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钢管》杂志伴随我国焊管工业共同成长
———贺《钢管》杂志创刊 5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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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顾了我国焊管工业的成长历程，并以东北“八三”管道、陕京输气管道、苏丹原油外输管道、西气

东输工程为例，分述了各阶段的焊管工业发展和产品开发情况；简述了我国焊管行业学术活动的相关情况，认为

《钢管》杂志在传播先进机组、交流发展经验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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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EL PIPE Magazine Growing with
Domestic Weld Pip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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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domestic weld pipe industry is review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s well as product R & D in different periods are analyzed， taking several projects as examples， i.e.
Northeast China“8-3”Pipeline，Shaanxi-Beijing Gas Pipeline，Sudan Crude Oil Export Pipeline and West-to-East
Gas Transmission Project. Also briefed here are the academic activities of the domestic weld pipe industry，which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STEEL PIPE magazin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advanced plants and
exchanging development experienc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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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焊管工业成长历程
20世纪 50—70 年代是我国焊管工业的创建

期。“一五”期间，我国先后从前苏联和德国引进了

4套焊管机组。这些机组的相继建成投产，标志着
我国现代焊管生产雏形的诞生，从此也拉开了我国

焊管工业发展的序幕。

笔者于 1976年进入宝鸡石油钢管厂（现宝鸡石
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我国焊管产业的一份

子，有幸亲眼目睹了我国焊管工业飞速发展的历

史。当时，为了建设我国第 1条大庆油田原油外输
管道———东北“八三”管道，在管道沿线建设了 6个
螺旋缝焊管厂，后来演变成以宝鸡石油钢管厂、沙

市钢管厂、华北石油钢管厂（现渤海石油装备公司

所属钢管制造企业）、山东胜利钢管有限公司、宝

鸡钢管资阳钢管厂和辽阳钢管有限公司六大石油系

统管厂为骨干的螺旋缝埋弧焊管生产体系。

20世纪 80—90年代是我国焊管工业的第 1个
发展期，特别是乡镇企业的突起，在首届全国千家

最佳经济效益乡镇企业排名前 10位中，有 5家都
是以焊管产品为主体的生产企业。在这一时期我国

王晓香（1946-），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金属
学会轧钢学会焊接钢管学术委员会第四届、第五届主任

委员，长期从事焊管技术研究工作。

6



焊管产量激增，从 1980 年的 120.4 万 t 增长至
1999年的 498.5万t，增长了 3.14倍。

1997 年 9 月，我国第 1 条 X60 钢级输气管
线———陕京输气管线建成。陕京输气管线是我国第

1条现代化输气管线。首次在国内采用 X60钢级管
线钢，在钢管技术条件中首次出现了夏比冲击能量

和落锤撕裂剪切面积等指标，对钢管的超声波和 X
射线探伤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当时，国内还不能

生产 X60钢级管线钢热轧卷板，开始生产时采用
的是从日本进口的卷板。由于国产化的成功，宝钢

集团有限公司成功开发出 X60钢级管线钢热轧卷
板并应用于陕京输气管线钢管的生产，实现了 X60
钢级管线钢和钢管的国产化。陕京输气管线首次采

用三层 PE外防腐技术，在华北石油钢管厂引进了
国内首条三层 PE外防腐生产线，使我国大直径焊
管的外防腐技术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从此，三层

PE外防腐生产线在我国快速发展，三层 PE外防
腐也成为钢管外防腐的主要类型。

1997年，中国石油技术开发公司获得苏丹原
油外输管道 20万t X65钢级螺旋缝焊管出口大订
单，宝鸡石油钢管厂、华北石油钢管厂、山东胜利

钢管有限公司和沙市钢管厂等制管厂首次承担了高

钢级螺旋缝焊管出口任务，并在国际监理下进行生

产，钢管按时、保质保量交付，保证了苏丹原油外

输管线顺利建成，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

此，我国大直径高钢级焊管开始走出国门，并实现

了大批量出口。

2000年，我国启动了西气东输工程。输气管
道设计压力为 10 MPa，采用 X70钢级、直径 1 016
mm的焊管，钢管壁厚提高到 14.6 mm，并且首次
采用减阻内涂层技术。由于我国当时的螺旋缝焊管

生产线能力不足，因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和

新生产线建设。通过技术攻关，实现了 X70钢级
热轧卷板的国产化，特别是工程所需 61万t 螺旋缝
焊管全部由国内生产，钢管质量优良，保证了全线

所有试压均一次成功。渤海装备巨龙钢管有限公司

首条 JCOE直缝埋弧焊管生产线在此期间胜利投
产，并向该工程提供了 15万t 国产直缝埋弧焊管，
填补了国内此项空白。自此，我国油气干线管道用

管逐步实现了国产化咱1-2暂。
西气东输二线首次采用 12 MPa输气压力，钢

级提高到 X80，管径提高到 1 219 mm，钢管的最
小壁厚达到 18.4 mm。干线长度 4 800 km，比当时

世界上已建的 X80 钢级管道长度多出一倍以上。
西气东输二线所用钢管，无论是其钢级、管径和壁

厚，还是其止裂韧性要求在我国都是史无前例的。

我国的冶金和制管企业密切合作，开发了 X80钢
级高韧性厚壁热轧卷板和宽厚板，开发了螺旋缝埋

弧焊管、直缝埋弧焊管、弯管和管件，使我国 X80
钢级焊管的国产化率提高到 90%以上。
在西气东输一线、二线管道工程建设的促进

下，我国焊管工业实现了从“跟随”到“领跑”的跨

越，特别是在 X80钢级管线钢管的规模应用领域
位居世界前列。

“九五”计划以来，我国焊管工业快速发展，焊

管产量屡创新高，年平均增长率为 16.7%。根据中
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我国 1996 年焊管产量为
430万t，2003年焊管产量超过 1 000万t，比 1996
年翻了一番还多；到 2006年已超过 2 000万t，比
2003年又翻了一番。2001年，我国焊管年产量超
越日本，至今稳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我国焊
管年产量又创新高，达到 5 016万 t咱3-4暂。
在产能和产量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焊管的装

备和技术水平也飞速提高，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

新，新建了一大批高水平的焊管机组。目前，我国

具有世界高水平的大中直径 HFW高频焊管机组 60
余套，JCOE、UOE直缝埋弧焊管机组 34套，再
加上数十套高质量油气输送用螺旋缝埋弧焊管机

组，高水平管线钢管的总产能已超过 1 200万t，占
我国焊管年产量的 30%以上。

2 学术活动
我国正在从焊管大国迈向焊管强国。在这个过

程中，《钢管》杂志为我国焊管产业传播先进技术、

交流发展经验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国焊管行业学术活动的开展滞后于焊管产业

的发展。有关焊管的技术书籍和刊物更是难得一

见，技术人员的技术书籍常常是手抄本。1979年，
中国金属学会轧钢学术委员会钢管专业组成立，我

国才有了钢管技术人员的学术组织。1982年 6月，
轧钢学术委员会新设焊管专业组，这是中国金属学

会轧钢学会焊接钢管学术委员会的前身。1964年
创刊的《钢管》杂志，成为我国钢管技术人员难得的

技术读本，每期都发表一定数量的焊管技术文章，

成为焊管技术人员的良师益友，助推和见证了我国

焊管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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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语

笔者有幸参与了我国焊管工业的建设，亲历了

X60、X70和 X80钢级焊管的国产化开发，见证了
我国焊管工业从弱小向强大的发展历程，并为我国

焊管工业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

在《钢管》杂志创刊 50周年之际，谨向《钢管》
杂志表示热烈的祝贺，愿《钢管》杂志伴随我国焊管

工业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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