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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焊材熔敷金属SOHIC试件的

制备方法，本发明属于高硫化氢气田抗硫焊料耐

腐蚀性能检测试件的制备和性能评价领域，步骤

为，将试板进行表面清理；将试板预热，在试板表

明进行堆焊，下一层的焊接方向与上一次焊接方

向相反；去除焊材熔敷层的表面金属层，按照标

准切割取样；所述试板为低合金高强钢板，预热

的温度为100‑150℃；堆焊的过程控制层间温度

＜250℃；得到化学成份均匀、组织结构稳定、晶

粒大小适中的焊材熔敷金属。真实的反映抗硫焊

材自身的抗硫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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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焊材熔敷金属SOHIC试件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具体步骤为：

1)选择试板，并将试板进行表面清理；

2)将试板预热，在试板表面进行单面堆焊，下一层的焊接方向与上一次焊接方向相反；

3)去除焊材熔敷层的表面金属层，按照标准切割取样；

所述试板为低合金高强钢板；

步骤2)中堆焊的焊道为10-15层；

步骤2)中堆焊的过程控制层间温度＜250℃；

步骤2)中堆焊的过程每层的焊接方向相同，每层焊道从中间向两边进行焊接；

步骤2)中堆焊的熔敷金属的厚度为22-25mm；宽度为150-160mm；长度短于试件的长度

并大于320mm。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利用砂轮机进行表面清理。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1)中所述试板为(400-500)×

(250-350)×(25-35)mm，抗拉强度大于490MPa。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试板预热的温度为100-150

℃。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去除的表面金属层的厚度为

2.5-3.5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切割的方向垂直于焊接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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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焊材熔敷金属SOHIC试件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高硫化氢气田抗硫焊料耐腐蚀性能检测试件的制备和性能评价领域，

具体涉及焊材熔敷金属SOHIC耐腐蚀试件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目前评价抗硫材料耐腐蚀性能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按照NACETM0177-2005(H2S环

境下金属抗硫化物应力腐蚀开裂和抗应力腐蚀开裂的实验室试验方法)和NACETM0284-

2005(管道、压力容器用钢抗氢致开裂评价的试验方法)的标准对抗硫材料进行标准液的硫

化物应力开裂试验(SSC)和氢致开裂(HIC)试验，以通过这两个试验为标准来确定材料的抗

硫性能。

[0003] 但是，氢致开裂试验(HIC)只能检测和评价材料在无应力状态下的腐蚀、开裂情

况，而实际生产中管道、设备等的材料在使用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各种应力，这种时候

单一地通过对材料进行HIC试验就不能准确评价材料的实际耐腐蚀性能。而且，研究发现，

一些低硫材料在没有外界应力条件下进行HIC试验观察时，只有很少或没有HIC引起的缺

陷，但是在拉伸负荷下，一些低硫钢表现出对SOHIC具有敏感性。因此，对于具有很好的抗

HIC性能的焊接材料、钢材，由于它们的焊接性能、冶炼过程及其形成的显微结构仍可具有

对SOHIC的敏感性，因此，SOHIC较HIC更能体现材料的真实耐腐蚀性能，有必要对其进行

SOHIC试验以便更准确评价材料的耐腐蚀性能。

[0004] 另外，当前国内外相应的材料标准、规范只规定了抗硫管材、板材及其焊接接头进

行应力导向氢致开裂(SOHIC)耐腐蚀试件的制备方法，对焊材熔敷金属应力导向氢致开裂

(SOHIC)耐腐蚀试验件的制备方法没有规定。由于对抗硫焊材没有明确的制样方法，所以抗

硫焊材目前暂时无法通过耐腐蚀试验来确定其在应力条件下的抗SOHIC性能是否能够满足

实际要求。如何综合地检测抗硫焊材的耐腐蚀性能一直是制约抗硫材料使用的技术瓶颈。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问题，本发明的一个目的是提供一种焊材熔敷金属

SOHIC试件的制备方法。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抗硫焊材无法通过耐腐蚀试验来确定其在应

力条件下的抗硫性能是否能够满足实际要求的问题，根据抗硫焊材抗应力导向氢致开裂

(SOHIC)的机理，结合常规抗硫管材、板材料进行应力导向氢致开裂(SOHIC)耐腐蚀试验标

准试件制备的方法。

[0006] 为了解决以上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焊材熔敷金属SOHIC试件的制备方法，具体步骤为：

[0008] 1)选择试板，并将试板进行表面清理；

[0009] 2)将试板预热，在试板表明进行堆焊，下一层的焊接方向与上一次焊接方向相反，

得到焊材熔覆层；

[0010] 3)去除焊材熔敷层的表面金属层，按照标准切割取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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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试板为低合金高强钢板。

[0012] 选择低合金高强钢板是为了保证在堆焊过程中试板不出现明显的变形，影响焊材

熔敷金属的力学性能，同时避免过多的杂质元素混入焊材熔敷金属中，从而影响对焊材抗

SOHIC性能的客观评价。

[0013] 优选的，步骤1)中利用砂轮机进行表面清理。

[0014] 优选的，步骤1)中所述试板为(400-500)×(250-350)×(25-35)mm，抗拉强度大于

490Mpa。

[0015] 试板的抗拉强度值大于490Mpa为了防止焊接变形影响以后的试样制取，堆焊试板

必须有足够的抗拉强度和试板厚度，以保证堆焊试板具有足够强度和刚性降低焊接变形产

生的概率。

[0016] 优选的，步骤2)中试板预热的温度为100-150℃。

[0017] 优选的，步骤2)中堆焊的焊道为10-15层。

[0018] 此处的堆焊层数为经过不断的试验得到的，对于具有SOHIC敏感的材料焊接时必

须严格控制焊接热输入，避免形成晶粒粗大的组织。因此，一方面是通过限定堆焊层数来达

到对焊接热输入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限定焊接参数和层间温度等限定热输入量。

[0019] 优选的，步骤2)中堆焊的过程控制层间温度＜250℃。

[0020] 优选的，步骤2)中堆焊的过程每层的焊接方向相同，每层焊道从中间向两边进行

焊接。通过采用这种焊接方式，打乱柱状晶的生长方向，结合控制层间温度，以得到较为均

匀的熔敷金属组织，便于客观地进行评价其抗SOHIC性能。

[0021] 优选的，步骤2)中堆焊的熔敷金属的厚度为22-25mm；宽度为150-160mm；长度短于

试件的长度并大于320mm。

[0022] 足够的熔敷金属焊肉厚度是为了减少试板基材对焊材熔敷金属稀释的影响，尺寸

要求主要是为了便于割取SOHIC试样，全尺寸SOHIC试样规格为305×38×13mm。

[0023] 优选的，步骤3)中去除的表面金属层的厚度为2.5-3.5mm。

[0024] 优选的，步骤3)中切割的方向垂直于焊接方向。

[0025] SOHIC试件取样之所以选择垂直于焊接方向，主要是考虑与实际管道环焊缝的受

力情况相一致。

[0026] 采用待检焊材在钢板上堆焊的方式，焊接一定厚度的化学成份均匀、组织结构稳

定、晶粒大小适中的焊材熔敷金属，然后按照NACE  TM0103-2003(评价湿硫化氢环境下钢板

的抗应力导向氢致开裂性能的实验室试验方法)和NACETM0177-2016(H2S环境中抗特殊形

式的环境开裂材料的实验室试验方法)的标准，制取焊材熔敷金属的应力导向氢致开裂

(SOHIC)试验的试件，通过对焊材熔敷金属进行标准液的应力导向氢致开裂(SOHIC)试验，

来检验抗硫焊材的耐腐蚀性能。

[002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8]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应力导向氢致开裂(SOHIC)耐腐蚀试验标准试件制备

的方法所具有的有益效果是：在一定强度等级的试板上对称堆焊一定厚度的焊材熔敷金

属，通过多层焊接、控制焊接方向、控制焊接应力和变形等措施，使堆焊在试板上的焊材熔

敷金属化学成份、组织结构、晶粒大小、力学性能等技术指标接近试验焊材的实际性能，然

后按照NACE  TM0103-2003(评价湿硫化氢环境下钢板的抗应力导向氢致开裂性能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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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方法)和NACE  TM0177-2016(H2S环境中抗特殊形式的环境开裂材料的实验室试验方

法)的标准制取焊材熔敷金属的应力导向氢致开裂(SOHIC)试验的试件。通过这种方法制备

的试样，在普光气田地面集输工程进行了9种焊材、三家耐腐蚀试验室的13组焊材熔敷金属

的耐腐蚀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基本上真实的反映抗硫焊材自身的抗硫性能。

[0029] 通过后期跟踪观察，按照本发明进行抗SOHIC性能试验评估合格的焊材应用于普

光气田高含硫气田的建设施工，自2008年投产至今，管道安全运行，未产生与焊缝有关的质

量问题。

[0030] 本发明通过实践检验，证明其在焊材抗SOHIC性能评价中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填

补了当前国内、外缺乏对焊接材料进行抗SOHIC评价的空白。

附图说明

[0031] 构成本申请的一部分的说明书附图用来提供对本申请的进一步理解，本申请的示

意性实施例及其说明用于解释本申请，并不构成对本申请的不当限定。

[0032] 图1为本发明堆焊试板、堆焊层尺寸及堆焊方向示意图；

[0033] 图2为焊材熔敷金属应力导向氢致开裂(SOHIC)取样示意图；

[0034] 其中，

[0035] 1、堆焊层，2、基板。

具体实施方式

[0036] 应该指出，以下详细说明都是例示性的，旨在对本申请提供进一步的说明。除非另

有指明，本文使用的所有技术和科学术语具有与本申请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含义。

[0037]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使用的术语仅是为了描述具体实施方式，而非意图限制根

据本申请的示例性实施方式。如在这里所使用的，除非上下文另外明确指出，否则单数形式

也意图包括复数形式，此外，还应当理解的是，当在本说明书中使用术语“包含”和/或“包

括”时，其指明存在特征、步骤、操作、器件、组件和/或它们的组合。

[0038]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一步说明

[0039] 实施例1

[0040] 如图1所示

[0041] 试板为低合金高强钢板Q345R，试板的规格为450×300×30mm；

[0042] 选择堆焊的试板，使用砂轮机对试板表面进行彻底清理，使用火焰将试板加热到

100-150℃在试板上进行水平位置堆焊焊接，焊接过程中要严格控制焊接线能量，在试板一

侧焊接一层焊道以后，控制层间温度不高于250℃，每层焊道从中间向两边对称进行焊接，

每层焊道的焊接方向全部一致，上层焊道的焊接方向与下层焊道的焊接方向相反。试板每

面需要焊接焊道10-15层，焊材熔敷金属厚度在22-25mm之间、宽度在150-160mm、长度在

320mm以上，去除焊材熔敷金属表面3mm，垂直焊接方向采用机加工的方式制取耐腐蚀试件。

[0043] 采用水平位置进行堆焊，降低操作难度，降低热输入，减少合金元素的烧损，保证

焊材熔敷金属的组织均匀。

[0044] 以试板中心为分界线，从中间向两边对称进行堆焊，即从中心线左边焊接第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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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道，再在中心线右边焊接第二道焊道，以此类推；通过对称焊接来降低焊接产生的应力和

变形；

[0045] 第一层焊材熔敷金属采用从左向右的方向进行焊接，第二层焊材熔敷金属采用从

右向左的方向进行焊接，通过交错焊接方向，保证晶粒粗细均匀。

[0046] 堆焊焊道为10层。

[0047] 堆焊的焊材熔敷金属的厚度22mm，宽度在150mm，长度为320mm。

[0048] 如图2所示，制取试样前在堆焊试件上表面去除3mm左右的容易出现成分偏析的焊

材熔敷金属，然后垂直焊接方向从试板中心部位向两侧切割焊材熔敷金属的应力导向氢致

开裂(SOHIC)耐腐蚀试件。

[0049] 实施例2

[0050] 焊材熔敷金属的耐腐蚀试验试样的检测方法：

[0051] 对实施例1得到的焊材耐腐蚀试件进行SOHIC试验，实验后清理试样表面，用10倍

以上的放大镜进行视觉检查，观察试样表面的开裂和鼓泡情况。

[0052] 将视觉检查之后的样品沿垂直于狭槽方向作两个剖面，并进行磨光检查，放大100

倍对两个试件的4个剖面进行SOHIC扩展程度测定，包括CCL(连续开裂长度)、DCL(不连续开

裂长度)、TCL(总开裂长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0053] 通过SOHIC、HIC(氢致开裂)、SSC(硫化物应力开裂)等试验，对所选焊材能否适应

高含硫状态下管道的焊接，作出准确、客观的判断。

[0054] 应用实施例1的方法对普光气田地面集输工程进行了9种焊材、三家耐腐蚀试验室

的13组焊材熔敷金属的利用上述方法进行耐腐蚀对比试验，结果表明如下表所示。

[0055] 表1不同种类的焊材的抗硫性能测试结果

[0056] 焊材的种类 SOHIC HIC SSC

碳钢焊条LB-52RC 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焊条FOX  EV50 满足 满足 满足

金属粉芯焊丝Metalloy71 满足 满足 满足

金属粉芯焊丝Metalloy71SG 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金属粉芯焊丝Metalloy80N1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金属粉芯焊丝MC460VD-H1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氩弧焊丝EML5 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气保焊丝EMK6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焊条J507Fe-1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焊条J507SH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焊条CONARC49C 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焊条CONARC52C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碳钢氩弧焊丝LNT26 不满足 满足 满足

[0057] 试验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材质的焊材，真实的反映抗硫焊材自身的抗硫性能，解决

了抗硫焊材无法通过耐腐蚀试验来确定其应力条件下的抗SOHIC性能的问题。

[0058] 以上所述仅为本申请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申请，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申请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申请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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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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