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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

施工方法，所述焊接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控

制碳钢管道成分，对碳钢管进行坡口加工；对坡

口加工后的碳钢管进行组对，并对组对后的碳钢

管焊口区域进行预热；利用第一焊材对预热后的

焊口区域进行根焊；利用第二焊材对预热后的焊

口区域进行热焊、填充焊和盖面焊；进行无损检

测和焊后热处理，完成碳钢管道焊接。根据本发

明方法能够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后焊缝性能

强度高、硬度高，导致焊缝易因SSC敏感而腐蚀开

裂的问题；能够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后焊缝组

织中S、P、O含量较高，产生氧化物、硫化物等夹杂

严重影响焊缝纯净度，导致焊缝韧性下降的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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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碳钢管的化学成分按质量

百分数计为：C≤0.16％，Si≤0.45％，Mn≤1.65％，P≤0.02％，S≤0.008％，Cu≤0.35％，Ni

≤0.30％，Cr≤0.30％，Mo≤0.15％，V≤0.07％，Nb≤0.05％，Al≤0.060％，Ti≤0.04％，B

≤0.0005％，Ca≤0.006％，N≤0.012％，其余的是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焊接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控制碳钢管道成分，对碳钢管进行坡口加工；

对坡口加工后的碳钢管进行组对，并对组对后的碳钢管焊口区域进行预热；

利用第一焊材对预热后的焊口区域进行根焊；

利用第二焊材对预热后的焊口区域进行热焊、填充焊和盖面焊；

进行无损检测和焊后热处理，完成碳钢管道焊接，其中，所述第一焊材的熔敷金属化学

成分按质量百分数计包括：C:0 .06％～0.15％，Mn≤1 .35％，Si：0 .45％～0.75％，S≤

0.008％，P≤0.020％，Cr≤0.15％，Ni≤0.15％，Cu≤0.50％；

所述第二焊材的熔敷金属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数计包括：C≤0.15％，Mn≤1.35％，Si

≤0.90％，S≤0.005％，P≤0.020％，Cr≤0.20％，Ni≤0.30％，Mo≤0.30％，V≤0.080％。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焊材

的屈服强度为400MPa～484MPa，抗拉强度为480MPa～570MPa；所述第二焊材的屈服强度为

360MPa～460MPa，抗拉强度为450MPa～550MPa。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焊后热处

理包括升温到380℃～430℃后，以不大于200℃/h的升温速度升温至610～640℃，保温t时

间段后，以不大于260℃/h的降温速度降温至380℃～430℃，冷却至室温，其中，

当所述碳钢管道管壁厚度不大于25mm时，所述保温时间t为0.8h～1.2h；

当所述碳钢管道管壁厚度大于25mm时，所述保温时间t至少为(0.8+(b-25)/25)h～

(1.2+(b-25)/25)h，b表示碳钢管管壁厚度，单位为毫米。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坡口为V

型坡口，所述坡口的钝边为0.5mm～1 .5mm，坡口角度为60°～70°，根部间隙为2.5mm～

3.5m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预热的温

度为100℃～150℃，预热的宽度为焊缝两侧各90mm～110m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根焊采用

氩弧焊上向焊，保护气体的流量为10L/min～15L/min。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热焊采用

焊条电弧焊，焊接层间温度为100℃～200℃，所述根焊与所述热焊之间的焊接间隔时间不

超过10min。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填充焊采

用焊条电弧上向焊接，焊接层间温度为100℃～200℃。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盖面焊接

采用焊条电弧上向焊接。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无损检

测开始时间与焊接完成时间的间隔大于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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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焊接技术领域，更具体地讲，涉及一种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  接施工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化工行业中，处理含硫化氢介质的生产装置，大多采用碳钢设  备，然而，

碳钢设备容易受到硫化氢的腐蚀而遭到破坏，会导致被迫停产检  修的情况发生，对生产十

分不利。一直以来，对用于石油天然气酸性环境碳  钢管道焊接的方法都没有统一的技术要

求，国内也没有成熟的抗硫碳钢管道  焊接的相关案例。

[0003] 因此，亟需一种从满足酸性环境焊缝抗腐蚀性能和理化性能的要求出发，  通过严

格控制焊接材料、焊接工艺及焊后热处理等关键环节，以使酸性环境  下碳钢焊接质量得到

保证，从而更好的满足石油天然气酸性气田的开发和管  道建设要求，提高管道使用寿命，

减少维护、维修成本的焊接方法。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解决上述现有技术  中存在

的一个或多个问题。例如，本发明的目的之一在于解决酸性碳钢管道  焊接后焊缝性能强度

高、硬度高，导致焊缝易因SSC敏感而腐蚀开裂的问题；  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后焊缝中因

氢鼓泡，造成焊缝氢脆而导致氢致开裂的 问题；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后因局部应力集中

或残余应力集中而产生局部  拉应力，在含硫化氢介质作用下诱发硫化物应力腐蚀开裂的

问题；解决酸性  碳钢管道焊接后焊缝组织中S、P、O含量较高，产生氧化物、硫化物等夹杂 

严重影响焊缝纯净度，导致焊缝韧性下降的问题。

[0005] 本发明的提供了一种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所述碳钢管的化  学成分

可以按质量百分数计为：C≤0.16％，Si≤0.45％，Mn≤1.65％，P≤0.02％，  S≤0.008％，Cu

≤0.35％，Ni≤0.30％，Cr≤0.30％，Mo≤0.15％，V≤0.07％，Nb≤0.05％，Al≤0.060％，Ti

≤0.04％，B≤0.0005％，Ca≤0.006％，N≤0.012％，  其余的是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所述

焊接施工方法可以包括以下步骤：控制  碳钢管道成分，对碳钢管进行坡口加工；对坡口加

工后的碳钢管进行组对， 并对组对后的碳钢管焊口区域进行预热；利用第一焊材对预热后

的焊口区域  进行根焊；利用第二焊材对预热后的焊口区域进行热焊、填充焊和盖面焊；  进

行无损检测和焊后热处理，完成碳钢管道焊接，其中，所述第一焊材的熔  敷金属化学成分

按质量百分数计包括：C:0.06％～0.15％，Mn≤1.35％，Si：  0.45％～0.75％，S≤0.008％，

P≤0.020％，Cr≤0.15％，Ni≤0.15％，Cu≤0.50％；所  述第二焊材的熔敷金属化学成分按

质量百分数计包括：C≤0.15％，Mn≤  1.35％，Si≤0.90％，S≤0.005％，P≤0.020％，Cr≤

0.20％，Ni≤0.30％，Mo  ≤0.30％，V≤0.080％。

[0006]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第一

焊材的屈服强度可以为400MPa～484MPa，抗拉强度可以为  480MPa～570MPa；所述第二焊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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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屈服强度可以为360MPa～460MPa，抗拉 强度可以为450MPa～550MPa。

[0007]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焊后

热处理可以包括升温到380℃～430℃后，以不大于200℃/h的升温速度  升温至610～640

℃，保温t时间段后，以不大于260℃/h的降温速度降温至380  ℃～430℃，冷却至室温，其

中，当所述碳钢管道管壁厚度不大于25mm时，  所述保温时间t为0.8h～1.2h；当所述碳钢管

道管壁厚度大于25mm时，所述  保温时间t至少为(0.8+(b-25)/25)h～(1.2+(b-25)/25)h，b

表示碳钢管管壁厚  度，单位为毫米。

[0008]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坡口

可以为V型坡口，所述坡口的钝边可以为0.5mm～1.5mm，坡口角度可 以为60°～70°，根部间

隙可以为2.5mm～3.5mm。

[0009]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预热

的温度可以为100℃～150℃，预热的宽度可以为焊缝两侧各  90mm～110mm。

[0010]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根焊

可以采用氩弧焊上向焊，保护气体的流量可以为10L/min～15L/min。

[0011]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热焊

可以采用焊条电弧焊，焊接层间温度可以为100℃～200℃，所述根焊  与所述热焊之间的焊

接间隔时间可以不超过10min；

[0012]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填充

焊可以采用焊条电弧上向焊接，焊接层间温度可以为100℃～200℃。

[0013]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盖面

焊接可以采用焊条电弧上向焊接。

[0014] 在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所  述无损

检测开始时间与焊接完成时间的可以间隔大于24h。

[001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包括：能够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  后焊缝性

能强度高、硬度高，导致焊缝易因SSC敏感而腐蚀开裂的问题；能  够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

后焊缝中因氢鼓泡，造成焊缝氢脆而导致氢致开裂 的问题；能够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后

因局部应力集中或残余应力集中而产  生局部拉应力，在含硫化氢介质作用下诱发硫化物

应力腐蚀开裂的问题；能  够解决酸性碳钢管道焊接后焊缝组织中S、P、O含量较高，产生氧

化物、硫 化物等夹杂严重影响焊缝纯净度，导致焊缝韧性下降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16] 通过下面结合附图进行的描述，本发明的上述和其他目的和特点将会变  得更加

清楚，其中：

[0017] 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  例的流

程示意图。

[0018] 图2示出了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  例的焊

接坡口示意图。

[0019] 图3示出了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  例的热

处理工艺曲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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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0] 在下文中，将结合附图和示例性实施例详细地描述根据本发明的酸性环  境碳钢

管道焊接施工方法。

[0021] 图1示出了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  例的流

程示意图。图2示出了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  个示例性实施例的焊

接坡口示意图。图3示出了本发明的酸性环境碳钢管道  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

的热处理工艺曲线示意图。

[0022]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焊接施工方法，在本发明的酸性环  境碳钢

管道焊接施工方法的一个示例性实施例中，如图1所示，所述焊接施  工方法可以包括：

[0023] 步骤S01，控制碳钢管道成分，对碳钢管进行坡口加工。

[0024] 为了提高在酸性环境中碳钢抗硫化氢腐蚀的能力，提高管道使用寿命，  减少维

护，则需要控制碳钢管的化学成分。所述碳钢管的化学成分按质量百  分数计可以为：C≤

0.16％，Si≤0.45％，Mn≤1.65％，P≤0.02％，S≤0.008％，  Cu≤0.35％，Ni≤0.30％，Cr≤

0.30％，Mo≤0.15％，V≤0.07％，Nb≤0.05％，  Al≤0.060％，Ti≤0.04％，B≤0.0005％，Ca

≤0.006％，N≤0.012％，其余的  是Fe和不可避免的杂质。进一步的，所述碳钢管的化学成

分按质量百分数计  可以为：C≤0 .14％，Si≤0 .43％，Mn≤1 .59％，P≤0 .015％，S≤

0.008％，Cu  ≤0.32％，Ni≤0.30％，Cr≤0.30％，Mo≤0.15％，V≤0.07％，Nb≤0.05％，  Al

≤0.060％，Ti≤0.03％，B≤0.0005％，Ca≤0.006％，N≤0.012％，其余的  是Fe和不可避免

的杂质。

[0025] 所述碳钢管道的微观金相组织为细小晶粒的珠光体和铁素体。为了提高  酸性管

道焊缝抗硫化氢腐蚀能力，需要控制焊材具有良好焊接性，控制焊缝  强度、力学性能和化

学成分与碳钢管道相匹配，控制焊材中S、P、O的含量， 以提高焊缝纯净度，从而提高焊缝韧

性和塑性，提高焊缝抗硫抗氢腐蚀开裂 能力。

[0026] 在本实施例中，如图2所示，所述坡口可以是V型坡口。所述坡口的钝  边a可以为

0.5～1.5mm，进一步的，钝边可以为0.75～1.25mm。坡口角度β  可以为60°～70°，进一步的，

坡口角度可以为62°～68°。根部间隙b可以为  2.5～3.5mm，进一步的，根部间隙可以为2.75

～3.25mm。设置上述钝边的好处  在于既能够防止在根焊时出现烧穿现象，也能避免根焊未

焊透。如果小于其  设置的下限，根焊很可能出现烧穿现象，如果大于其设置的上限值很可

能出  现未焊透现象。设置上述坡口角度的好处在于，既能保证焊缝焊透，增加强  度，减少

工艺缺陷，又能控制熔敷金属用量以及对母材的稀释率和保证焊枪  施焊的可达性。如果低

于其设置坡口角度的下限值，不仅焊枪无法到达根部  进行施焊，而且增加了熔敷金属稀释

率以及容易产生工艺缺陷；如果高于其 上限值，增大了熔敷金属的填充量而使成本增加。

[0027] 步骤S02，对坡口加工后的碳钢管进行组对，并对组对后的碳钢管焊口  区域进行

预热。

[002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预热的温度可以为100℃～150℃，进一步的，预热  的温度可

以为115℃～135℃。对于设置本发明温度的焊前预热的好处在于预  热能减缓焊后冷却速

度有利于焊缝中扩散氢溢出，避免产生氢致裂纹，还能 防止焊缝及热影响区生成淬硬组织

而脆断。如果超出上述设置的温度范围，  对进一步改善焊接接头效果不明显，反而不仅会

造成焊缝和热影响区金属晶  粒粗大，甚至产生魏氏组织，还会造成加热成本的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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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经济效益  下降。所述预热应在焊口两侧及周向均匀进行，应防止局部过热。预热的宽 

度可以为焊缝两侧各90mm～110mm。进一步的，所述宽度可以为焊缝两侧各  100mm。上述设

置的范围已覆盖了焊接时受热影响区域，即焊缝、热影响区、  母材，对该范围进行预热已能

满足焊接接头扩散氢溢出和防止生成淬硬组织 的要求。如果超出该范围对进一步改善焊

接接头效果不明显，反而不仅会造  成焊缝和热影响区金属晶粒粗大，甚至产生魏氏组织，

还会造成加热成本的  大大增加，使其经济效益下降。在预热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测温仪检

测预热 的温度。

[0029] 步骤S03，利用第一焊材对预热后的焊口区域进行根焊。

[0030] 在本实施例中，保持预热温度为100℃～150℃，可以使用第一焊材，采  用氩弧焊

上向焊进行根焊。根焊时的保护气体的流量可以为10L/min  ～15L/min。在一定条件下，气

体流量和喷嘴直径有一个最佳范围，此时气体  保护效果最佳，有效保护区域最大，上述设

置的流量范围不仅能保证气流挺  度好排除周围空气能力强，而且避免了产生紊流使空气

卷入，降低保护效果。  如果流量过低，气流挺度不好排除周围空气能力差；流量过高，会产

生紊流  卷入空气降低保护效果。所述保护气体可以是氩气(99.99％)，当然，本发明  使用

的保护气体不限于此。在本发明进行根焊时，应分为多段焊接，且对称  均匀分布，以减少焊

接应力。

[0031] 所述第一焊材的的熔敷金属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数计包括：  C:0.06％～0.15％，

Mn≤1.35％，Si：0.45％～0.75％，S≤0.008％，P≤0.020％，  Cr≤0.15％，Ni≤0.15％，Cu

≤0.50％，其余为铁以及不可避免的杂质。进一  步的，所述第一焊材的熔敷金属化学成分

按质量百分数计包括：C:0.06％～0.12％，Mn≤1.30％，Si：0.45％～0.69％，S≤0.005％，P

≤0.014％，  Cr≤0.15％，Ni≤0.15％，Cu≤0.50％。

[0032] 所述第一焊材的屈服强度可以为400MPa～484MPa，抗拉强度可以为480  MPa～

570MPa。进一步的，第一焊材的屈服强度可以为421～463MPa，抗拉  强度可以为502～

548MPa。所述第一焊材主要用于根焊，采用上述比母材强度  等级稍高的焊材，能够避免在

进行根部焊接时焊缝很脆弱容易因外部影响而  产生应力甚至开裂隐患，在酸性环境下会

加大焊缝腐蚀开裂风险。如果未达  到上述设置的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会使焊缝的塑性韧

性较大幅度下降，大 大增加了焊缝在酸性环境下产生氢致开裂和硫化物开裂的风险。

[0033] 在本实施例中，在根焊的过程中，可以将根焊接头处打磨平缓状，以保  证焊缝背

面成型良好。

[0034] 步骤S04，利用第二焊材对预热后的焊口区域进行热焊、填充焊和盖面  焊。

[0035] 在本实施例中，利用第二焊材对焊口进行热焊和填充焊。所述第二焊材 的熔敷金

属化学成分按质量百分数计包括：C≤0.15％，Mn≤1.35％，Si≤0.90％，  S≤0.005％，P≤

0.020％，Cr≤0.20％，Ni≤0.30％，Mo≤0.30％，V≤0.080％，  其余为铁以及不可避免的杂

质。进一步的，所述第二焊材的熔敷金属化学成  分按质量百分数计包括：C≤0.13％，Mn≤

1.32％，Si≤0.88％，S≤0.005％，  P≤0.015％，Cr≤0.20％，Ni≤0.29％，Mo≤0.30％，V≤

0.080％。

[0036] 所述第二焊材的屈服强度为360MPa～460MPa，抗拉强度为450MPa  ～550MPa。进一

步的，所述第二焊材的屈服强度可以为367MPa～445MPa，  抗拉强度可以为456MPa～

538MPa。设置上述第二焊材强度的好处在于，满足  和母材等强度匹配，这样有利于增加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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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塑性和韧性，从而提高焊缝在酸性  环境下抗氢致开裂和抗硫化物开裂的性能。如果超出

上述设置的范围，可能  导致焊缝的塑性韧性下降，从而降低了焊缝在酸性环境下抗氢致开

裂和抗硫 化物开裂的性能。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根焊完成后应尽快开始进行热焊。例如，根焊和热焊的  时间间隔

不超过10min。所述热焊可以采用焊条电弧焊，层间温度可以为100  ℃～200℃，可以用红外

线测温仪检测层间温度。

[0038] 以上，对焊口预热温度和层间温度的控制，能防止热影响区高硬度显微  组织的形

成，提高焊缝的塑性和韧性，从而增加其抗硫化氢腐蚀的能力。

[0039] 在本实施例中，填充焊可以采用焊条电弧上向焊接。焊接时的层间温度  可以控制

为100℃～200℃。层间温度控制在上述范围，等同于上一层焊道对  下一层焊道起着预热的

作用，不仅有利于扩散氢溢出，减小冷却速度避免生  成淬硬组织，而且又防止因温度过高

使焊缝和热影响区金属晶粒粗大，甚至  产生魏氏组织。低于该范围下限值，焊缝容易产生

温度内应力，同时冷却速  度增大，易产生淬硬组织；高于该范围上限值，焊缝和热影响区金

属晶粒粗 大，甚至产生魏氏组织。

[0040] 在本实施例中，当管道壁厚较厚时，所述填充焊可以采用多道摆动焊接， 以确保

熔池能得到有效保护，坡口两侧应融合良好。

[0041] 在本实施例中，当发现所述第二焊材发红或偏弧时，应立即更换焊条。

[0042]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盖面焊可以采用焊条电弧上向焊接。填充焊完成时 间与盖面

焊开始时间间隔时间没有具体要求，满足层间温度为100℃～200℃ 即可。

[0043] 在本实施例中，当坡口较宽时，例如，宽度超过14mm时，所述盖面焊  可以采用排

焊，并且后一道焊缝至少要覆盖前一道焊缝的1/3，并且应保证焊  缝与母材圆滑过渡，尽可

能地减少焊接应力集中至少要覆盖前一道焊缝的1/3，  不仅能有利于前一道焊缝中气孔等

缺陷脱离出来，还能对其起到热处理的作  用，从而提高焊缝的塑性和韧性。如果不能覆盖

前一道焊缝的1/3，则不能使  前一道焊缝中气孔等缺陷脱离出来，对其热处理的效果也不

明显。盖面焊完  成后，可以采用钢丝刷清除焊缝的熔渣和焊缝两侧的飞溅物，并用焊检尺

检 查焊缝外观质量，若有超标缺陷，及时修补处理。

[0044] 步骤S05，对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0045] 在本实施例中，虑到焊缝延迟裂纹，焊接完成24h后，可对焊缝进行无  损检测，所

述无损检测可以采用100％RT和100％UT。

[0046] 在本实施例中，根焊不得内咬边，射线检测应进行内咬边判定。

[0047] 在本实施例中，检测方法可以同时采用射线检测和超声波检测。同时采  用射线检

测和超声波检测是为了最大限度检测焊缝中产生的三维和二维等各  类缺陷，从而尽可能

地避免了因缺陷的漏检而降低焊缝抗硫化氢的能力。

[0048] 步骤S06，对焊缝进行热处理。

[0049] 在本实施例中，可以对焊缝及其两侧各3倍焊缝宽度区域进行热处理。  热处理的

作用是为了降低焊缝接头残余应力和增加焊缝塑性韧性，从而提高  焊缝抗硫化氢腐蚀能

力。如图3所示，首先在t1时间段内，温度由环境温度  升温至T1，T1可以是380℃～430℃，进

一步的可以为386℃～420℃，例如400  ℃。升温速度可以任意取值，例如升温速度可以是

210℃/h～240℃/h。t1时 间段可以根据升温速度进行确认。加热到温度T1后，以v1的升温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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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进行升  温，到t2时刻升温到温度T2。所述升温速度v1≤200℃/h，进一步的，所述升  温速

度v1≤185℃/h，例如，可以为180℃/h。温度T2可以是610℃～640℃，进  一步的，可以是620

℃～630℃，例如，可以是625℃。加热到温度T2后，停止  加热，保温t时间段(图3中的t3-t2时

间段)。保温t时间段后，开始进行冷  却处理。可以以v2的冷却速度进行冷却。冷却速度v2≤

260℃/h，进一步的，  v2≤240℃/h，例如，可以是230℃/h。经过t4-t3时间段后，温度冷却到

T1， 即冷却到380℃～430℃。然后冷却至室温。

[0050] 其中，当所述碳钢管道管壁厚度不大于25mm时，所述保温时间t可以  为0.8h～

1.2h。进一步的，保温时间可以是0.85h～1.14h。例如，可以是0.9h。  当所述碳钢管道管壁

厚度大于25mm时，所述保温时间t可以不少于  (0.8+(b-25)/25)h～(1.2+(b-25)/25)h，b表

示碳钢管管壁厚度，单位为毫米。

[0051] 以上，设置热处理的保温温度为610℃～640℃的好处在于，该范围属于  高温回

火，能得到回火索氏体，即为铁素体+细颗粒渗碳体混合物，不但能减  小焊缝残余内应力，

而且还能提高焊缝塑性和韧性。如果超出上述范围，可  能会发生组织和相变，从而改变焊

缝的力学性能。进一步的，保温温度可以  为620～630℃，更进一步的，保温温度可以为625

℃。

[0052] 对于本发明的一般直径碳钢管而言，保温时间可以为50～70min。设置上  述保温

时间不仅能使碳原子均匀的扩散形成平衡组织相，而且还能防止晶粒  粗大。如果保温时间

太短，碳原子不能有效的扩散，形成组织也不均匀；时  间太长，可能会使晶粒组织粗大。进

一步的，保温时间可以为55～65min，更  进一步的，保温时间可以为60min。

[0053] 热处理在升温至380℃～430℃以下的升温速度不限，因为该温度以下温  度对碳

原子扩散速度影响较小，所以对形成的组织影响也不大。380℃～430  ℃以上的升温速度可

以为小于200℃/h，例如，可以为50℃/h～150℃/h。设置  上述升温速度有利于碳原子扩散

更充分，使晶粒组织成分更加均匀，并且减  少晶粒组织的缺陷，降低残余应力，从而提高焊

缝的塑性和韧性。如果温度  上升过快，晶粒中碳原子扩散不充分，这样会造成组织成分不

均匀，无法实  现降低焊缝应力效果，从而不能使焊缝的塑性和韧性提高。在降温过程中， 

380℃～430℃以上的降温速度可以为小于260℃/h，例如，可以为65℃/h～195  ℃/h。设置

上述降温速度的好处在于，有利于生成具有较好塑性和韧性的铁  素体和珠光体组织，提高

焊缝的抗腐蚀能力。如果冷却速度过快，甚至超过  了金属临界冷却速度，可能会生成硬度

和脆性较大的马氏体组织，这会使焊  缝金属抗酸性腐蚀能力大大降低。对于380℃～430℃

以下的降温速度不限，  因为380℃～430℃以下降温速度对碳原子扩散和组织形态以及应

力影响较小， 所以不控制其降温速度有利于控制施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005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热处理可以采用履带式或绳式电加热，例如，热处  理设备型

号可以为WDK-FS-612060T，该型热处理设备属于自动控制选用可  编程序输入方式的控制

设备，其温度控制和加热电源输入采用智能温控装置，  输入热处理工艺参数后，整个热处

理过程按输入的参数自动完成，且热处理  温度数据及曲线可打印输出，可以有效地保证热

处理的准确度。

[0055] 综上所述，通过本发明的方法能够使焊接接头在标准溶液的HIC和SSC  性能检测

和氢致开裂(HIC)试验中，裂纹长度率平均值、裂纹厚度率平均  值和裂纹敏感率平均值均

满足标准和设计要求；能够使焊接接头在硫化物应  力开裂(SSC)试验中，试件无任何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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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纹；能够在实际生产应用中，使  酸性环境碳钢管道的抗腐蚀效果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

管道因腐蚀泄露的几 率减小；能够减少维护和维修的成本。

[0056] 尽管上面已经结合附图和示例性实施例描述了本发明，但是本领域普通  技术人

员应该清楚，在不脱离权利要求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对上述  实施例进行各种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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