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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协会（CAS）是组织开展国内、国际标准化活动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制定中国标准

化协会标准（以下简称：中国标协标准），满足市场需要，增加标准有效供给，是中国标准化协会

的工作内容之一。中国境内的团体和个人，均可提出制、修订中国标协标准的建议并参与有关工作。 
中国标协标准按《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管理办法》进行制定和管理。 
中国标协标准草案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得到参加审定会议的 75%以上的专家、成员的投

票赞同，方可作为中国标协标准予以发布。 
在本标准实施过程中，如发现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给中国标准化协会，

以便修订时参考。 
 

 

 

 

中国标准化协会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 33 号中国标协写字楼 

邮政编码：100048  电话：010-68487160  传真：010-68486206 

网址：www.china-cas.org   电子信箱：cas@china-cas.org 
 

本标准版权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或事先得到中国标准化协会的许可外，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手段复制、再版或使用本标准及其章节，包括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

联网及内部网络等。 

http://www.china-ca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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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 T/CAS 1.1—2017《团体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指南》编写。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

心、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优奈特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

院、广东佛燃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城市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

司、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公司科技中心、深圳市燃气

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安科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乌海凯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西部

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燃气热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原有限公司、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协会。 
本标准起草人：徐明星、郝蕴华、赵青松。 
考虑到本标准中的某些条款可能涉及专利，中国标准化协会不负责对任何该类专利的鉴别。 
本标准首次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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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材料、设计与计算、施工安装与验收和运行与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本标准适用于：气态氢气的生产、储备、分装、加注和使用氢气工业管道的场所，

例如：制氢工厂(站)、氢气分装站、氢气充装站、氢气储备站、天然气氢气混气站、加氢站和工厂自

备制氢装置等气态氢气使用的场所；设计温度范围-40℃～65℃，压力设计范围不大于 100Mpa。本

标准不适用于如下管道： 
--动力管道； 
--工艺管道； 
--高温流体应用管道； 
--加热器内部的管道、集管、交叉管、歧管； 
--动力锅炉、压力容器、热交换器、泵、压缩机、其他流体控制或工艺设备的内部连接管道和外

部连接管道； 
--氢气长输管道； 
--移动制氢设备、移动运输氢气设备和移动氢气使用设备的氢气管道； 
--非金属管道和各种非金属衬里管道； 
--军工行业、航天工程和核电站的管道； 
--低于大气压的负压或真空管道； 
--需要按照其他标准设计的工业管道。 
注1：没有特殊说明时，本规范的压力均为表压，本规程中提及的“工业管道”指的是输送氢气的工业管道。 

注2：本规程中氢气输送工业管道输送适用氢气体积百分比浓度50%及以上，且符合表4.1氢气品质与压力使用范

围，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管道内其他成分气体和管道材质的相容性评价请参照相应的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

文件。凡是不注日期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6 普通螺纹 基本尺寸 
GB/T 197 普通螺纹 公差 
GB/T 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 1048 管道元件公称压力的定义和选用 
GB/T 3733~ 3760 卡套式管接头 
GB/T 3763~ 3765 卡套式管接头螺母 
GB/T 5625~GB/T 5653 扩口式管接头 
GB/T 6398 金属材料 疲劳试验 疲劳裂纹扩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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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170 1 型六角螺母 
GB/T 6175 2 型六角螺母 
GB/T 5782 六角头螺栓 
GB/T 7306.1 55゜密封管螺纹 第 1 部分: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6.2 55゜密封管螺纹 第 2 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816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 8464 铁制和铜制螺纹连接阀门 
GB/T 9065.1 液压软管接头 
GB/T 9124.1-9124.2 钢制管法兰 
GB/T 9119 平面 突面板式平焊钢制管法兰 
GB/T 9711 石油天然气工业 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 
GB/T 12220 工业阀门标志 
GB/T 12221 金属阀门结构长度 
GB/T 12224 钢制阀门一般要求 
GB/T 12233 通用阀门铁制截止阀和升降式止回阀 
GB/T 12235 石油、石化及相关工业用钢制截止阀和升降式止回阀 
GB/T 12236 石油、化工及相关工业用的钢制旋启式止回阀 
GB/T 12237 石油、石化及相关工业用的钢制球阀 
GB/T 12238 法兰和对夹连接弹性密封蝶阀金属密封蝶阀 
GB/T 12239 工业阀门金属隔膜阀 
GB/T 12240 铁制旋塞阀 
GB/T 12459 钢制对焊管件 
GB/T 13402 大直径钢制管法兰 
GB/T 13927 工业阀门 压力试验 
GB/T 13932 铁制旋启式止回阀 
GB/T 14383 锻制承插焊和螺纹管件 
GB/T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15970.6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应力腐蚀试验 第 6 部分：预裂纹试样的制备和应用 
GB/T 15970.7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应力腐蚀试验 第 7 部分：慢应变速率试验 
GB/T 17116 管道支吊架 
GB/T 17395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9326 锻制承插焊、螺纹和对焊支管座 
GB/T 20972 石油天然气工业油气开采中用于含硫化氢环境的材料 
GB/T 21143 金属材料 准静态断裂韧度的统一试验方法 
GB/T 22513 石油天然气工业钻井和采油设备 井口装置和采油树 
GB/T 26480 阀门的检验和试验 
GB/T 29168.1~ GB/T 29168.3 石油天然气工业管道输送系统用感应加热弯管、管件和法兰 
GB/T 32294 锻制承插焊和螺纹活接头 
GB/T 40297 高压加氢装置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184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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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236 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 50316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程 
GB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程 
GB 50517 石油化工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T 51228 建筑振动荷载标准 
HG/T 3651 钛制对焊无缝管件 
HG/T 20553 化工配管用无缝及焊接钢管尺寸选用系列 
HG/T 20592 钢制管法兰(PN 系列) 
HG 20593 板式平焊钢制管法兰 
HG/T 20613 钢制管法兰用紧固件(PN 系列) 
HG/T 20614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PN 系列) 
HG/T 20615 钢制管法兰( Class 系列) 
HG/T 20623 大直径钢制管法兰( Class 系列) 
HG/T 20634 钢制管法兰用紧固件( Class 系列) 
HG/T 20635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 Class 系列) 
HG/T 21547 管道用钢制插板、垫环、8 字盲板系列 
JB/T 2768~69/JB/T 2772 阀门零部件高压管子、管件和阀门端部尺寸 
JB/T 2776~JB/T 2778 阀门零部件高压管子、管件和阀门端部尺寸 
JB/T 6899 阀门的耐火试验 
MSS-SP-55 阀门、法兰和管件及其他管道组件用钢铸件质量标准目视法 
NB/T 4701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NB/T 47013.1~47013.11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SH/T 3419 石油化工钢制异径短节 
SH/T 3425 钢制管道用盲板技术标准 
TSG-D 0001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 
TSG ZF001 安全阀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设计温度  design temperature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在正常使用时的工作温度，设计温度还包括流体温度、环境温度、阳光辐射、

加热或冷却的流体温度等因素影响。 

3.2  

设计压力 design pressure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内部在设计温度下，根据材料、相关法规和相关工艺计算出的管道使用压力，

设计压力不得小于管道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 

3.3  

氢脆 hydrogen embri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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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金属吸收氢导致的韧性或延性降低的损伤过程。 

3.4  

氢致应力开裂 hydrogen induced cracking and stress cracking 
金属吸收氢气和拉伸应力（残余应力或外加应力，或二者均有）共同作用引起的开裂。 

3.5  

气态氢气系统 gaseous hydrogen system 
管道组件中运输、储存和使用气态氢气。气态氢气系统包括氢气储罐、管路、阀门、泄压管路、

压缩机、真空系统、伸缩接头和仪器仪表等组件。 

3.6  

工业管道组件 industrial piping components 
计划安装或实际安装到工业管道上的任何材料或工件。包括管道、阀门、接头、法兰、垫片、

螺栓、柔性接头、压力软管、过滤器、仪表和分离器等。 

3.7  

位移应变 displacement strain 
在工业管道组件中,由管道约束点发生位移、端点附加位移所产生的应变以及因温度变化所产生

的应变。 

3.8  

位移应力 displacement stress 
工业管道组件由位移应变引起的应力 

3.9  

管道冷紧  cold tighten piping 
工业管道在装配过程中预先施加于管道有益的弹性变形，用于平衡初始或极端位移条件下的应

力大小。 

4 基本规定 

4.1 氢气输送工业管设计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 宜具有和专业相符的专业设计人员和图纸审核人

员。 

4.2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施工单位应建立施工现场的质量管理体系，宜采用健全的质量管理制度和相

应的施工技术标准。 

4.3 施工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 宜具有施工相适应的专业人员、施工场地和检测手段,有与施工相适

应的设备、设施和工作场所，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技术人员宜具有相应的资格。 

4.4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检验检测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具有相关资质, 宜具有与检验工作相适应的

专业技术人员、检测工具和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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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本规程中工业管道输送的氢气符合表 1 氢气品质要求，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管道内其他气体成

分和管道材质的相容性评价请参照相应的标准执行。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接头连接方式、敷设方式

和可用材料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1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氢气品质与压力使用范围要求 

氢气等级 氢气类型(品质标准) 氢气纯度(体积浓度) 硫化氢(体积浓度) 水(体积浓度) 

四级氢气 氢气混合气 ≥50% ≤0.2ppm ≤2500ppm 

三级氢气 GB/T 3634.1氢气第 1

部分：工业氢气 

≥99% ≤0.2ppm ≤2500 ppm 

二级氢气 GB/T 3634.2氢气第 2

部分：纯氢、高纯氢

和超纯氢 

≥99.99% ≤0.2ppm ≤10ppm 

一级氢气 GB/T 37244 质子交换

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

料 氢气 

≥99.97% ≤0.004ppm ≤5ppm 

注1：氢气等级按照氢气的品质标准划分； 

注2：一级氢气和二级氢气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不宜采用螺旋焊缝钢管。 

表2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氢气使用压力和管道相关要求 

氢气工业管道 

压力分级(表压) 

接头方式 

直径>25.4mm 

接头方式
注 1
 

直径≤25.4mm 

敷设方式 可用材料
注 2
 

0-7MPa 螺纹、焊接、法兰

连接 

卡套、螺纹 明沟、地上、埋地 碳钢、合金钢、

奥氏体不锈钢 

7 MPa-14MPa 螺纹、焊接、法兰

连接 

卡套 明沟、地上、埋地 碳钢、合金钢、

奥氏体不锈钢 

14MPa-21MPa 螺纹、卡套、焊接 卡套、 明沟、地上 合金钢、 

奥氏体不锈钢 

21MPa-35MPa 螺纹、卡套、焊接 卡套、锥面螺纹

连接 

明沟、地上 合金钢、 

奥氏体不锈钢 

35MPa-42MPa 螺纹、卡套、焊接 卡套、锥面螺纹

连接 

明沟、地上 奥氏体不锈钢 

42MPa-100MPa 螺纹、焊接 卡套、锥面螺纹

连接 

明沟、地上 奥氏体不锈钢 

注1：接头连接方式要有效防止氢气泄漏,且应符合相应的耐温耐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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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压力大于20MPa的工业管道宜采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和管道组件，不宜采用螺旋焊缝钢管；

氢气使用温度低于-29℃不宜采用碳钢管和管道组件； 

5 材料 

5.1 一般规定 

5.1.1 氢气对材料的影响 

氢气输送过程中与管道材料接触，对材料的性能产生影响，且与材料的使用温度和使用压力相

关，应选用有成熟使用经验或试验验证具有良好氢相容性的材料。金属材料相容性试验应符合 GB/T 
34542.2 和 GB/T 34542.3 的规定。应注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 

a）氢原子进入金属材料引起的氢脆影响； 
b）非金属材料在氢气环境、温度和压力下的材料劣化影响； 
c）材料在低温的性能变化；  
d）绝缘材料的静电累积与电荷释放。 

5.1.2 环境对材料的影响 

选材还应注意包含但不限于如下各方面影响： 
a）由于温度或压力效应、反应或分解产物的性质、流体不稳定性带来的危险； 
b）公开出版物或科技文献中提示的腐蚀环境中的材料性能信息；不同种金属接触可能形成的电

化学腐蚀和电化学氢致开裂风险； 
c）采用减缓材料腐蚀、磨蚀和磨损的涂层、衬里或其他防护材料对工业管道带来的影响； 
d）管道脆性断裂失效的敏感性和其他可能引起工业管道脆性断裂的机制；管材接触火焰或消防

产生的热冲击造成的失效可能性，或这些失效事故中可能产生的危险碎片等产生的影响； 
e）工业管道暴露于火焰上的可能性，以及在这种情况下管材的熔点、老化温度、高温下的强度

损失、管材易燃性等风险；在火焰接触后，保护管道不失效的绝热能力的风险； 
f）包装、密封和 O 形圈等材料与氢气的相容性风险，低温或高温暴露导致管道密封失效风险； 
g）焊材、焊料等与氢气的相容性风险； 
h）低温或高温暴露导致管道支撑失效的可能性风险。 

5.1.3 使用温度限制 

材料的使用温度上限和下限应符合 GB/T 20801.2 和 JB 4732 的相关要求。 

5.2 材料选择 

5.2.1 基本要求 

碳钢、不锈钢和镍基合金等金属材料在氢气环境下存在不同程度的氢脆风险，在工业管道选择

材料时应重点注意以下方面的影响： 
a）避免使用硬度过高或强度过高的金属或合金； 
b）最大程度减少影响韧性和非金属夹杂物的含量； 
c）使用具有均匀组织和晶粒度的金属或合金，避免出现材料偏析； 
d）根据抗氢脆要求限定材料表面和内部缺陷尺寸大小； 
若材料无法满足本条款要求，应降低设备操作应力或压力，材料使用应力或压力低于规定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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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强度的 30%或最小极限抗拉强度的 20%中最小值。氢气介质环境金属材料选用要求见本规程的

附录 A。 

5.2.2 可用材料 

用于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材料应符合工业管道现行相关国家标准。材料符合氢气环境

下的强度、硬度和韧性等要求，具备抗氢脆能力，可选用材料可见表 3 所示，选用表中已列出材料

类型和牌号。 

表3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可选用材料列表 

序号 材料类别 材料牌号 
材料牌号所属国标/

行标 

可选材料对应的

ASTM 等行业标准 
备注 

1 碳钢钢板 

Q195, Q235-A, 

Q235-B, Q235-C, 

Q235-D 

GB/T700 ASTM A36, A283, [注(1)] 

2 
碳钢钢管（无

缝管） 
10、20、20G 

GB9948、GB6479、

GB/T8163、GB3087、

GB5310 

ASTM A53、A106、

A179、A524 
[注(2)] 

3 
碳钢钢管（焊

接管） 
Q235-A, Q235-B, 20 

GB/T3091, GB/T 

13793 

ASTM A53, A135, 

A139, A381, A587, 

A671, A672, A691 

[注(2)] 

4 碳钢管件 20, 35 NB/T47008 
ASTM A105、A181、

A234、A369、A420 
[注(2)] 

5 管线钢 X42 及以下钢级 GBT9711 API 5L [注(2)] 

6 低合金钢板 16MnR, 16MnDR GB/T6654, GB/T3531 
ASTM A299, A516, 

A537 

[注(2)] 

[注(5)] 

7 合金钢钢管 
15CrMo, 15CrMoG, 

1Cr5Mo, 10MoWVNb 

GB6479, 

GB5310, 

GB9948 

ASTM A213, A333, 

A335, A381, A587, 

A671, A672, A691 

[注(4)] 

8 合金钢管件 15CrMo, 1Cr5Mo NB/T47009 ASTM A182, A335 [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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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锈钢钢板 
304, 304L, 316, 316L, 

317, 317L 

GB/T4237, 

GB/T 24511 

ASTM A240 [注(3)] 

10 不锈钢钢管 
304, 304L, 317, 316L, 

316Ti, 317L, 321 

GB/T14976, 

GB/T12771 

ASTM A249, A269, 

A312, A358, A376, 

A409 

[注(2)] 

11 不锈钢管件 304，304L，321，316L GB 4327, JB 4726 ASTM A182，A403 [注(2)] 

12 镍铜合金 蒙乃尔 400 合金 GB/T5235 
ASTM B127, B165 

(UNS N04400) 
 

13 铝和铝合金 铸造、变形铝合金 

GB/T1173 

GB/T16474 

ASTM B26、B209、

B210、B211、B221、

B241、B247、B345、

B361、B491、B547 

 

注： 

(1)仅限于非承压应用； 

(2)需要通过氢气环境下的相容性试验证明材料相容性，否则设计压力不得超过40MPa； 

(3)仅限镍含量低于0.50%的牌号； 

(4)需要通过氢气环境下的相容性试验证明材料相容性，否则设计压力不得超过30MPa； 

(5)仅奥氏体等级。 

5.2.3 非列表材料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使用表 4 中未列明的材料时，应满足表 4 中冲击韧性、硬度、强度、断裂韧

性和氢脆敏感性等要求，提供完整的材料规格书和测试证明，其物理和化学性质、焊接要求、热处

理要求、质量控制和其他等内容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相应条款要求。许用应力根据本规程适用许用

应力为基础进行确定，或增加安全系数后使用。非列表材料力学性能和测试方法见本规程附录 B。 

表4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材料需要满足的性能与测试方法 

材料及焊接接头

性能 

测试标准 
限值 备注 

冲击韧性 GB/T229 
采用夏比冲击功测试，测试温度低于

最低设计温度，冲击功≥27J 

小尺寸试样的试验温度应按照

GB/T20801.2 的要求在最低设

计温度的基础上降低测试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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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度 
GB/T 230.1和 GB/T 

231.1 
≤22 HRC 或 250 HB 

不满足硬度要求时，应根据

5.3.3条和 5.3.4条进行氢气环

境下的相容性评价。 

抗拉强度 GB/T228 ≤800MPa 

不满足强度要求时，应根据

5.3.3条和 5.3.4条进行氢气环

境下的相容性评价。 

环境断裂韧性 GB/T 21143 

在模拟目标氢气输送工况环境或更高

氢气分压条件下测试，应力强度系数

加载至 KIAPP和 55MPa·m
1/2
中的最大值，

对于铁素体钢和马氏体不锈钢，室温

试验试样应至少承受 1000 小时的恒

载或恒位移。对于奥氏体不锈钢，测

试时间至少为 5000 小时。若试样的亚

临界裂纹扩展长度不超过 0.25mm，材

料断裂韧性满足氢致开裂抗力要求，

可用于目标含氢环境。 

硬度，强度，冲击韧性均满足本

表要求时，可不进行此项测试 

氢脆敏感性——

慢应变速率拉伸

试验 

GB/T15970.7 

在模拟目标氢气输送工况环境或更高

氢气分压条件下测试，与空气中或惰

性气体中测试相比，光滑试样的塑性

损失或缺口试样的强度损失≤20% 

如硬度，强度，冲击韧性均满足

要求或断裂韧性满足要求时，可

不进行此项测试 

氢脆敏感性——

紧固圆盘压力试

验 

GB/T34542.3 

氦气下的爆破压力与氢气下的爆破压

力比值≤1，材料不敏感；比值≥2，

不能使用；比值介于 1 和 2 之间，长

期使用有氢脆的风险 

如硬度，强度，冲击韧性均满足

要求或断裂韧性满足要求时，可

不进行此项测试 

氢脆敏感性——

疲劳性能 
GB/T 6398 

在模拟目标氢气输送工况环境或更高

氢气分压条件下测试，与空气中或惰

性气体中测试相比，评估氢气对疲劳

裂纹扩展的促进作用 

用于判定不具经验的输送工况

下的材料相容性或管道安全评

估等专项评价 

5.2.4 回收材料和牌号不明材料 

回收材料和牌号不明材料不应用于氢气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 

5.2.5 铸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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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禁止使用灰铸铁、可锻铸铁、球墨铸铁和其他铸铁材料。 

5.2.6 镀锌钢 

镀锌钢不应用于氢气工业管道承压件，镀锌钢制成的管道附件不得直接焊接到氢气工业管道上。 

6 设计和计算 

6.1 设计条件 

氢气工业管道设计应根据压力、温度和受力等使用条件，并注意环境因数和各种荷载叠加作用，

注意极端工况和外力影响。 

6.1.1 设计压力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管道组件的设计压力应不低于管道设计内压与温度相耦合时最严苛工况总压力。 
b）存在超压的管道、设备和容器，必须设置安全泄放装置，如安全阀或爆破片等。此时管道的

设计压力不应小于安全泄放装置开启的整定压力或最大标定爆破片爆破压力。 
c）没有安全泄放装置保护管道，设计压力不应小于管道可能达到的最大压力。 
d）工业管道应安全承受或释放管道可能承受的预期压力。 
e）工业管道应承受的压力包括环境影响、压力振荡和波动、不当操作、氢气与其他元素或化合

物的反应、外部火灾、静压头和控制装置故障等因素的影响。 

6.1.2 设计温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管道组件的设计温度，应不低于本规范 6.1.1 条规定的最严苛工况相对应的温度。 
b）设计温度应考虑流体温度、环境温度、阳光辐射、加热或冷却的流体温度等因素的影响。 
c）最低设计温度应为管道组件的最低工作温度，此温度不应低于所选用材料的使用下限温度。 

6.1.3 氢气工业管道环境因数影响符合下列条件： 

a）氢气工业管道中的氢气或混合气被冷却时，应确定压力降低值。当管道内可能产生真空时，

氢气工业管道应能承受低温下的外部压力，或采取破坏真空的预防措施。 
b）氢气工业管道组件应承受或消除因静态流体受热膨胀而增加的压力，或采取预防措施。 
c）当氢气工业管道工作温度低于 0℃时，应防止切断阀、控制阀、安全泄压装置和其他管道组

件的活动部件外表面结露或结冰。 

6.1.4 氢气工业管道设计载荷符合下列要求： 

a）氢气工业管道应承受外部或内部条件引起的速度变化、液压力冲击、液体或固体的撞击、浸

入水中产生浮力等的冲击荷载。 
b）位于室外的地上管道应能承受风荷载，应符合 GB 50009、GB/T 20801.3 和其他有关现行风

荷载标准的规定。 
c）位于地震区的管道应能承受地震引起的水平力,并应符合 GB50011、GB/T 20801.3 和其他有

关现行抗震标准的规定。 
d）管道的布置和支架设计应消除由于冲击、压力脉动、机器共振、风荷载等引起有害的管道振

动的影响，并符合 GB/T 51228 和有关现行管道振动标准的规定。 
e）在管道布置和支架设计时,应能承受由于流体的下泄或排放时所产生的反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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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管道承受的静荷载应包括可变荷载及固定荷载。 
可变荷载应包括输送流体重力或试验用的流体重力、寒冷地区的冰、雪重力及其他活动的临时

荷载等。固定荷载应包括管道组件、隔热材料以及由管道支架等其他永久性荷载。 
g）管道设计应承受热膨胀或收缩的影响。管道被约束或固定,因热膨胀或收缩而产生的作用力

和力矩；管壁上温度发生急剧的变化,或由于温度分布不均匀而产生的管壁应力及荷载。 
h）管道设计应避免管道受压力循环荷载、温度循环荷载以及其他循环交变荷载所引起的疲劳破

坏。 
i）管道计算的条件应包括管道支架和连接设备的位移应作为,包括设备或支架的柔性设计、热膨

胀、地基沉降、潮汐运动、地震、风荷载等产生的位移等。 
j）对于氢脆、焊接、热处理、加工成形、弯曲、低温操作以及环境温度而产生的急冷作用等情

况应保证材料韧性降低值在允许的范围内。 

6.2 设计基准 

工业管道组件的压力-温度额定值及允许变动范围应符合 GB/T20801 和 JB4732 的有关规定。 

6.2.1 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在选用设计参数时，应设置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见表 5 和表 6 所示。

并符合下列规定： 

a）表 5 和表 6 适用碳钢、低合金和中合金管道的氢气工业管道系统，设计温度在所选材料的

氢脆测试温度范围内。 

b）表 5和表 6是针对氢气工业管道系统制定的，临氢材料性能系数基于所示材料范围内规定的

最小抗拉强度。 

c）临氢材料性能系数可通过表 5 和表 6 的表中所示设计压力之间的插值计算获得。 

d）对于表 5 和表 6未涵盖的材料，不超过材料的许用应力（见 GB/T20801.2 的附录 A）。 

表5  碳钢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 

材料强度，MPa 系统设计压力 MPa
注 1
 

拉伸强度σb 屈服强度σs ≤7 14 21 28 35 42 

σb≤482.7 σs≤358.5 1 0.947 0.911 0.883 0.858 0.837 

482.7≤σb≤517.7 σs≤386.1 0.929 0.880 0.847 0.823 0.799 0.787 

517.7≤σb≤551.6 σs≤448.2 0.838 0.795 0.765 0.744 0.723 0.705 

551.6≤σb≤620.6 σs≤551.6 0.714 0.677 0.644 0.632 0.617 0.599 

注1：设计压力大于42MPa，氢气工业管道设计按照JB4732-1995(R2005)、TSG21-2016的相关规定进行设

计和校核，相关材料要通过氢气环境下的相容性试验，材料相容性符合使用要求。 

表6  低合金钢和中合金钢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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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强度，MPa 系统设计压力 MPa
注 1
 

拉伸强度σb 屈服强度σs 0 7 14 21 28 35 42 

σb≤413.7 σs≤241.3 1 0.917 0.881 0.873 0.835 0.814 0.799 

413.7≤σb≤517.1 σs≤310.3 0.791 0.724 0.695 0.674 0.659 0.641 0.629 

517.1≤σb≤586.1 σs≤413.7 0.655 0.601 0.577 0.560 0.546 0.532 0.523 

586.1≤σb≤620.6 σs≤448.2 0.580 0.532 0.511 0.496 0.484 0.471 0.463 

注1：设计压力大于42MPa，氢气工业管道设计按照JB4732-1995(R2005)、TSG21-2016的相关规定进行设

计和校核，相关材料要通过氢气环境下的相容性试验，材料相容性符合使用要求。 

6.2.2 列表组件 

除本规程其他条款限制外，表 7 中列出的氢气管道组件符合本规程的设计压力和设计温度要求。 

表7  氢气工业管道组件标准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螺栓和螺母 

GB/T 3098.6  紧固件机械性能 不锈钢螺栓、螺钉和螺柱 

GB/T 5782 六角头螺栓 

GB/T 6170 1 型六角螺母 

GB/T 6175 2 型六角螺母 

HG/T 20613 钢制管法兰用紧固件(PN 系列) 

HG/T 20634 钢制管法兰用紧固件( Class系列) 

 

 

 

垫片 

HG/T20606 

HG/T20607 

HG/T20609 

HG/T20610 

HG/T20611 

HG/T20612 

钢制管法兰用非金属平垫片（PN 系列） 

钢制管法兰用聚四氟乙烯包覆垫片(PN 系列) 

钢制管法兰用金属包覆垫片 PN系列 

钢制管法兰用缠绕式垫片 PN 系列 

钢制管法兰用具有覆盖层的齿形组合垫 PN 系列 

钢制管法兰金属环形垫(PN 系列) 



T/CAS XXX—201X 

13 

HG/T20627～HG/T20628 

HG/T20630～HG/T20633 

钢制管法兰用垫片(Class 系列) 

管道、弯管和

管接头 

GB   3087 低中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GB/T 3091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 3733～GB/T3760 

GB/T 3763～GB/T3765 
卡套式管接头 

GB   5310 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GB/T 5625～GB/T5653 扩口式管接头 

GB/T 6479 高压化肥设备用无缝钢管 

GB/T 8163 流体输送用无缝钢管 

GB/T 9065.1～GB/T9065.2 

GB/T 9065.5 
液压软管接头 

GB/T 9948 石油裂化用无缝钢管 

GB/T 12459 钢制对焊管件 

GB/T 12771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管道 

GB/T 14383 锻制承插焊和螺纹管件 

GB/T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17395 无缝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9326 锻制承插焊、螺纹和对焊支管座 

GB/T 29168.1～ GB/T29168.3 石油天然气工业管道输送系统用感应加热弯管、管件和法兰 

GB/T 32294 锻制承插焊和螺纹活接头 

GB/T 40297 高压加氢装置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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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T 3651 钛制对焊无缝管件 

HG/T 20553 化工配管用无缝及焊接钢管尺寸选用系列 

HG/T 21547 管道用钢制插板、垫环、8 字盲板系列 

SH/T 3425 钢制管道用盲板技术标准 

SH/T 3419 石油化工钢制异径短节 

阀门和法兰 GB/T 8464 铁制和铜制螺纹连接阀门 

GB/T 9124.1 钢制管法兰  第 1 部分：PN 系列 

GB/T 9124.2 钢制管法兰  第 2 部分：Class 系列 

GB/T 13402 大直径钢制管法兰 

GB/T 12224 钢制阀门一般要求 

GB/T 12232 通用阀门 法兰连接铁制闸阀 

GB/T 12233 通用阀门铁制截止阀和升降式止回阀 

GB/T 12234 石油、天然气工业用螺柱连接阀盖的钢制闸阀 

GB/T 12235 石油、石化及相关工业用钢制截止阀和升降式止回阀 

GB/T 12236 石油、化工及相关工业用的钢制旋启式止回阀 

GB/T 12237 石油、石化及相关工业用的钢制球阀 

GB/T 12238 法兰和对夹连接弹性密封蝶阀金属密封蝶阀 

GB/T 12239 工业阀门金属隔膜阀 

GB/T 12240 铁制旋塞阀 

GB/T 12241 安全阀、一般要求 

GB/T 12243 弹簧直接卸荷式安全阀 



T/CAS XXX—201X 

15 

GB/T 12246 先导式减压阀 

GB/T 13932 铁制旋启式止回阀 

GB/T 17185 钢制法兰管件 

HG/T 20592 钢制管法兰(PN 系列) 

HG/T 20614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PN 系列) 

HG/T 20615 钢制管法兰( Class 系列) 

HG/T 20623 大直径钢制管法兰( Class 系列) 

HG/T 20635 钢制管法兰、垫片、紧固件选配规定( Class 系列) 

JB/T2768、JB/T2769、JB/T2772、

JB/T2776、JB/T2778 
阀门零部件高压管子、管件和阀门端部尺寸 

JB/T7747 针形截止阀 

JB/T8527 金属密封蝶阀 

JB/T8937 对夹式止回阀 

其他标准 GB/T 196 普通螺纹基本尺寸 

GB/T 197 普通螺纹公差 

GB/T 1031 
产品几何技术规范(GPS)表面结构轮廓法表面粗糙度参数及

其数值 

GB/T 1048 管道元件公称压力的定义和选用 

GB/T 7306.1 55°密封管螺纹 第 1 部分:圆柱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7306.2 55°密封管螺纹 第 2 部分:圆锥内螺纹与圆锥外螺纹 

GB/T 12220 工业阀门标志 

GB/T 12221 金属阀门结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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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716 60°密封管螺纹 

GB/T 13927 工业阀门压力试验 

GB/T 17116 管道支撑 

GB/T 26480 阀门的检验和试验 

JB/T 6899 阀门的耐火试验 

6.2.3 材质相同的未列出组件 

表 7 中组件基于无缝直管。除本规程其他条款内容的限制外，未列出组件或管道若具有相同许

用应力的材料制成，其额定值许用应力值不超过相同标称厚度尺寸、重量或压力等级的无缝直管的

87.5%，此类组件或管道的所有公差设置要小于无缝直管（例如，螺纹深度和/或腐蚀余量）。 

6.2.4 非列表组件 

a）表 7 中未列出但符合已发布规范或标准的组件可在以下限制范围内使用。 
1）设计单位应确认未列出组件机械性能、施工方法和质量控制与列表组件的特性相当。 
2）压力设计应根据本规程第 6.3 条进行验证。 

b）其他非列表组件应符合本规程 6.3.8 条的压力设计要求。 

6.2.5 不同压力-温度设计等级连接处的组件 

当连接在不同压力-温度等级下运行的两个设施时，隔离两个设施的阀门应能满足更恶劣的工况

条件要求。若阀门在远离集管或设备而在不同的温度下运行，则可根据不同的温度选择该阀门（以

及配对法兰），该阀门可以满足两侧压力试验要求。阀门两侧的管道设计参数应满足相连设备的要求。 

6.2.6 材料的许用应力和其他应力极限 

材料的许用应力和其他应力极限要求见本规程附录 C。 

6.2.7 铸件质量系数 EC 

铸件质量系数 EC见本规程附录 D。 

6.2.8 纵向焊接接头系数 Ej 

管子和对焊管件的纵向焊接接头系数 Ej见本规程附录 E。 

6.2.9 持续荷载和位移应变引起的计算应力限值 

a）管道内部应力，当管道组件（包括加强筋）的壁厚满足本规程第 6.3 条的要求时，内部压力

产生的应力应视为安全的。 

b）管道纵向总应力σL。由于压力和重量等持续荷载，管道系统中部件的纵向总应力σL 不得超

过产品[σ]hMf，[σ]h 见 c）条中定义的，Mf 是临氢材料性能系数，见表 5 和表 6 所示。用于计算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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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总应力σL的管道厚度应为标称厚度 t,应减去机械加工余量、腐蚀余量与磨蚀余量之和 C。 

c）许用位移应力[σ]A，管道系统中计算的位移应力σE不得超过许用位移应力[σ]A，[σ]A由公式（1a）

计算： 
 

[𝜎𝜎]A = 𝑓𝑓(1.25[𝜎𝜎]c + 0.25[𝜎𝜎]h)         (1a) 

当[σ]h 大于σL时，它们之间的差值可加到公式（la）中的 0.25[σ]h项中。在这种情况下，许用应

力范围由式（1b）计算。 
[𝜎𝜎]A = 𝑓𝑓{1.25([𝜎𝜎]c + [𝜎𝜎]h) − 𝜎𝜎L}         (1b) 

在方程（1a）和（1b）中： 
f是管道位移应力减小系数，f计算见公式（1c）。在公式（1a）和（1b）中，当使用f>1.0时，[σ]c和[σ]h的最大

值不超过138MPa。公式（1c）计算f是基于无腐蚀的管道，腐蚀可大幅降低管道寿命，在多种循环应力的作用下，工

业管道宜选用耐腐蚀材料。f的最小值为0.15，这时候的[σ]A是无限循环次数的许用位移应力。 

𝑓𝑓 = 6.0(𝑁𝑁)−0.2 ≤ 1.0                   (1c) 
fmax是管道位移应力范围减小系数的最大值，对于使用温度≤371℃黑色金属材料，且许用抗拉强度≤517 MPa， 

fmax最大值为1.2，其他条件下fmax最大值为1.0。 

N——管道系统预期使用寿命内的等效全位移循环次数，计算方法见公式(1d)。 

当工业管道系统设计温度在≥150℃的氢脆范围内时，材料的疲劳寿命大幅降低，对于所有易受氢脆（碳钢和低

合金钢）影响的材料，N值应增加10倍。 

[σ]c——位移循环载荷下的最低管道设计温度的基本许用应力，MPa； 

[σ]h——位移循环载荷下的最高管道设计温度的基本许用应力，MPa； 

(对于铸件，基本许用应力应乘以适用的铸件质量系数EC。对于纵向焊缝，基本许用应力无需乘以纵向焊接接头

系数Ej。 

无论是热膨胀还是其他条件引起的计算的应力范围变化，σE 都被定义为最大的计算位移应力。

在这种情况下，N 的值可通过公式（1d）计算。 

𝑁𝑁 = 𝑁𝑁E + ��𝑟𝑟j × 𝑁𝑁j� , j = 1,2,3,⋯ , n                 （1d） 
上式中： 

NE——最大计算位移应力范围σE关联的循环次数，无量纲； 

Nj——与位移应力范围σj相关的循环次数，无量纲； 

rj——σj/σE，无量纲； 

σj——小于σE的任何计算位移应力范围，MPa 

6.2.10 偶然荷载引起的计算应力限值 

a）计算方法 

持续荷载（如压力和重量）产生的纵向总应力σL和偶然荷载（如风或地震）产生的其他应力之

和可能达到 GB50316 附录 A 中给出的基本许用应力的 1.33 倍乘以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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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具有延展性较好的金属材料，短时偶然荷载（如浪涌、极端风或地震）的许用应力可作为

强度折减系数 90%乘以温度下屈服强度的再乘以 Mf。屈服强度应符合 GB 50316 附录 A 的规定，或

根据本规程附录 C 的规定确定。强度折减系数表示材料长期暴露于高温下时屈服强度的折减，在没

有更适用数据的情况下，奥氏体不锈钢应取 1.0，其他材料应取 0.8。对于铸件，基本许用应力应乘

以铸件质量系数 EC。若计算许用应力值超过工作温度下屈服强度的三分之二，则必须按照规定降低

许用应力值，见本规程附录 C 内容。持续荷载产生的纵向总应力σL和偶然荷载产生的其他应力要满

足 GB 50316 第 3.2.8 条规定，其中公式(3.2.8)不等式右侧 KT[σ]h,,需要乘以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不

考虑风载荷和地震载荷同时发生的情况。 
b）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下产生的应力不受本规程附录 C 的限制。试验荷载无需考虑发生的其他偶然荷载，如

风荷载和地震荷载。 
管道元件的压力设计在确定管道组件的最小要求厚度时，应考虑腐蚀、侵蚀和螺纹深度或槽深

的壁厚余量。 

6.2.11 工业管道壁厚余度 

在确定管道部件的最小要求厚度时，应包括腐蚀、侵蚀和螺纹深度或凹槽深度的余度。 

6.2.12 工业管道机械强度 

氢气管道厚度，应能防止因支架重量、管道结冰、地基回填、流体运输、物料搬运或其他原因

产生的附加荷载而造成的应力过大、损坏、坍塌或管道弯曲等。若增加管道厚度增加局部应力或脆

性断裂的风险，或无法增加管道厚度行，则可通过附加管道支架、支撑或其他方式获得工业管道所

需强度。应尤其注意小型号工业管道与设备连接的机械强度。 

6.3 管道组件的设计 

6.3.1 一般规定 

a）根据表 7 中列出的标准组件应视为适合在符合本规程 6.2.2 条或本规程 6.2.3 条使用条件。

本规程 6.3 条中的适用于压力表 7 中非列表组件设计，也用于此类组件的特殊设计或更严等级的设

计，或满足本规程 6.2.3 条设计要求。 
b）应检查机械强度是否满足本规程 6.1 条中列举的荷载。氢气工业管道机械强度的可通过 GB/T 

34542.2 和 GB/T 34542.3 的方法进行验证。 

6.3.2 直管道设计 

a）直管道厚度应根据公式（2）确定 

tsd=ts+C                                          (2) 
工业管道存在负公差，所选直管道的管壁厚度 t 不得小于 tsd。 

b）直管压力设计公式中使用了以下术语： 
C——机械加工余量（螺纹或槽深）加上腐蚀和磨蚀余量之和，mm。对于螺纹组件，标称螺纹深度包含在机械

加工余量内。对于未规定公差的机加工表面或槽，除规定的切除深度外，还应假定公差为 0.5 mm。 

Do——标准、规范中列出的或测量的管道外径，mm。 

Di——管道内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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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质量系数，无量纲。 

Mf——临氢材料性能系数，无量纲。 

P——内部设计压力(表压)，MPa。 

[σ]t ——材料在设计温度下的许用应力值，MPa。 

t——管壁厚度（根据规范获得或测量获得的最小值），mm。 

ts——计算壁厚，根据第 6.3.2 条内部压力计算确定，mm。 

tsd——最小设计厚度，包括机械加工余量、腐蚀余量和氢气侵蚀余量，mm。 

Y——表 8 中的系数，对 ts <Do/6 和所示材料有效。对于中间温度，可以插值 Y 的值，无量纲。 

当 ts≥Do/6，Y=（Di +2C）/（Do+ Di +2C）；当 ts< Do /6，Y 值系数见表 8。 

表8   ts< Do/6的 Y值系数 

材料使用温度(℃) ≤482 510 538 566 593 ≥621 

铁素体钢 0.4 0.5 0.7 0.7 0.7 0.7 

奥氏体钢 0.4 0.4 0.4 0.4 0.5 0.7 

c）内压直管道 

 
（1）对于 ts<Do/6，直管的内压设计厚度不应小于根据公式（3）计算的厚度： 

𝑡𝑡s = 𝑃𝑃𝐷𝐷o
2([𝜎𝜎]t𝐸𝐸𝐸𝐸f+𝑃𝑃𝑃𝑃)

                   （3） 

（2）对于 ts≥Do/6 或 P/[σ]t EMf>0.385，直管压力设计厚度需要特别考虑失效理论、疲劳效应和

热应力等因素。 

6.3.3 弯管和弯头设计 

a)弯管 

管道弯曲后，应根据公式（4a）、（4b）和公式（4c）确定弯曲成品的最小设计厚度 tsd。 

𝑡𝑡s = 𝑃𝑃𝐷𝐷o
2([𝜎𝜎]t𝐸𝐸𝐸𝐸f/𝐼𝐼+𝑃𝑃𝑃𝑃)

        （4a） 

 
其中内弧（内弯曲半径） 

𝐼𝐼 = 4�𝑅𝑅1//𝐷𝐷𝑜𝑜�−1
4�𝑅𝑅1//𝐷𝐷𝑜𝑜�−2

        （4b） 

 
在外弧（外弯曲半径） 

𝐼𝐼 = 4�𝑅𝑅1//𝐷𝐷𝑜𝑜�+1
4�𝑅𝑅1//𝐷𝐷𝑜𝑜�+2

        （4c） 

在弯曲中心线半径上的侧壁处，I=1.0。 
公式（4b）和公式（4c）中，R1=焊接弯头或弯管的弯曲半径。 
从内拱到外拱以及沿弯管长度的厚度渐进变化。末端切线处的最小设计厚度不得小于本规程

6.3.2 条直管壁设计厚，管道弯头定义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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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管道弯头定义 

b)弯头 
弯头除了符合本规程第 6.3.3 条规定的要求外，不符合本规程 6.3.1 条要求生产的弯头，应符合

本规程 6.3.8 条的要求进行设计。 
c)斜接弯头、焊接弯头和铸造弯头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系统不宜使用斜接弯头、焊接弯头和铸造弯头，若使用必须有相关成熟的使

用经验和经过相关相关氢气相容性测试才能使用。 

6.3.4 分支管道设计 

6.3.4.1 设计原则 

a）本规程第 6.3.4.2 至 6.3.4.4 条中的要求符合下述分支连接，另有规定除外： 
1）配件应符合国标 GB/T 19326 规定的三通、挤压出口、分支出口配件、支管和四通； 
2）未列出的锻造支管连接配件和管道应通过锻造配件(三通、四通)焊接连接。 

b）本规程第 6.3.4.2 至 6.3.4.4 条中的规则是最低要求，仅对分支连接有效。 
1）直管径厚比 Do/ts小于 100，支管径厚比 do/Do不大于 1.0； 
2）对于 Do/ts≥100 的管道，支管直径 do小于管道直径 Do 的一半； 
3）支管轴线与管路轴线垂直相交； 

c）不符合上述（1）和（2）的规定，压力设计应符合本规程 6.5.2 条的规定； 
d）本规程 6.3.4.4 条列出了分支连接有关的其他设计因数。 

6.3.4.2 分支连接强度 

    分支连接必须使用锻造或挤出成型的 T 型或十字型接头，不得使用主管开孔焊接方式连接支管。 

6.3.4.3 挤压成型汇管支管出口补强 

a）挤压成型出口支管的补强应符合 GB 50316 第 6.4.3 条规定。 
b）主管有多个挤出支管口的补强加固，应遵循本规程 6.3.4.3 条的规定，但所需面积和加固面

积应符合本规程 6.3.4.4 条的规定。 
c）挤压成型支管口识别。生产商应将挤压出口集管的设计压力和温度，并标记在集管上，同时

标注生产商名称或商标。 

6.3.4.4 其他设计因素 

承压支管接头应具有优良的性能，应同时均有以下功能： 
a）除压力荷载外，支管接头应能承受工作过程中环境或设备额外施加外力和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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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尺寸管路分支的小尺寸管路应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较大管路的热膨胀和其他运动。 
c）使用钣金、角撑板或夹具加固支管连接，其面积不能算作本规程第 6.3.4.3 条的加强筋面积。 
d）对于不符合本规程第 6.3.4.2 条要求的分支连接，应整体加固、全包围加固或其他加固方式

加固。 
e）氢气工业管道不宜使用焊接成型的汇管或直接在主管开孔焊接的方式连接支管。 

6.3.5 封头设计 

6.3.5.1 不符合本规程第 6.3.1 条或下文 b）条要求的封头应符合本规程第 6.3.8 b）条的要求。 

6.3.5.2 对于其中包含的材料和设计条件，可根据 JB4732《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设

计封头。封头的厚度根据公式（5）计算: 

𝑡𝑡sd = 𝑡𝑡s + 𝐶𝐶        （5） 

公式中： 

C——本规程第6.3.2条中定义的余度总值，mm； 

ts——封头计算厚度，根据JB4732《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确定闭合类型和荷载方向计算，mm： 

tsd——封头最小设计厚度，包括机械加工、腐蚀和磨蚀余量。 

6.3.5.3 封头的开口应符合下列要求： 

a）第（2）条至第（7）条中的规则适用于不大于 JB 4732 规定的封头内径一半的开口设计。 
根据本规程第 6.3.7 条的规定，具有较大开口的封头应设计为异径管；若封头是平面封头，则应

设计为本规程第 6.3.6 条规定的法兰或盲板。 
b）封头被开口削弱，要确保封头足够承受压力的厚度，应使用加强筋对结构进行加固。 
c）封头内开口的补强须应均匀分布，开口每一边的补强面积相等，应至少等于该平面所需面积的

一半。 
d）穿过开口中心的加强筋所需的总横截面积不得小于 JB 4732 规定的总横截面积。 
e）应根据本规程第 6.3.4 条计算加强筋面积和加强筋区域，适用于合拢的主管或汇管(集管)的封头

设计。 
f）若封头上设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开口，应符合本规程第 6.3.4 条中关于多个开口加固的规定。 
g）本规程第 6.3.4 条附加设计方法同样适用于封头中的开口设计。 

6.3.6 法兰和盲板压力设计 

6.3.6.1 法兰 

法兰选用要符合 GB50316 的相关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不符合本规程第 6.3.1 条或以下 b）条或 c）条要求的法兰，应符合本规程第 6.3.8 条的要求。 
b）法兰设计应符合 JB 4732 的要求。 
符号定义： 
P——设计表压，MPa； 

σf——法兰或管道材料计算应力，MPa，σf=[σ]t EMf； 

c）上述（2）中的规则不适用于螺栓外部固定（通常延伸至法兰外径）的法兰接头。对于螺栓

外部固定法兰，应满足 JB 4732 的规定。 
d）有关适用于螺栓接头组件的计算，符合 JB 473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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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6.2 堵头盖板 

堵头盖板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不符合本规程第 6.3.1 或以下 b）条要求的堵头盖板应符合本规程第 6.3.8 条的要求。 
b）堵头盖板可按照方程（6）设计。考虑到生产商的负公差，堵头盖板最小厚度不得小于 tsd。 

𝑡𝑡sd = 𝑡𝑡s + 𝐶𝐶        （6） 

 
式中： 

C——本规程第6.3.2条中定义的余量总额，mm； 

P——管道内部设计表压，MPa； 

σf——法兰或管道材料计算应力，MPa，σf =[σ]t EMf； 

ts——盖板计算厚度，JB4732《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中螺栓连接平盖板的公式，计算得出，mm； 

tsd——盖板设计厚度，mm。 

6.3.6.3 法兰盲板 

法兰盲板（图 2 中所示的代表性配置）的最小要求厚度应根据公式（7）计算 

𝑡𝑡sd = 𝑑𝑑g�
3𝑃𝑃

16[𝜎𝜎]t𝐸𝐸𝐸𝐸f
+ 𝐶𝐶             （7） 

式中： 

C——本规程第6.3.2条中定义的余量总额，mm； 

dg——凸面法兰或平面法兰的垫片内径，或环形接头和完全保留垫片法兰的垫片中径，mm； 

E——与本规程第6.3.2条中的定义相同； 

Mf——与本规程第6.3.2条中的定义相同； 

P——设计压力表压，MPa； 

[σ]t——与本规程第6.3.2条中的定义相同。 

 

图2  法兰盲板 

6.3.7 异径管设计 

6.3.7.1 同心异径管 

a）不符合本规程第 6.3.1 条或以下 b）条要求的同心异径管应符合本规程第 6.3.8 b）条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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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在锥形或反向曲线截面或此类截面组合中生产的同心异径管，可根据本规程第 6.3.5 条中所

述的锥形和复曲面封闭规则进行设计。 

6.3.7.2 偏心异径管 

不符合本规程第 6.3.1 条要求的偏心异径管应符合本规程第 6.3.8 条的要求。 

6.3.8 其他组件压力设计 

6.3.8.1 其他组件列表 

根据表 7 中的管道组件标准生产的其他承压组件可根据本规程第 6.3.1 条的要求使用。 

6.3.8.2 未列出的组件 

本规程第 6.3.1 条中规则不适用的组件和其他管道组件的压力设计，应基于符合本规程设计标准

的计算。应符合本规程 6.1.7 条中适用的动态、热和循环效应以及热冲击规定，计算应通过以下方法

进行证实并应提供符合的计算书和文件。 
a）在类似条件下，使用相同或类似材料的管道组件，需要具有广泛、成功的使用经验； 
b）要执行满足 JB4732 相关的试验应力分析； 
c）根据 JB4732 的要求进行验证试验； 
d）详细的应力分析方法（如有限元法）； 
e）对于（a）至（d）中所述的任何方法，可在尺寸、壁厚和压力等级之间进行插值，并可确定相

关材料之间的相似性。 

6.3.8.3 带有非金属压力组件的金属部件 

表 7 中列出的管道组件标准未涵盖的管道组件，应根据本规程 6.3.8 条的适用要求进行评估。

设计压力大于 20MPa 不宜使用带有非金属压力组件的金属部件。所有与氢气接触的非金属材料在使

用条件下应检验其抗脆性和高低温适用性，不应使用与氢不相容的非金属材料。 

6.3.8.4 膨胀节设计 

a）金属波纹管式膨胀节的设计应符合 GB 50316 和 GB/T 20801.3 的有关规定，采用不易发生氢脆

的的材料制造。 
b）其他类型伸缩接头的设计应符合本规程第 6.3.8 条的要求。 
c）氢气管道系统可使用的压延式或环形焊接式波纹管式伸缩接头，可以在波纹管外侧加固，波纹

管和氢气管道系统的焊接方式不宜采用搭接焊接。 
d）波纹管要应满足热运动循环疲劳寿命的设计要求，波纹管的寿命不得少于 1000 次热运动循环

和压力循环。 
e）应标记膨胀节内部的气体流动方向。若非另有规定，膨胀节内氢气流速超过表 9 内的数值时，

应在膨胀节内设置衬管： 
f）在波纹管的管道系统中，波纹管弹力和刚性外部固定点或拉杆配置，必须能克服导向装置的摩

擦力，保证波纹管能正常伸缩运动。 
g）膨胀节应安装在便于定期检查的位置，环焊缝应进行 100%射线检测，以确保焊缝质量。 
h）设计压力大于 20MPa 不宜使用膨胀节。 

表9  膨胀节内氢气或液氢流速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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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胀节直径/mm 气体氢气速度 m/s 液氢速度 m/s 

≤152mm 1.2 0.6 

>152mm 7.6 3.0 

6.3.9 阀门和专用组件 

其他承压管道组件（如弯头、过滤器和分离器）应满足以下要求： 

6.3.9.1 阀门和专用组件选用 

a）列表内的阀门和专用组件 
表 7 中列出的阀门和专用组件适用，但下文 b)中规定的除外。 
b）非列出的阀门和专用组件 
按照 GB/T 9119 或 HG 20593 中规定的方法确进行设计，或根据本规程 6.2.4 条使用非列出的阀

门和专用组件。 
c）工业管道系统要按照相关标准设计安全阀，安全阀的整定压力不高于工业管道的设计压力。 
d）用于隔离部分管道的隔离阀应具有锁紧装置，在紧急状态下或日常维护时可以实现阀门关闭

上锁功能，确保可以切断氢气流动。 
e）紧急隔离阀通常安装在氢气工业管道的入口处，在紧急状态下方便采用手动或气动关闭氢气

工业管道。紧急隔离阀也安装到各氢气分支管路或氢气分配给不同设备的管路上。 
f）流量限制阀用于在管道系统或设备发生故障时，提供即时的氢气工业管道关闭。流量限制阀

可手动或自动复位。流量限制阀的选择应基于被保护设备或设施的具体要求进行设置。 
b）不得使用少于四个螺栓和不得使用 U 形螺栓将阀盖固定在阀体上的螺栓阀盖阀门。 

6.3.10 组件的螺栓和螺纹孔 

a）螺栓连接。 
符合表 7 所列标准组件的螺栓连接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b）螺纹孔 
金属管道组件中的螺纹孔应具有足够的深度，螺纹啮合至少为标称螺纹直径的八分之七。 

6.3.11 管道接头一般规定 

管道接头应选择适合材料，管道接头应在压力、温度和外部荷载应具有预期使用密封性和机械

强度。管道布置应尽可能减少接头承受的应力，尤其要考虑因热膨胀和阀门操作（特别是自由端阀

门）而产生的应力。管道接头应采用氢相容性评定合格的材料制造。 

6.3.12 焊接接头的选用 

焊接接头可通过焊接材料制成，焊接程序和焊接操作应符合本规程 7.3 条的规定。 

6.3.12.1 焊缝 

焊缝应符合以下要求： 
a）焊接应符合本规程 7.3 条的要求； 
b）预热和热处理应符合 GB/T 20801.4、GB 50235、GB 50236 和 GB/T 29729 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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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焊缝检查应符合本规程 7.4 条的要求； 
d）焊缝验收应符合本规程 7.6 条的要求； 
e）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使用螺旋焊缝。 

6.3.12.2 焊接具体要求 

a）焊接垫环  
若使用焊接垫环容易出现裂缝，并导致导致脆化、腐蚀、振动或其他材料性能退化现象，应在

焊接施工完毕后拆除焊接垫环，并在内部打磨结合面。若拆除不便，应避免使用焊接垫环或采用其

他技术替代。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使用焊接垫环。 
b）承插焊缝 

1）在易发生缝隙腐蚀或严重侵蚀位置，应避免使用承插焊接头，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

使用承插焊缝。 
2）若承插座尺寸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则组件中的排水管或旁路可通过承插焊接连接。 

c）角焊缝 
1）本规程角焊缝可用作连接承插焊组件和滑动法兰的主焊缝，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使

用角焊缝。 
2）角焊缝也可用于连接加强筋和结构附件，以补充主要焊缝的强度不足或减少应力集中，并

防止接头拆卸。 
d）密封焊缝。 
密封焊缝仅可用于防止螺纹接头泄漏，但不得视为对接头增加连接强度。 

6.3.13 法兰接头 

6.3.13.1 列表内的和列表外的法兰接头 

a）表 7 所列表内的法兰接头。 
列出的法兰、坯料和垫圈适合使用。 
b）表 7 所列表外的法兰接头。 
非列出的法兰、坯料和垫圈只能根据本规程 6.2.4 条使用。 

6.3.13.2 法兰接头的选择、设计和安装 

设计无泄漏法兰接头，应考虑以下因素： 
a）使用条件，例如外部荷载、弯矩和隔热； 
b）法兰等级、类型和材料； 
c）接入接头的设计； 
d）安装方面： 

1）法兰配对状况； 
2）螺栓紧固前接头对齐和垫圈放置； 
3）拧紧螺栓的正确方法； 
4）法兰接头装配程序； 

e）安装方面：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使用活套法兰、承插焊法兰、膨胀节法兰和扩口法兰。 

6.3.13.3 法兰面 

法兰面应符合预期的用途，应配置标准的垫圈、螺母和螺栓。 



T/CAS XXX—201X 

26 

6.3.13.4 法兰垫片 

a）阀座密封荷载 
法兰垫片的选择应确保所需的阀座密封荷载与法兰额定值、表面、法兰强度和螺栓连接相兼容。 
b）材料 
法兰垫片材料应符合具体的使用条件。若温度明显高于或低于环境温度，则应考虑使用不受温

度影响的垫圈材料。塑料和橡胶弹性材料可用于阀座内部密封。在高温下保持其完整性的塑料和非

金属材料可用于法兰和阀门填料和/或垫圈密封。高压氢气工业管道首选金属垫片，氢气放散管道法

兰尽量选用金属垫片或石墨垫片。当塑料和橡胶弹性体用于垫片、填料或其他密封元件时，若密封

在火灾中有熔化的可能，其设计应包含尽可能减少氢气释放的措施。塑料和橡胶弹性体应用应注意

低温可能使弹性体变脆失去弹性和高速减压过程中密封失效。 
密封垫片的材料根据实际工况的需要，可以选用氯丁橡胶、聚酯纤维、氟橡胶、聚酯薄膜、丁

腈橡胶、尼龙、聚三氟氯乙烯或聚四氟乙烯等。 
c）全表面法兰垫片 
在中等温度的低压和真空环境下使用密封垫材料时，应使用带平面法兰的全表面密封法兰垫片。

当此类壳体材料用于其他流体设施时，应使用榫槽或其他法兰垫片封闭法兰面。 
d）表面抛光 
法兰垫片材料的选择应考虑对法兰面光洁度的影响。 

6.3.13.5 法兰螺栓 

螺栓连接包括螺栓、螺柱、带帽螺钉、螺母和垫片。 
a）螺栓连接程序。 
在高温、低温和循环温度条件下，以及在涉及振动或疲劳的条件下，应使用标准的螺栓连接程

序，以减少不均匀热膨胀导致接头泄漏的可能性和应力松弛和螺栓张力损失的可能性。 
b）热循环。 
若热循环导致应力松弛和螺栓张力损失的潜在风险，连接螺栓应进行硬化处理。 
c）螺栓材料的其他考虑因素待定。 
d）表 7 内列出法兰螺栓适用于本规范。 
e）非列出的螺栓只能按照相关规范计算和核准后再采用。 
f）螺栓应选用合适固定垫片，并在所有设计条件下保持法兰接头紧密性。 
g）特殊螺栓连接： 

1）低屈服强度螺栓连接。 
小于屈服强度 207MPa 的螺栓不得用于额定值为 HG/T 20615  class 300 以上的法兰接头，也不

得用于使用金属垫片的法兰接头，但通过计算表明有足够的强度来保持法兰接头紧密性除外。 
2）碳钢螺栓连接。 

碳钢螺栓可与非金属垫片一起用于额定 HG/T 20615  class 300 及以下的法兰接头，用于-29℃至

204℃（含）的螺栓金属温度。本规程另行规定的除外。若采用镀锌螺栓，应使用重型六角螺母，螺

纹啮合良好。 
3）金属法兰组合的螺栓连接。 

符合本规程规程要求的螺栓可与法兰和垫片一起使用。 

6.3.13.6 法兰上螺栓用螺纹孔 

法兰上螺栓用的螺纹孔应具有足够的深度，使螺纹啮合至少为标称螺纹直径的八分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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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7 使用不同等级法兰接头 

若不同等级的法兰用螺栓连接在一起，法兰接头的等级不得低于较低等级法兰的等级。螺栓扭

矩应受到限制，载荷不应超过较低等级法兰的额定值。 

6.3.13.8 金属与非金属法兰接头 

应避免金属法兰与非金属法兰用螺栓连接。当不可避免时，两个法兰应为平面法兰，首选全平

面密封垫。若使用仅延伸至螺栓内边缘的密封垫，则应限制螺栓扭矩，以防止非金属法兰过载损坏。 

6.3.13.9 活套法兰 

a）活套法兰应为双面焊接，主要使用在以下区域： 
1）承受循环荷载 
2）温度低于-101℃ 

b）双焊接滑套法兰焊缝之间的空间应设计通风孔； 
c）在预期有较高的温度循环的情况下，应避免使用活套法兰，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使用

活套法兰。  

6.3.13.10 承插焊和螺纹法兰 

a）承插焊接法兰应符合 GB 50235、GB 50236、GB/T 29729 的有关规定执行中的承插焊接要求；

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使用承插焊法兰。 
b）螺纹法兰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235、GB 50236、GB/T 29729 的有关规定执行中螺纹接头的

要求。 

6.3.14 膨胀接头 

a）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膨胀接头分离。 
b）当膨胀接头处于温度循环、外部机械载荷而受到振动、膨胀或收缩时，应保证膨胀接头的密

封性满足使用要求。设计压力>20MPa 时，不宜使用膨胀接头。 

6.3.15 螺纹接头 

6.3.15.1 锥形螺纹接头 

以下要求适用通用锥管螺纹规范 NPT 接头。 
a）低于 20.7MPa。 
锥形螺纹接头可用于设计压力低于 20.7MPa 的工业管道系统。 
b）20.7MPa 至 48.3MPa 
当工程设计有特殊规定时，锥形螺纹接头可用于设计压力 20.7MPa 至 48.3MPa 的工业管道系统。 
c）高于 48.3MPa 
锥形螺纹接头不宜用于设计压力高于 48.3MPa 的工业管道系统 
d）锥形螺纹接头。 
外螺纹组件的标称壁厚应满足国内相关标准的要求。外锥螺纹组件和接头选用标准见表 7，应

采取措施抵消可能会拧松锥形螺纹接头的力矩。 
e）螺纹密封剂 
建筑物内氢气管道可采用带螺纹密封剂的锥形螺纹接头。 
f）密封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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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内部的氢气管道应考虑密封焊接锥形螺纹接头。在锥形螺纹接头焊接前，需要查明锥形

螺纹的金属成份，并按照相应的焊接程序进行焊接。焊接的锥形螺纹接头不得使用螺纹密封剂，焊

接焊缝应覆盖螺纹的全周长焊接。 

6.3.15.2 直螺纹接头 

可使用螺纹接头，其中接头的紧密性由非螺纹的端面提供，例如，由螺纹联管螺母连接的公端

和母端组成的联管节头。 
a）符合所列标准的直螺纹接头 
表 7 中列出的直螺纹接头均可使用。表 7 中列出的接头设计应符合本规程的要求和直螺纹接头

的其他要求。表 7 中列出的接头应符合设计标准，允许不同生产商的组件互换和混用。 
b）非列出的直螺纹接头的压力设计 
在满足载荷要求的前提条件下，表 7 中未列出的直螺纹接头可根据本规程 6.5.5 条使用。设计

应符合表 7 中非列出的专有接头组件的直螺纹接头确定的其他要求，且不得与其他生产商的组件互

换或混用。 
直螺纹接头的压力设计应基于符合本规程设计计算要求，并根据规定的程序和协议通过试验加

以证实。试验应考虑装配和拆卸、循环载荷、振动、冲击、氢脆、热膨胀和收缩等因素以及其他待

确定的因素的影响。 

6.3.15.3 油管接头 

可使用扩口、无扩口和压缩式管接头。油管接头应适用于所使用的油管型号。管道组件的使用

不得超过生产商或标准规定的压力和温度限值。 
a）符合表 7 中所列标准的油管接头 
表 7 中列出标准的油管接头均可使用。应符合本规程 6.1 条中列举的适用荷载下的设计机械强

度。 
b）不符合所列标准的管接头 
设计应符合本规程 6.2.3 条相关要求。应在本规程 6.2.1 条中列举的适用荷载下检测设计是否具

有足够的机械强度。设计还应考虑装配和拆卸、氢脆和其他适用于特定应用的因素。不允许不同生

产商的组件互换和混用。 

6.3.16 承口式接头和粘接接头 

氢气工业管道不宜使用承口式接头，如钟形接头；氢气工业管道不宜使用粘接接头。 

6.3.17 特殊接头 

特殊接头是指本规程第 6.3.1 至 6.3.16 条中未涵盖的接头。设计应符合本规程第 6.2.3 条和其他

待确定要求。具体要求如下： 
a）接头完整性 
应通过具有足够强度的方式防止接头分离，以承受预期的使用条件。 
b）接头联锁装置 
应提供机械或焊接联锁装置，以防止接头分离。 
c）钟形和压盖式接头 
不得使用钟形接头和压盖式接头。 

6.3.18 氢气放散管道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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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8.1 氢气放散管道的截止阀 

在管道和被保护装置之间，或被保护装置和放散点之间要安装截止阀时，用来释放超过系统最

大允许工作压力的压力。截止阀应符合以下的要求。 
a）全区域放散截止阀可安装在放散系统的入口或出口侧位置； 
b）安装在放散系统的入口或出口侧位置的截面面积小于泄压管道内截面积的截止阀不得导致压

力下降，导致放散能力降低到所需水平以下，也不得对放散系统的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 
c）安装在放散系统的截止阀设计能力要保障关闭截断阀时，不会降低未受影响的泄压系统所提

供的泄压能力。 
d）截止阀能够在开启或关闭位置锁定。 

6.3.18.2 氢气放散管道 

氢气放散装置的放散管口应设计垂直向上，放散管口的设计应能防止杂物、水、冰等堵塞，放

散口的设计高度要高于附近建筑物或平台 5m 以上，宜在放散总管的底端设置排水管道和阀门。放

散管道排放氢气时不得撞击其他管道或设备，放散管道设计位置应远离操作平台和人员的其他区域。

放散管道的设计应能承受启动时对管道系统产生的反向推力。放散总管的截面积应不小于各个放散

分支管道截面积之和。氢气放散管道应设置静电接地装置，并设计防雷击保护。在设计氢气放散系

统时，应注意氢气减压过程中氢气的温升。 
a）放散管道部件可以是奥氏体(300 系列)不锈钢或碳钢。 
b）对于公称尺寸小于 1 英寸(2.5 厘米)的通径，推荐使用管道螺纹或管接头进出口连接。对于 1

英寸(2.5 厘米)公称或更大的尺寸，推荐法兰进出口连接。 
c）低温放散管道截止阀附近要设保护装置，防止通过阀门的氢气温度过低，造成阀门表面结冰、

结霜或凝露等，影响阀门正常的操作。 

6.3.18.3 放散装置 

a）放散系统的放散能力应能保护所有的氢气工业管道系统。 
b）放散安全阀的整定压力应要低于管道设计压力。 
c）放散系统设计应能保证氢气安全放散，不同压力等级的放散管道应分别引向放散总管，防止

放散氢气进入其他管道系统。 

6.4 管道柔性设计 

除压力、重量和其他荷载的设计要求外，承受热膨胀和收缩或其他外力的氢气管道系统应按照

本规程规定评估管道柔性和根据分析要求进行管道柔性设计。 

6.4.1 基本要求 

管道系统设计应具有足够的柔性，以防止管道支撑和管道出现热膨胀变形、收缩或移动，避免

出现以下现象： 
a）管道或支撑因过度的应力或疲劳导致失效； 
b）管道接头处的氢气泄漏； 
c）管道系统出现的过度推力和力矩引起的管道、阀门或连接设备中的有害应力积累或变形。 

6.4.2 柔性具体要求 

在本规程第 6.4 条中，给出了确定管道系统柔性要求和确保系统满足所有柔性要求的概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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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和方法。这些柔性要求应满足以下内容： 
a）由于系统位移而在任何点计算的应力范围不得超过本规程 6.2 条中规定的许用应力范围； 
b）本规程第 6.4.4 条中计算的反作用力不得损害管道支撑或连接设备； 
c）管道的计算柔性数值须在规定的范围内，若管道系统没有足够的柔性，应根据本规程第 6.4.6

条提供增加管道柔性。 

6.4.3 柔性分析 

a）符合以下条件，管道系统可免除柔性分析： 
（1）该管道系统与某一运行情况良好的管道系统完全相同，或在结构和布置上仅有很少且不影

响管道系统柔性要求的差异。 
（2）可以容易的判定，所设计的管道系统的柔性不低于一已经过柔性分析的管道系统 
（3）设计的管道系统中，管道尺寸相同、固定点不超过两个、不存在中间约束，并且在经验公

式（8）的限制范围内: 
 

𝐷𝐷o×𝑦𝑦
(𝐿𝐿−𝑈𝑈)2

≤ 𝐾𝐾1             （8） 

 
式中： 

Do——管道外径，mm； 

E20——20℃时材料的参考弹性模量，Mpa； 

K1——208000[σ] A /E20 ，(mm/m)2； 

L——固定点之间管道的展开长度，m； 

[σ]A——许用位移应力，根据本规程第6.2.9条相关要求计算，MPa； 

U——锚距，管道两个固定点之间的直线距离，m； 

y——管道系统吸收的总位移，mm。 

b）正式分析要求 
（1）不符合上述 a）中标准的管道系统应酌情采用简化、近似或综合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2）可接受的综合分析方法包括分析法和图表法，用于评估由位移应变引起的力、力矩和应力。 
（3）综合分析应注意除直管外的其他组件的应力增强因素，可使用此类组件的提供额外柔性。 

c）基本假设和要求 
在计算固定点之间管道系统的柔性时，应遵循工业管道系统应视为一个整体的假设条件。 

d）柔性应力 
（1）弯曲应力和扭转应力应使用参考弹性模量在 20℃时的 E20 进行计算。根据公式（9）进行组

合，以确定计算的最大位移应力范围 σE，其不得超过本规程第 6.4.3 条中的许用应力范围[σ]A，见本

规程第 6.2.9 条内容。 
 

𝜎𝜎E = �𝜎𝜎a2 + 4𝜎𝜎t2             （9） 
式中： 

Mt——由位移引起的扭矩，N·mm； 

σa——合成弯曲应力，MPa； 

σt——Mt/2Z，由位移引起的扭转应力，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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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管道截面模量，mm3； 

（2）公式（9）中用于弯头和全尺寸出口支管连接（支管 1、2 和 3）的合成弯曲应力σa应根据公

式（10）计算，力矩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𝜎𝜎a = �(𝑖𝑖𝑖𝑖𝐸𝐸𝑖𝑖)2+(𝑖𝑖𝑜𝑜𝐸𝐸𝑜𝑜)2

𝑍𝑍
             （10） 

上式： 

ii——GB50316《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附录E中的平面内应力增强系数，无量纲； 

io——GB50316《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附录E中的平面外应力增强系数，无量纲； 

Mi——平面内弯矩，N·mm； 

Mo——平面外弯矩，N·mm； 

σa——合成弯曲应力，MPa； 

Z——管道截面模量，mm3； 

三通出口支管连接的合成弯曲应力σa应根据公式（11）和（12）计算，力矩如图 3 所示。弯曲

力矩见图 4 所示。 

 

图3  平面内和平面外的弯矩 

对于主管： 
 

𝜎𝜎a = �(𝑖𝑖i𝐸𝐸i)2+(𝑖𝑖o𝐸𝐸o)2

𝑍𝑍
             （11） 

 
对于支管： 

𝜎𝜎a = �(𝑖𝑖i𝐸𝐸i)2+(𝑖𝑖o𝐸𝐸o)2

𝑍𝑍e
             （12） 

r2——支管横截面平均半径，mm； 

σa——位移产生弯曲应力，MPa； 

tt——支管的厚度，mm； 

Tt——主管路的厚度，不包括加强筋厚度，mm； 

Ts——有效支管壁厚，Tt·和ii×tt中的较小者，mm； 

Ze——支管的有效截面模量，m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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𝑍𝑍e = 𝜋𝜋𝑟𝑟22𝑇𝑇s                    （13） 

 

图4  平面内和平面外的扭矩 

e）接头检验质量要求 

σE超过 0.8[σ]A 且等效循环次数 N 超过 7000 次的接头应按进行 100%检验。检验验收标准见本

规程第 7 章节。 
（1）目视检验。参见本规程第 7 章，以下应全部进行目视检验： 

（a）所有生产过程应目视检验。 
（b）所有螺纹接头、螺栓接头和其他接头应目视检验。 
（c）所有管道安装应目视检验，以验证尺寸和对齐状况。应检查管道冷紧支架、导向座和支撑

点，以确保管道系统在启动、运行和关闭时，管道的移动不会受到过度约束或意外约束。 
（2）其他检验。应根据本规程第 7 章的要求，对所有环向对接焊缝和斜接坡口焊缝进行 100%射线

照相检验。当工程设计有规定时，应根据本规程第 7 章的要求进行 100%超声波检测。未经射线照相

的承插焊缝和支管连接焊缝应按照要求，采用磁粉或液体渗透法进行检验。 
（3）根据本规程第 7 章的要求进行的检验，并辅以适当的无损检测，若工程设计中有规定或检验员

特别授权，可替代上述中要求的逐条焊缝检验。 
（4）检验证明和记录应存档待查。 

6.4.4 反作用力 

应使用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矩对管道系统约束、支撑设计、管道位移、连接设备的影响进行评

估，确定极端位移条件下的反作用力范围，并 20℃下的参考弹性模量 E20。在进行评估时，应注意

在原始位置和极端位移条件下力和力矩的瞬时最大值以及反应范围不超标。 

6.4.4.1 简单系统的最大反作用力 

对于无中间约束的双点固定的管道系统，反作用力和力矩的最大瞬时值可根据式（14）和式（15）
估算。 

a）对于极端位移条件下的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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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温度采用最高或最低金属温度，以产生较大反作用力或力矩的温度为准。 
 

𝑅𝑅h = 𝑅𝑅E �1 − 2𝐶𝐶s
3
� 𝐸𝐸h
𝐸𝐸20

             （14） 

上式中： 

CS——冷紧系数，根据实际需求，在0～100%之间取值，无量纲； 

E20——20℃时材料的参考弹性模量，MPa； 

Eh——最高或最低金属温度下材料的弹性模量，MPa； 

RE——反作用力或力矩的范围，基于E20全位移应力范围，N或N·mm； 

Rh——工业管道在最大或最小金属温度下的对设备或固定点产生瞬时最大反作用力或力矩，N或N·mm。 

b）管道安装时候的初值 RC 
此计算的温度是管道装配时的预期温度。 
RC=CSRE或 Ra=C1RE，以较大者为准，其中术语如上文 a）（1）所述，且 

 

𝐶𝐶1 = 1 − [𝜎𝜎]h·𝐸𝐸20
𝜎𝜎E·𝐸𝐸h

                 （15） 

C1——自紧系数或松弛系数；若C1的值为负数，则C1取零。 

Ra——安装温度下的估计瞬时反作用力或力矩，N或N·mm； 

σE——最大位移时的计算应力，MPa； 

[σ]h——金属最高使用温度下的基本许用应力，MPa。 

6.4.4.2 复杂系统的最大反作用力 

对于多点固定的管道系统和带有中间约束的两端固定的管道系统，等式（14）和（15）不适用。

须实际情况，估计约束位置性质、局部应力过度程度及其对应力分布和反作用力的影响。 

6.4.5 管道位移的计算 

当涉及管道连接处有间隙时，需要计算特定位置的位移和旋转角度。单独计算连接到硬管道上

的小尺寸支管，应计算连接点的线性变形运动和角度变形运动，正确分析支管运动位移。 

6.4.6 提高管道柔性的方法 

管道设计中可利用管道自身的弯曲或扭转产生的变形来达到热胀或冷缩时的自补偿，当其柔性

不能满足要求时，可采用下列办法增加管道的柔性： 
a）调整支撑的型式与位置； 
b）改变管道走向。 
当受条件限制，不能采用上述方法改善管道的柔性时，可根据管道设计参数和类别选用补偿装

置。补偿装置包括旋转接头、滑动接头类型的伸缩接头等。 

6.5 管道支撑设计 

6.5.1 管道支撑的设计应能支撑所有同时作用荷载，荷载包括管道重量、工作压力和温度引起的振

动、风、地震、冲击和位移应变等。对于含有气体或蒸汽的管道，若采取了防止液体进入管道的特

殊预防措施，且管道在初始施工或后续检验时不进行水压试验，则管道重量计算不需要包括管道内

液体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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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管道支撑的布置和设计应防止以下情况： 

a）超过本规程允许值的管道应力； 
b）接头处的泄漏； 
c）连接设备（如泵和涡轮机）上的推力和力矩过大； 
d）支撑（或约束）组件中的应力过度； 
e）支撑出现共振或诱发流体共振； 
f）对管道中的热膨胀和收缩的过度干扰，破环管道的柔性； 
g）造成管道意外脱离支撑； 
h）造成需要排水坡度的管道下垂过大； 
i）在重复热循环条件下，易发生蠕变的管道过度变形或下垂； 
j）支撑组件暴露在超出其设计极限的极端温度下。 

6.5.3 管道支撑分析 

管道支撑组件的位置和设计可基于简单的计算和工程判断。当需要更精确的分析并进行管道分

析时，应对设计支撑组件时使用应力、力矩和反作用力分析。 

6.5.4 管道支撑组件的应力 

除弹簧支撑组件外，管道支撑组件所用材料的应符合本规程 5.2.2 条规定。以下因素可以不作为

管道支撑组件的焊接管道组件的许用应力使用： 
a）纵向焊接接头系数 Ej； 
b）表 5 和表 6 中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 

6.5.5 管道支撑材料 

a）永久性支撑和约束材料应符合使用条件。钢材冷加工成型的中心线半径小于其厚度的两倍，

则应在成形后进行退火或正火处理。 
b）铸铁、球墨铸铁和可锻铸铁可用于滚子、滚子座、固定座和其他主要承受压缩载荷的支承组

件。管道承受脉动或振动产生的冲击型载荷，则不宜用铸铁。球墨铸铁和可锻铸铁可用于管夹和梁

夹、吊架、支撑和滑动卡环。 
c）规格未知的钢禁止直接焊接到承压管道组件上。 
d）木材或其他材料可用于管道支撑件，要保证支撑件设计合理，且考虑到温度、强度和耐久性。 
e）焊接到管道上的附件材料应与管道和输送流体兼容。 

6.5.6 管道支撑组件的螺纹 

螺纹应符合 GB-T 20801.3 的要求，在重载下可以根据需要调整为其他螺纹连接方式。螺母和除

锈螺母应具有完全啮合的内螺纹。螺纹调整应配备锁紧螺母，或通过其他方式锁紧。 

6.5.7 管道支撑组件的固定装置 

6.5.7.1 带导轨的滑动支撑组件 

a）滑动支撑组件的支承件，应能维持基本固定的位置。 
b）为保护终端设备和系统的其他部位，必要时应提供滑动支撑组件的限位装置，以控制移动或

膨胀产生的应力，引向用于吸收位移或应力的柔性系统。限位装置的设计和布置位置应确保在预期

设计的方向上发生移动。除热应力和力矩外，在设计此类滑动支撑组件时，滑动支撑组件应能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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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导轨中的摩擦力而正常运行。 
c）滑动支撑的布置、固定件、约束装置、导轨和支撑应按照 GB/T 20801.3 的要求进行设计。 

6.5.7.2 固定支撑组件（除带导轨的滑动支撑组件外） 

a）固定支撑组件的设计应允许管道因热膨胀和收缩而自由移动。 
b）固定支撑组件包括管夹、梁夹、卡箍、支撑杆、皮带、链条和其他装置，应与所支撑的负载

匹配。 

6.5.7.3 弹性支撑组件 

a）弹簧支撑的设计应确保在管道连接点处施加的支撑力等于通过重量平衡后的荷载。应设计防

止弹簧错位、弯曲或负载倾覆的装置，并防止负载意外脱离弹性支撑组件。 
b）固定安装弹簧吊架在整个行程范围内提供基本均匀的支撑力。使用这种类型的弹簧吊架有利

于在发生明显热膨胀的位置进行移动。 
c）应设置防止弹簧吊架应力过大导致过度偏转而的装置。宜在弹簧吊架配备位置指示器。 

6.5.8 管道支撑组件的结构附件 

管道外部或内部附件的设计应确保不会导致管道截面过度扁平、局部弯曲应力过大或管壁有害

的热梯度。管道附件应尽量减少应力集中，在循环应力环境中，应避免应力集中。 
a）非完整附件 
非整体附件，管道和附件之间是通过接触实现固定，包括夹具、吊索、支撑、U 形螺栓、鞍座、

皮带和 U 形夹。若垂直管道的重量由夹具支撑，夹具应位于焊接到管道上的法兰、配件或支撑凸耳

下方，以防止管道滑动。 
b）整体附件 
整体附件包括塞、耳、靴、板、耳轴、支柱和其他结构形状实体件，铸造或焊接到管道上。焊

接连接的整体附件材料应具有良好的焊接质量。预热、焊接和热处理应符合 GB 50235 和 GB 50236
的要求。应注意通过焊接整体附件在管道组件中产生的局部应力，以及附件和其所连接组件之间的

温差位移应变。焊缝应成比例，剪切应力满足本规程 6.2.6 条的规定。若管道组件和附件材料之间的

许用应力值不同，应使用两个许用应力值中的较低值作为设计数据。 
（1）宜使用与管道材质相同的合金设计整体加强筋、完整环形加强筋或中间加强筋，以减少对

合金管道的材质污染或不良热效应。 
（2）宜使用中间加强筋、整体加强筋、全包围加强筋或其他加强方式来分散应力。 
有色金属管道直接接触的支撑结构，为防止电化学腐蚀，应在其与管道接触部位的表面涂衬足

够强度的非金属涂层、防护膜或衬垫。不锈钢管道与支撑结构之间应加置不锈钢板衬垫，防止不锈

钢管道的电化学腐蚀。 

6.5.9 管道支撑组件的结构连接 

管道和管道支撑组件（包括约束和支撑）的荷载应能传递至压力容器、建筑物、平台、支撑结

构和基础等，避免对管道本身产生损害。 
应注意在支撑点使用衬垫或其他管道连接方式，以防管道系统因管道及其支撑之间的相对运动

（如波浪作用）而产生磨损和管壁金属损失。 

7 施工安装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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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一般规定 

7.1.1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应按已批准的设计文件、合同约定的内容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进行。设计文件的修改必须有原设计单位同意的设计变更通知书或技术核定签证。 

7.1.2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所使用的设备、材料、成品、半成品的进场，必须进行验收。验收应

经监理工程师认可，并应具有相应质量记录。 

7.1.3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施工过程应做好施工记录，隐蔽工程的施工记录应有建设单位或监理

单位代表确认签字。 

7.1.4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施工单位应编制工程施工方案，并在施工前进行设计交底和技术交底，同

时应做好记录。施工方案宜包括工程简况、施工程序、进度计划、资源配置计划、主要施工方法和

质量标准、质量管理体系及保证措施、安全设施及保证措施、施工平面布置、施工记录要求及表格

等。 

7.1.5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施工过程所用设备、检测仪器仪表性能应稳定、可靠，并在有效期内。 

7.1.6 与管道工程安装相关的土建工程施工，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施工、验收。 

7.2 管道元件和材料的检验 

7.2.1 管道元件和材料应具有制造厂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文件

的规定。 

7.2.2 管道元件和材料在使用前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规定核对其材质、规格、型号、

数量和标识，并应进行外观质量和几何尺寸的检查验收，其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应产品标准的

规定。管道元件和材料标识应清晰完整，并应能够追溯到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7.2.3 当对管道元件或材料的性能数据或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在异议未解决前，该批管道元件或材

料不得使用。 

7.2.4 氢气管道组件，应采用光谱分析或其他方法对材质进行复查，并应做好标识。 

7.2.5 设计文件规定进行低温冲击韧性试验的管道元件或材料，供货方应提供低温冲击韧性试验结

果的文件，且试验结果不得低于设计文件的规定。 

7.2.6 设计文件规定进行晶间腐蚀试验的管道元件或材料，供货方应提供晶间腐蚀试验结果的文件，

且试验结果不得低于设计文件的规定。 

7.2.7 防腐蚀衬里管道的衬里质量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验收。 

7.2.8 检查不合格的管道元件或材料不得使用，并应做好标识和隔离。 

7.2.9 管道元件和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应妥善保管，不得混淆或损坏，其标记应明显清晰。材质为不

锈钢、有色金属的管道元件和材料，在运输和储存期间不得与碳素钢、低合金钢接触。 

7.2.10 对管道元件的外观质量和几何尺寸检查验收结果，应填写“管道元件检查记录”，其格式

宜符合 GB 50235中表 A.0.1的规定。 

7.2.11 氢气管道用阀门、附件等主要材料开箱检验，应由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有关人员参

加，应按装箱清单进行下列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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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对阀门、附件等的名称、型号、规格、材质，并检查包装状况； 
b) 对阀门、附件等进行外观检查，并检查产品说明书等技术资料； 
c) 检查后提出有签证的检查记录。 

7.2.12 阀门安装前进行外观质量检查，阀体应完好，开启机构应灵活，阀杆应无歪斜、变形、卡

涩现象，标牌应齐全，并符合下列要求： 

a) 设计压力不大于42MPa阀门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阀门应进行壳体压力试验和密封试验，

具有上密封结构的阀门还应进行上密封试验，不合格者不得使用； 
b) 阀门的壳体试验压力应为阀门在 20℃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1.5 倍，密封试验压力应为阀

门在 20℃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1.1 倍。当阀门铭牌标示对最大工作压差或阀门配带的操作机构不

适宜进行高压密封试验时，试验压力应为阀门铭牌标示的最大工作压差的 1.1 倍； 
c) 阀门的上密封试验压力应为阀门在 20℃时最大允许工作压力的 1.1 倍。试验时应关闭上密

封面，并应松开填料压盖； 
d) 阀门在试验压力下的持续时间不得少于 5min。无特殊规定时，试验介质温度应为 5℃～40℃，

当低于 5℃时，应采取升温措施； 
e) 公称压力小于 1.0MPa，且公称尺寸大于或等于 600mm 的闸阀，可不单独进行壳体压力试

验和闸板密封试验。壳体压力试验宜在系统试压时按管道系统的试验压力进行试验。闸板密封试验

可用色印等方法对闸板密封面进行检查，接合面上的色印应连续； 
f) 夹套阀门的夹套部分应采用设计压力的 1.5 倍进行压力试验； 
g) 试验合格的阀门，应及时排尽内部积水，并应吹干。除需要脱脂的阀门外，密封面与阀杆

上应涂防锈油，阀门应关闭，出入口应封闭，并应作出明显的标记； 
h) 阀门试验合格后，应填写“阀门试验记录”，其格式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235 中表 A.0.2

的规定； 
i) 安全阀的校验，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TSG ZF 001 和设计文件的规定进行整定压力调整和密封

试验，当有特殊要求时，还应进行其他性能试验。安全阀校验应做好记录、铅封，并应出具校验报

告。 

7.2.13 设计压力大于 42MPa的阀门安装前，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验： 

a) 按氢气管道的品种、规格逐个检查阀门的出厂合格证书和实物完好状况，当发现异常时，

应先进行压力试验，其试验介质宜采用无水乙醇，合格后应进行气密性试验； 
b) 气密性试验应采用氮气、氦气或氦氮混合气（氦气体积百分含量不小于 5%），试验压力应

为设计压力，试验时应将阀门浸没在水槽中，试验时间不得少于 30 分钟，应以水槽内无可见气泡、

不漏气为合格。当发现漏气时，在进行返修后应重新进行气密性试验，但返修次数不得超过 2 次。 

7.2.14 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10MPa 的管子、管件，应进行外表面磁粉或渗透检测，检测方法和缺

陷评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NB/T 47013的有关规定。经磁粉或渗透检测发现的表面缺陷应进行修磨，

修磨后的实际壁厚不得小于管子名义壁厚的 90％，且不得小于设计壁厚。 

7.2.15 合金钢螺栓、螺母应采用光谱分析或其他方法对材质进行复验，并应作好标识。设计压力

≥10MPa 的管道用螺栓、螺母，应进行硬度检测。 

7.3 管道加工与安装 

7.3.1 不锈钢管和其他有色金属管宜采用机械或等离子方法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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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非焊接管件连接的氢气管道应采用机械加工进行切割，管子端口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切口表面应平整，无裂纹、重皮、毛刺、凸凹、缩口、熔渣、氧化物、铁屑等缺陷； 

b) 端口加工尽应满足与之连接接头型式的要求。 

7.3.3 卡套管弯管制作应采用专用的弯管器冷弯。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卡套管最小弯曲半径应符

合表 10 的规定。 

表10  卡套管最小弯曲半径(mm) 

管子外径(英寸) 光亮退火卡套管最小弯曲半径 高压冷拔卡套管最小弯曲半径 

1/4” 14.3 35.6 

3/8” 23.9 44.5 

1/2” 38.1 66.7 

3/4” 55.9 88.9 

1” 82.1 117.5 

7.3.4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与管道工程安装相关的土建工程已检验验收合格，满足施工要求，并已办理交接手续； 
b) 安装施工应严格按照已批准的工程设计文件、图纸进行； 
c) 管材及其附件已检验合格，其规格、型号符合设计要求，并具有有效的质量证明文件； 
d) 进口的管材、阀门、附件应出具商检合格证。 

7.3.5 与储氢容器等重型设备连接的管道的施工安装，应在重型设备安装就位沉降稳定或经注水沉

降稳定后进行。 

7.3.6 接触氢气的表面应彻底去除毛刺、焊渣、铁锈和污垢等，管道内壁的除锈应达到出现本色为

止。 

7.3.7 管道、阀门、管件等在安装过程中及安装后，应采用严格措施防止焊渣、铁锈及可燃物等进

入或遗留在管内。 

7.3.8 氢气管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外径≤25.4mm，且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 20MPa 的高压氢气管道应采用卡套连接； 
b) 氢气管道与设备的连接，根据需要宜采用卡套连接或螺纹连接，螺纹连接处应采用聚四氟乙

烯薄膜作为填料； 
c) 由于振动、压力脉动及温度变化等可能产生交变荷载的部位，不宜采用螺纹连接； 
d) 设计压力小于 20MPa 的氢气管道的连接可采用焊接或法兰连接； 
e) 除非经过泄漏试验验证，螺纹连接不宜用于设计压力大于 48MPa 的系统； 
f) 外螺纹组件的壁厚不应小于 Sch160，对小于 DN15 的外螺纹组件，螺纹部分的最小壁厚应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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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其受到的应力小于管道屈服应力 50％的要求。 

7.3.9 碳钢管的焊接宜采用氩弧焊作底焊，不锈钢管的焊接应采用氩弧焊。 

7.3.10 氢气管道的焊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焊接接头表面质量不得有裂纹、未熔合、夹渣、飞溅存在，焊缝不得有凸肉； 
b) 焊缝表面不得低于管道表面，焊缝余高不应大于 2mm； 
c) 氢气管道焊接应采用经氢相容性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 
d) 氢气管道对接接头组对时，应使内壁平齐，错边量不应大于 1mm； 
e) 氢气管道焊接支管接头不应使用鞍座式接头、翻边接头；螺纹连接接头不应采用密封焊； 
f) 法兰连接的接头，紧固后螺栓应完全伸出螺母，法兰连接应增加静电跨接； 
g) 氢气管道焊缝应外观成型良好，并应与母材圆滑过渡，宽度宜每侧盖过坡口 2mm。 

7.3.11 氢气管道的焊接工艺评定、焊前预热及焊后热处理等应按 GB 50236的有关规定执行。 

7.3.12 当氢气管道采用卡套接头等成品接头方式时，应按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安装、检测，并应

符合 GB/T 3765的有关规定。 

7.3.13 当氢气输送工业管道采用机械抓紧双卡套接头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垂直于管子长度方向切割管道切割后应保持管端平齐，并应去除管端毛刺； 
b) 应将卡套管完全插入双卡套接头的底部，用手拧紧螺母，固定接头本体，按照制造厂家规定

的拧紧圈数拧紧螺母或按照制造厂家要求的安装力矩拧紧螺母； 
c) 初次安装后应用检测工具检测安装是否正确。 

7.3.14 当氢气输送工业管道采用高压锥面螺纹接头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管子加工锥面角度应按制造厂家的规定，螺纹为左旋螺纹； 
b) 锥面螺纹接头加工完成后应去除毛刺和碎屑，锥面不应有划痕和损伤管子内壁的切削油应清

洗干净； 
c) 安装前接管和螺纹应涂上润滑剂，先将压紧螺母套到管子，套环拧到管子上，再将接管、套

环和管子一同插人到接头本体中，用手拧紧后，用力矩扳手拧到要求的力矩值；润滑剂应不与氢气

和管道材料发生反应或影响氢气质量。 
d) 管道接头安装完成后应根据卡套接头生产厂家的技术规定对接头进行检验。 

7.3.15 氢气工业管道采用明沟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a)管道支撑应采用不燃烧材料； 
b)输送含水量较高的氢气工业管道应设置不小于 5‰坡度，并在管道的最低位置设置疏水装置； 
在寒冷地区，输送含水量较高的氢气工业管道应采取防冻措施，材料使用不燃材料； 
c)明沟敷设计有盖板时，应保持沟内通风良好，不得有氢气积聚的空间； 
d)管道沟的盖板采用不燃材料，盖板和管道沟碰撞时不产生火花。 

7.3.16 氢气工业管道电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氢气工业管道电气绝缘垫圈接头或柔性软管连接的管道或设备部分应具有与系统地面的电

气连续性。氢气工业管道应设置防静电接地，防静电应符合 GB50516 相关要求； 
b) 氢气工业管道的防雷接地应符合 GB50057 和 GB50058 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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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氢气工业管道的电气和电子设备应符合 GB50058 的相关要求。 

7.4 管道检查、检验和试验 

7.4.1 外观检查 

a）外观检查应包括管道及管道元件在加工制作、焊接、安装过程中的检查； 
b）除设计文件或焊接工艺规程有特殊要求的焊缝外，应在焊接完成后立即除去熔渣、飞溅，并

应将焊缝表面清理干净，同时应进行外观检查； 
c）所有管道的焊接接头应当先进行外观检查，合格后才能进行无损检测，其检查等级和合格标

准应当符合 GB/T 20801 和 TSG 07 的规定； 
d）所有焊缝的观感质量应外形均匀，成型应较好，焊道与焊道、焊道与母材之间应平滑过渡，

宽度宜每侧盖过坡口 2mm，焊渣和飞溅物应清除干净。管道焊缝的外观质量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的有关规定。 

7.4.2 焊缝表面无损检测 

a）焊缝表面应按设计文件规定进行磁粉检测或渗透检测。有再热裂纹倾向的焊缝表面无损检测

应在热处理后进行； 
b）焊接接头表面无损检测的检测等级、检测范围和部位、检测数量、检测方法、合格要求应当

不低于GB/T 20801和NB/T 47013的要求。被检焊接接头的选择应当包括每个焊工所焊的焊接接头，

并且固定焊的焊接接头不得少于检测数量的 40%； 
c）磁粉检测和渗透检测应按 NB/T 47013 执行；对磁粉检测或渗透检测发现有不合格的焊缝，

经返修后，返修部位应采用原规定的检验方法重新进行检验； 
d）当焊缝局部检验或抽样检验发现有不合格时，应在该焊工所焊的同一检验批中采用原规定的

检验方法做扩大检验； 
e）未进行无损检测的管道焊接接头，安装单位应当对其质量负责。 

7.4.3 焊缝射线检测和超声波检查 

a）除设计文件另有规定外，现场焊接的管道和管道组件的对接纵缝和环缝、对接式支管连接焊

缝应进行射线检测或超声检测； 
b）焊缝的射线检测和超声检测的等级、范围和部位、数量、方法等应符合 GB/T 20801 和 NB/T 

47013 的有关规定。焊缝质量应符合 GB50184 和 GB 50235 的有关规定； 
c）当射线检测改用超声波检测时，应征得设计单位同意并取得证明文件； 
d）对射线检测或超声检测发现有不合格的焊缝，经返修后，采用原规定的检测方法重新进行检

测。 

7.4.4 硬度检测与其他检测 

a）要求热处理的焊缝和管道组件，热处理后应进行硬度检测；硬度检测的数量、部位以及结果

应当符合设计文件或 GB/T 20801 的相关规定； 
b）焊缝的硬度检测区域应包括焊缝和热影响区。对于异种金属的焊缝，两侧母材热影响区均应

进行硬度检测；当管道组件和焊缝重新进行热处理时，应重新进行硬度检测； 
c）当规定进行管道焊缝金属化学成分分析、焊缝铁素体含量测定、焊接接头金相检测、产品试

件力学性能等检测时，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d）对于硬度抽样检验的管道组件和焊接接头，当发现硬度值有不合格时，应做扩大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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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 压力试验 

a)管道安装完毕、热处理和无损检测合格后，应进行压力试验。压力试验前，使用单位应当核

对其与设计文件的一致性，应检查其有效合格证明，压力试验范围内的管道系统，除涂漆、绝热外

应已按设计图纸全部完成，安装质量应符合设计文件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且试压前的各项

准备工作应已完成； 

b)压力试验应采用液压实验。不宜进行液压试验时，经设计和建设单位同意，符合 GB50517 规

定的条件时,可采用气压试验，但应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 

c)压力试验应按 GB50184、GB 50235、NB/T 47013 和准 GB 50517 执行； 

d)压力试验合格后应采用空气或氮气进行气体泄漏性试验,试验压力应为管道系统设计压力的

1.05倍和设备试验压力两者的较小者；气体泄漏性试验达到规定试验压力后,应保压 l0min,用涂刷

高性能发泡剂的方法检查所有密封点,然后降至设计压力,对焊缝及连接部位进行泄漏检查,应以无

泄漏为合格； 

e)管道系统的气体泄漏量试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泄漏量试验应在压力试验合格后进行,试验介质宜采用氮气或氦气； 

2)泄漏量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 

3)当使用氮气进行泄漏量试验时,应保压 24小时,平均每小时泄漏率不应超过 0.5%；当使用

氦气进行泄漏量试验时,应保压 1小时以上,平均每小时泄漏率不应超过 0.5%； 

4)平均每小时泄漏率可按公式（16）计算： 

 

𝐴𝐴 = �1− (273+𝑡𝑡1)𝑃𝑃2
(273+𝑡𝑡2)𝑃𝑃1

� × 100
24

                              （16） 

 
式中: 

A——泄漏率(%/h)； 

P1、P2——试验开始、结束时的绝对压力(MPa)； 

t1、t2——试验开始、结束时的温度(℃)。 

7.4.6 泄漏性试验 

管道在压力试验合格后，必须进行泄漏性试验，泄漏性试验应按设计文件的规定进行，并应符

合 GB/T 20801 的规定和下列规定： 
a）压力试验应以氮气或干燥无油空气进行，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的 1.05 倍~1.10 倍；在进行

气体压力试验前应制定安全防护措施，并在实施时严格执行； 
b）气密性试验应分为高、低压检测阶段，在气体压力试验达到试验压力后应保压 5min，然后

降压至设计压力，对焊缝和连接部位进行检查；若未检出泄漏,应继续保压不少于 30min，无压力降

后，应将试验压力降至零，进行第二阶段的低压检测，其试验压力应为 2MPa 士 10%，试验时间不

应少于 30min，应以未检出泄漏和无压力降时判定为合格； 
c）泄漏量试验介质宜采用氮气或氦气； 
d）泄漏量试验压力应为设计压力；当使用氮气进行泄漏量试验时，应保压 24 小时以上，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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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的泄漏率应小于 0.5%时判定为合格；当使用氦气做泄漏量试验时，应保压 1 小时以上，平均

每小时的泄漏率应小于 0.5%时判定为合格。 

7.5 工业管道吹扫与清洗 

管道在压力试验合格后，应进行吹扫与清洗。并应编制管道吹扫与清洗方案。工业管道吹扫与

清洗应符合 GB 50235 第 9 章 管道的吹扫和清洗章节内容要求,并复合本规程的下列规定： 
a）管道冲洗应使用洁净水。冲洗不锈钢、镍及镍合金管道时，水中氯离子含量≤25×10-6（25ppm）；

管道水冲洗的流速不应低于 1.5m/s，冲洗压力不得超过管道的设计压力； 
b）管道冲洗合格后，应及时将管内积水排净，并应及时吹干管道内表面并封闭系统； 
c）吹扫和待试验管道应将吹扫与或试验无关系统采取隔离措施； 
d）氢气工业管道试验合格后，宜使用干燥无油空气或惰性气体（其氧气体积分数不得超过 3%）

进行吹扫；输送纯度不小于 99.99%的氢气系统，应采用氮气进行吹扫； 
e）吹扫压力不得大于管道系统设计压力，吹扫流速不得小于 20m/s，在排气口应设白色油漆板

检查,应以 10 分钟内板上无铁锈或其他杂物为合格； 
f）管道投入运行前应按规定进行气体置换，置换后应进行取样分析，含氧量不应超过 0.5%。 

7.6 工业管道的验收与交接 

7.6.1 施工单位按合同规定的范围完成全部工程项目后，应及时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7.6.2 工程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共同进行，合格后即应办

理竣工验收手续； 

7.6.3 管材及其附件已检验合格，其规格、型号符合设计要求，并具有有效的质量证明文件； 

7.6.4 工业管道验收与交接应符合 GB50235相关规定； 

7.6.5 在初次运行前，氢气管道系统应进行强度压力试验、气体泄漏性试验和泄漏量试验； 

7.6.6 工程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文件： 

a）竣工技术文件说明； 
b）开工报告； 
c）工程竣工证书； 
d）图纸会审记录、设计变更清单及其相应签证文件； 
e）工业管道材料证明文件及其复验报告； 
f）工业合格焊工登记表； 
g）工业隐蔽工程记录； 
h）工业防腐工程施工检查记录； 
i）工业管道系统安装检查记录； 
j）工业管道压力试验和严密性试验记录； 
k）阀门试压记录； 
l）安全阀调试记录； 
m）工业管道系统吹扫/置换记录； 
n）工业管道系统防静电接地记录； 
o）工业管道的接地体、接地电阻、防雷接地安装测定记录； 
p）隔热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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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竣工图； 
r）观感检查记录。 

8 运行与维护 

8.1 一般规定 

应建立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包括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和维修人员教育和培训制度，有危

险性工作的操作许可制度（如动火规程等），安全生产检查制度，事故调查、报告和责任制度以及安

全监察制度等。 

8.1.1 应急救援预案和消防设备的使用 

应结合具体工况和实际条件，制定操作安全规程、氢气事故处理规程、应急救援预案和消防设

备的使用规程等。 

8.1.2 制定标准操作流程 

应制定安全可靠的开、停车和正常操作的规程，以及停水、停电等情况下事故停车的程序，以

尽可能减少对管道的损害和减少操作人员、维修人员及其他人员接触危险性管道的可能性。 

8.1.3 建立数据库和等级制度 

建立管道管理系统数据库，包括管道目录库、管道故障记录库、管道检测报告以及管道检修报

告库等。 

8.1.4 个人防护装备和检测设备配备 

应设置必要的防护面罩、防毒面具、应急呼吸系统、专用药剂、便携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

等卫生安全设备。 

8.1.5 操作规章制度 

操作人员和维修人员进入工作场所，应先导除自身静电，穿戴防止静电产生的工作服、工作帽，

严禁穿带钉鞋，严禁携带火种。 

8.2 氢气工业管道启用前操作要求 

8.2.1 氢气工业管道在投入运行前、长期停用前后、检修动火作业前，均应进行氮气置换。 

8.2.2 氢气工业管道应根据其服役的氢气纯度采用相应纯度等级的氮气进行置换，并采样分析含氧

量和含氢量(体积浓度)，达到标准规定后再进行后续作业；氢含量不超过 0.3%和氧含量不超过 0.5%。 

8.2.3 已停用的氢气工业管道进行重新启用前，应对管道做好重新启用前的操作检查和缺陷修复。 

计划重新运行（重新启用）暂时停用氢气工业管道，应制定重新运行工业管道的程序，程序应

包括以下内容： 
a）在工业管道重新调试之前，应审查所有维护和阴极保护记录，以确保工业管道的状况和完整

性在停运期间得到可靠保障； 
b）将要重新启用的工业管道，若已经停用了很长一条时间，则应对其进行逐渐增压到工作压力； 
c）泄漏调查应在工业管道达到工作压力后再进行；发现的任何缺陷或泄漏应在工业管道恢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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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运行前进行修复； 
d）工业管道检修前，应切断与之相连接氢气设备和容器的的电源、气源，并用盲板隔断与尚在

运行中的设备、管道和容器的联系，并经氮气吹扫置换合格后再进行检修； 
e）运行操作人员、检修人员，不应随意敲击工业管道氢气、设备和容器；检修人员应使用铜质

工具，且不得随意触动运行中的工业管道、设备和容器； 
f）氢气工业管道检修后，均应进行压力试验、气密性试验、泄漏量试验，并符合相关规定； 
g）运行中的氢气工业管道系统应每年进行 1 次检查，并保存相关记录。 

8.3 工业管道的检修 

8.3.1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系统检修，应切断相应的电源、气源，并用盲板隔断与尚在运行的设备、

管道和容器的联系。 

8.3.2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系统检修应制定重新运行工业管道的程序，程序应包括以下内容： 

a）管道系统的维护计划、维修程序和危险状态紧急预案； 
b）管道系统的腐蚀控制、检修与修复，并提出记录要求； 
c）管道系统阀门的运行维护并提出记录要求； 
d）管道系统的缺陷修复与检测，并提出记录要求。 

8.4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 

8.4.1 禁止在有氢气泄漏的可能性空间内吸烟、明火作业、安装可产生火花的装置或使用可产生火

花的工具； 

8.4.2 禁止在爆炸危险区域内采用非防爆型工具进行维护操作； 

8.4.3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时，存在有危险量的氢气放空前，应移除潜在的点火源，并匹配相应强度

的灭火器材； 

8.4.4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作业前，应设置安全护栏和警戒线，并张贴安全标志，禁止非操作人员入

内； 

8.4.5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作业前，应确保管道静电接地良好，关闭阴极保护整流器； 

8.4.6 对管道进行切割或焊接前，应彻底检查周边区域是否存在可燃氢混合物。若发现氢可燃混合

物，应清除。在整个焊接或切割过程中，应持续监测空气中氢气的浓度； 

8.4.7 若对氢气工业管道进行带气焊接，并满足 8.4.6 条的要求，应控制管道内氢气压力，确保焊

接管道处于微正压状态，并应采取措施防止氢气回流； 

8.4.8 对可能存在氢气、空气混合气的管线进行维护维修时，应利用惰性气体对管道进行置换，并

检测氢气含量达到标准后，再进行切割和焊接作业。 

8.5 氢气工业管道防腐检测 

8.5.1 应对氢气输送工业管道腐蚀情况和防腐设施进行定期检测、记录并评估； 

8.5.2 管道运营方应根据管道腐蚀评估数据，判断管道腐蚀程度，提出腐蚀控制计划； 

8.5.3 需要对氢气工业管道采取加强抗腐蚀措施和管道修复措施时，应根据管道腐蚀评估报告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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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应的措施； 

8.5.4 氢气工业管道防腐检测应包括内容： 

a）管道外部防腐蚀埋地设施检测。特别注意阴极保护系统和套管腐蚀程度，评价管道外部防腐

蚀有效性； 
b）地上设施的外部腐蚀。应定期检查露天管道系统（特别出入地面处）的表面腐蚀，并评价对

周边环境的安全影响； 
c）管道内部腐蚀。检查、观察或记录分析管道的内腐蚀，并评估其对运行的安全影响，提出整

改措施； 
d）对有安全隐患的腐蚀管道，应提出相应的修复措施。 

8.6 氢气工业管道的漏点探测、维护和修复 

8.6.1 氢气工业管道的漏点探测 

a）氢气工业管道运行期间，应定期对其进行泄漏探检，检漏频率应根据管道系统运行压力、已

经运行年限、地区、等级及既往发生输送氢气的泄漏事故频次确定，但泄漏调查间隔不得超过 3 个

月； 
b）泄漏探检的范围应根据氢气管道服务区域的特性、建筑物密度、管道已服役年限、管道系统

条件、工作压力以及管道所处的地质条件（如地表断层、沉降、洪水）确定； 
c）当氢气管道系统受外力影响（如地震或爆破引起的应力）后，应进行一次探测； 
d）运行公司确定检测要求后应按计划要求进行定期检测，以确保管道安全运行； 
e）主要商业区的氢气管道系统应使用氢气探测仪进行漏点检测。检测范围包括对管道周侧公用

设施检修孔、路面、人行道裂缝等处存可能存在氢气聚集的区域。 

8.6.2 漏点评估 

a）对探检到的漏点应及时进行检测评估，漏点检测评估工作开展前，应停止氢气输送，并对区

域进行封锁，消除火源，做好通风。 
b）应对泄漏进行评估、分类和控制。当泄漏边界延伸至建筑物墙壁时，应对该建筑物进行检测。 
c）应根据泄漏位置和程度进行评估分级，并根据分级采取相应措施： 

1）1 级泄漏：当前存在或可能存在危害，需要立即修复或采取持续措施至危害消除； 
2）2 级泄漏：当前不存在危害，但存在危害隐患，需要定期进行维护； 
3）3 级泄漏：当前不存在危害，且可以合理预期不存在危害隐患。 

8.6.3 漏点修复 

漏点探测评估完成后，应立即根据漏点危害程度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维护或修复。 
a）对于 1 级泄漏，应立即采取措施保护公众及财产安全。如不能立即采取措施进行永久性维修，

应立即对漏点进行维修。但禁止使用焊接补片进行维修； 
b）氢气工业管道在工作状态下进行漏点维修时，应降低管道工作压力至维修操作可承受的安全

水平； 
c）采用断管方式维修氢气工业管道时，应采用氮气进行吹扫，至氢气在空气中的浓度低于爆炸

下限；当修复后的管道与主管道系统对接前，应进行氮气吹扫置换，并检测氧气浓度达到标准规定； 
1)若采用端面焊接的全包围焊接对开套管对管道漏点进行修复，对开套管设计压力，应至少

等于所修复管道的最大允许工作压力所需的压力。参见本规程适用部分的要求。若条件要求套管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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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全部纵向应力，套管应至少等于被修复管道的设计强度。全包围套管的长度不得小于 100mm。 
2)若缺陷出不发生泄漏现象，本规程允许在某些情况下省略环向角焊缝。若未进行环向角焊

缝，则纵向焊缝可以是对接焊缝。若采用环向角焊缝密封套管和氢气工业管道，则应使用沥青或胶

泥等涂层材料密封环形角焊缝边缘，以防腐蚀介质进入套管下方区域。在安装套管之前，应通过超

声波方法检查氢气工业管道将进行套管角焊缝的焊接位置是否存在材料分层缺陷。 

8.6.4 修复后漏点的监测 

a）通过焊接修复缺陷时，则应按照本规程的规定对焊缝进行检验，检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所有套管焊缝应进行射线照相检验； 
b）应定期对修复的漏点进行后续检验，并检测氢气管道周围环境的氢气浓度。 

8.7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废弃、停运和重新启用 

8.7.1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废弃 

a) 对废弃不再恢复使用的氢气工业管道，应按照要求制定废弃计划； 
b) 废弃的氢气工业管道应与所有氢源和设备进行物理隔离，断开与其它管道、总管、交叉管道、

计量站、控制线和其他附件等的关联。所有废弃工业管道的开口处应加盖、堵塞或以其他方式有效

密封； 
c) 废弃的氢气工业管道应采用空气或惰性气体吹扫干净，并用水或其他惰性材料填充； 
d) 废弃管路端头应密封，废弃管路上的阀门应全部关闭； 
e) 若主管道和与其相连的支管一起废弃，支管管路的用户端应按照上述规定进行密封；若废弃

在役主管路上的支管管路，应尽可能在靠近主管道处断开废弃支管管路，并对断开处进行封堵； 
f) 若废弃氢气工业管道较长且管道截断阀门较少，则应在截断阀门间断开废弃管道并封堵； 
g) 应拆除废弃管道上的所有地上阀门、立管、拱形管和阀箱盖，拱形管和阀箱空隙应采用惰性

材料填充压实。 

8.7.2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停运 

a) 氢气工业管道停运（临时断开）前应制定停运程序； 
b) 停运的管道应与其连接管道、交叉管道、计量站和其他附件等所有气体源进行物理隔离和密

封；停运管路上的所有阀门应关闭并锁紧； 
c) 长时间停用的氢气工业管道应采用惰性气体吹扫并与在役管道隔断。应采用措施避免有害腐

蚀污染物腐蚀管道； 
d) 与在役氢气工业管道一样，应对关闭停运的管道和设施按照维护程序进行继续维护，并定期

检查和记录阴极保护设施； 
e) 停运的管道上的紧急关闭系统、浓度报警系统和火灾探测器等均应应保持正常工作状态。 

8.7.3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重新投运 

a) 停运的氢气工业管道在恢复启用前，应按照新建管道的测试要求进行测试评估，并制定重新

启用管道的书面程序； 
b) 重新启用的氢气管道在调试之前，应审查所有的维护和阴极保护记录，确定设施的安全状况

和完整性； 
c) 停用时间较长的重新启用管道系统，应逐渐进行增压至允许的工作压力； 
d) 重新启用的管道增压至工作压力后应进行泄漏检查。发现的任何缺陷或泄漏应在设施恢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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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运行前进行修复。 

8.8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保养与记录 

8.8.1 保养记录 

a) 埋地氢气工业管道每次开挖进行操作、维护、维修时，都应记录如下内容： 
1) 管道维护维修日期； 
2) 裸管表面的状况； 
3) 管道表面和保护涂层的状况，管道外表受腐蚀程度； 
4) 损坏保护涂层的记录； 
5) 维护维修内容记录； 
6) 记录人。 

b) 管沟安装管道每次进行操作、维护、维修时应记录如下内容： 
1) 管道维护维修日期； 
2) 裸管表面的状况； 
3) 管道表面和保护涂层的状况，管道外表受腐蚀程度； 
4) 损坏保护涂层的记录； 
5) 管道支架状况； 
6) 维护维修内容记录； 
7) 记录人。 

c)架空管道和橇体内安装管道每次进行操作、维护、维修时应记录如下内容： 
1) 管道维护维修日期； 
2) 裸管表面的状况； 
3) 管道表面和保护涂层的状况，管道外表涂漆情况； 
4) 损坏保护涂层的记录； 
5) 与其连接管道的状况； 
6) 与设备连接的管道应记录与设备的连接状态； 
7) 管道支架状况； 
8) 维护维修内容记录； 
9) 记录人。 

8.8.2 管道信息更新 

应每三个月分析氢气输送管道的状况记录，并明确提出补救措施且记录在管道系统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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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氢气介质环境金属材料提示要求 

A.1 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和高硅铸铁 

由于缺少氢气环境下铸铁材料氢脆敏感性的认识和数据，且其韧性较低，对热敏感、对冲击载

荷敏感，应避免使用这类材料。 

A.2 碳钢和中低合金钢 

碳钢和低合金钢管材，在含硫化氢气体环境下，易出现氢鼓泡、氢致开裂、硫化物应力开裂等

失效，应参考 GB/T 20972 选择并控制硬度。超过 204℃的高温可能导致碳钢和低合金钢的高温高压

氢腐蚀，高温硫化氢可能导致的金属的硫化。 

A.3 不锈钢 

奥氏体不锈钢暴露在含氯化物或其他卤化物介质中，可能发生应力腐蚀开裂。由于热绝缘的选

择使用不当，或使用标记墨水、油漆、胶带、粘接剂和其他含有氯化物或其他卤化物的辅助材料，

均可能造成奥氏体不锈钢管道外部介质引起的应力腐蚀开裂。 
马氏体不锈钢和双相不锈钢具有氢脆敏感性，在含硫化氢或施加阴极保护时，易发生氢致应力

开裂，应注意其硬度及适用环境的要求（参考 GB/T 20972）。 

A.4 镍和镍基合金 

选材应避免氢脆。沉淀硬化型镍基合金具有氢脆敏感性，应按照相关要求进行选材（参考 GB/T 
20972 及 GB/T 22513）。 

避免在易受晶界腐蚀的环境下使用。如不含铬的镍基合金暴露于 316℃温度以上含有微量硫环

境，含铬镍基合金暴露于 593℃以上的还原性环境等。 

A.5 铝和铝合金 

5A04、5A03 和 5A30 铝合金存在剥落腐蚀或晶间腐蚀的敏感性，上限使用温度不应超过 66℃，

以避免材料劣化。尽量避免高压应用。 

A.6 铜和铜合金 

黄铜存在脱锌腐蚀的可能性。铜合金暴露于氨气或铵化合物等流体中，具有应力腐蚀开裂敏感

性。暴露于乙炔时存在形成不稳定乙酰化物的可能性。尽量避免高压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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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铅、锡和铅锡合金 

应避免在氢气管道中使用该类材料。 

A.8 钛和钛合金 

钛及钛合金存在与氢形成钛氢化合物并导致氢脆的可能性，应避免在氢气管道中使用该类材料。 

A.9 锆和锆合金 

锆及锆合金存在与氢反应或疖状腐蚀的可能性，应避免在氢气管路中使用该类材料。 

A.10 钽 

在 299℃以上，钽与除惰性气体外的所有气体发生反应的可能性。在 299℃以下，钽存在氢脆可

能性，应避免在氢气管路中使用该类材料。 

A.11 接头材料和辅助材料 

当选择粘合剂、水泥、溶剂、焊料材料、填料和 O 型环等材料来制作或密封接头时，应考虑其

对预期用途的适用性，考虑连接材料或辅助材料对处理流体的可能影响。在某些应用中，所处理的

流体含有非氢杂质成分，在材料选择时应予以考虑。 

A.12 镀锌材料 

镀锌材料不得用于氢气工业管道，可用于支撑附件等，镀锌材料不得焊接在承压的氢气工业管

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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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非列表材料力学性能及测试要求 

B.1 冲击韧性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用材料应具有良好的韧性，应采用低温冲击韧性作为衡量材料适用性的首选

指标，冲击韧性的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和相关判据符合 GB/T 20801.2 的要求。 

B.2 硬度和强度 

管道材料用于氢气输送时，最大硬度宜小于 22 HRC 或 250 HB，且抗拉强度宜小于 800 MPa。
管道焊接接头相对母材可能具有更高的氢脆敏感性，焊缝最大硬度应小于 22 HRC 或 250 HB；如焊

缝区硬度高于母材，可采用强度低于 500MPa 的管材或采取特殊焊接工艺和焊后热处理工艺。用于

关键位置的材料在加工装配后仍需具有较高韧性水平，焊接接头应避免硬/脆性区、微裂纹等。 
当材料的强度和硬度不满足上述要求时，需要按照本规程 5.3.3 条和 5.3.4 条进行氢环境下的服

役适用性评价。 

B.3 氢气环境下的断裂韧性 

可通过氢气环境下的断裂韧性测试评定材料在氢气工况下的适用性。测试方法可参照 GB/T 
21143，并应满足如下要求： 

B.3.1 测试条件 

采用恒载荷或恒位移方法将疲劳预裂纹试样加载到规定的应力强度系数 KIAPP 或 55MPa·m1/2

中的最大值。试样应在模拟含氢气输送服役环境下保持加载状态一定时间。试验结束后，对试样进

行检验，评估疲劳裂纹前端是否存在亚临界裂纹。 
对于铁素体钢和马氏体不锈钢，室温试验试样应至少承受 1000 小时的恒载或恒位移。对于奥氏

体不锈钢，测试时间至少为 5000 小时。 

B.3.2 测试样品 

试验样品应满足 GB/T 21143 要求，样品厚度应大于设计壁厚的 85%。在焊缝金属试验中，应在

焊缝宽度的中心加工切口，且切口应垂直于材料表面。在热影响区试验中，应在与材料表面大致垂

直的位置对缺口进行机加工，且预制裂纹应在确保断裂中包含尽可能多的热影响区。每组试验应包

含 3 个平行样品。 

B.3.3 评判依据 

若试样的亚临界裂纹扩展长度不超过 0.25mm，材料满足氢致开裂抗力要求，可用于目标含氢环

境。如采用恒载荷方法进行试验，氢环境下的临界应力强度系数 KIH 即为 100%KIAPP。若采用恒位移

方法进行试验，KIH等于 50%KIAPP。 



T/CAS XXX—201X 

51 

若试样的亚临界裂纹扩展长度大于或等于 0.25mm，则按照 GB/T 21143 规定的方法，在含氢环

境下测试获得 KIH 值，并以此作为约束材料在氢环境下使用的断裂力学依据。 

B.4 氢脆敏感性 

B.4.1 慢应变速率拉伸试验 

金属材料的氢脆，表现为拉伸过程中塑性和强度的降低，特别是在存在缺陷的情况下，降低幅

度更为明显。可通过慢应变速率拉伸实验测定材料在氢气环境下样品断面收缩率、延伸率、抗拉强

度的损失以评价其氢脆敏感性。测试方法可参照 GB/T 15970.7，并应满足如下要求： 
(1) 测试条件 
试验应分别在模拟工况下的含氢混合气体（纯氢气）和惰性气体条件下进行测试。试验温度应

取材料在预期工作温度范围内性能受氢气劣化作用最严重的温度，含氢混合气体（纯氢气）和惰性

气体条件下的实验温度应保持一致。试验气氛压力应大于或等于预期的最高允许的氢气分压。宜在

模拟环境下保持足够时间，以便氢扩散进入材料。 
(2) 测试样品 
试验样品可参照 GB/T 15970.6，可采用多种类型，包括光滑试样、缺口试样及预制裂纹试样。 
(3) 应变速率 
试验可采用恒位移速率加载，应采用对氢脆敏感的应变速率进行实验。通常条件下，对于光滑

试样，氢脆敏感的应变速率为 10-6s-1。对于含缺口或预制裂纹试样，宜先进行不同应变速率条件下

的慢应变速率拉伸实验，以确定敏感值，再利用敏感值进行测试。 
(4) 评判依据 
检查断口侧面是否存在二次裂纹，或断口表面是否显示脆性断裂特征。计算暴露于含氢环境中

和暴露于惰性环境中试样应力应变特征值的比，评定氢脆敏感性，两者差异越大，氢脆敏感性越高，

损失超过 20%认为具有显著氢脆敏感性。可以用于评定的特征值包括断裂时间、断面收缩率、断后

伸长率、最大载荷、应力-应变曲线所包围的面积、断口上脆性断裂区所占的面积分数等。 

B.4.2 紧固圆盘压力试验 

紧固圆盘压力试验也可用于评价金属材料氢脆敏感性，测试要求、测试方法和相关判据参照

GB/T34542.3 相关要求执行。 

B.4.3 氢致疲劳裂纹扩展测试 

氢气环境对金属材料疲劳裂纹扩展过程具有促进作用，可以作为表征材料环境适用性和损伤容

限的重要手段。按照 GB/T6398 相关要求，在室温下，在不低于容器设计压力的氢气中进行试验，

用于在氢气环境和设计压力下测量疲劳裂纹扩展速率 da/dn = c(ΔK)m。 

(1) 试验条件 

试验应分别在模拟工况下的含氢混合气体（纯氢气）和惰性气体条件下进行测试。试验温度应

取材料在预期工作温度范围内性能受氢气劣化作用最严重的温度，含氢混合气体（纯氢气）和惰性

气体条件下的实验温度应保持一致。试验气氛压力应大于或等于预期的最高允许的氢气分压。宜在

模拟环境下保持足够时间，以便氢扩散进入材料。 

(2) 试验样品 

试验样品应满足 GB/T 6398 要求，在焊缝金属试验中，应在焊缝宽度的中心加工切口，且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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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垂直于材料表面。在热影响区试验中，应在与材料表面大致垂直的位置对缺口进行机加工，且预

制裂纹应在确保断裂中包含尽可能多的热影响区。每组试验应包含 3 个平行样品。 

(3) 测试参数 
测试频率应按实际需要进行设置，但是不应超过 0.1Hz。R 比（即最小应力强度系数和最大应力

强度系数的比值，Kmin/Kmax）不得小于管道设计 R 比。da/dn = c(ΔK)m 由断裂分析中有效的 ΔK 范围

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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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材料许用应力和其他应力极限 

C.1 一般要求 

C.1.1 金属材料许用应力和螺栓材料许用应力应符合 GB50316《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附录 A和

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 

C.1.2 GB50316附录 A以外的金属材料和螺栓材料应按本规程中附录 C其他条款中的准则确定各自

的许用应力。 

C.1.3 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详见本规程表 5和表 6。 

C.1.4 拉伸许用应力是许用应力乘以品质系数 E，对于铸造件品质系数是 EC，见本规程附录 D；对

于纵向焊接接头系数 Ej见本规程附录 E。 

C.1.5 剪切和支撑面许用应力。剪切许用应力取拉伸许用应力的 0.8倍，同时乘以临氢材料性能系

数 Mf。支撑面许用应力取拉伸许用应力的 1.6倍。 

C.1.6 压缩许用应力。压缩许用应力应符合结构稳定性的要求，且不大于拉伸许用应力。 

C.2 设计准则 

本规程中螺栓材料许用应力值和其他金属材料许用应力值的确定依据如下： 

C.2.1 螺栓材料 

螺栓材料的许用应力值不得超过以下最低值: 
a）除下文 C.2.1.3 中的规定外，螺栓材料在工作温度下最小抗拉强度的四分之一和在工作温度

下抗拉强度的四分之一中的较低值； 
b）除下文 C.2.1.3 中的规定外，螺栓材料在工作温度下最小屈服强度的三分之二和在工作温度

下屈服强度三分之二中的较低值； 
c）在低于蠕变范围的温度下，对于通过热处理或应变硬化提高强度的螺栓材料，许用应力应是

最小抗拉强度用五分之一的和最小屈服强度四分之一两者较低值（若该值低于退火材料的许用应力

值，则应采用退火状态的许用应力值）； 
d）每 1000 小时，蠕变速率为 0.01%时的平均应力； 
e）100000 小时结束时平均断裂应力的 67%； 
f）100000 小时结束时断裂最小应力的 80%。 

C.2.2 其他材料 

除螺栓材料外的其他材料，在工作温度下的基本许用应力不得超过以下值； 
a）在工作温度下最小抗拉强度的三分之一和在工作温度下抗拉强度的三分之一中的较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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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除下文 C 中的规定外，在工作温度下最小屈服强度的三分之二和在工作温度下屈服强度三分

之二中的较低值； 
c）对于具有类似应力应变行为的奥氏体不锈钢和镍合金钢，在工作温度下最小屈服强度的三分

之二和在工作温度下屈服强度的 90%中的较低值； 
d）每 1000 小时，蠕变速率为 0.01%时的平均应力； 
e）100000 小时结束时平均断裂应力的 67%； 
f）100000 小时内断裂最小应力的 80%； 
g）对于结构级材料，许用应力应为上述 C.2.2.1 至 C.2.2.6 中确定的最低值的 0.92 倍。 

C.2.3 适用范围 

不建议对法兰接头和其他微量变形可能导致泄露或故障的组件应用上述确定的应力值。应使用

GB/T20801.3 的有关规定中所列温度下屈服强度的三分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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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铸件质量系数 EC 

D.1 对于不具有表 3中所列标准未规定的压力-温度额定值的铸造部件，设计时应采用铸造质量系

数 EC。 

D.2 基本质量系数 

符合材料规范并按照 MSS-SP-55 的要求进行目视检查的铸件，其基本铸件质量系数 EC 为 0.8。
仅满足化学分析、拉伸、静水压和压扁试验以及外观检查规范要求的离心铸件，其基本铸件质量系

数为 0.8。 

D.3 提高质量系数 

当对每个铸件进行补充检查时，铸件质量系数可以提高。表 D.1 中列出了对于进行各种补充检

查后所能提高的铸件质量系数 EC。表 D.2 说明了表 D.1 中规定的检查方法和验收准则。进行（2）（a）
和（2）（b）或（3）（a）和（3）（b）的联合实验方法不会提高表 D.1 中所列的质量系数。在任何情

况下，质量系数不得超过 1.00。 

表 D.1 升高的铸件质量系数，EC 

按照注释进行补充检查 系数，EC 

（1）铸件表面加工至 Ra 6.3，提高目视检查的清晰

度。 

0.85 

（2）按照 NB/T47013.4《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 4 部

分:磁粉检测》进行磁粉检测；或按照 NB/T47013.5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 5 部分:渗透检测》进行渗透

检测。 

0.85 

（3）按照 NB/T47013.3《承压设备无损检测第 3 部

分:超声检测》进行超声检测，缺陷深度不超过壁厚

5%时，被认定为合格；或按照 NB/T47013.2《承压

设备无损检测第 2 部分:射线检测》进行射线检测。 

0.95 

上述（1）+（2）检测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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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1）+（3）检测 1.00 

上述（2）+（3）检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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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纵向焊接接头系数 Ej 

E.1 管道和对焊管件的纵向焊接接头系数 Ej应按表 E-1规定的准则确定。 

表 E-1 纵向焊缝系数 Ej 

 
 
 

序号 接头类型 焊缝类型 检查 系数，Ej 

1 电阻焊 
 

直焊缝 按材料标准规定检验 0.85 

2 电熔焊 

 

直焊缝或螺旋

焊缝 

按材料标准规定不做 RT 0.6 

局部（10%）RT 0.8 

100% RT 0.9 

 

直焊缝（除序号

3 外） 

按材料标准规定不做 RT 0.7 

局部（10%）RT 0.85 

100% RT 1.00 

3 

埋弧焊 

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一道或两道直

焊缝 
按相关规范检测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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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与管道工程安装相关的土建工程施工，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施工、验收。

	7.2　 管道元件和材料的检验
	7.2.1　 管道元件和材料应具有制造厂的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规定。
	7.2.2　 管道元件和材料在使用前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设计文件的规定核对其材质、规格、型号、数量和标识，并应进行外观质量和几何尺寸的检查验收，其结果应符合设计文件和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管道元件和材料标识应清晰完整，并应能够追溯到产品质量证明文件。
	7.2.3　 当对管道元件或材料的性能数据或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在异议未解决前，该批管道元件或材料不得使用。
	7.2.4　 氢气管道组件，应采用光谱分析或其他方法对材质进行复查，并应做好标识。
	7.2.5　 设计文件规定进行低温冲击韧性试验的管道元件或材料，供货方应提供低温冲击韧性试验结果的文件，且试验结果不得低于设计文件的规定。
	7.2.6　 设计文件规定进行晶间腐蚀试验的管道元件或材料，供货方应提供晶间腐蚀试验结果的文件，且试验结果不得低于设计文件的规定。
	7.2.7　 防腐蚀衬里管道的衬里质量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检查验收。
	7.2.8　 检查不合格的管道元件或材料不得使用，并应做好标识和隔离。
	7.2.9　 管道元件和材料在施工过程中应妥善保管，不得混淆或损坏，其标记应明显清晰。材质为不锈钢、有色金属的管道元件和材料，在运输和储存期间不得与碳素钢、低合金钢接触。
	7.2.10　 对管道元件的外观质量和几何尺寸检查验收结果，应填写“管道元件检查记录”，其格式宜符合GB 50235中表A.0.1的规定。
	7.2.11　 氢气管道用阀门、附件等主要材料开箱检验，应由建设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有关人员参加，应按装箱清单进行下列检查：
	7.2.12　 阀门安装前进行外观质量检查，阀体应完好，开启机构应灵活，阀杆应无歪斜、变形、卡涩现象，标牌应齐全，并符合下列要求：
	7.2.13　 设计压力大于42MPa的阀门安装前，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检验：
	7.2.14　 设计压力大于或等于10MPa的管子、管件，应进行外表面磁粉或渗透检测，检测方法和缺陷评定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NB/T 47013的有关规定。经磁粉或渗透检测发现的表面缺陷应进行修磨，修磨后的实际壁厚不得小于管子名义壁厚的90％，且不得小于设计壁厚。
	7.2.15　 合金钢螺栓、螺母应采用光谱分析或其他方法对材质进行复验，并应作好标识。设计压力≥10MPa的管道用螺栓、螺母，应进行硬度检测。

	7.3　 管道加工与安装
	7.3.1　 不锈钢管和其他有色金属管宜采用机械或等离子方法加工。
	7.3.2　 非焊接管件连接的氢气管道应采用机械加工进行切割，管子端口加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7.3.3　 卡套管弯管制作应采用专用的弯管器冷弯。当设计文件无规定时,卡套管最小弯曲半径应符合表10 的规定。
	7.3.4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施工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7.3.5　 与储氢容器等重型设备连接的管道的施工安装，应在重型设备安装就位沉降稳定或经注水沉降稳定后进行。
	7.3.6　 接触氢气的表面应彻底去除毛刺、焊渣、铁锈和污垢等，管道内壁的除锈应达到出现本色为止。
	7.3.7　 管道、阀门、管件等在安装过程中及安装后，应采用严格措施防止焊渣、铁锈及可燃物等进入或遗留在管内。
	7.3.8　 氢气管道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7.3.9　 碳钢管的焊接宜采用氩弧焊作底焊，不锈钢管的焊接应采用氩弧焊。
	7.3.10　 氢气管道的焊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7.3.11　 氢气管道的焊接工艺评定、焊前预热及焊后热处理等应按GB 50236的有关规定执行。
	7.3.12　 当氢气管道采用卡套接头等成品接头方式时，应按产品说明书要求进行安装、检测，并应符合GB/T 3765的有关规定。
	7.3.13　 当氢气输送工业管道采用机械抓紧双卡套接头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7.3.14　 当氢气输送工业管道采用高压锥面螺纹接头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7.3.15　 氢气工业管道采用明沟敷设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7.3.16　 氢气工业管道电气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7.4　 管道检查、检验和试验
	7.4.1　 外观检查
	7.4.2　 焊缝表面无损检测
	7.4.3　 焊缝射线检测和超声波检查
	7.4.4　 硬度检测与其他检测
	7.4.5　 压力试验
	7.4.6　 泄漏性试验

	7.5　 工业管道吹扫与清洗
	7.6　 工业管道的验收与交接
	7.6.1　 施工单位按合同规定的范围完成全部工程项目后，应及时进行工程竣工验收；
	7.6.2　 工程竣工验收，应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施工、设计、监理等单位共同进行，合格后即应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7.6.3　 管材及其附件已检验合格，其规格、型号符合设计要求，并具有有效的质量证明文件；
	7.6.4　 工业管道验收与交接应符合GB50235相关规定；
	7.6.5　 在初次运行前，氢气管道系统应进行强度压力试验、气体泄漏性试验和泄漏量试验；
	7.6.6　 工程竣工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文件：


	8　 运行与维护
	8.1　 一般规定
	8.1.1　 应急救援预案和消防设备的使用
	8.1.2　 制定标准操作流程
	8.1.3　 建立数据库和等级制度
	8.1.4　 个人防护装备和检测设备配备
	8.1.5　 操作规章制度

	8.2　 氢气工业管道启用前操作要求
	8.2.1　 氢气工业管道在投入运行前、长期停用前后、检修动火作业前，均应进行氮气置换。
	8.2.2　 氢气工业管道应根据其服役的氢气纯度采用相应纯度等级的氮气进行置换，并采样分析含氧量和含氢量(体积浓度)，达到标准规定后再进行后续作业；氢含量不超过0.3%和氧含量不超过0.5%。
	8.2.3　 已停用的氢气工业管道进行重新启用前，应对管道做好重新启用前的操作检查和缺陷修复。

	8.3　 工业管道的检修
	8.3.1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系统检修，应切断相应的电源、气源，并用盲板隔断与尚在运行的设备、管道和容器的联系。
	8.3.2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系统检修应制定重新运行工业管道的程序，程序应包括以下内容：

	8.4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
	8.4.1　 禁止在有氢气泄漏的可能性空间内吸烟、明火作业、安装可产生火花的装置或使用可产生火花的工具；
	8.4.2　 禁止在爆炸危险区域内采用非防爆型工具进行维护操作；
	8.4.3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时，存在有危险量的氢气放空前，应移除潜在的点火源，并匹配相应强度的灭火器材；
	8.4.4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作业前，应设置安全护栏和警戒线，并张贴安全标志，禁止非操作人员入内；
	8.4.5　 氢气工业管道维护作业前，应确保管道静电接地良好，关闭阴极保护整流器；
	8.4.6　 对管道进行切割或焊接前，应彻底检查周边区域是否存在可燃氢混合物。若发现氢可燃混合物，应清除。在整个焊接或切割过程中，应持续监测空气中氢气的浓度；
	8.4.7　 若对氢气工业管道进行带气焊接，并满足8.4.6条的要求，应控制管道内氢气压力，确保焊接管道处于微正压状态，并应采取措施防止氢气回流；
	8.4.8　 对可能存在氢气、空气混合气的管线进行维护维修时，应利用惰性气体对管道进行置换，并检测氢气含量达到标准后，再进行切割和焊接作业。

	8.5　 氢气工业管道防腐检测
	8.5.1　 应对氢气输送工业管道腐蚀情况和防腐设施进行定期检测、记录并评估；
	8.5.2　 管道运营方应根据管道腐蚀评估数据，判断管道腐蚀程度，提出腐蚀控制计划；
	8.5.3　 需要对氢气工业管道采取加强抗腐蚀措施和管道修复措施时，应根据管道腐蚀评估报告采取相对应的措施；
	8.5.4　 氢气工业管道防腐检测应包括内容：

	8.6　 氢气工业管道的漏点探测、维护和修复
	8.6.1　 氢气工业管道的漏点探测
	8.6.2　 漏点评估
	8.6.3　 漏点修复
	8.6.4　 修复后漏点的监测

	8.7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废弃、停运和重新启用
	8.7.1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废弃
	8.7.2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停运
	8.7.3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重新投运

	8.8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保养与记录
	8.8.1　 保养记录
	8.8.2　 管道信息更新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氢气介质环境金属材料提示要求
	A.1　 灰口铸铁、球墨铸铁、可锻铸铁和高硅铸铁
	A.2　 碳钢和中低合金钢
	A.3　 不锈钢
	A.4　 镍和镍基合金
	A.5　 铝和铝合金
	A.6　 铜和铜合金
	A.7　 铅、锡和铅锡合金
	A.8　 钛和钛合金
	A.9　 锆和锆合金
	A.10　 钽
	A.11　 接头材料和辅助材料
	A.12　 镀锌材料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非列表材料力学性能及测试要求
	B.1　 冲击韧性
	B.2　 硬度和强度
	B.3　 氢气环境下的断裂韧性
	B.3.1　 测试条件
	B.3.2　 测试样品
	B.3.3　 评判依据
	B.4　 氢脆敏感性
	B.4.1　 慢应变速率拉伸试验
	B.4.2　 紧固圆盘压力试验
	B.4.3　 氢致疲劳裂纹扩展测试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材料许用应力和其他应力极限
	C.1　 一般要求
	C.1.1　 金属材料许用应力和螺栓材料许用应力应符合GB50316《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附录A和其他相关标准的规定。
	C.1.2　 GB50316附录A以外的金属材料和螺栓材料应按本规程中附录C其他条款中的准则确定各自的许用应力。
	C.1.3　 临氢材料性能系数Mf详见本规程表5和表6。
	C.1.4　 拉伸许用应力是许用应力乘以品质系数E，对于铸造件品质系数是EC，见本规程附录D；对于纵向焊接接头系数Ej见本规程附录E。
	C.1.5　 剪切和支撑面许用应力。剪切许用应力取拉伸许用应力的0.8倍，同时乘以临氢材料性能系数Mf。支撑面许用应力取拉伸许用应力的1.6倍。
	C.1.6　 压缩许用应力。压缩许用应力应符合结构稳定性的要求，且不大于拉伸许用应力。
	C.2　 设计准则
	C.2.1　 螺栓材料
	C.2.2　 其他材料
	C.2.3　 适用范围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铸件质量系数EC
	D.1　 对于不具有表3中所列标准未规定的压力-温度额定值的铸造部件，设计时应采用铸造质量系数EC。
	D.2　 基本质量系数
	D.3　 提高质量系数
	表D.1升高的铸件质量系数，EC

	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纵向焊接接头系数Ej
	E.1　 管道和对焊管件的纵向焊接接头系数Ej应按表E-1规定的准则确定。
	表E-1 纵向焊缝系数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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