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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

焊丝半自动焊方法，属于长输管道焊接领域。该

方法包括：将待焊接的两段X90管线钢管管口处

机械加工坡口，坡口角度为44～60°，钝边高度为

1～2mm，管口组对间距为2～3mm。对管口进行预

热及保温处理，然后利用第一气体保护焊机及实

芯焊丝，以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并形

成根焊层。当根焊层的温度在预定温度范围内

时，利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及第一药芯焊丝，以

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根焊层的上端进行热

焊，并形成热焊层。按照相同方式采用第二药芯

焊丝及第二气体保护焊机进行多层多道填充焊，

并得到填充焊层。采用第三药芯焊丝及第二气体

保护焊机进行多层多道盖面焊，并得到盖面焊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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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所述方法包括：

步骤a、将待焊接的两段X90管线钢管的接头处加工为坡口，其特征在于，所述坡口角度

为44～60°，钝边高度为1～2mm，管口组对间距为2～3mm。

所述方法还包括：

步骤b、对所述坡口进行预热及保温处理，然后利用第一气体保护焊机及实芯焊丝，以

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并形成根焊层；

步骤c、当所述根焊层的温度在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及第一药芯

焊丝，以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所述根焊层的上端进行热焊，并形成热焊层；

步骤d、当所述热焊层的温度在所述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及

第二药芯焊丝，以所述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所述热焊层的上端进行多层多道填充焊，直

至所述坡口的上部，并形成填充焊层；

步骤e、当所述填充焊层的温度在所述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

及第三药芯焊丝，以所述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所述填充焊层的上端进行多层多道盖面

焊，并形成盖面焊层，完成两段所述X90管线钢管之间的焊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b中，所述预热温度为100℃～

120℃，所述保温时间为3～8min。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b中，所述第一气体保护焊机通

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CO2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一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焊接电流基值为45～60A，峰值为360～420A，电弧电压为16～19V，送丝速度为120～

140in/min，气体流量为15-20L/min，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c中，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

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焊接电流为160～200A，电弧电压为22～24V，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气体流量为

15～25L/min。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d中，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

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焊接电流为190～230A，电弧电压为22～25V，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气体流量为

15～25L/min。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e中，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

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焊接电流为180～210A，电弧电压为22～26V，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气体流量为

15～25L/min。

7.根据权利要求4～6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r与所述CO2的体积比为2～

4:0.5～1。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80℃～10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实芯焊丝为AWS  A5.29ER70S-G型号的

实芯焊丝，直径为1.0～1.4mm；

所述第一药芯焊丝、所述第二药芯焊丝、所述第三药芯焊丝均为AWS  A5.29E91T1-K2型

号的药芯焊丝、或者AWS  A5.29E101T1-K7型号的药芯焊丝，直径均为1.0～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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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AWS  A5.29E91T1-K2型号的药芯焊丝

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C  0 .04％～0 .06％、Si  0 .25％～0 .35％、Mn  1 .20％～1 .70％、P≤0 .012％、S≤

0.015％、Cr≤0.05％、Mo≤0.15％、Ni  1 .00％～2.00％、Cu≤0.08％、V≤0.02％、余量为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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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长输管道焊接领域，特别涉及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

动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X90管线钢是近年来最新研制开发的高强度管线钢，其具有低合金化、高强度等特

点，能够用作输送石油、天然气等流体的管道。在应用时，需要将相邻两段X90管线钢管的接

口处焊接。然而X90管线钢管的焊接冷裂纹敏感性较大，这使X90管线钢管在焊接后，其焊缝

低温冲击韧性差。通过采用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的方式可以改善焊缝的低温冲击韧性

和焊接质量，因此提供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或者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0003] 现有技术主要采用普通焊接方法对X90管线钢管进行焊接，即直接采用焊机和焊

丝，将相邻两段X90管线钢管焊接为一体。具体焊接方法为：在焊接前，将两段X90管线的接

口处加工成坡口，坡口的开口角度为48°±2°，然后采用打磨等机械方法对坡口表面进行清

理。待坡口表面清理干净后，采用自保护药芯焊丝对两段X90管线钢管口进行半自动焊接，

直至两段X90管线钢管的接口处完成焊接。

[0004] 发明人发现现有技术至少存在以下问题：

[0005] 采用现有技术提供的方法焊接X90管线钢管后，焊缝的低温冲击韧性差，并且焊接

接头容易出现裂纹等缺陷，焊接的质量差。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实施例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提供了一种焊接质量好，不易出现氧化

腐蚀、裂纹等缺陷，焊缝的低温冲击韧性好的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

具体技术方案如下：

[0007]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所述方法

包括：

[0008] 步骤101、将待焊接的两段X90管线钢管的接头处加工为坡口所述坡口角度为44～

60°，钝边高度为1～2mm，管口组对间距为2～3mm。

[0009] 步骤102、对所述坡口进行预热及保温处理，然后利用第一气体保护焊机及实芯焊

丝，以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并形成根焊层。

[0010] 步骤103、当所述根焊层的温度在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及第

一药芯焊丝，以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所述根焊层的上端进行热焊，并形成热焊层。

[0011] 步骤104、当所述热焊层的温度在所述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所述第二气体保护

焊机及第二药芯焊丝，以所述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所述热焊层的上端进行多层多道填

充焊，直至所述坡口的上部，并形成填充焊层。

[0012] 步骤105、当所述填充焊层的温度在所述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所述第二气体保

护焊机及第三药芯焊丝，以所述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所述填充焊层的上端进行多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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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盖面焊，并形成盖面焊层，完成两段所述X90管线钢管之间的焊接。

[0013] 具体地，作为优选，在所述步骤102中，所述预热温度为100℃～120℃，所述保温时

间为3～8min。

[0014] 具体地，作为优选，在所述步骤102中，所述第一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

法连接，并与CO2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一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15] 焊接电流基值为45～60A，峰值为360～420A，电弧电压为16～19V，送丝速度为120

～140in/min，气体流量为15-20L/min，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

[0016] 具体地，作为优选，在所述步骤103中，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

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17] 焊接电流为160～200A，电弧电压为22～24V，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气体流

量为15～25L/min。

[0018] 具体地，作为优选，在所述步骤104中，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

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19] 焊接电流为190～230A，电弧电压为22～25V，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气体流

量为15～25L/min。

[0020] 具体地，作为优选，在所述步骤105中，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

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连接，设定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21] 焊接电流为180～210A，电弧电压为22～26V，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气体流

量为15～25L/min。

[0022] 具体地，作为优选，所述Ar与所述CO2的体积比为2～4:0.5～1。

[0023] 具体地，作为优选，所述预定温度范围为80℃～100℃。

[0024] 具体地，作为优选，所述实芯焊丝为AWS  A5 .29ER70S-G型号的实芯焊丝，直径为

1.0～1.4mm；

[0025] 所述第一药芯焊丝、所述第二药芯焊丝、所述第三药芯焊丝均为AWS  A5.29E91T1-

K2型号的药芯焊丝、或者AWS  A5.29E101T1-K7型号的药芯焊丝，直径均为1.0～1.4mm。

[0026] 具体地，作为优选，所述AWS  A5.29E91T1-K2型号的药芯焊丝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

的组分：

[0027] C  0.04％～0.06％、Si  0.25％～0.35％、Mn  1 .20％～1.70％、P≤0.012％、S≤

0.015％、Cr≤0.05％、Mo≤0.15％、Ni  1 .00％～2.00％、Cu≤0.08％、V≤0.02％、余量为

Fe。

[0028]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技术方案带来的有益效果是：

[002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通过利用第一

气体保护焊机、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第一药芯焊丝、第二药芯焊丝、第三药芯焊丝进行焊接，

可以起到气体保护和通过药渣自保护的双重作用，以避免在焊接过程中及焊接后，焊层被

氧化腐蚀，提高了焊层及焊缝的低温冲击韧性。通过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可以高

效地将坡口的钝边焊接，并且焊接的质量好，焊缝美观。通过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进行热

焊、填充焊、盖面焊，以便于使药芯焊丝熔透，进而便于药渣浮在熔融体的表面，以起到脱

氢，提高焊层的冲击韧性、防止焊层氧化的目的。在根焊层、热焊层、填充焊层分别在预定温

度范围内时，相应地进行热焊、填充焊、盖面焊，以避免焊层之间产生应力集中的现象，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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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焊接的质量。

附图说明

[0030]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使

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发明的一些实施例，对于

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获得其他

的附图。

[0031]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坡口的结构示意图；

[0032] 图2是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焊层的示意图。

[0033] 其中，附图标记分别表示：

[0034] 1    坡口，

[0035] 101 钝边，

[0036] 2   根焊层，

[0037] 3   热焊层，

[0038] 4   填充焊层，

[0039] 5    盖面焊层。

具体实施方式

[0040] 除非另有定义，本发明实施例所用的所有技术术语均具有与本领域技术人员通常

理解的相同的含义。为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

明实施方式作进一步地详细描述。

[0041]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了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该方法包

括：

[0042] 步骤101、将待焊接的两段X90管线钢管的接头处加工为坡口，坡口角度为44～

60°，钝边高度为1～2mm，管口组对间距为2～3mm。其中，坡口为V型坡口，钝边为坡口下部设

置有高度为1～2mm的竖直边，管口组对间距为两个钝边之间的间距。

[0043] 步骤102、对坡口进行预热及保温处理，然后利用第一气体保护焊机及实芯焊丝，

以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并形成根焊层。

[0044] 步骤103、当根焊层的温度在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及第一药

芯焊丝，以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根焊层的上端进行热焊，并形成热焊层。

[0045] 步骤104、当热焊层的温度在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及第二药

芯焊丝，以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热焊层的上端进行多层多道填充焊，直至坡口的上部，

并形成填充焊层。

[0046] 步骤105、当填充焊层的温度在预定温度范围内时，利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及第三

药芯焊丝，以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填充焊层的上端进行多层多道盖面焊，并形成盖面焊

层，完成两段X90管线钢管之间的焊接。

[0047] 需要说明的是，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为操作人员手持与第一气体保护焊机连接的

焊枪自上而下进行焊接的操作，该方式的焊接效率高，能够降低劳动强度，焊缝质量好且美

观。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为操作人员手持与第二气体保护焊机连接的焊枪自下而上进行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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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操作，焊接处下部的焊丝首先形成熔融体，在自下而上焊接的过程中，熔滴向下流动，

并将热量传递给下部的熔融体，以使下部熔融体进一步熔融。该方式能够使药芯焊丝充分

熔透，以使药渣带动气体(如氢气)上浮至焊层的表面，以起到脱氢、提高低温冲击韧性、防

止焊层氧化的目的。

[0048] 其中，药芯焊丝在熔融时，其内部不易熔融的成分可以称为“药渣”，药渣如果在熔

融体内部集聚，将降低焊层的低温冲击韧性，并使气体藏于药渣的间隙中，通过使药渣上浮

至熔体的表面，可以提高焊层的质量。

[004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通过利用第一

气体保护焊机、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第一药芯焊丝、第二药芯焊丝、第三药芯焊丝进行焊接，

可以起到气体保护和通过药渣自保护的双重作用，以避免在焊接过程中及焊接后，焊层被

氧化腐蚀，提高了焊层及焊缝的低温冲击韧性。通过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可以高

效地将坡口的钝边焊接，并且焊接的质量好，焊缝美观。通过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进行热

焊、填充焊、盖面焊，以便于使药芯焊丝熔透，进而便于药渣浮在熔融体的表面，以起到脱

氢，提高焊层的冲击韧性、防止焊层氧化的目的。在根焊层、热焊层、填充焊层分别在预定温

度范围内时，相应地进行热焊、填充焊、盖面焊，以避免焊层之间产生应力集中的现象，进而

提高焊接的质量。

[0050] 如附图1所示，坡口1的开口角为44°～60°，例如可以为44°、46°、48°、50°、52°、

54°、56°、58°、60°等，钝边101的高度为1～2mm，例如高度可以为1mm、1.2mm、1.4mm、1.6mm、

1.8mm、2mm等，钝边101之间的间距为2～3mm，例如可以为2mm、2.2mm、2.4mm、2.6mm、2.8mm、

3mm等。

[0051] 如此设置坡口的开口角、钝边的高度及间距，便于在节省焊接材料和能量的前提

下，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法进行根焊、热焊、填充焊、盖面焊，以将两段X90管线钢管

焊接为一体。

[0052]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方法适用于焊接具有以下质量百分比组分的X90管线钢管：

[0053] C  0.04％～0.06％、Si  0.20％～0.30％、Mn  1 .75％～1.95％、P≤0.010％、S≤

0.005％、Cr≤0.30％、Mo≤0.25％、Ni≤0.25％、Cu≤0.20％、Nb+Ti+V0.06％～0.13％、余

量为Fe。并且该X90管线钢管的碳当量Ceq≤0.50％，冷裂缝敏感性Pcm≤0.21％。

[0054] 上述X90管线钢管具有优异的力学性能，能够在减小壁厚及焊接材料的前提下应

用于石油、天然气的输送中，并且采用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焊接方法可以使两段X90管线钢

管之间的焊层的缺陷减少，提高焊缝的抗冲击韧性。

[0055] 在步骤102中，预热温度为100℃～120℃，例如可以为100℃、102℃、105℃、107℃、

110℃、112℃、115℃、117℃、120℃等，保温时间为3～8min，例如可以为3min、4min、5min、

6min、7min、8min等。

[0056] 如此设置预热温度和保温时间，可以降低X90管线钢管坡口处的冷裂纹敏感性，并

使坡口处的湿气蒸发，便于在进行根焊、热焊、填充焊及盖面焊时，提高焊丝熔融体与坡口

之间的连接力，提高焊缝的抗冲击韧性。

[0057] 在步骤102中，第一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CO2气罐连接，设

定第一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58] 焊接电流基值为45～60A，例如可以为45A、48A、51A、54A、57A、60A等，峰值为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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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A，例如可以为360A、370A、380A、390A、400A、410A、420A等，电弧电压为16～19V，例如可

以为16V、17V、18V、19V等，送丝速度为120～140in/min，例如可以为120in/min、125in/min、

130in/min、135in/min、140in/min等，气体流量为15-20L/min，例如可以为15L/min、16L/

min、17L/min、18L/min、19L/min、20L/min等，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例如可以为

15mm、16mm、17mm、18mm、19mm、20mm等。

[0059] 如此设置第一气体保护焊机在根焊时的参数，在节省焊接材料和能量的前提下，

能够在脉冲电流的作用下形成单面焊双面成形(即根焊层的外侧及内侧均为凸面)的根焊

层，其与坡口之间的连接力好，稳定性好。并且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第一气体保护焊

机，使熔池(熔池是指在焊接热源作用下，焊件上所形成的具有一定几何形状的液态金属部

分)处于阴极，由焊条方向射来的氢阳离子与熔池表面的电子复合形成氢原子，减少了氢气

孔产生的几率。此外，熔滴向熔池过渡时，将受到熔池方向射来的电子流撞击，飞溅小。

[0060] 在步骤103中，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

连接，设定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61] 焊接电流为160～200A，例如可以为160～170A、160～180A、160～190A、170～

180A、170～190A、170～200A、180～190A、180～200A、190～200A等，电弧电压为22～24V，例

如可以为22V、23V、24V等，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例如可以为15mm、16mm、17mm、18mm、

19mm、20mm等，气体流量为15～25L/min，例如可以为15L/min、16L/min、17L/min、18L/min、

19L/min、20L/min、21L/min、22L/min、23L/min、24L/min、25L/min等。

[0062] 如此设置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在热焊时的参数，并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第二气

体保护焊机，使熔敷速度快，焊接效率高，熔滴以颗粒或者喷射形式过渡至熔池，飞溅小，并

可得到均匀的、稳定性好、裂纹等缺陷少的热焊层。

[0063] 在步骤104中，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

连接，设定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64] 焊接电流为190～230A，例如可以为190～200A、190～210A、190～220A、200～

210A、200～220A、200～230A、210～220A、210～230A、220～230A等，电弧电压为22～25V，例

如可以为22V、23V、24V、25V等，焊丝的伸出长度为15～20mm，例如可以为15mm、16mm、17mm、

18mm、19mm、20mm等，气体流量为15～25L/min，例如可以为15L/min、16L/min、17L/min、18L/

min、19L/min、20L/min、21L/min、22L/min、23L/min、24L/min、25L/min等。

[0065] 如此设置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在填充焊时的参数，并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第二

气体保护焊机，使熔敷速度快，焊接效率高，熔滴以颗粒或喷射过渡至熔池，飞溅小，并可得

到均匀的、稳定性好、裂纹等缺陷少的填充焊层，多层多道填充焊层相互叠加，以将热焊层

以上的坡口部分焊接。

[0066] 在步骤105中，第二气体保护焊机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并与Ar+CO2混合气罐

连接，设定所述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参数为：

[0067] 焊接电流为180～210A，例如可以为180～190A、180～200A、190～200A、190～

210A、200～210A等，电弧电压为22～26V，例如可以为22V、23V、24V、25V、26V等，焊丝的伸出

长度为15～20mm，例如可以为15mm、16mm、17mm、18mm、19mm、20mm等，气体流量为15～25L/

min，例如可以为15L/min、16L/min、17L/min、18L/min、19L/min、20L/min、21L/min、22L/

min、23L/min、24L/min、25L/min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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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如此设置第二气体保护焊机在盖面焊时的参数，并通过直流电源反接法连接第二

气体保护焊机，使熔敷速度快，焊接效率高，熔滴以颗粒或喷射形式过渡至熔池，飞溅小，并

可得到均匀的、稳定性好、裂纹等缺陷少的盖面焊层，多层多道盖面焊层相互叠加，以将坡

口上部的两段X90管线钢管焊接为一起。

[0069] 在Ar+CO2混合气罐中，Ar与CO2的体积比为2～4:0.5～1，例如Ar与CO2的体积比可

以为2:0.5、2:0.8、2:1、3:0.5、3:0.8、3:1、4:0.5、4:0.8、4:1等。

[0070] 由于CO2在高温电弧作用下吸热易分解为CO和氧，而具有还原性能的CO在熔池中

易影响成分的性能，通过将Ar+CO2的混合气体的体积比设置为上述比例，高温电弧作用于

Ar上，可减弱CO2吸收的热量，进而减弱CO2的分解，以保证焊层具有优异的性能。

[0071] 具体地，预定温度范围为80～100℃，例如可以为80℃、82℃、85℃、87℃、90℃、92

℃、95℃、97℃、100℃等。

[0072] 如此设置预定温度的范围，便于使焊根层与热焊层之间、热焊层与填充焊层之间、

填充焊层与盖面焊层之间相互熔融，以提高层与层之间的连接力，且在焊接结束后，焊层自

下至上冷却的温度梯度小，避免产生应力集中的现象，进而提高焊层的稳定性。

[0073] 在进行多层多道填充焊或者盖面焊时，需要在先获取的填充焊层或者盖面焊层的

温度为80～100℃时，在填充焊层或者盖面焊层的上端进行其他填充焊层或者盖面焊层，以

保证整个焊层的稳定性。

[0074] 具体地，实芯焊丝为AWS  A5.29ER70S-G型号的实芯焊丝，直径为1.0～1.4mm，例如

直径可以为1.0mm、1.1mm、1.2mm、1.3mm、1.4mm等；第一药芯焊丝、第二药芯焊丝、第三药芯

焊丝均为AWS  A5.29E91T1-K2型号的药芯焊丝、或者AWS  A5.29E101T1-K7型号的药芯焊丝，

直径均为1.0～1.4mm，例如直径可以为1.0mm、1.1mm、1.2mm、1.3mm、1.4mm等。

[0075] AWS  A5.29ER70S-G型号的实芯焊丝容易获取，配合上述工艺参数能够使根焊层均

匀、不离散、稳定性好。AWS  A5.29E91T1-K2型号的药芯焊丝以及AWS  A5.29E101T1-K7型号

的药芯焊丝配合上述工艺参数，能够使热焊层、填充焊层、盖面焊层具有均匀、不离散、稳定

的特点，并且热焊层、填充焊层、盖面焊层中的药渣容易上浮至焊层的表面，以起到脱氢、提

高冲击韧性、防止氧化的作用。

[0076] AWS  A5.29E91T1-K2型号的药芯焊丝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0077] C  0.04％～0.06％、Si  0.25％～0.35％、Mn  1 .20％～1.70％、P≤0.012％、S≤

0.015％、Cr≤0.05％、Mo≤0.15％、Ni  1 .00％～2.00％、Cu≤0.08％、V≤0.02％、余量为

Fe。

[0078] 采用上述药芯焊丝进行焊接时，药渣上浮的效率高，能够起到优异的脱氢、提高低

温冲击韧性、防止氧化的作用，并且可使焊层中除药渣之外的其他成分均匀、不离散、稳定

性好。

[0079] 以下将通过具体实施例进一步地描述本发明。

[0080] 在以下具体实施例中，所涉及的操作未注明条件者，均按照常规条件或者制造商

建议的条件进行。所用原料未注明生产厂商及规格者均为可以通过市购获得的常规产品。

[0081] 其中，实芯焊丝为购自BOEHLER-深圳市扎克贸易有限公司的AWS  A5.29ER70S-G型

号的实芯焊丝，直径为1.2mm。第一药芯焊丝、第二药芯焊丝、第三药芯焊丝为购自京群焊材

公司的AWS  A5.29E91T1-K2型号的药芯焊丝，或者购自。第一气体保护焊机为购自林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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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DC-400型直流焊接焊机。第二气体保护焊机为购自松下公司的YD-350KR2型气体保护焊

机。

[0082] 实施例1

[0083]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具体地，选用规

格为1219×16.3mm的X90管线钢管，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0084] C  0.05％，Si  0.20％，Mn  1.75％，P  0.008％，S  0.002％，Cr  0.20％，Mo  0.20％，

Ni  0.20％，Cu  0.20％，Nb+Ti+V  0.10％，余量为Fe，且碳当量Ceq为0.45％，Pcm为0.18％。

[0085] 具体焊接方法为：首先，将待焊接的两段X90管线钢管的接头处加工为开口角为

48°的坡口，参见附图1，并在坡口1下部设置高度为1.5mm的钝边101，钝边101间距为3mm。

[0086] 然后，采用感应加热带对坡口1进行预热至100℃，并保温5min。在保温时，将AWS 

A5.29ER70S-G型号的实芯焊丝安装在第一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采用直流电源反接法

将第一气体保护焊机与电源接通，并设定其在根焊时的参数为：电流基值为50A，峰值为

410A，电弧电压18V，送丝速度130in/min，气体流量15L/min，实心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然

后采用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使两个钝边101相连，并形成如附图2所示的根焊层

2。

[0087] 将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安装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并控制

热焊时的焊接电流为160～180A，电弧电压为24V，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气体流量16L/min。

待根焊层2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采用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根焊层2的上端进

行热焊，并形成热焊层3。

[0088] 将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安装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并控制

填充焊时的焊接电流为200～220A，电弧电压为24V，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气体流量18L/

min。待热焊层3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采用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热焊层3的上

端进行多层多道的填充焊，以形成填充焊层4。并且在进行每层填充焊时，需要在底层的填

充焊层4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在其上端进行填充焊，以形成新的填充焊层4，直

至填充焊至坡口1的上部。

[0089] 将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安装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并控制

填充焊时焊接电流为190～210A，电弧电压为25V，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气体流量23L/min。

待填充焊层4上部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采用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填充焊层4

的上端进行多层多道的盖面焊，以形成盖面焊层5。并且在进行每层盖面焊时，需要在位于

底层的盖面焊层5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在其上端进行新的盖面焊，直至完成两

段X90管线钢管之间的焊接。

[0090] 其中，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C0.05％、Si 

0.30％、Mn  1.30％、P  0.010％、S  0.012％、Cr  0.03％、Mo  0.12％、Ni  1.55％、Cu  0.06％、

V  0.015％、余量为Fe。

[0091] 实施例2

[0092] 本实施例提供了一种X90管线钢管气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方法。具体地，选用规

格为1219×19.6mm的X90管线钢管，其包括以下质量百分比的组分：

[0093] C  0.06％，Si  0.20％，Mn  1.80％，P  0.008％，S  0.002％，Cr  0.30％，Mo  0.25％，

Ni  0.10％，Cu  0.20％，Nb+Ti+V  0.11％，余量为Fe，且碳当量Ceq为0.50％，Pcm为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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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4] 具体焊接方法为：首先，将待焊接的两段X90管线钢管的接头处加工为开口角为

48°的坡口1，参见附图1，并在坡口1下部设置高度为1.5mm的钝边101，钝边101间距为3mm。

[0095] 然后，采用感应加热带对坡口1进行预热至100℃，并保温5min。在保温时，将AWS 

A5.29ER70S-G型号的实芯焊丝安装在第一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采用直流电源反接法

将第一气体保护焊机与电源接通，并设定其在根焊时的参数为：电流基值为52A，峰值为

400A，电弧电压18V，送丝速度130in/min，气体流量15L/min，实心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然

后采用半自动下向焊的方式进行根焊，使两个钝边101相连，并形成如附图2所示的根焊层

2。

[0096] 将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安装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并控制

热焊时的焊接电流为170～180A，电弧电压为24V，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气体流量17L/min。

待根焊层2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采用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根焊层2的上端进

行热焊，并形成热焊层3。

[0097] 将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安装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并控制

填充焊时的焊接电流为200～220A，电弧电压为24V，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气体流量19L/

min。待热焊层3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采用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热焊层3的上

端进行多层多道的填充焊，以形成填充焊层4。并且在进行每层填充焊时，需要在底层的填

充焊层4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在其上端进行填充焊，以形成新的填充焊层4，直

至填充焊至坡口1的上部。

[0098] 将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安装在第二气体保护焊机的导电嘴中，并控制

填充焊时焊接电流为200～210A，电弧电压为26V，焊丝伸出长度为15mm，气体流量25L/min。

待填充焊层4上部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采用半自动上向焊的方式在填充焊层4

的上端进行多层多道的盖面焊，以形成盖面焊层5。并且在进行每层盖面焊时，需要在位于

底层的盖面焊层5的温度在80℃～100℃范围内时，在其上端进行新的盖面焊，直至完成两

段X90管线钢管之间的焊接。

[0099] 其中，AWS  A5.29E91T1型号的药芯焊丝包括以下重量百分比的组分：C0.04％、Si 

0.30％、Mn  1.70％、P  0.009％、S  0.012％、Cr  0.03％、Mo  0.14％、Ni  1.97％、Cu  0.05％、

V  0.02％、余量为Fe。

[0100] 应用实施例

[0101] 本应用实施例对采用实施例1-2提供方法获得的焊层在低温条件下的冲击韧性进

行评价。其中，设定温度为-10℃，并采用《GB/T  31032钢质管道焊接及验收》标准，或者《X90

钢级天然气管道工程线路焊接技术规范》提供的方法，对实施例1-2提供的焊层、以及采用

普通焊接方法得到的焊层重复进行3次试验，以获取焊缝中心及焊缝熔合线的冲击功单值、

及平均值。并将实施例1、实施例2、普通焊接方法获得的焊层顺次编号为1号、2号、3号，具体

参数如表1所示：

[0102]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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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3]

[0104] 由表1可知，实施例1提供的焊接方法得到的焊层在低温条件下的冲击韧性好，焊

缝中心的冲击功单值在85J以上，均值为105J，熔合线的冲击功单值在121J以上，均值为

140.3J。实施例2提供的焊接方法得到的焊层在低温条件下的冲击韧性好，焊缝中心的冲击

功单值在81J以上，均值为98J，熔合线的冲击功单值在123J以上，均值为138.7J。可见，通过

本发明提供的方法焊接X90管线钢管的焊层的低温冲击韧性好，能够满足管道输送的使用

要求。

[0105]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在本发

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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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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