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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  第 2 部分： 

评定与制造》（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标委发〔2020〕53 号《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0 年第四批推荐性国家标准

计划的通知》文件的要求，国家标准《石油天然气工业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  第 2 部分：评定与

制造》以项目编号 20204906-T-469 下达。 

2．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按照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的要求，成立了由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为负责起草

单位，山东胜利新大事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石油管业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西安长庆科技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为参加起草单位的工作组。 

工作组成员主要有：戚东涛、丁晗、方伟、陶佳栋、魏军、赵志勇、葛鹏莉、胡建国、陈飞等。 

主要起草人及其承担工作如下：戚东涛和丁晗等负责标准起草的全过程，方伟负责标准修改，

陶佳栋和魏军负责涉及产品制造的部分内容，赵志勇、葛鹏莉、胡建国和陈飞负责涉及现场应用信

息反馈。 

3．主要工作过程 

1）2021 年 1~3 月，在对国内外标准文献分析、将 ISO 14692-2:2017《石油天然气工业  玻璃纤

维增强塑料管  第 2 部分：评定与制造》翻译的基础上完成标准草案； 

2）2021 年 4~5 月，开展制造企业和油田现场应用指标论证，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本标

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本标准以 ISO 14692-2:2017 为基础，考虑了国内油田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应用情况，以满足我

国油气安全生产的需要，促进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在解决油田腐蚀问题的提高为落脚点，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要求完成草案的编制。 

本标准代替 GB/T 29165.2-2012《石油天然气工业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  第 2 部分：评定与制

造》。与 GB/T 29165.2-2012 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制造商公布数据（见第 4 章）； 

理由：这些数据是进行产品评定的基础。如规定了在开展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评定工作前制造

商应公开的数据，包括寿命曲线梯度、最高压力等级、长期包络线数据、临界包络线数据、尺寸数

据、固化度基准值、巴氏硬度（仅针对 GRUP 和 GRVE）和纤维含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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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了结构材料及壁厚要求（见 2012 年版的第 5 章）； 

理由：新标准中删除了这部分内容。原第 5 章中包括了纤维、树脂、连接材料种类和基本要求，

并提出了管体壁厚的要求。 

——修改了评定程序（见第 5 章）； 

理由：对结构进行了优化调整。增加了节“缩放规则”，对于不同直径、压力等级和产品类型的

任意组合，可以依据缩放规则，高效完成评定。 

——增加了重新评定（见第 6 章）； 

理由：当组件变更量超出了委托方许可范围时，需重新评定。 

——删除了尺寸选定（见 2012 年版的第 7 章）； 

——修改了制造过程的评定程序（见第 7 章）； 

理由：对结构做了调整，主要分为质量控制试验和非强制质量控制试验，使测试项目更加清晰。 

——修改了组件标记（见第 8 章）； 

理由：删除压力等级、压力等级确定温度、设计压力、设计温度、公称直径、制造商识别码、

安装要求的限制或参考：允许螺栓扭矩、饮用水(yes/no)、电导率和防火性能分类等标记。 

——删除文件中部分内容（见第 10 章，2012 年版的第 11 章）； 

理由：删除“评定总结”，“已公布属性数值”等内容。 

——根据正文，增减了附录的内容。 

删除 2012 年版的附录： 

 A（资料性） 用于评定的组件要求举例； 

 B（资料性） 压力评定测试比例； 

 C（规范性） 失效包络线； 

 D（资料性） 温度和耐化学性分项系数 A1 和 A2 的确定指南； 

 E（规范性） 耐火性测试；  

 F（规范性） 耐火性测试程序修订；  

 G（规范性） GRP 管道系统组件静电特性的测定； 

 H（规范性） 尺寸选择； 

 I（资料性） 询价表范例； 

 J（资料性） 评定汇总表范例； 

 K（规范性）利用回归数据计算长期静水压力的最小二乘法。 

增加附录： 

 A（规范性） 梯度和温度限定； 

 B（规范性） 长期包络数据点； 

 C（规范性） 存活试验； 

 D（规范性） 缩放规则； 

 E（规范性） 代表性产品； 

 F（规范性） 法兰评定； 

 G（规范性） 主要泊松比； 

 H（规范性） 耐火性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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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规范性） 替代材料鉴定； 

 J（规范性） 目视检查； 

 K（资料性） 资格汇总表格示例。 

理由：依据具体的性能要求修改相应的附录。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是目前油田应用时间最长、用量最大的非金属管材。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

的成型工艺包括缠绕、离心浇铸和手工铺设等，树脂可采用环氧树脂、乙烯基树脂和不饱和聚酯树

脂等。目前通常以无碱玻璃纤维为增强材料，环氧树脂为基体，经过连续缠绕成型、固化而成。根

据环氧树脂固化剂的不同，可以分为酸酐固化和芳胺固化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两种。玻璃纤维增强

复合管的连接形式主要包括螺纹连接、承插粘接、锁键连接和法兰连接等形式，其中螺纹连接和承

插粘接比较常用。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是目前油田常用非金属管中耐温性能最好的一种。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的

最高公称压力在 32MPa 以上，但是局限于小口径（小于 50mm）管材。国内油田具有成功应用业绩

的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其公称直径为 100mm 时公称压力不高于 25MPa。与其他非金属管相比，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的主要优点为耐温性能较高、价格较低。主要缺点是接头性能和抗冲击性能差，

不适用于沙漠、戈壁等地势起伏比较大的区域。 

国内油田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主要应用于地面集输管网，在井下注水、采油也有少量应用。地

面管线用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产品制造执行 SY/T 6266《低压玻璃纤维管线管和管件》和 SY/T 6267

《高压玻璃纤维管线管》，这两项标准分别等同采用了国外标准 API Spec 15LR《Specification for Low 

Pressure Fiberglass Line Pipe and Fittings》和 API Spec 15HR《Specification for High Pressure Fiberglass 

Line Pipe》。 

依托相关科研课题，对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服役后性能开展了一系列的评价试验。 

（1）服役后基本性能评价 

服役前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管体基本性能评价试验结果汇总见表 1。服役后样品外表面颜色

加深，内表面有油污附着、玻璃化转变温度、树脂含量均满足标准要求，服役后巴柯尔硬度基本无

变化。综上可以看出，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在运行期内表现出良好的服役效果。 

（2）1000h 存活试验 

取服役后 DN65 PN5.5 MPa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样品 60s（0.017h）对应的爆破压力 32.3 MPa

作为计算 1000h 存活试验的基本数据。根据 SY/T 6794-2010（API 15S）1000h 存活试验压力计算方

式，该管线于 2017 年投产，已运行 3 年，取 17 年时间对应的压力为公称压力*压力安全系数（考虑

到设计温度及油气介质影响），即 5.5*1.5=8.25 MPa。 

计算服役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试样 1000h 存活试验试验压力所需参数见表 2。 

线性方程求解：根据两组数据（0.017，32.3）和（148920，8.25）取对数（log10）得到（-1.770，

1.509）和（5.173，0.916），以此确定拟合直线方程式为：Y= -0.0854X+1.358（X 为试验时间对数值，

Y 为试验压力对数值）。如图 1 所示，根据线性方程，服役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试样 1000h 下对应

的试验压力为 12.64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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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役后带现场接头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在 12.64 MPa 试验压力下 1000h 存活试验后外观如图 2

所示，1000h 存活试验中管体未发生渗漏、表面分层和开裂现象，现场接头未出现渗漏，压力-时间

曲线如图 3。结果表明，服役后的塑料合金管通过了 1000h 存活试验，在此条件下可以安全服役至

其设计寿命（可继续服役 17 年）。 

表 1  服役前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管体基本性能评价结果 

 

表 2  服役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 1000h 存活试验压力计算参数 

试验时间 室温爆破压力 剩余服役年限 1.5 倍公称压力 

60s（0.017h） 32.3 MPa 17 年（148920h） 8.25 MPa 

 

 

图 1  服役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服役寿命与压力关系图 

 

 

样品 测试项目 测试结果 结论 

服役前后玻璃

纤维增强复合

管管体 

外观形貌 
服役后管体外表面颜色加深，

内表面有油污附着 
与输送介质未发生明显的不相容现象 

规格尺寸 内径＜59.60mm 满足 SY/T 6770.1-2010 标准内径要求 

玻璃化转变温

度 

服役前 149.06℃ 
满足 SY/T 6770.1-2010 标准要求的（150±5）℃ 

服役后 149.68℃ 

树脂含量 
服役前 30.20% 

满足 SY/T 6770.1-2010 标准要求的（30±5）% 
服役后 25.88% 

巴柯尔硬度 差别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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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服役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 1000h 存活试验前后外观 

 

 
图 3  服役后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 1000h 存活试验水压-时间曲线 

 

2、技术经济论证 

90 年代中后期，长庆油田相继引进了玻璃钢管、柔性复合管（高、低压）、玻璃纤维增强复合

管以及氯化聚氯乙烯管（CPVC 管）等多种非金属管道。通过在采出水处理及回注系统中应用非金

属管道，其有效缓解了采出水中腐蚀、结垢的问题，在系统工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在采

出水系统应用非金属管道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在塔里木油田各作业区用量分布情况：哈得用量最多（684.15km）、东河次

之（422.24km）、英买为 324.99km、轮南为 173.57km、塔中为 91.54km、迪那为 3.054km。其中油气

混输领域（822.914km/334 条）、注水输水领域（367.08km/184 条）、集输油领域（509.165km/70 条）

和集气领域（1.078km/1 条）。统计表明，玻璃钢管广泛应用于塔里木油田油气混输、集输油和注水

输水领域，极少应用于集输气领域。 

油田介质环境日益苛刻，含水率、温度逐步上升，Cl-、CO2 等腐蚀性介质含量升高，尤其是一

些区域的油田井中出现 H2S，对传统碳钢管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腐蚀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

影响着环境及人身安全。非金属管成为油田地面集输管网腐蚀问题重要的解决方案。截止 2018 年底，

中国石油地面集输系统应用非金属管道已超过 4 万公里，约占总量的 13%，塔里木、吉林等油田用

量已超过 20%。通过本标准的建立进而实现油田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规范化，必将显著降低地面集

输管线腐蚀穿孔率，经济可观社会效益显著。 

因此，本标准的制定无论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将是对当前油田防腐工作的极大提升，有效提升

油田本质安全。 

3、预期的经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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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建立的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评定与制造标准体系，能够规范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生产制

造工作，从源头上提高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产品质量。依据本标准提出的评定方法制定订货技术条

件，按照本标准提出的制造要求指导生产，预计将能明显提升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在油田的应用效

果，提升防腐水平，显著降低地面集输管线的腐蚀穿孔概率。 

本项目编制的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评定与制造标准，规范油田防腐设计工作，提升油气井本质

安全，应用前景广阔。该标准大面积应用推广后，能够从源头把控，规范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评定

方案，提高产品制造质量，保障石油天然气工业中最大范围油气田用户要求，提升我国地面集输系

统防腐水平；同时标准的建立还将间接促进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推动我国地面集输非金属管制造

能力的快速攀升。预期将在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制造企业，中石油各油气田、中石化、中海油等油

田用户得到推广应用，获得显著的经济效果。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

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等同采用 ISO 14692-2:2017《石油天然气工业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  第 2 部分：评定

与制造》。 

本标准与现行国际标准、国外同类标准同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实施将有助于规范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生产制造工作，从源头上提高玻璃纤维增强复合

管产品质量。有效降低油田地面集输管线穿孔概率，显著提升油气开采的本质安全，以实际行动践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油气泄漏带来的环境损伤。 

本标准与所引用的规范性引用文件相互协调，需与 GB/T 29165.1 配合使用。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标准发布后，计划通过两方面来推动标准的宣贯实施：一方面通过标准制定单位内部宣贯，首

先在单位内部规范相关评定制造工作，并进一步辐射相关设计院、以及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生产企

业；另一方面借助标准化平台，加强对标准未覆盖到的玻璃纤维增强复合管用户、设计院、以及油

田用非金属管生产企业宣贯，进一步扩大标准影响力，并敦促相关单位尽快落实相关评定和制造工

作。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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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GB/T 29165.2-2012《石油天然气工业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管  第 2

部分：评定与制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