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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下向焊工艺技术特点及其在天津市外环线北半环城市管网工程中的应用，着重

介绍了施工程序及操作工艺，并结合焊缝检测结果，对该工程中的常见焊接缺陷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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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序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天然

气凭借高效、清洁、污染小的优点，

为蓝天工程的实施创造了条件。近年

来，天津市城市改燃项目的实施力度

在不断加大，原有的管线已不能满足

现有的需要。2003 年，天津市燃气集

团通过铺设外环线高压管线，与原有

南半环管线形成环状管网，解决了供

气需求紧张的问题，也为周边沿线企

业的发展注入了动力。 

1. 技术应用 
目前，在城市燃气管网施工中，

因 为 管 道 设 计 压 力 小 （ 通 常 ≤

0.4MPa ）、 管 径 也 不 大 （ 通 常 ≤

DN300），管线强度级别相对较低（通

常选用钢管材质为 Q235B），所以采用

普通上向焊技术施工即可满足要求。

而天津市外环线北半环工程全长 40 多

公里，设计压力 2.5MPa，采用 L360
双面螺旋埋弧焊管，钢管规格为φ711
×9.5，三层 PE 防腐，这些都为下向

焊的采用提供了条件；其次，下向焊

技术在进行有上述特点的工程施工

中，采用的焊缝间隙小，故填充金属

少，焊接速度快，使得与传统上向焊

工艺相比，显得高效、节能；另外，

选用的纤维素焊条，焊条电弧吹力大、

抗外界干扰能力强；连续焊接，焊接

接头少，焊缝成型美观；采用的多层

多道焊操作工艺，使得焊缝的内在质

量好，无损检测合格率高；此外，该

方法操作技能单一、易于学习与掌握，

也便于流水作业施工。 
但在该工程施工过程中，与长输

管线的野外施工不同，受到诸多外界

因素限制。城市地网中，河流、公路、

和频繁的地下障碍，都为施工带来很

大难度。在管道铺设过程中，既有穿

越工程，又有过河道明开工程，还有

沉管工程等；此外，因为外环线两侧

均为树木，导致作业空间小，这些无

疑都增加了施工的难度。针对上述出

现的问题，为保证工程质量，施焊时，

根据外部环境有的管段采用分段施

工，分段下管，也有的管段采用沟下

组焊，围绕焊接质量从各角度加以控

制。 
该工程中，选用的焊材为奥地利

伯乐公司生产的 FOXCEL E6010
（ AWS ）焊条打底，国产 E7010
（AWS ）焊条填充、罩面；焊接设备

选用美国米勒公司的 XMT304 焊机和

国产 ZX7-400B 逆变焊机。 
正式施工前，按 SY4052—2002

《石油天然气金属管道焊接工艺评

定》标准进行了焊接工艺评定，检验

的项目有：外观检查、刻槽锤断试验、

X 射线探伤检验和力学性能试验。力

学性能试验项目包括拉伸试验、弯曲

试验。并在工艺评定后，制订了相关

的焊接工艺规程。由监理人员对上岗

焊工进行了资格审查及现场考试，这

些为工程的开工提供了前提条件。 
为保证工程质量，在正式施工时，

还应对现场加强控制，具体施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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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如下： 
1.1  焊前准备： 

钢管的组对及定位焊是保证焊接

质量和焊缝背面成型良好的基础，依

据《天津市外环线北半环高压天然气

管道工程线路施工技术要求》规定，

管材单边坡口角度为 28°-32°，钝边

厚度 1.0-1.5mm，对口间隙 1.2-2.0mm，

最大错边量不大于管外径的 3‰，且≤

2mm。要求管道端面切口平整，不得

有裂纹，且切口面与管轴线垂直，不

垂直的偏差不得大于 1.5mm；焊前分

别用角磨机、电动钢丝刷将坡口两侧

表面各 50mm 的油污、浮锈、水分、

泥沙、气割后的熔渣、氧化皮等杂物

以及坡口内侧机加工毛刺等清除干

净，使坡口及两侧各大于 10mm 范围

的内外表面露出金属光泽。 
采用 E6010（AWS）、E7010（AWS）

纤维素焊条打底时，在包装、保管良

好的情况下，可不用烘干即可施焊，

否则，应进行 70℃~80℃烘干，保温

0.5~1h，焊条重复烘干次数不多于两

次。 
定位焊缝因作为正式焊缝的一部

分，通常要求焊缝长度≤20mm，为利

于接头，其两侧打磨成缓坡状。 
1.2 焊接工艺参数的选择： 

采用纤维素焊条下向焊，可分为：

根焊、热焊、填充焊和罩面焊，每层

焊缝均由两名焊工对称施焊，其焊接

工艺参数（Welding Parameters）如表

1： 

                             
表 1    焊接工艺参数 

层

数 
焊材 
型号 

焊材 
规格 

电流种类

与极性 
焊接电流 
（A） 

电弧电压

（V） 
焊接速度 

（cm/min） 
1 E6010 Φ3.2 直流反接 65-70 27-34 10-30 
2 E7010 Φ4.0 直流正接 115-120 25-35 15-35 
3 E7010 Φ4.0 直流正接 120-125 25-35 10-35 
4 E7010 Φ4.0 直流正接 120-125 25-35 10-35 
5 E7010 Φ4.0 直流正接 115-120 25-35 10-35 

 
1.3  下向焊操作方法： 
1.3.1 根焊： 

根焊是整个管接头焊接质量的关

键。操作时，要求焊工必须正确掌握

运条角度和运条方法，并保持均匀的

运条速度。施焊时，一名焊工先从管

接头的 12 点往前 10mm 处引弧，采用

短弧焊作直线运条，也可有较小摆动，

但动作要小，速度要快，要求均匀平

稳，做到“听、看、送”的统一，即

既要“听”到电弧击穿钢管的“扑扑”

声，又要“看”到熔孔的大小，观察

判断出熔池的温度，还要准确地将铁

水“送”至坡口根部。熄弧时，应在

熔池下方做一个熔孔，应比正常焊接

时的熔孔大些，然后还要迅速用角磨

机将收弧处打磨成 15~20mm 的缓坡，

以利于再次引弧。要求在根焊时，在

根焊焊接超过 50%后，撤掉外对口器，

但对口支座或吊架应至少在根焊完成

后撤离。 
1.3.2 热焊： 

热焊与根焊时间间隔应小于

5min，目的是使焊缝保持较高温度，

以提高焊缝力学性能，防止裂纹产生。

热焊的速度要快，运条角度也不可过

大，以避免根部焊缝烧穿。 
1.3.3 填充焊： 

第三、四遍焊接为填充焊，具体

工作中，可根据填充高度的不同，适

当加大焊接电流，稍做横向或反月牙

摆动。同热焊一样，焊前须用角磨机

对上一层焊缝进行打磨，避免因清渣

不干净造成夹渣等缺陷。另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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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焊条角度、控制相应弧长也是防

止缺陷产生的主要前提。 
1.3.4 盖面焊： 

盖面焊前的清渣及打磨处理应有

利于盖面层的焊接，通过焊条的适当

摆动，可将坡口两侧覆盖，克服坡口

未填满及咬边等缺陷，通常覆盖宽度

按相关规范及工艺执。两名焊工收弧

时应相互配合，一人须焊过 6 点位置

5~10mm 后熄弧。     
在上述各层焊缝施焊中，应注意

焊接接头不能重叠，应彼此错开

20~30mm，用角磨机对各层焊缝进行

清理，清理的结果应能有利于下道焊

缝施焊的焊接质量。 
1.4  焊接环境：     

因该工程施工跨度较大，焊接环

境也随季节的不同变化较大，所以，

要求在雨、雪天气；风速超过 8m/s 或
出现扬沙天气；相对湿度超过 90%；

环境温度低于-5℃时，采取有效措施后

方可施焊。 
1.5  焊缝检测： 
1.5.1 焊缝表面质量要求： 

施焊后的焊缝，按《管道下向焊

焊接工艺规程》（SY/T4071-93）规定，

应清除熔渣、飞溅物等杂物，焊缝表

面不得有裂纹、未熔合、气孔和夹渣

等缺陷；咬边深度≤0.5mm，在任何长

300mm 焊缝中两侧咬边累计长度≤

50mm；焊缝余高 0.5~2.0mm，个别部

位（管底部处于时钟 5~7 时位置）不

超过 3mm，且长度不超过 50mm；焊

缝宽度比坡口每侧增宽 0.5~2.0mm 为

宜。 
1.5.2 无损检验： 

依据 SY4065-93《石油天然气钢质

管道对接焊缝超声波探伤质量分级》

和 SY4056-93《石油天然气钢质管道对

接焊缝射线照相及质量分级》对焊缝

进行 100%超声波探伤和 100%射线探

伤，Ⅱ级为合格。 
1.6  缺陷分析与控制： 

本工程中，对 DN700 钢管共检测

焊口 3801 道，以焊口计算，一次焊缝

合格率在 93%以上，与历年的检测工

程相比，焊接质量明显提高。在该工

程中，存在的缺陷种类主要有：未焊

透、未熔合、内凹、夹渣、气孔、裂

纹等缺陷，其焊接缺陷位置分布

(Distribution of Weld Defects)相片如表

2：

表 2    焊接缺陷位置分布 
位置 

种类 
平焊位置 
（张） 

立焊位置 
（张） 

仰焊位置 
（张） 

占总缺陷比例 
（%） 

未焊透 8 30 9 13.62 
未熔合 37 98 15 43.48 
裂纹 1 4 25 8.7 
夹渣 6 24 7 10.72 
气孔 4 16 19 11.30 
内凹 0 19 23 12.17 

 
从上述表格中不难看出，在立焊

与仰焊位置，裂纹、内凹的出现几率

较多，尤其裂纹更集中地出现在仰焊

位置，这与起初定位焊后过早撤除外

对口器关系密切；而内凹则是因为根

焊时，电弧吹力不够，另外铁水受重

力作用而导致，这与焊工的技能水平

有一定关系；多数的未焊透和未熔合

与钢管组对时的错边、焊接时工艺参

数的波动、操作者的水平、运条方法

的选用、工作时急于求成等因素有一

定关联；气孔和夹渣除去与环境、选

用规范、母材和焊材的预处理有关外，

焊缝的冷却速度对该缺陷的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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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在城市燃气地下管网施工中，地

下环境复杂，势必造成固定口较多、

管件较多。为避免产生较大的应力集

中，选择从管道中间向两侧施焊，或

先安装闸后，再从闸开始向两侧施工，

尽量保持钢管的一侧为自由端；同时，

通过观察地理状况，对钢管的坡度、

是否能弹性敷设做到心中有数；进行

管沟下组焊时，通过加大沟槽宽度，

使焊工能在相对舒服的条件下施焊；

另外，在钢管的选配上、操作工艺的

控制上、对不利环境条件的控制措施

上，均加强管理；对有连续出现缺陷

和典型缺陷的状况，及时分析原因与

纠正，从各方位加强焊接质量的管理

工作。 
在具体的工程施工中，由于参建

人员较多，作业面较大，上岗焊工多，

还从保证工程质量出发，在施工条件

允许的前提下，尽量采用流水施工作

业，对根焊、热焊、填充焊、盖面焊

均由专门人员施工，实践证明，该部

分焊缝合格率较其他部分合格率高，

这也为以后的施工积累了经验。 

2. 后记 
下向焊技术在我市燃气管网施工

中的应用为该技术的普及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实践证明，该方法不仅能有

效提高工程进度，工程质量也能得到

有效保证，且该方法易于掌握，可在

条件许可情况下，在城市管网建设中

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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