夯实技术基础工作

制定专项焊接方案，在保证焊接质量的前提下确保项

施工进度与质量是管道工程建设最主要的两大控

目的顺利施工。

制目标，施工技术进步和装备升级则是提升进度与质

3.3

提升信息化管控水平

量的最有效手段。为此，围绕管道工程建设的焊接、无

开展工程质量管理工作是油气管道智能工地的一

损检测等行业，正在加快标准制订、新工艺新材料新技

项重要作用。对于全自动焊接而言，目前预热温度、层

术研发、设备国产化等工作。但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

间温度、焊接电压、电流、送丝速度等焊接参数已实现

尚存在以下问题：
技术标准要求不明确、依据不充分，

了自动采集，但与工程质量管理要求尚存在差距，主要

技术基础工作准备不充分、不扎实，现有工艺与工法不

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能满足管道建设快速发展的需求。
3.2.1

总结固化成果经验

（1）数据采集精度尚需提高，数据采集系统采用的
温度传感器为非接触式，焊工手持测温仪多为接触式，

注重现有技术、质量要求在工程建设中的实际应

二者测量结果差异较大（误差一般约 10 ℃）。因此，尚

用效果，必要时可对特定的技术指标开展工程现场的

不具备利用数据采集系统对焊接工艺执行情况进行判

专项验证工作。通过数据积累、经验总结，将经过现场

定的条件。

实际验证且成熟的技术质量要求进一步固化，针对不

（2）目前，检测坡口加工质量的万用角度尺、检测

足的方面开展专项研究，为后续完善技术质量要求、提

焊缝外观质量的焊缝检验尺均采用机械式测量、
人工记

升工艺工法水平奠定基础。

录的方式，记录检测结果的真实性无法保证，工作效率

3.2.2

也不能满足工程实际需求，
未来应实现测量结果数字化

统筹解决系统问题
国家管网集团 DEC 文件对环焊缝质量控制提出

显示、
存储。

了更高的要求，但提高环焊缝质量是一个系统问题，既

（3）图像采集智能化水平还需进一步提升，智能工

需要焊工严格执行焊接工艺规程、优化焊接参数，又需

地图像采集系统尚未实现对影响焊接质量的重要工序

要焊材、管材品质同步提升，才能保证焊缝中心、热影

进行全过程采集，通过采集的图像智能识别违反操作

响区的质量稳定可靠。目前，无论是钢板轧制工艺还

规程的作业是智能工地建设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是焊材加工工艺、成分体系控制均未与 DEC 文件中环
焊缝的新要求结合起来，仅靠焊接工艺评定时调整焊

4

结论及建议

接参数、试用各种品牌焊材的方式去满足环焊缝的指
标要求。近期某些企业已经关注到该问题，正在逐步

油气长输管道自动焊接施工是一项涉及设计、工

开展试验研究工作。

艺、工法、外协等方面的系统工作，为进一步提升自动

3.2.3

焊的综合工效、环境适应能力，更好地发挥自动焊焊接

持续开展技术创新
为了进一步发掘全自动焊技术的潜能，结合现有

技术优势，今后应重点开展以下 3 个方面工作。

自动焊装备开发新型工艺技术，如超窄坡口全自动焊

（1）加大科研立项与科技创新力度。中国地形地

工艺技术、自动外根焊工艺技术、热煨弯管连续焊接全

貌复杂，山地丘陵占国土总面积的 2/3，拟建的西气东

自动焊工艺技术及连头口全自动焊工艺技术等，解决

输三线中段、西气东输四线、川气东送二线等国家干线

当前山区、水网等地段的工程应用问题，使其具备全天

管道沿线途经水网、山地、丘陵、戈壁等地区，其地貌复

候、全地形、全口径、全材质等复杂工况下的全自动焊

杂、地形条件差，江河、湖泊、高山、峡谷等天然障碍更

接作业能力。

趋密集，将给大口径管道工程机械化施工带来极大挑

3.2.4

战。因此，需要从施工设备、材料、工艺、工法等方面开

加快焊接相关专项方案的制定
随着油气管道“全国一张网”的建设，新建管道与

已建管道联通的情况越来越多，而已建管道受到建设

展专题研究，推动施工技术水平的全面提升，实现低
温、水网、山地等不同环境下的全机械化施工。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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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成果的总结与传承。通过陕京四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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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J]. 油气储运，2020，39（7）：740-748.

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等大口径、高钢级、高压力长

ZHANG Z Y. Key factors for safety improvement design of girth

输管道建设，在设计、机械化施工组织、工艺、工法、技

weld in high-grade large diameter natural gas pipelines[J]. Oil &

术要求等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形成了丰硕的成

Gas Storage and Transportation, 2020, 39(7): 740-748.

果，是未来管道工程建设的宝贵财富。以焊接工艺评

[6] LIU X B, ZHANG H, WU K, XIA M Y, CHEN Y F, LI M.

定为例，目前评审流程复杂、周期长，对于已建项目上

Buckling failure mode analysis of buried X80 steel gas pipeline

已经应用的评定方法，且通过现场大量割口试验对

under reverse fault displacement[J]. Engineering Failure

可靠性得到有效验证的焊接工艺评定，应纳入焊接

Analysis, 2017, 77: 50-64.

工艺评定库，在满足新建项目设计要求的前提下宜
优先使用。
（3）开展经验交流与分享。从近年来中国数条典
型管道工程的建设情况看，不同设计单位的设计理

[7] European Gas Pipeline Incident Data Group. 9th Report of the gas
pipeline incidents of European gas pipeline: EGIG 11.R.0402[R].
Groningen: EGIG, 2013: 17-20, 53.
[8] MAJID Z，MOHSIN R. Failure investigation of natural gas

念存在差异，不同施工单位的施工优势也各不相同。

pipeline[J]. Arabian Journal for Science & Engineering, 2012,

建设单位在组织好项目建设的同时，应适时开展设

37(4):1083-1088.

计单位、施工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与分享活动，取长

[9] 隋永莉，王鹏宇.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黑河—长岭段环焊缝焊

补短、共同提高，为油气长输管道建设的长期发展积

接工艺[J]. 油气储运，2020，39（9）：961-970.

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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