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管道防腐层补片材料
  试验方法标准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Pipeline

      Coating Patch Materials

SY 0073-93

。9 3·北 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

管道防腐层补片材料试验方法标准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Pipeline

      Coating Patch Materials

SY 0073-93

主编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职工学院

批准部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施行日期:1994年3月旧

石 油 工 业 出 版 社

9 9 3·北 京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文件

(93)中油技字第598号

  关于批准发布《石油地面工程设计

文件编制规程》等二十七项石油天然气
          行业标准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有关石油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之石油地面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程》等二十七项标准草案经

审查通过，现批准为石油夭然气行业标准。各项标准的编名、名

称如下:

15丫。。。。一” 石油地面工程设计文件编制规程(代n

                    SYJ 9-83)

2  SY 00“一” 长距离输油输气背道测量规范(代替SYJ

                    55-83)

3  SY 0072-93 管道防一9层高温阴极刊离试验方法标准

4  SY的72--93 管道防44层fj片材料试验方法标准

5  SY 0074-93 营道劣讨层补口绝缘密封性试验方法标准
6SY广r0076-93 天然气 û水设计规范

7  3丫力f0077-93, 天然气凝液回收设计规范
8  SY/T 0523--” 油田水处理过滤器

9                 SY ;024-33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脚 则(代

                  替SYJn 4024-88)
10 SY4025-93 石油建没工程J} 1111验评定标准建筑工程

                  (fC替SYJn 4025--88)
11   SY 4026-93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储罐工程

                    (代替SYJn -1026-88)



12  SY 4027- 93

13  SY 4028- 93

14  SY 4029- 93

15  SY 4030_ 1- 93

18  SY 4030 2- 93

17  S丫 4031-93

18  SY 4033- 93

19  SY 4034- 93

20  SY 4035-93

21  SY 4037- 93

22  SY, 4D38- 93

23  SY 4053-93

24  SY/T 4088-93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站内钢质

工艺管道安装工程(代替 SYJn 4027-
8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设备安装

工程(代替SYJn 4028-8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长输管道

线路工程(代替SYJn 4029-8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电气工程

(架空电力线路工程)(代替 SYJn 403。一
8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电气工程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代替SYJn 403。一
SS)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自动化仪

表安装I程(代替SYJn 4031-8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道路工程

(代替SYJn 4033-8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桥梁工程

(代替SYJn 4034-88)
石抽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采暖、通

风、给排水安装工程(代替SYJn 4035-
88)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炼油厂建

设工程(代替SY7 4037-89)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气田建设

工程(代替 SY 4038-92)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油田集输

管道Z程(代替SY 4053-92)
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防腐保温
钢 管制作



25  SY/T 4069-93石油建设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油田钢制

                    容器制作

26  SY 4070-93 石油天然气管道跨越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27  SY/T 4071-93管道下向焊接工艺规程

    以上标准自1994年3月1日起施行。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1993年9月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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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1.0.1本标准提供了一种确定钢管防腐层补片材料相对密封性

能的加速试验方法。管道补片材料是用来密封钢管上防腐层损伤
部位的。本试验方法采用小口径防腐层管子作为试件，代表埋地

或水下管道的防腐层。该防腐层在钢管和周围环境之间起电绝缘

作用。

1.0.2 管道防腐层补片材料试验除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2 方 法 概 述

2.0.1在试件的防腐层上制造人为缺陷孔，然后用不同的材料
进行补伤。把带有补片的试件悬挂在一种低电阻率的碱性电解质
溶液中，试件分别与一个镁阳极(或直流电想)相连。除补片边
界外，试件浸在电解质洛液中的其余部分均绝缘密封，认为电流
的唯一通路是补片的边界。通过测量补片区的电流(每一补片区

的电流取一年中每月一次读数的平均值)、即可对比出补片材料
的和对密封性。



3意义和用途

3.0.1 管道防腐层的缺陷可采用缠绕或补片方式进行修补。补
片材料的可用性取决于它与原有管道防腐层的耘结密封的性能。

3.0.2在采用本标准时必须注意，本试验是选择补片材料的对
比性试验，不能作为材料绝对性能的评价。

3.0.3试验采用小口径防腐层管子试件，补片补在曲率半径较
小的管子上，浸在高导电的电解质溶液中，使试件受到电解质应

力作用，从而提供了一种加速试验的方法。



4 仪器和设备

4.0.1试脸容器:直径300mm,高300mm左右的圆柱形玻璃容器。

4.0.2 试验容器盖板:厚5mm左右的不导电圆盘，可用胶木板
或塑料板制作。圆盘中心钻有直径为15mn。的孔，用于引出侠阳

极或消耗率低的阳极的导线。在距圆盘中心11 omm处，按“’均
匀钻8个直径为45mm的试件悬挂孔。

4.0.3一电源:可采用以下规定的电源。
  4.0.3.1直流电源:该电源应在电流最小的试件和饱和银/硫

酸桐参比电极之间维持-1.5土。.05V的直流电位(测试时参 比

电极应浸在电解质溶液中)。同时采用一种消耗率低的材料作为
阳极(例如不锈俐阳极或其他惰性阳极)，以进免盐类在试件上

一析出。

  4.0.3.2 采用重约2. 3Kg的高纯度镁阳极。镁阳极端头应带

有工厂密封的导线，否则端头应伸出试验容器盖板。该电源应具
有一个1.7V左右的直流开路电位(相对于饱和铜/硫酸铜参比电

极 )。

    住:若使用饱和甘汞电极作为参比电极，试件与参比电极间的电位应

为一1.4310.05V.当采用镁阳极时，其电位在整个试脸期间应接近此

值 。

4.0.4连接线:单芯屏蔽软线，线芯直径大于1. 03mm,
4.0.5 电导率仪:能测量格液电阻率的范围为20 4052·Cm,

14.0.6 酸度计:可测量pH值范围为。-14.

4.0.了水银温度计:测量范围满足19̂ 270C,精度为士10C,

4.0.8 直流微安表:量程。~工OORA和。-50o !+A,
武D.8 直流电压表:内阻不小于1OMQ,侧鱼范围0,01̂-5.OVe



            5 电解质溶液和材料

5.0.1 电解质溶液:用蒸馏水或软化水配制含氯化钠，碳酸钠、
硫酸钠各1呱的溶液。

5.0.2 端部密封材料:试件端部可用沥青制品、环氧树脂、合
成橡胶或塑料等材料密封。



6 试 件

6.0.1 试件:直径为25mm、长为SOOmm左右的钢管，钢管表

面涂敷防腐层。

6.0.2连接线孔:在试件顶端下面18mm处钻一直径为5mm的

孔或螺纹孔，供螺钉连接导线。
6.0.3销钉孔:在试件顶端下面20mm处钻一贯通管子两壁的
直径为6mm的孔，其轴线垂直于连接线孔。用一直径约为5mm

的木定位销钉穿过悄钉孔，把试件支撑在试验容器盖板上(见图

6.0.3)。

从试件到阳吸或毛流哀

王极，长300- 绝缘铜线

c流微安表
/

螺钉 不导老 式枪爵器盖粉

文傅试件}11)销钉

防 %(e'管试许

建阳.级晰封蜘 i

一_望阳t定

人为缺陷孔

、胜解质溶液

端部}r封 -;.夕9补器

图6.0.3 防腐层补片材料试验装置
三绝 口口孟n w 刁百



6.0.4 防腐层人为缺陷孔:在防腐层上制造人为缺陷孔，孔径
工Smm，并露出金属表面。

    一个试件制备3个人为缺陷孔，这3个缺陷孔位于一条垂线
上，钻孔位置见图6.0.3,

6.0.5 补伤:补片为25mm X 25mm的正方形。为使补片能均

匀、对称地盖住人为缺陷孔的四周，在损伤处轻微划线，以保证
补片与原防腐层的最小搭接宽度为6mm(人为缺陷孔周边到补

片各边长中点的距离)。划线时注意使每一补片的上、下两边处
于水平位置。

    每一块划线的补伤面用细砂纸轻微打毛，清理后按补片材料

的相关标准所规定的结构及涂敷工艺进行补伤操作，并记录补片
材料的厚度及结构。

6.0.6 端部密封:试件底端应使用绝缘材料堵塞密封，密封好

的试件应在室温下至少进行12h的状态调节，然后浸在电解质洛
液中，测试端部漏失电流，其数值应限制在1 RA以内。



7 试 验 步 骤

7.0.1镁阳极与试件或直流电源与试件的连接方式见图6.0.3和

图7.0.1。试件补伤面应朝外。当所有试件都悬挂在容器中后，把
室温下的电解质溶液倒入容器，直到高出最上边一个补片32mm

为止。在这个液位做出标记。在整个试脸期间，通过填加蒸馏水
或软化水维持这个液位.

直流电漂

\
高阻电压表

试 件

一 参比电#C

人x, k: 4;孔几
              \

}: G 低欲Fi浅

‘解质溶.}l

试验丈器

图7.0.1防腐层补片材料试验装置
                直流电源



7.0.2 试验应在19̂ 270C的室温条件下进行。
了.0.3 当采用直流电源时，每个试件分别与电源的负极连接，
阳极与电源的正极连接。调整直流电源输出电压，该电压值应符

合本标准第4.0.3.1款的规定。

    当采用镁阳极时，从试件顶端螺钉处引出300mm长的绝缘铜

线，用接线夹或管型插座接到镁阳极引出线上。
    所有接点应牢固、可靠。固定接点也可用锡焊或铜焊，并用

绝缘材料保护和密封。

7.0.4 测试:测试数据包括电流最小的试件与电解质洛液之Ial

的电位(相对于饱和铜/硫酸铜参比电极)，电解质溶液的pH

值、温度和电阻率，补片的电流微安值。
    试验数据表格式见附录A。在试验一开始时记录初始数据，

填入 “。，序号一栏，以后每个月测试一次，其日期误差不超过

土2d。连续测读12个月。

了.0.5 补片电流的测试方法
  7.0.5.1 把量程为。一iooAA的直流微安表串联在电源和试件

之间，其连接方式见图6.0.3和图7.0.1,
    当某试件能测出1 RA或更大的电流时，从容器中取出该试件

(注意不要碰到试件悬挂孔边沿)，用室温下的软化水或蒸馏水

慢慢地漂铣试件，除去导电膜，然后缓慢地把该试件重新插入电
解质溶液。注意每一补片淹没时电流的变化，若存在着差值，则

此差值即是通过该补片的漏失电流。
  7.0.5.2 当试件的总电流超过loowA时，如有必要，可使用

o-5ooRA的直流微安表。
  7.0.5.3 当一处补片的电流超过loowA时，记为looRA。连
续两个月测到1oogA值后，去掉该补片，清洗补伤面后用绝缘材

料牢固地密封该补伤区。重新密封该补片的目的是保证试件上剩

余补片读数的精确性。



8 报 告

8.0.1按附录A的要求填写原始数据和计算结果。



9 精 密 度

9.0,1数据精密度局限于管子原防腐层上同种材料补伤的3个试
件。

9.0.2 重复性:由同一试验员得出的相同材料的3个试件，其平

均值(除ORA外)的差值不应大于两倍，否则应重新做试验。例
如，对同一试验员，第一批，个试件的平均值为20队，则要录相

同材料的第二批3个试件的平均值应在10-a0IRA之间。
8.0,3 再现性:由某一试验室的报告得出相同材料的3个试件的

平均值(除0RA外)，与其他试验室得出的数据差值不应大于3

倍。例如，某个试脸室的一项平均值为20 RA,对于其他试验室
约相同材料则要求其平均值的范围在?-80 RA之间。



附录A 管道防腐层补片
                  管道防腐层补片

二
pey指电流最小的试件与电解质溶液之间的电位(相对于饱和铜/硫酸铜参比电极)，

②电解质溶液深度系指浓面到缺陷孔中心的距离，参见图0,0,3,

12



材料试验数据表格式
材料试脸数据裹

底漆:

-一日一州一州一州一!一卜!
盯
﹂
阵
﹂
les
厂
卜

口二}二口国二泣

一{一二}一
一一一{-一」一阵



附录B 用 词 说 明

    执行本标准条文时，要求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以便在
执行中区别对待。
    I.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r ;

    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榭 。

    3.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甩
        词.

    正面词采用 .可再或 .宜”;

    反面词采用 .不宜”。



附 加 说 明

    主编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职工学院
    主要起草人:阎世华 陈 江

    本标准参照美国材料与试验学会ASTM G55-88 管道防
腐层补片材料标准试验方法》rIM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