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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口径、高钢级管道焊接及焊缝检测技术现状
吴宏

周剑琴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管道建设项目经理部

摘要：针对国内大口径、高钢级管道普遍采用半自动焊技术而逐渐暴露的焊接质量问题，研究了大
口径、高钢级管道的焊接技术及焊缝检测技术。分析了半自动焊与全自动焊对大口径、高钢级管道
环焊缝质量的影响因素，并通过西气东输高钢级管道焊口泄漏事故失效分析报告、管材低温冲击试
验与金相分析报告及环焊缝焊接工艺试验，验证了影响焊接质量的因素；开展了半自动焊与全自动
焊经济性对比，得到了焊接机组成本与完成工作量的关系；研究了自动超声波检测技术的可靠性，
提出了国内全自动焊焊缝检测的方法。由此可得：对于大口径、高钢级管道，全自动焊能够有效避
免半自动焊环焊缝低温冲击功值偏低且离散的问题，具有质量可靠、工效提升的优势，但从经济性
角度考虑，只有当全自动焊工作量大于经济焊接工作量时，全自动焊的经济效益才会超过半自动焊；
全自动焊焊缝质量可采用自动超声波检测技术检验。因此，建议在大口径、高钢级管道的建设施工
中，全面推行全自动焊技术。（图 2，表 1，参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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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tatus of welding and weld testing technologies for
large-diameter high-grade pipelines in China
WU Hong, ZHOU Jianqin
PetroChina Pipeline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r Department
Abstract: In China, semi-automatic welding technology is commonly used at large-diameter high-grade pipelines, and
the issues related to its welding quality emerge gradually.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welding technologies and the weld
testing technology for large-diameter high-grade pipelines were explored. First, the effects of semi-automatic welding
and automatic welding on the girth weld quality of large-diameter high-grade pipelines were investigated.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welding quality were verified based on the failure analysis report of high-grade pipeline joint leakage in Westto-East Gas Pipeline Project, the low-temperature impact test & metallographic examination report of tabular goods and
the girth welding test. Second, semi-automatic welding and automatic welding were economically compar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st and the fulfilled work load of welding outfit was clarified. Third, the reliability of automatic
ultrasonic testing technology was studied and the automatic weld testing method suitable for domestic conditions was
proposed. It is indicated that as for large-diameter high-grade pipelines, automatic welding can avoid effectively the low
and discrete low-temperature impact energy of semi-automatic girth weld, and it is advantageous with reliabl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However, the automatic welding is economically superior to the semi-automatic welding so long as
its work load is higher than the economic value. The weld quality of automatic welding can be inspected by the automatic
ultrasonic testing technology. To sum up, it is recommended to implement fully the automatic welding technolog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diameter high-grade pipelines. (2 Figures, 1 Table, 21 References)
Key words: high-grade pipelines, large-diameter, semi-automatic welding, automatic welding, weld quality, welding
efficiency, automatic ultrasonic 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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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焊接质量是影响管道施工质量的重要因素。
自 20 世纪 60 年代长输管道建设以来，手工焊技术曾
是 我 国 管 道 焊 接 的 主 要 方 法[1-3]。20 世 纪 90 年 代，

1

不同焊接技术对环焊缝质量的影响

1.1

半自动焊

国内管道焊接开始引进自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技

半自动焊采用的自保护药芯焊丝是一种无外加气

术（以下简称半自动焊），与手工焊相比，半自动焊具

体保护的焊接材料，药芯中的造气剂位于焊丝内部，焊

有焊接成型好、焊材利用充分、熔化速度快、设备综合

接过程中会在熔池内部产生气体。由于熔池产生的气

[4]

体量不均匀，无法有效保护金属熔滴，从而使大气中

[5]

接的主要技术 。早期半自动焊接的管材多为 X52、

的氮气侵入焊接区。氮使得焊缝冲击韧性、延展性降

X60、X65 等正火状态交货的管线钢，随着管道强度等

低，产生气孔、裂纹等缺陷[11]。此外，焊丝药芯配方与

级、管径、壁厚及输送压力的提高，现在应用的管材多

药粉填充均匀稳定性也会对焊接工艺产生影响。理论

为 X70、X80 等形变热处理状态交货的高钢级管线钢。

上，药芯在焊丝长度方向各处的填充率应相同，但实际

高钢级管线钢主要是依靠冶金成分设计与精确控制技

中各处药粉填充并不均匀，从而导致焊接不连续、不稳

术、控制轧制及加速冷却等工艺加工而成的，这些技术

定，造成焊缝力学性能指标出现离散性。并且由于焊

和工艺在解决管线钢冷裂纹和焊缝热影响区脆化方面

丝药芯粉料物性特征不易控制，很难在焊丝制造过程

具有一定优势，但给管道环焊缝焊接带来了新的技术

中解决药芯焊丝部分段落存在中空（没有焊剂）的填

难题。由于高钢级管线钢添加了较多的合金元素，这

充稳定性问题[12]。目前，关于半自动焊造成焊缝冲击

些合金元素会对焊接工艺稳定性，焊接热影响区，焊缝

韧性值降低、离散的原因尚处于研究阶段，已有研究表

成本低等优势 ，已成为国内长输管道填充和盖面焊

[6]

金属的强度、韧性、硬度等产生影响 。如 X80 钢是通

明，当半自动焊用于合金含量较高的高钢级管线钢焊

过微合金化、超纯净冶炼、控制轧制、控制冷却而获得

接时，其冲击韧性值离散性与母材冶金化学元素成分、

的高强度高韧性的管线钢，为了使环焊缝具有与母材

药芯焊丝药粉灌装均匀密实性、焊接过程稳定性、气候

相当的强度，焊接材料也加入了微合金元素，焊接过程

环境潮湿等因素相关，而现场焊接过程中难以有效控

中，在热循环作用下，其焊缝热影响区的组织由于重新

制这些因素。

加热而发生相变，并在冷却时因再结晶而出现晶粒粗

自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应用 X70、X80 管线钢管

大等现象，使焊缝与热影响区的韧性降低。当采用半

以来，发生的几起环焊缝泄漏失效事故大多出现在采

自动焊接时，存在焊缝金属夏比冲击韧性离散性大，部

用半自动焊接的 X70、X80 高钢级管道上。虽然按焊

[7]

分夏比值低于验收指标等问题 。

口数统计其为小概率事件，但为了避免后续建设的高

管道气保护实芯焊丝全自动焊技术 (以下简称全

钢级管道环焊缝泄漏，对 X70、X80 管道泄漏的环焊

自动焊)，是指在管道相对固定的条件下，将所有重要

缝进行了失效分析。分析报告认为：
焊缝中的裂纹源

焊接参数输入到固定在焊接小车上的控制箱，通过智

在外载荷作用下形成应力集中，逐渐扩展形成宏观穿

能卡编程，电弧跟踪，在线数据采集、处理，精确控制小

透性裂纹导致焊口泄漏，虽然产生裂纹的根源不同，但

车行走速度及焊枪的电压、送丝速度、焊炬摆动频率等

由于裂纹扩展区域的焊缝微观晶粒尺寸较为粗大（约

焊接参数，由焊接小车带动焊枪沿轨道围绕管壁运动，

100 μm），无法延缓裂纹扩展。该区域微观晶粒粗大是

[8]

自动实施焊接 。与半自动焊技术相比，全自动焊因

由于进行多层多道焊接时，未能很好地控制焊接热输

具有较高的熔敷率，环焊缝的强度、韧性等综合性能优

入量等焊接工艺参数所致。

良。国外管道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应用全自动焊，
目前技术成熟、设备系列化，已成为大口径、高钢级管
[9-10]

为了进一步分析半自动焊焊缝微观金相组织造成
焊缝冲击韧性值离散性大的原因，采用连续金相组织

。我国全自动焊接管道累计长

分析、彩色金相组织定量分析、显微硬度分析、组织与

度约为 2 600 km，仅占 2000 年以来管道建设总里程的

韧性的关系分析等手段，寻找焊缝的微观组织分布规

10％，而国外 80％的管道应用了全自动焊。因此，亟

律及焊缝组织对焊缝冲击韧性的影响规律。研究表

需对国内大口径、高钢级管道全自动焊的大范围推广

明：
焊缝微观组织中存在的链状 M-A 组织（通过透射

应用问题进行探讨。

电镜、EBSD 分析确定 M-A 组织中存在马氏体）是影

道焊接的主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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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焊缝韧性的主要原因。焊接的热输入量对焊缝链

焊接接头微观金相组织检验：
焊缝区为针状铁素

状 M-A 组织含量有影响，热输入量增大，焊缝的链状

体+多边铁素体+贝氏体+珠光体；
热影响粗晶区的

[13]

M-A 组织数量增多，使得焊缝韧性降低

。由于半自

显微组织为粒状贝氏体+板条马氏体。尽管热影响粗

动焊热输入量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且存在不确定性，

晶区含有板条马氏体组织，但由于含碳量较低，加上多

使焊缝冲击韧性呈现离散性。

层多道焊而使后面焊道对前面焊道起回火作用，得到

1.2

全自动焊

的低碳回火马氏体组织对冲击韧性未造成影响。

由于全自动焊系统能够实现焊接过程中对焊接参

1.3

大口径、高钢级管道的环焊缝焊接工艺试验

数的交互式自动控制，而且能够将焊接热输入量严格

随机选择不同钢厂、管厂生产的 X80 螺旋埋弧焊

控制在焊接工艺规程范围内，因此，高钢级管道的焊缝

与直缝埋弧焊管材，采用全自动焊、半自动焊、手工焊

[14]

及热影响区冲击韧性值不会出现离散

。采用全自动

焊工艺焊接的西气东输二线主线路管材（1 219 mm，
X80）的低温冲击试验与金相分析报告结果可对其进

3 种焊接工艺进行焊接试验，
其中半自动焊分别由 5 家
施工承包商熟练的半自动焊工完成。
（1）螺旋埋弧焊管。3 种焊接方法环焊接头的拉
伸强度、刻槽锤断和硬度均合格。3 种焊接方法环焊

行验证。
低温冲击试验：
按照 Q/SY GJX0110-2007《西气
东输二线管道工程线路焊接技术规范》，对焊缝进行无

接头的韧性指标分别为：
全自动焊工艺合格；
半自动焊
工艺不合格；
部分厂家焊材的手工焊工艺不合格。

损检测后，选择尺寸为 10 mm×10 mm×55 mm 的试

（2）直缝埋弧焊管。3 种焊接方法环焊接头的拉

样进行冲击试验，其缺口（V 形）位置分别位于焊缝和

伸强度、刻槽锤断和硬度均合格。3 种焊接方法环焊

热影响区，冲击温度为 -10 ℃。焊缝及热影响区的最

接头的韧性指标分别是：
全自动焊工艺合格，手工焊工

小冲击功及平均冲击功（表 1）满足标准规范的要求，

艺合格，部分半自动焊工艺冲击韧性不合格（22 mm

焊接接头具有良好的低温韧性。

和 26.4 mm 钢管双 V 坡口半自动焊不合格）。

表1

施工承包商采用全自动焊、半自动焊（进口或国产

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全自动焊管材试样
低温冲击试验数据（-10 ℃）

焊丝）工艺，焊接不同钢厂与管厂组合管材的各道环焊
缝，统计各接头夏比低温冲击功（图 1）可知：
全自动焊

冲击功/J
取件位置

缺口位置
最小

平均

焊缝

98

101

熔合线

230

253

焊缝

230

253

熔合线

248

265

平焊位置

立焊位置

图1

合格，半自动焊不合格且离散度较大。
试验结果表明：
对于大口径、高钢级管道，采用全
自动焊，其环焊缝机械性能满足规范要求；
手工焊的环
焊缝机械性能，可以通过优选焊接材料达到规范要求；
半自动焊环焊缝机械性能中的低温冲击值不合格且呈
离散性，难以通过焊工操作与优选焊材来解决。

-10 ℃时不同钢厂与管厂组合的 X80 管材全自动焊、半自动焊的焊缝低温冲击功分布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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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半自动焊与全自动焊经济性对比

备、人工及消耗材料费用情况，计算得到每道焊口所需
的设备、人工及消耗材料费用。

管道焊接施工成本主要由设备费、材料费及人工

（1）半自动焊机组：
国内一个标准半自动焊机组的

费组成。相比半自动焊，全自动焊虽然设备资源一次

设备台班费用约为 2.0×104 元/d，分摊每道焊口费用

性投入较大，但焊接效率较高。一般情况，单焊炬全自

为 769 元；
机组人员费用约为 1.1×104 元/d，分摊每道

动焊和半自动焊相比，焊接效率可提高 30％以上。对

焊口费用为 423 元；
单口耗材费用约为 650 元。

于管径大于 813 mm 的管道，采用内根焊全自动焊的

（2）全自动焊机组：
选用进口 CRC 自动焊设备的

根焊效率比单焊炬全自动焊可提高 30％~40％；
若采

一个自动焊机组设备台班费用约为 5.4×104 元/d，分

用双焊炬全自动焊进行热焊与填充焊，其效率与单焊

摊每道焊口费用为 805 元；
机组人员费用约为 1.6×

[15]

炬全自动焊相比，还可提高 50％以上

。以西气东输

二线管道工程 1 219 mm×18.4 mm 的 X80 管道为例，

104 元/d，分摊每道焊口费用为 238 元；
单口耗材费用约
为 1 000 元。

统计分析半自动焊与全自动焊机组的施工成本与焊接

与半自动焊机组相比，全自动焊机组设备与人工

工效，并对两个机组焊接成本与焊接工程量之间的关

费用一次性投入大，其中设备日台班费用为半自动焊

系进行分析。

机组的 2.7 倍，但是全自动焊机组工效高，因此分摊到

2.1

单焊口成本两者仅相差 5％。

经济性对比

2.1.1

机组设备与人员构成
半自动焊机组的设备与人员基本配置：
吊管机 3 台，

2.2

机组焊接成本与焊接工程量的关系
统计西气东输二线施工承包商机组设备折旧、机

空压机 1 台，挖掘机 1 台，内对口器 1 台，焊车 9 台，焊

组人员培训、设备及人员调遣、营地建设等费用，估

接电源 22 台，送丝机 18 台，机组人员 34 人。全自动

算机组前期准备所需费用：
一个 CRC 全自动焊机组

焊机组（内焊机+双炬外焊机）的基本设备配置与半自

444.45×104 元，一个标准半自动焊机组 162.5×104 元。

动焊机组相比，需要增加坡口机 2 台、内焊机 2 台、外

综合考虑施工前期准备费、设备费、材料费、人工费等

焊机 14 台、吊管机 1 台、防风棚 9 台、机组人员 12 人，

因素，建立机组焊接施工成本与完成焊接工程量的关

减少内对口器 1 台。

系公式[16] ：

2.1.2

焊接效率

C a=31.23 M +444.45（M ＞132.5 km） （1）
C h=32.68 M +162.5

在西气东输二线管道工程的浅丘与平原地段，平

（2）

4

均每公里管道约 85 道焊口，按照每天工作 12 h，每月

式中：C a 为全自动焊机组成本，10 元；M 为焊接工程

23 个工作日计算，一个半自动焊机组平均日焊接工

量，km；C h 为半自动焊机组成本，104 元。

作量为 26 道焊口，每月可完成 7.03 km ；
一个全自动

根据机组成本与工程量关系图（图 2）可知：
当M

焊机组平均日焊接工作量为 67 道焊口，每月可完成

＝194.45 km 时，C a＝C h；
当 M ＜194.45 km 时，采用半

18.13 km。
2.1.3

焊工培训
半自动焊的焊工培训周期较短，具有一定焊接基

础的人员平均培训周期为 21 天，培训合格人员基本具
备从根焊到盖面焊的全焊层操作技能，且能够掌握焊
接设备使用的基本知识。全自动焊的焊工培训是以机
组为单位进行的，培训周期相对较长，具有一定焊接基
础的人员平均培训周期为 60 天，培训合格人员一般仅
具有相应焊层的操作技能。另外，全自动焊还需要培
训参数调节的技术人员和设备维护工人。
2.1.4

单焊口施工成本
通过现场调研半自动焊机组与全自动焊机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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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焊更经济；
当 M ＞194.45 km 时，采用全自动焊更

3.2

经济。因此，虽然管道全自动焊接施工具有质量和效

3.2.1

率优势，但是当焊接里程达不到经济焊接工程量时，全
自动焊接的经济效益难以得到体现。

AUT 可靠性研究及成果试用
AUT 可靠性研究
国内无损检测技术可靠性研究在理论和实际应用

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无损检测可靠性技术体系，缺少相应的认证和评定程

3 全自动焊缝自动超声波检测技术的
可靠性

序。要推行管道全自动焊技术，应该针对管道自动焊
的 AUT 技术可靠性开展研究工作，建立质量体系并
制定程序文件。通过对陆地长输管道 AUT 技术可靠

GB 50369-2014《油 气 长 输 管 道 工 程 施 工 及 验
收规范》规定：
管道环焊缝全自动焊焊接接头宜采用
100％自动超声波检测（AUT），并进行射线检测（RT）

性、工艺评定及其质量体系建立的研究[18-21]获得以下
成果：
（1）AUT 的缺欠检出率高于 RT。试验设计人工

复验。由于 AUT 与 RT 两种检测方式对不同类型缺

缺点 263 处，AUT 检出 255 处，
缺欠检出率为 96.96％；

陷的检测灵敏度和相同类型缺陷的评判准则不同，使

RT 检出 187 处，缺欠检出率为 71.1％。

得两种检测结果存在矛盾，影响全自动焊接技术在我
国管道施工中的应用
3.1

[17]

。

（2）AUT 的检测灵敏度略高于 RT。AUT 发现
的最小缺欠（高度）尺寸小于 RT 发现的最小缺欠，RT

AUT 与 RT 检测的评判争议

对热焊和根部的未熔合类型（或高度小于 0.5 mm）缺

与 RT 相比，AUT 具有对线型缺陷尤其是未熔

欠检出率较低。

合缺陷检测率高、检测速度快、缺陷定位准确、检测结
果实时获取的优势，能够实现焊接机组对全自动焊接
质量的过程控制。但是，在国家质检总局无损检测

（3）AUT 能够对缺欠深度进行较为精确的定位，
RT 则不能，只能依靠经验判断，误判的可能性较大。
（4）AUT（A 扫描通道）对气孔（条孔、密集气孔）

资质核准内容中却没有 AUT 项目，国内也没有相应

不敏感，检出率低，但通过体积通道和 TOFD 通道的

权威机构可以对 AUT 工艺进行认证。因此，在 GB

补充检测，也可以检测到气孔等体积型缺欠。

50369-2014 中加入了用 RT 的检测结果对 AUT 评

综合可靠性指标、切片对比结果，针对陆地长输

判结果认证的内容。如果 RT 的检测结果与 AUT 的

管道全自动焊焊缝，AUT 检测结果的检出率和可靠

检测结果一致，说明 AUT 执行的操作工艺可信，可以

性要远高于 RT。AUT 技术对于全自动焊焊口，不

用于现场检测。但是，由于这两种检测方法机理不同，

存在缺欠漏检，可检出的最小缺欠尺寸也小于 RT，且

评判标准不一致，常常造成检测单位不能准确评判焊

AUT 比 RT 多了一个缺欠高度的验收指标，在质量保

缝质量的结果。

证方面更加全面、科学。因此，AUT 能够代替 RT 对

AUT 依照 GB/T 50818-2013《石油天然气管道
工程全自动超声波检测技术规范》对焊接接头内部

陆地长输管道全自动焊焊缝进行检测。
3.2.2

AUT 可靠性研究成果试用

线型缺欠进行检测，检测内容还包括缺欠高度。而

管道建设业主依据 AUT 技术可靠性研究成果

SY/T 4109-2013《石油天然气钢质管道无损检测》中

制定《长输管道 AUT 工艺检测能力评价方法》，向有

关于 RT 对焊缝金属中间未熔合的规定，仅考虑了缺

意向参与 AUT 能力检测评价的 18 家检测单位发出

欠长度导致的判废，同时缺欠高度无法具体测量，只

邀请，对参加的检测单位进行开放测评与能力评价。

能依据缺欠影像黑度进行辅助判断。例如单个长度为

采取打分制评价检测单位的 AUT 检测能力，总分为

12.5～25 mm 或累计长度为 25～50 mm 的焊缝金属中

100 分，其中重复性和轨道偏移测试占 30 分，可靠性

间未熔合缺欠，AUT 可判定为合格，RT 则判定为不

测试占 70 分，总分 70 分为合格。测评过程聘请中国

合格；
深度超过分区高度但单个长度不足 12.5 mm 的

船级社进行现场见证。

中间未熔合缺欠，AUT 判定为不合格，RT 则判定为

统计 AUT 能力测试中重复性和轨道偏移测试的

合格。由于存在上述对缺欠评判方面的争议，检测单

评分，超过 18 分（该项分值的 60％）的有 12 家；
可靠

位难以客观评判全自动焊缝的真实质量。

性测试评分超过 42 分（该项分值的 60％）的有 9 家。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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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总分超过 70 分的有 9 家，均为多次参与 AUT 检

[2] 颜爱政，刘华，刘雷，等. 长输油气管道焊接技术的应用[J]. 油气

测工程的单位，他们在检测方法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储运，2008，27（8）：40-43.

运用检测方法的正确性、缺陷判定的准确性、记录和报

YAN A Z，
LIU H，LIU L，
et al. Analysis to welding technologies

告的完整性及追溯性、检测过程可控性等方面具有明

of long distance oil and gas pipelines[J]. Oil & Gas Storage and

显优势。而测试分值低于 70 分的检测公司多为未实

Transportation，2008，27（8）：40-43.

施过或较少参与 AUT 检测工程的单位，由于他们的

[3] 陈杨，杨兴. 长输天然气管道焊接方法综述[J]. 管道技术与设

AUT 操作人员对设备的操作能力和对检测数据的判

备，2010（6）：37-39.

读能力较差，评价结果的错误率较高。

CHEN Y，YANG X. Depiction of the long-distance natural gas

由上述测评结果可知：
运用 AUT 检测可靠性研
究成果对检测单位资质能力（包括工艺评价及能力认
证）进行确认，能够保障 AUT 检测结果的可信度。

pipeline welding method[J]. Pipeline Technique and Equipment，
2010（6）：37-39.
[4] 薛振奎，隋永莉. 焊接新技术在我国管道建设中的应用[J]. 焊
管，2010，33（4）：58-61.

4

结束语

XUE Z K，SUI Y L. Application of new welding technology in
the pipeline construction of China[J]. Welded Pipe and Tube，

（1）由于高钢级自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焊缝金
属冲击韧性值不合格离散现象客观存在，较难通过提

2010，33（4）：58-61.
[5] 王文焱，曾九令，孙 伟，等. 药芯焊丝自保护焊在长输管道施工

高焊工操作技能、优选焊接材料等措施来解决；
而全自

中的应用[J]. 管道技术与设备，2007（3）：23-24.

动焊采用计算机精确控制焊接线能量输入，焊缝综合

WANG W Y，
ZENG J L，
SUN W，
et al. Application of ﬂux cored

性能好，能够有效地解决焊缝金属冲击韧性离散问题。

self shielded welding in long distance pipeline construction[J].

（2）与半自动焊相比，全自动焊具有较高的熔敷
率，可以大幅提高焊接效率，当全自动焊工作量大于

Pipeline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2007（3）：23-24.
[6] 隋永莉. 长输油气管道高强度管线钢管现场焊接技术[J]. 电焊

经济焊接工作量时，全自动焊的经济效益将超过半自

机，2014，44（5）：27-32

动焊。

SUI Y L. High strength line-pipe girth welding technology of

（3）通 过 对 AUT 技 术 可 靠 性 的 研 究 与 运 用，
AUT 技术能够满足全自动焊焊缝质量检验要求，能
够代替 RT 对陆地长输管道全自动焊焊缝进行检测。

oil and gas transmission pipeline[J]. Electric Welding Ma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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