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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环焊缝修复用高强度 B 型套筒及应用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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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在管道环焊缝隐患治理中，B 型套筒修复技术受到广泛应用。然而，B 型套筒应用于
高强度管道环焊缝缺陷修复时，暴露出套筒几何尺寸不合理、角焊缝延迟开裂等突出问题。为解决
B 型套筒应用中面临的问题，满足高强度管道环焊缝缺陷修复的需求，研究提出了 B 型套筒几何尺
寸的设计方法及关键参数取值建议；通过专门成分设计及加工工艺技术研究，开发了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较传统 Q345R 套筒减重 20％~30％，并给出了相应的施焊条件（管输压力及介质流速）、
预热温度、焊接方式、焊后热处理等工艺要求，制订了 X70 钢级 B 型套筒焊材选用方案；基于套筒
角焊缝开裂为延迟裂纹的特点，建议取消根焊和层间磁粉检测，增加焊后超声相控阵检测和 48 h 后
磁粉检测。通过实验室全尺寸试验和现场应用示范验证了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的可靠性，并成
功在 X80 高强度管道环焊缝缺陷修复中推广应用。（图 9，
表 3，参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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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strength type-B sleeve for pipeline girth weld repair and its key
applic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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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epair technology of type-B sleeves has been widely used for the hazard control of pipeline
girth welds. However, the prominent problems such as the unreasonable geometrical dimension of sleeve and the delayed
cracking of fillet weld are exposed in the girth weld defect repairing of high-strength pipelines with type-B sleeves.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fac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type-B sleeves an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girth weld defect repair in
high-strength pipeline, the design method for geometric dimension of type-B sleeves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on value of
key parameters were proposed after research. Meanwhile, X65/X70 type-B sleeves were developed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special composition desig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with the weight about 20%‒30% ligh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Q345R
sleeves. Besides, the technical requirements, including the welding conditions (pipeline transportation pressure and flow rate
of medium), preheating temperature, welding mode and post-weld heat treatment, were provided, and the selection scheme
of welding material for X70 type-B sleeves was put forward. Considering the delayed cracking of sleeve fillet weld, it is
suggested to cancel the root welding and the inter-layer magnetic particle detection, add the ultrasonic phased array detection
after welding and the magnetic particle detection 48 hours after welding. The reliability of X65/X70 type-B sleeves has been
verified by full-scale laboratory test and field application demonstration, and the sleeve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applied to
the repair of girth weld defects of X80 high-strength pipelines. (9 Figures, 3 Tables, 20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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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钢级管道环焊缝失效事故屡次发生，
引起了对管道环焊缝安全可靠性研究的高度重视

[1-8]

。

[8-9]

70％以上的环焊缝失效事故由环焊缝缺陷引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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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石油集团工程材料研究院联合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
道公司、国家管网集团西气东输公司，开展了 B 型套
筒几何尺寸优化设计，研制了 X65/X70 高钢级 B 型套

因此在役管道环焊缝隐患排查及治理中，环焊缝缺陷

筒，实现了高钢级管道环焊缝修复用套筒的轻量化，并

修复技术备受关注。在 ASME PCC-2-2018《承压设备

相应配套了的焊接工艺、无损检测等应用关键技术，研

和管道修复》、PRCI PR-186-0324-2006《管道缺陷修复

究成果应用于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和中缅管道环焊缝

手册》、GB 32167—2015《油气输送管道完整性管理规

缺陷修复，取得了良好效果。相关经验及成果可为有

范》、GB/T 36701—2018《埋地钢质管道管体缺陷修复

效提升高钢级管道的修复效率及质量，保证管道安全

指南》、SY/T 6649—2018《油气管道管体缺陷修复技术

服役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规范》等标准/技术手册中，B 型套筒修复技术被推荐
为油气管道环焊缝缺陷的永久性修复方式。B 型套筒
由两个半圆筒通过焊接安装，两个侧缝通常以 V 形纵

1

几何尺寸优化设计

缝形式焊接，套筒两端通过角焊缝与待修复管道连接。

B 型套筒结构及安装相关的主要几何参数包括套

与换管修复方式相比，B 型套筒施工过程中无需停输，

筒长度 L 、套筒壁厚 t s、套筒与钢管安装间隙 G 以及角

仅需适当降压、限流，修复成本仅为换管成本的 10％，

焊缝焊接高度 h j，部分参数与管道的外径 D 0 及壁厚 t p

广泛应用于管道环焊缝缺陷修复之中。

相关（图 1）。优化套筒的几何尺寸，应分别针对此

中国目前广泛使用的 B 型套筒材质为 Q345R，其

4 个参数，按照一定的优化设计原则进行相关设计。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为 315~345 MPa。常规 B 型套筒应
用于高强度管道环焊缝缺陷修复，暴露以下问题：
①采
用常规低钢级套筒修复 X70/X80 高强度管道时，套筒
设计壁厚过大，不仅增大了焊接工作量，而且使焊接
质量难以保证，容易产生焊接缺陷、较高的焊接残余
应力，增大角焊缝开裂倾向。② B 型套筒角焊缝易发
图1

生延迟开裂，其与管内介质流速过快、预热与焊后热处
理不足、焊接残余应力高等因素有关。③现有的标准

1.1

B 型套筒结构及主要几何参数示意图

长度

对 B 型套筒长度规定差异很大，给套筒设计选用造成

在设计 B 型套筒长度时，应使角焊缝上的应力水

困难。如依据 GB/T 36701—2018，修复环焊缝 B 型套

平尽可能低，同时套筒安装后必须避开环焊缝和角焊

筒长度应大于 2 倍管径，而依据 SY/T 6649—2018，则

缝的焊接热影响区。环焊缝断裂失效大多在弯曲载荷

其长度应为 1 倍以上管径。以修复直径为 1 219 mm

作用下发生，故设计校核应在弯曲载荷下进行，所施

的 X80 管道环焊缝为例，若执行 GB/T 36701—2018，

加的弯矩应使最大应力不低于钢管屈服强度的 72％。

套筒长度将达 2.4 m 以上，按 50 mm 壁厚计算，质量将

在 弯 曲 载 荷 条 件 下，角 焊 缝 处 应 力 水 平 最 高，其 为

达 3.5 t，不仅极大增加了焊接工作量，而且给管道增加

B 型套筒修复结构的薄弱环节，故套筒长度设计应主

了较大的集中载荷，并带来较大的拘束应力，对管道安

要关注角焊缝应力，可通过优化套筒长度降低角焊缝

全服役存在不利影响。因此，有必要开发高强度 B 型

应力水平。以 1 219 mm×18.4 mm 的 X80 管道环焊

套筒及配套焊接施工工艺技术，以满足高强度管道环

缝 B 型套筒修复为例，由弯曲载荷下角焊缝应力随

焊缝缺陷修复技术需求。国内外现有研究报道均针对

B 型套筒长度变化曲线（图 2）可见，在弯曲载荷作用

[10]

Q345R 等低钢级 B 型套筒，涉及结构改进
[9，
11-15]

艺

、焊接工

[16]

、抗应变能力
[17]

蚀性能影响

、焊接对钢管理化性质及耐腐
[18]

时，套筒长度应尽可能短。

等方

在考虑角焊缝应力水平的同时，还必须考虑避

面，
但有关高强度 B 型套筒及应用研究目前未见报道。

开钢管环焊缝和套筒角焊缝焊接热影响区。ASME

在原中油管道公司和国家管网集团的资助下，中

PCC-2-2018 推荐套筒角焊缝宽度为 1.4 t p+G ，基于工

1142

、
超声冲击对角焊缝力学性能影响

下，角焊缝应力随套筒长度增加而增大，因而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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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随套筒壁厚增大而降低，而角焊缝应力随套筒壁厚
增大先降低后增大。当壁厚超过 34 mm 后，角焊缝应
力增大尤为显著，即增大套筒壁厚将降低角焊缝承
载能力。因此，不建议在设计计算厚度上对 B 型套
筒进一步加厚。在工程应用实践中，套筒厚度普遍
过大，这不仅无法提高套筒修复的安全性，甚至可能
适得其反。
1.3
图 2 X80 管道环焊缝 B 型套筒角焊缝应力随套筒长度变化曲线

安装间隙
现有标准建议 B 型套筒应尽可能紧贴钢管安装，

程经验，焊接热影响区宽度按 4 倍壁厚保守估计，要避

安装间隙应尽可能小，最大不超过 2.5 mm。但在实际

开焊接热影响范围，套筒长度应满足以下条件：

工程中，由于存在环焊缝错边、斜接、钢管轴心偏差、不

L ≥2[4 t p+4×（1.4 t p+G ）]

（1）

按上述设计原则，对于修复管径 1 219 mm 的 X80

圆度等因素，如果 B 型套筒在制造中预留的安装间隙
过小，将导致现场安装困难，特别是应用于大口径管

管道环焊缝 B 型套筒，其长度应为 400~600 mm，远

道的 B 型套筒，现场焊接时可能存在强力组装情况，

低 于 GB/T 36701—2018 和 SY/T 6649—2018 的 推

给 B 型套筒服役安全带来隐患。同时，安装间隙也不

荐长度。

宜过大，
否则将导致堆焊层过厚，
增加现场焊接工作量，

1.2

壁厚

且可能增大角焊缝应力，影响结构安全。因此，B 型套

B 型套筒壁厚设计应满足环焊缝泄漏时套筒环空

筒安装间隙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①应充分考虑钢管

带压情况下的结构完整性要求，既要防止泄漏，又需承

及环焊缝的几何偏差，将安装间隙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受规定水平的弯曲载荷，其理论壁厚为：

便于现场安装；
②应尽可能减少焊接工作量；
③安装间

t s=

pD 0
+H 1+H 2
2 Fσ ss

（2）

隙不应对角焊缝应力水平造成显著影响。由在弯曲
载荷作用下，长度、厚度一定的 B 型套筒角焊缝应力

式 中：F 为 管 道 设 计 系 数；σ ss 为套筒屈服强度（取标

随安装间隙变化曲线（图 4）可见，6 mm 以下的安装

H 1、H 2 分别为套筒对应环焊缝位
准最小规定值）
，MPa；

间隙对角焊缝应力影响不明显，可适当放宽安装间

置凹槽深度、成型加工厚度补偿，且 3.5 mm≤H 1+H 2≤

隙要求，建议在 B 型套筒加工时，将安装间隙控制在

p 为设计压力，
6 mm；
MPa。

0~5 mm 范围内。

对于设计压力为 10 MPa、
管道规格为 1 219 mm×
18.4 mm 的 X80 管道环焊缝，若采用材质为 Q345R 的
B 型套筒，按式（2）计算，套筒厚度最小为 35 mm。采
用弯曲载荷进行校核（图 3），可见在内压与弯曲载荷
作用下，角焊缝应力水平显著高于套筒应力，其套筒应

图 4 弯曲载荷作用下 B 型套筒角焊缝应力随安装间隙变化曲线

1.4

角焊缝高度
关于 B 型套筒角焊缝高度，相关标准及技术手册

均规定：
如果套筒壁厚小于或等于管道公称壁厚 1.4 倍，
则采用完全角焊缝；
若套筒壁厚大于管道公称壁厚的
图3

在承受内压与弯曲载荷条件下套筒和角焊缝最大应力随
套筒壁厚变化曲线

1.4 倍，则 B 型套筒的端部应进行 45°倒角，角焊缝高
度不超过 1.4 t p+G（图 5）。由内压作用下角焊缝应力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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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强度套筒及配套工艺开发

2.1

套筒材料及加工工艺
在以往工程中，多以 Q345R 套筒修复 X70/X80 管

道环焊缝，通过提高套筒壁厚满足强度要求，壁厚设
计往往过大，如修复管径为 1 219 mm 的 X80 管道时
（a）t s≤1.4 t p

应用的 Q345R 套筒，厚度普遍超过 40 mm，最厚达
80 mm。这不仅增加了焊接工作量，而且使得焊接质
量难以保证，容易产生焊接缺陷和高焊接残余应力，增
大角焊缝开裂倾向。为实现高强度管道修复用 B 型
套筒的轻量化，在此开发了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需满足以下要求：
①应具
有良好的可焊性；
②力学性能指标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b）t s＞1.4 t p

③各项尺寸指标满足安装要求。B 型套筒生产加工

图 5 B 型套筒角焊缝焊接高度示意图

可以选择冷加工工艺或热加工工艺，两种加工工艺对

随角焊缝高度变化曲线（图 6）可见，角焊缝应力随角

原材料的要求不同，热加工工艺是在奥氏体化温度以

焊缝高度增加而降低，
当角焊缝高度超过 1.4 t p+G 后，

上成型，并以正火、正火＋回火、淬火＋回火等方式进

角焊缝应力趋于稳定。以往在 B 型套筒焊接施工时，

行必要的热处理，因此需对原材料中的 Ni、Cr、Mo 等

角焊缝高度通常为（1.6~2.0）t p+G ，远超标准推荐的

合金元素进行专门设计，以保证套筒热加工成型后强

角焊缝高度，这不仅不会提高 B 型套筒修复安全性，

度、韧性等力学性能满足标准要求；
如果采用冷加工工

还将增加焊接工作量。另有研究表明，角焊缝高度增

艺，完成套筒成型后，需进行回火以消除加工应力。综

加将导致焊接残余应力显著提高，从而增加角焊缝开

合考虑工艺流程，决定采取冷加工工艺，成型后进行

裂风险[15]。因此，建议角焊缝高度严格执行标准，不

500~650 ℃、2~3 h 的高温回火。为避免高温回火后

宜超过 1.4 t p+G 。

材料的性能劣化，不能直接使用 X65/X70 管线钢加工
B 型套筒，需对其成分与冶金工艺进行专门设计，控制
关键合金元素含量（表 1）及非金属夹杂物级别（表 2，
其中 A、B、C、D 分别表示夹杂物类别，薄、厚表示每
一种夹杂物的尺寸）。为保证 B 型套筒具有良好的可
焊性，套筒的碳当量应不大于待修复管道的碳当量。
碳的质量分数不超过 0.12％时，参照 Ito-Bessyo 碳当
量公式的化学部分，按式（3）计算碳当量 CEpcm ；
碳的
质量分数大于 0.12％时，采用国际焊接学会公式，按

图 6 角焊缝最大应力随角焊缝高度变化曲线
表1

式（4）计算碳当量 CEIIW。钢材为吹氧转炉或电炉冶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材料化学成分表（质量分数）

C
Mn
P
S
Si
Nb
V
Ti
Cu
Cr
Mo
Ni
B
CEpcm CEIIW
0.05％~ 1.30％~
0.10％~ 0.025％~
0.10％~
0.020％ 0.015％
0.06％ 0.04％ 0.35％ 0.35％
0.80％ 0.000 5％ 0.23％ 0.53％
0.15％ 1.65％
0.30％
0.08％
0.305％
表2
A

套筒钢级
X65
X70
1144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材料非金属夹杂物级别限定表

薄
2.5
2.0

yqcy.paperopen.com

厚
2.5
2.0

薄
2.5
2.0

非金属夹杂物级别最高限额
B
C
厚
薄
2.5
2.5
2.0
2.0

D
厚
2.5
2.0

薄
2.5
2.0

厚
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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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并经炉外精炼的纯净镇静钢，X70 钢级材料晶粒度

伤管壁造成破裂；
②应避免管内输送介质流速过高、冷

应为 10 级或更细，X65 钢级材料晶粒度应为 8 级或更

却速度过快而导致氢致裂纹产生。因此，B 型套筒的

细。材料的力学性能应符合表 3 要求。

焊接除考虑常规的影响因素外，重点需要考虑施焊条

w（Si） w（Mn）+w（Cu）+w（Cr）
CEpcm=w（C）+
+
+
30
20

件（施焊压力与介质流速）、预热、焊接材料选择、焊后

w（Ni） w（Mo） w（V）
+
+
+5 w（B）
60
15
10

（3）

w（Mn） w（Cr）+w（Mo）+w（V）
CEIIW=w（C）+
+
+
6
5
w（Cu）+w（Ni）
15

（4）

式中：w（X ）为元素 X 的质量分数。
表3

套筒 屈服强度 / 抗拉强度 /
硬度 夏比冲击吸收能量/J
屈强比
钢级
MPa
MPa
HV10 单个试样 平均值
不低于
450

不低于
535

不低于 不低
0.90 于 265

X70

不低于
485

不低于
570

不低于 不低
0.93 于 280

2.2.1

施焊条件
B 型套筒安装时，施焊条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

素是施焊压力和介质流速。控制施焊压力的主要目
的是避免在役管道系统在焊接过程因电弧灼伤管壁
而发生破裂。相关标准规范中对施焊压力计算存在
不 合 理 现 象，以 1 219 mm×22.0 mm、设 计 压 力 为
10 MPa 的 X80 管 道 为 例，按 照 GB/T 36701—2018、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材料力学性能表

X65

热处理等因素。

GB/T 28055—2011《钢 质 管 道 带 压 封 堵 技 术 规 范》、
SY/T 6649—2018 等标准计算所得施焊压力最大值为
12.6 MPa，该计算值大于设计压力，明显不合理。因
此，推荐采用式（5）计算施焊压力：

不低于 60

不低于
90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强度较高、壁厚较小，加

p=

2 Fσ（
s t p-c ）

D0

（5）

式中：σ s 为钢管屈服强度（取标准最小规定值），MPa；c
为焊缝熔深，根据统计结果推荐取值 3.5 mm。
B 型套筒角焊缝焊接时，管道处于不停输状态，

工成型后存在较大残余应力，可导致几何尺寸（如外
径）产生“回弹”现象。因此，在套筒的成型加工过程

如果管道内部输送介质流速过高，会带走焊接区域的

中应控制加工尺寸，并在套筒加工成型后进行高温回

大量热量，不仅预热温度和层间焊接温度不易保证，

火以消除应力。成品套筒的几何尺寸控制包括：
①套

而且焊缝冷却速度过快，焊接接头容易形成对氢致裂

筒内表面与待修复钢管表面之间的间隙为 0~5 mm ；

纹敏感的淬硬组织，显著增加开裂的可能性，因而必

②两片套筒的轴向错位不超过 2 mm ；
③两片套筒周

须 对 管 内 介 质 流 速 进 行 限 制。GB/T 36701—2018、

向钝边间距为 4~7 mm。由于 B 型套筒成对使用，

GB/T 28055—2011 等要求：
在役焊接时管道内液体流

其几何尺寸的检验由生产厂家通过预安装在与待修

速不应大于 5 m/s，气体介质流速不应大于 10 m/s。假

复管道外径相同的钢管上进行，以确保预安装后的几

设在役焊接过程中外部加热装置补充的热量与管道内

何尺寸满足上述控制要求。套筒加工完成后需进行

流动介质带走的热量相当，理论上可不限制管道内介

外观检查以及无损检测（超声和磁粉检测），确保无重

质的流速。但实际上，在管内快速流动介质的影响下，

皮、裂纹、结疤、折叠、气泡、夹杂等缺陷，从而保证套

中频加热能力往往很难满足热量补充要求。因此，为

筒可长期安全服役。采用上述工艺技术，成功开发了

控制角焊缝的焊接质量，避免氢致开裂，根据工程经

适 用 于 1 016 mm/1 219 mm 的 X70/X80 高强度管道

验，建议在 B 型套筒角焊缝焊接时，管道内液体流速

环焊缝缺陷修复的 X65/X70 钢级 B 型套筒，较传统

不高于 3 m/s，气体介质流速不高于 7 m/s。

Q345R 材质的 B 型套筒质量减少 20％~30％。

2.2.2

2.2

焊接工艺

焊接方法及焊材
为有效避免产生氢致裂纹，国内外标准规范建议

B 型套筒焊接包括纵向焊缝焊接和环向角焊缝焊

管道系统在役焊接时，应采用低氢焊条或低氢焊接工

接，纵焊缝焊接属于常规对接焊，输送介质不会影响焊

艺以及其他减少淬硬组织形成的方法。相关文献指

接质量。角焊缝焊接属于在役焊接，在役焊接主要关

出，回火焊道焊接技术可有效改善接头力学性能，降

注两方面的问题：
①需避免“烧穿”，即避免焊接电弧灼

低硬度，提高韧性[19-20]，故 B 型套筒角焊缝焊接一般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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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回火焊道焊接技术，此项技术已经被写入 GB/T

介质为天然气，流速为 5 m/s。由现场试验得到的该管

31032— 2014《钢制管道焊接及验收》。角焊缝回火焊

道距加热带 50 mm 处温度随中频加热功率变化曲线

道焊接时，首先在管道表面焊接一层预堆层焊道，随后

（图 8）可知，温度随中频加热功率增大而升高，但当中

焊接根焊和填充焊道，最后焊接盖面焊。在回火焊道

频加热功率达到额定功率 180 kW 时，最高温度仅为

焊接过程中，后续焊道可使前一焊道的热影响区回火，

83℃。X70 钢级 B 型套筒焊接工艺试验研究结果表

使其组织得到细化，从而改善材料性能。然而，对于盖

明，预热温度不低于 65℃即可满足焊接要求。因此，

面焊，则没有后续焊道对其进行回火，因此盖面焊的显

针对具体的待修复油气输送管道，B 型套筒角焊缝预

微硬度较高、淬硬倾向大。

热温度满足焊接工艺规程要求。

通常，金属材料强度越高，其淬硬倾向越大。X70
钢级 B 型套筒角焊缝焊接过程中，焊材淬硬倾向大，
同时，管内快速流动的介质带走焊缝区域大量热量，
致使焊接接头出现淬硬组织可能性增加。在 X70 级
B 型套筒焊接工艺研究初期，采用与其强度相当的高
强度焊材焊接整个角焊缝，角焊缝表面多个部位发生
氢致开裂，失效分析结果表明角焊缝表面硬度相对较
高，最高达 400 HV10。基于以上原因，X70 钢级 B 型
套筒角焊缝焊接时，预堆层、根焊、盖面焊选择强度较
低的 E5015-G（CHE507GX）焊材，旨在降低堆焊层及
盖面焊层硬度，避免氢致开裂；
填充焊选择强度较高的

图 8 距加热带 50 mm 处钢管温度随中频加热功率变化曲线

2.2.4

角焊缝焊后热处理
在现有标准中，仅要求 B 型套筒焊接完成后保温

E5515-G（CHE557GX）焊材，旨在保证角焊缝的强度

缓慢冷却，并无焊后热处理。焊后热处理有助于去氢、

（图 7）。试验结果表明，此种焊接方法可在保证 B 型

降低焊接残余应力、
改善焊缝组织与综合性能。由于高

套筒承载能力的同时，将角焊缝盖面焊的硬度控制在

钢级管线钢的组织为非稳态组织，焊后热处理温度过

260 HV10 以下，可以显著降低角焊缝表面及母材侧焊

高将对管材组织及性能造成很大影响，为得到性能优

趾部位的氢致开裂倾向。

良的角焊缝，同时又不致损伤母管，对不同温度及不同
时长下的热处理效果进行研究。随着热处理温度提高
和热处理时间延长，
残余应力降低，
采用 360 ℃+3 h 热
处理工艺对 B 型套筒角焊缝进行热处理，可使管体
侧 近 焊 缝 区 的 轴 向 残 余 拉 应 力 最 大 值 由 563 MPa
降低至 413 MPa，角焊缝上的最大环向残余拉应力
由 394 MPa 降 低 至 318 MPa。 此 外，试 验 发 现 当
加热温度超过 400 ℃后，X80 钢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

图 7 B 型套筒角焊缝焊接设计示意图

2.2.3

度将显著下降（图 9）。综合考虑角焊缝焊后残余应力

焊前预热

GB/T 36701—2018 和 Q/SY 05592—2019《油 气
管道管体修复技术规范》对在役管道焊前预热要求
为：
应采用火焰加热或中频加热的方式进行预热，预
热温度应符合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建议预热温度为
100~150 ℃。中国在 B 型套筒焊接时，由于目前市
场上中频加热设备能力不足，预热温度达不到 GB/T
36701—2018、Q/SY 05592—2019 建议预热温度。某
管道规格为 1 219 mm×18.4 mm，材质为 X80 钢，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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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效果、加热温度对管道性能影响以及现场实际施

套筒修复后的承载能力及可靠性，选用 B 型套筒修复

工条件，建议 B 型套筒焊接安装完成后，再进行 200~

后管段进行全尺寸弯曲试验和内压循环试验。以 X70

350 ℃、
保温时间 3~6 h 的焊后热处理，
而后缓慢冷却。

级 B 型套筒试验为例，选用管道规格为 1 016 mm×
12.8 mm 的 X80 带环焊缝管段，
在管道环焊缝处预制穿

3

角焊缝无损检测技术

透型裂纹，
裂纹环向长度为 1/2 管道周长，
以长 600 mm、
壁 厚 21 mm 的 X70 钢 级 B 型 套 筒 对 其 进 行 焊 接

关于 B 型套筒角焊缝无损检测，GB/T 36701—2018

修复。弯曲试验时，施加弯矩使最大拉应力不低于

等相关标准的推荐做法以及实际操作中的通常做法

72％钢管屈服强度，维持 30 min。在试验管段内注水

为：
在根焊+热焊后进行第一次磁粉检测，在填充至

进行内压循环试验，在内压作用下连续施加 20 个疲

50％焊缝深度后进行第二次磁粉检测，焊接完成后进

劳周期，每个周期内，压力由 0 升至 1.25 倍设计压力，

行第三次磁粉检测。上百次 B 型套筒现场焊接安装

稳压 5 min，而后缓慢降至 0；
在循环到第 20 周次时，

的经验表明，套筒在第一次及第二次磁粉检测中从未

压力由 1.25 倍设计压力降至设计压力并保压 10 min。

发现过裂纹，其原因是套筒焊接裂纹均为延迟裂纹，一

弯曲试验和循环内压试验过程中无泄漏和异常变形现

般在焊接完成后数小时、数天甚至是更长时间才出现，

象，对试验后的试样进行无损检测及解剖分析，套筒角

检测时裂纹尚未形成。此外，第一次及第二次磁粉检

焊缝和两侧纵焊缝均未发现超标缺陷，可见焊缝性能

测需在焊缝冷却后进行，检测完毕后需再次预热焊缝，

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干扰焊接的连续性、影响焊接进度，同时，热循环产生

4.2

现场应用示范验证

的伸缩应力以及因焊道凸凹不平而残余的磁粉均将影

2020 年 6 月，X70 钢级 B 型套筒及配套应用技术

响焊接质量。因此，建议取消第一次和第二次磁粉检

在云南芒市境内中缅输气管道上开展了首次现场应用

测，为有效检出延迟裂纹，焊接完成 48 h 后再进行一

示范。该输气管道规格为 1 016 mm×12.8 mm，钢级

次磁粉检测。

为 X80；
修复用 B 型套筒长 600 mm、壁厚 21 mm，安装

尽管 B 型套筒焊缝最容易出现的缺陷是延迟裂

间隙不大于 5 mm，
角焊缝高度为 1.4 t p+G 。对检测发

纹，但也要考虑其他焊接缺陷存在的可能性。因此，除

现超标缺陷的环焊缝进行修复，套筒焊接安装过程中，

焊后磁粉检测外，
建议增加超声相控阵检测。超声相控

管道最高运行压力为 7.86 MPa，管内介质流速不大于

阵检测用探头是由一组晶片（阵元）组成的，每个阵元

5 m/s ；
套筒采用手工焊接，
焊前预热温度为 65 ℃，
焊后

可以单独地发射和接收超声波，其在被检工件中所形

进行 200~250 ℃、保温 6 h 的热处理。焊接完成后进

成的声场是由各个阵元声场合成的结果，通过控制激

行磁粉检测和超声相控阵检测，并增加 48 h、
72 h 后的

发晶片数量以及施加到每个晶片上的发射和接收延时

磁粉检测，均未发现延迟裂纹及其他超标缺陷。

（聚焦法则）
，可改变超声波在工件中的聚焦深度、偏转

管道修复后，带压运行 2 个月，截取修复管段在实

角度、波束宽度，从而实现纵波、横波、表面波等多种检

验室进行无损检测、水压循环试验、解剖分析及理化性

测方式。与常规的超声检测方法相比，超声相控阵更

能测试，结果表明：
套筒角焊缝和纵焊缝中均未发现超

适用于复杂焊接结构检测。采用超声相控阵检测 B 型

标焊接缺陷，焊接质量良好；
经 0~10 MPa 循环压力试

套筒角焊缝，需要制作不同位置、不同类型缺陷的专用

验以及 1.25 倍设计压力下的静水压试验，环焊缝缺陷

检测对比试块，形成专用检测工艺。相对磁粉检测而

尺寸未发生变化；
套筒角焊缝和纵焊缝拉伸、硬度、韧

言，超声相控阵检测对工件表面以及操作者的要求均

性、弯曲等各项性能指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较高，
需对操作人员进行超声相控阵检测专门培训。

现场应用示范及验证结果表明：
所开发的 X70 钢
级 B 型套筒及其配套技术具有良好的工程适用性和可

4

全尺寸试验验证及现场应用

4.1

全尺寸试验验证

采购 60 余套 X70 钢级 B 型套筒，用于管道环焊缝缺

为验证管道环焊缝缺陷采用 X65/X70 钢级 B 型

陷修复。此外，X65 钢级 B 型套筒在国家管网集团西

靠性，可在 X70/X80 高强度油气管道环焊缝缺陷修复
中推广应用。国家管网集团西南管道公司已于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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