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化加氢装置用大口径厚壁奥氏体合金无缝管》 

标准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特钢企业协会提出并归口，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作

为标准组织协调单位。根据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团体标准化工作委员会

团体标准制修订计划，由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冶金工业规划

研究院等单位共同参与起草，计划于 2019 年四季度前完成《石化加

氢装置用大口径厚壁奥氏体合金无缝管》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制定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国内石油化工行业的迅速发展，石化加氢作为石油炼化中对

产品精制、改质和重油加工的核心环节，已成为石油提炼技术发展水

平的标志。各国对环保工作日益重视，加氢精制、加氢裂化或渣油加

氢等加氢装置已成为炼油厂的重要组成。加氢装置需在高温、高压及

较高比值的 H2S 含量条件下运行，易引起氢致开裂（HIC）、硫化物

应力腐蚀开裂（SSCC）等，从而引起管体破裂失效。恶劣的环境对

设备中所用管材的抗高温氧化、耐腐蚀、蠕变断裂强度等性能提出了

较高要求。 

在石化加氢装置规模趋于大型化、集约化的情况下，加氢装置用

大口径厚壁不锈钢无缝管各项性能指标及规格要求也不断提高。因此，

大口径厚壁不锈钢无缝管作为石化加氢装置上最为关键的基础材料，

开发和生产具有特殊要求大口径管材，实现国产化，对提高我国炼化

设备制造水平，促进炼化工业发展，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着重要意义。

现行《石油裂化用无缝钢管》国家标准（GB/T 9948-2013）主要针对



 

 

非大口径薄壁无缝管产品的尺寸规格、性能指标、试验方法提出要求，

不足以指导外径大于 400mm 的厚壁无缝管产品生产，不能够满足石

化行业对与大口径厚壁无缝管的需求。在此条件下，制定《石化加氢

装置用大口径厚壁奥氏体合金无缝管》团体标准，能够填补现有标准

空白，满足石化加氢装置大型化发展需求，有效提高大口径管材国产

化供给水平。 

三、标准编制过程 

2019年3月：提出制定标准项目，并进行了标准立项征求意见和

论证工作； 

2019年4月~5月：中国特钢企业协会发布了项目计划； 

2019年6月~7月：进行了起草标准的调研、问题分析和相关资料

收集等准备工作； 

2019年8月：完成了标准制定提纲、标准草案，并进行了工作组

内征求意见和讨论； 

2019年9月：召开了标准启动会，围绕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并

按照与会意见和建议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并发出征求意见； 

2019年10月：完成征求意见处理、形成标准送审稿； 

2019年11月：完成该标准审定会和标准报批稿，上报中国特钢企

业协会审批； 

2019年11月~12月：完成该标准发布、实施。 

四、标准编制原则 

充分考虑石化加氢装置通过大型化和高参数升级后对原材料的

高质量需求，联合国内先进大口径厚壁不锈钢无缝管生产企业协同攻

关，采用标准化手段助力无缝管产品大规格高质量发展，展现不锈钢

无缝管行业发展水平。本标准以满足石化行业用钢需要和发展为前提，

充分提高标准的市场适应能力，填补标准领域空白；通过对下游用钢



 

 

行业的研究，了解石化加氢装置用不锈钢管实际需求，确定大口径无

缝管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满足下游行业需求，建立彼此之间的联系，

扩大影响力。 

五、标准的研究思路及内容 

（一）编制思路 

《石化加氢装置用大口径厚壁奥氏体合金无缝管》标准的设计与

编制主要以问题与需求为导向，切实从石化行业加氢装置用钢需要出

发，进一步补充无缝管牌号、晶粒度尺寸要求，提升非金属夹杂物合

格级别，完善晶间腐蚀试验方法，强化细分领域标准的指导意义。通

过制定满足市场创新需要，并具有科学、合理、全面、可操作性的标

准，助力提升石化加氢装置用钢产品高质量供给水平，提升作业安全

性、可靠性。本标准在参考《石油裂化用无缝钢管》（GB/T 9948-2013）

国家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生产的特殊需要，对技术指标、试验方

法进行了加严和扩展，增强了原料生产制造商与下游行业的联系，使

标准更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 

（二）标准技术框架 

本标准包含以下部分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分类与代号 

4 订货内容 

5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6 技术要求 



 

 

7 试验方法 

8 检验规则 

9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附录 A（资料性附录）本标准牌号与国外标准牌号对照表 

（三）标准技术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石化加氢装置用大口径厚壁奥氏体合金无缝管的

分类与代号、订货内容、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外径不小于 400mm 且外径与壁厚比为 5.5-13.3 的

石化加氢装置用大口径厚壁奥氏体合金无缝管（以下简称“无缝管”）。 

2. 规范性引用标准 

按《GB/T 1.1 -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的有关规定。 

3. 订分类与代号 

本标准中的无缝管主要采用热轧（挤压、扩）和冷轧（拔）的方

式进行生产，因此按照加工方式分类如下： 

a）  热轧（挤压、扩）钢管     W-H； 

b）  冷轧（拔）钢管           W-C。 

4. 订货内容 

本章节对订货的合同或订单内容提出要求，应包含： 

a) 产品名称； 

b) 标准编号； 

c) 牌号； 



 

 

d) 尺寸规格（外径×壁厚，单位为毫米）； 

e) 数量（总重量或总长度）； 

f) 交货状态； 

g) 特殊要求。 

5. 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5.1 外径、壁厚及允许偏差 

5.1.1 交货外径和壁厚中，本标准参照《石油裂化用无缝钢管》

（GB 9948-2013）提出“无缝管按公称外径（D）和公称壁厚（S）交

货，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商，无缝管可按公称外径（D）和

最小壁厚（Smin）交货。”。 

5.1.2 公称外径和壁厚本标准参照 GB/T 17395 提出要求。 

5.1.3 本章节针对按公称外径和公称壁厚交货的无缝管外径和壁

厚允许偏差提出要求，与 GB 9948-2013 相比本标准主要针对大外径、

厚壁厚无缝管提出要求，并收窄尺寸范围，具体指标对比如下。 

 表 1  无缝管外径和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标准号 分类代号 制造方式 钢管公称尺寸 
允许偏差 

普通级 高级 

本标准 

W-H 

热轧（挤压） 

外径D 

≥400～610 ±1%D ±0.75%D 

＞610～762 ±1%D ±0.75%D 

＞762 ±1%D ±0.75%D 

壁厚S ＞44 
+12.5%S 

-10%S 
±10%S 

热扩 
外径 D 全部 ±1%D 

壁厚S 全部 ±15%S 

W-C 冷拔（冷轧） 

外径D 

≥400～610 ±0.9%D ±0.8%D 

＞610～762 ±0.85%D ±0.75%D 

＞762 ±0.8%D ±0.7%D 

壁厚S ≥30 ±10%S ±7.5%S 



 

 

GB 

9948-2013 

W-H 热轧（挤压） 

外径D ＞325 ±1%D - 

壁厚S 

≤20 
+15%S 

-10%S 

±10%S 

＞20 
+12.5%S 

-10%S 

±10%S 

W-C 冷拔（冷轧） 

外径D ＞60 ±0.75%D ±0.5%D 

壁厚S ≥3 ±10%S ±7.5%S 

 

5.1.4 本章节针对按公称外径和最小壁厚（Smin）交货交货的无缝管

外径和壁厚允许偏差提出要求。与 GB 9948-2013 相比，本标准中无

缝管最小壁厚≥30mm，前者热轧工艺无缝管最小壁厚则为＞4.0mm，

冷拔（轧）则为＞3.0mm，具体指标对比如下。 

 

 表 2  无缝管外径和最小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标准号 分类代号 制造方式 最小壁厚

Smin 

允许偏差 

普通级 高级 

本标准 

W-H 热轧（挤压） ≥30 
＋25%Smin 

0 

＋22%Smin 

0 

W-C 冷拔（轧） ≥30 
＋20%Smin 

0 

＋15%Smin 

0 

GB 

9948-2013 

W-H 热轧（挤压） ＞4.0 

+25%Smin 

0 

+22% Smin 

0 

W-C 冷拔（轧） ＞3.0 
＋20%Smin 

0 

＋15%Smin 

0 

 

5.2 长度章节中本标准参照 GB 9948-2013 提出通常长度以及交

货长度要求。其中切口余量指标本标准要求各倍尺长度无缝管均留出

10mm～15 mm 的切口余量，GB 9948-2013 则根据外径提出切口余量



 

 

指标，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表 3  无缝管外径和最小壁厚允许偏差        单位为毫米 

标准号 外径 切口余量 

本标准 - 10~15 

GB 9948-2013 
D≤159 5~10 

D＞159 10~15 

 

5.3 弯曲度章节中，本标准参照 GB 9948-2013 中同外径及壁厚

提出弯曲度指标要求。 

5.4 不圆度和壁厚不均章节中，参照 GB 9948-2013 提出“无缝

管的不圆度和壁厚不均应分别不超过外径和壁厚公差的 80%。”的具

体要求。 

5.5 端头外形章节本标准主要参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要求执

行。 

5.6 重量章节中，交货重量参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要求执行，

理论重量计算则参照按 GB/T 17395 规定执行，并给出如下钢种密度

数值：07Cr19Ni10 按 7.90 kg/dm3、07Cr18Ni11Nb 按 8.00 kg/dm3、

07Cr19Ni11Ti按 7.93 kg/dm3、022Cr17Ni12Mo2按 8.00 kg/dm3，S34778

按 8.03kg/dm3、S30408 按 7.93 kg/dm3、S31608 按 8.00 kg/dm3、S32168

按 8.03 kg/dm3、N08810 按 8.03 kg/dm3、N08811 按 8.03 kg/dm3、

N08825 按 8.14 kg/dm3。 

6 技术要求 

6.1 牌号及化学成分章节中主要参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要求

执行，补充提出不锈（耐热）钢 S34778、S30408、S31608、S32168

和耐蚀合金 H08810、H08811、 H08825 的化学成分要求；允许偏差



 

 

则要求不锈（耐热）钢应符合 GB/T 222 的规定、耐蚀合金应符合 GB/T 

15007 的规定。 

6.2 制造方法章节中钢的冶炼方法、管坯制造方法、无缝管制造

方法均按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要求执行。 

6.3 交货状态章节本标准补充提出 S34778、S30408、S31608、

S32168 和耐蚀合金 H08810、H08811、 H08825 等牌号产品，具体要

求如下表所示。 

 

表 4  无缝管的热处理制度 

统一数字 

代号 
牌号 热处理制度 

S30409 07Cr19Ni10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1040℃，急冷 

S34779 07Cr18Ni11Nb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1050℃，急冷 

S32169 07Cr19Ni11Ti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1050℃，急冷 

S31603 022Cr17Ni12Mo2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1040℃，急冷 

S34778 06Cr18Ni11Nb 980℃—1150℃，水冷或其他方式快冷 

S30408 06Cr19Ni10 1010℃—1150℃，水冷或其他方式快冷 

S31608 06Cr17Ni12Mo2 1010℃—1150℃，水冷或其他方式快冷 

S32168 06Cr18Ni11Ti 920℃—1150℃，水冷或其他方式快冷 

H08810 NS1102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1120℃，水冷或其他方式快冷 

H08811 NS1104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1150℃，水冷或其他方式快冷 

H08825 NS1402 固溶处理：固溶温度≥1020℃，急冷 

 

6.4 力学性能章节，参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力学性能指标以及

拉伸试验试样提出要求，并补充提出 S34778、S30408、S31608、S32168

和耐蚀合金 H08810、H08811、 H08825 等牌号产品的力学性能要求，

具体指标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  无缝管的力学性能 



 

 

统一数

字 

代号 

牌号 

抗拉强

度

Rm/MPa 

下屈服强度 ReL或规定塑

性延伸强度 Rp0.2/MPa 
断后伸长率 A/% 布氏硬度值 

S30409 07Cr19Ni10 ≥520 ≥205 ≥35 ≤187 HBW 

S34779 07Cr18Ni11Nb ≥520 ≥205 ≥35 ≤187 HBW 

S32169 07Cr19Ni11Ti ≥520 ≥205 ≥35 ≤187 HBW 

S31603 022Cr17Ni12Mo2 ≥485 ≥170 ≥35 ≤187 HBW 

S34778 06Cr18Ni11Nb ≥520 ≥205 ≥35 ≤192 HBW 

S30408 06Cr19Ni10 ≥520 ≥205 ≥35 ≤192 HBW 

S31608 06Cr17Ni12Mo2 ≥520 ≥205 ≥35 ≤192 HBW 

S32168 06Cr18Ni11Ti ≥520 ≥205 ≥35 ≤192 HBW 

H08810 NS1102 ≥450 ≥170 ≥30 ≤192 HBW 

H08811 NS1104 ≥450 ≥170 ≥30 ≤192 HBW 

H08825 NS1402 ≥586 ≥241 ≥30 ≤HBW 

注：根据需方要求，可进行高温拉伸试验，具体高温拉伸试验温度和验收值由供需双方根据产品实际使用

工况协商确定，并在合同中注明。 

 

6.5 液压试验章节主要参照 GB 9948-2013 提出“无缝管应逐根进

行液压试验。试验压力按式（1）计算。最大试验压力为 20 Mpa。在

试验压力下，稳压时间应不少于 10 s，无缝管不允许出现渗漏现象。”

的具体要求，并给出计算公式，更新探伤试验验收要求。 

6.6 工艺性能章节，本标准参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要求分别

提出压扁试验、弯曲试验的计算公式、试验方法及试样尺寸。 

6.7 低倍检验章节，本标准提出“用钢锭直接轧制的无缝管应做

低倍试验，无缝管横截面酸浸低倍试片上不允许有目视可见的白点、

夹杂、皮下气泡、翻皮和分层”的具体要求。 

6.8 非金属夹杂物章节，本标准采用 GB/T10561-2005 中 A 法进

行评级，与 GB 9948-2013 标准相比补充耐蚀合金类产品非金属夹杂

物合格级别要求，并在将原标准中级别总数不大于 6.5 级提升至不大

于 5.0 级，具体指标对比如下表所示。 



 

 

 

表 6 非金属夹杂物合格级别 

标准号 钢类 

A B C D 总和 

粗 细 粗 细 粗 细 粗 细 

5.0 

本标准 

不锈（耐热）钢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耐蚀合金 ≤1.5 ≤1.5 ≤1.5 ≤1.5 ≤1.5 ≤1.5 ≤1.5 ≤2.0 

GB 9948-2013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6.5 

 

6.9 晶粒度章节中，本标准与 GB 9948-2013 相比进行了该指标的

补充，提出了“不锈（耐热）无缝管的平均晶粒度应为 4-7 级、耐蚀

合金管的平均晶粒度应为 5 级或更粗。根据需方要求，经供需双方协

商，可提供其他晶粒度级别的无缝管。”的具体要求。 

6.10 表面质量章节和 6.11 无损检验章节，本标准均参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要求执行。 

6.12 晶间腐蚀试验章节中，不锈（耐热）钢无缝管本标准参照

GB 9948-2013 中相关要求执行；耐蚀合金管则要求晶间腐蚀试验方

法应符合 GB/T 15260-1994 中方法 A 或方法 D 的规定，并对各指标

提出如下要求并给出腐蚀速率计算公式： 

 a）按 GB/T 15260-1994 中 A 法（硫酸铁-50%硫酸法）：所测

试样的腐蚀率与该试样经试验室固溶处理状态的腐蚀率的比值不大

于 1.5； 

 b) 按 GB/T 15260-1994 中 D 法（硝酸试验）：腐蚀速率不大

于 0.9mm/a（a 表示年）或 0.075mm/月； 

 c) 腐蚀速率 rcoor 按式（3）计算：   

          rcoor=
𝐾∙∆𝑚

A∙t∙ρ
                …………………………..（3） 



 

 

式中： 

rcoor—腐蚀速率，单位为 mm/a； 

K  ¬—常数，8.76×104； 

T  —暴晒时间，单位为 h； 

A  —暴晒面积，单位为 cm2； 

△m—失重，单位为 g； 

ρ —密度，单位为 g/cm3。 

7. 试验方法 

无缝钢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部位和试验方法应符合表

7 的规定。 

表 7  无缝管的检验项目、取样数量、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 

序

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部位 试验方法 

1 化学成分 每炉取 1 个试样 GB/T 20066 

GB/T 223、GB/T 4336、

GB/T 11170、GB/T 

20123、 

GB/T 20124 

2 拉伸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 1 个试样 GB/T 2975、6.4.2.1 GB/T 228 

3 硬度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 1 个试样 GB/T 2975 GB/T 231.1 

4 液压试验 逐根 — GB/T  241 

5 压扁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 1 个试样 GB/T 246 GB/T 246 

6 弯曲试验 
每批在两根钢管上各取一组 2个

试样 
GB/T 232、6.6.2 GB/T 232 

7 低倍检验 每炉在两根钢管上各取 1 个试样 GB/T 226 GB/T 226、GB/T 1979 

8 
非金属夹杂

物 
每炉在两根钢管上各取 1 个试样 GB/T 10561-2005 GB/T 10561-2005 

9 涡流探伤 逐根 — GB/T 7735—2016 

10 漏磁探伤 逐根 — GB/T 12606-1999 

11 超声波检验 逐根 — GB/T  5777—2008 

12 
晶间腐蚀试

验 

每批在两根无缝管上各取 1 个试

样 

不锈耐热钢：GB/T 

4334-2008 中方法 E 

耐蚀合金：GB/T 

不锈耐热钢：GB/T 

4334-2008 中方法 E 

耐蚀合金：GB/T 



 

 

15260-1994中方法 A或

方法 D 

15260-1994 中方法 A

或方法 D 

13 晶粒度 
每炉在两根无缝管上各取 1 个试

样 
GB/T 6394 GB/T 6394 

14 表面质量 逐根 — 目视 

15 尺寸外形 逐根 — 量具 

 

8. 检验规则 

本章节对检查和验收、组批规则、复验和判定规则等三个方面提

出具体要求。 

8.1 检查与验收中规定了“无缝管的检查由供方质量技术监督部

门进行，需方有权按本标准规定对无缝管进行验收。” 

8.2 组批规则提出“无缝管的化学成分、低倍检验和非金属夹杂

物检验按熔炼炉检查和验收，无缝管的其余检验项目按批检查和验收。

每批应由统一牌号、同一炉号、同一规格和同一热处理制度（炉次）

的钢管组成。若无缝管在切成单根后不再进行热处理，则一根管坯轧

制无缝管截取的所有管段都应视为一根。每批无缝管的数量应不超过

100 根。” 

8.3 复验与判定中，规定了“无缝管的复验和判定规则应符合

GB/T 2102 的规定。”。 

9. 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本章节按照 GB/T 2101 的有关规定对无缝管的包装、标志、质量

证明书提出具体要求。 

六、标准的应用领域 

本标准确定了石化高压临氢环境下大口径厚壁不锈钢无缝管的

加工方法、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以及检验规则等，



 

 

适用于高温高压作业环境下大口径厚壁不锈钢无缝管的生产和质量

管控。同时，结合石化行业对无缝管产品生产制造过程中的特殊需要，

对技术参数、试验方法进行了优化设计和补充，对下游行业的原材料

采购、加工和制造具有科学指导意义。 

本标准强化了上下游行业间的衔接和联系，为石化行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原材料保障，有助于产业链的协同发展。本标准的实施，符合

我国钢铁工业由高速度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整体趋势，能够为我国石

化行业安全以及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使原料生产企业充分满足

下游行业对原材料产品的升级需要，引导双方形成合力，共同助力我

国石化行业安全快速发展。 

七、标准属性 

本标准属于钢铁行业团体标准。 

《石化加氢装置用大口径厚壁奥氏体合金无缝管》标准编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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