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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 1 部分：钢骨架 

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要过程 

根据国能综通科技〔2021〕   号《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下达 2021 年能源领域行业标准制（修）

订计划及外文版翻译计划的通知》，石油天然气行业标准《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 1 部

分：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以项目编号         下达。 

本标准由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负责起草，胜利油田孚瑞特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自强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参与起草，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包括齐国权、戚东涛、李厚补、赵利

国、许荣辉、刘海峰、李磊和燕自峰等。 

齐国权全面负责标准的修订与编写，戚东涛和李厚补负责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技术指标及

标准内容的完善；赵利国主要负责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的试验对标研究；许荣辉主要负责技术

指标、施工工艺及应用评价研究；刘海峰主要负责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的应用评价研究；李磊

主要负责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的试验研究，燕自峰主要负责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的技术指

标、应用评价研究。 

本标准是对 SY/T 6662.1-2012《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 1 部分：钢骨架增强聚乙烯

复合管》的修订。在标准编制过程中，我们首先对 SY/T 6662.1-2012 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调研和分析。

通过与国内主要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制造公司（四川自强科技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孚瑞特石油

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安源管道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兴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方管业有限

公司等）和使用企业（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田分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等）就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的质量检验和使用需求进行调研交流，在总

结近年来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试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本标准的初稿。 

2021 年 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组织会议对初稿内容及相关技术指标进行了专题讨论和修改完善，

在此基础上对标准初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2021 年 3 月，石油管材专标委组织召开标准协调会，

对标准的相关内容编写和进度进行协调安排。根据标准协调会专家意见，标准起草组对标准草案进

一步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二、行业标准编写原则和主要内容 

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经过 20 余年的逐步完善和在油气田行业大量应用检验，目前已成为油

气田行业应用增速最快的输送管道产品之一。由于具有耐腐蚀、口径大、运输安装方便、维护维修

成本低等一系列优点，当前已在我国油田得到广泛应用。随着用量的持续增加和应用技术的快速进

步，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在高温集输、油气混输、天然气集输等新领域获得了大量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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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产品标准 SY/T 6662.1-2012 于 2012 年颁布，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论是适用范围、产品类型、

规格尺寸，还是原料要求、测试项目、试验方法、性能指标等均与当前发展和应用现状存在较大差

距，已严重影响了产品在油气田的安全应用和技术推广。依据当前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的产品

现状和应用领域，对 SY/T 6662.1-2012 内容进行全面修订。通过对试验方法和试验数据的对比分析，

判定指标的合理性及试验方法的可操作性，以此确保标准的严谨性以 及各项技术要求的有效性。 

本标准代替 SY/T 6662.1-2012《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 1 部分：钢骨架增强聚乙

烯复合管》。与 SY/T 6662.1-2012 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及理由如下： 

1. 增加了管件形式及相关要求。修改理由：主要是针对目前现有产品管件类型较多，明确提出

了所用管件的三种类型，从而更有利于控制产品质量。 

2. 修改了氧化诱导时间测试时间，由 200℃改为 210℃。修改理由：满足目前技术现状，相关同

类标准均已将试验温度调整为 210℃。 

3. 在特定油气田环境中使用的聚乙烯树脂，宜参考 GB/T 34903.1 确定其适用性能。修改理由：

为扩大该类产品应用范围提供解决方案。 

4. 修改了钢丝缠绕骨架增强体要求，增加了胎圈用钢丝选材类型。修改理由：主要是针对目前

产品选材范围扩大而进行对应的调整。 

5. 增加了酸性环境用钢丝缠绕骨架增强体要求。修改理由：通过科学选材评价，提升产品应用

的安全可靠性。 

6. 增加了粘接树脂性能要求。修改理由：依据现有国家标准 GB/T 32439 相关规定，从而更全面

地控制了产品质量。 

7. 提出了不同类型管件理化性能要求。修改理由：依据目前国内现有同类产品（GB/T 13663.3、

GB 15558.2）而确定的。 

8. 修改了理化性能要求中的短期静液压强度试验及氧化诱导测试相关内容。修改理由：满足目

前技术现状。 

9. 对内径进行尺寸检测及控制。修改理由：更全面控制产品质量。 

10. 增加了安装要求。修改理由：更好指导使用方应用该文件。 

三、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和预期达到的效果 

参编单位分别开展了验证性 试验，实施的检验项目有：聚乙烯原材料适用性评价；原材料及管材氧

化诱导时间测试验证；复合管产品的静液压强度测试等。详述如下： 

（1）介质相容性检验 

为了验证介质相容性对于钢骨架聚乙烯复合管中聚乙烯选材的可行性，参考标准GB/T 34903.1-2017，

检验条件为：70℃，总压 10.0MPa（H2S 分压 0.6MPa、CO2分压 0.25MPa，其余为 N2），Cl-浓度 140000mg/L，

时间 94h。结果见表 1，试验过程可操作，各项性能指标符合标准要求，表明该方法可以用于本标准中

相关高性能聚乙烯产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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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介质相容性检验结果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质量变化率 

平均值 

（%） 

拉伸屈服强度平均值 

（MPa） 
拉伸屈服强度 

变化率 

（%） 
未进行高温 

高压釜试验 

进行高温 

高压釜试验后 

柔性复合高压输送管 

内衬层 

（交联聚乙烯） 

XD-NC 0.45 23.7 24.6 3.8 

GB/T 34903.1-2017 

标准要求 
/ 

质量变化率：±5% 

拉伸屈服强度变化率：±20% 

 

（2）氧化诱导时间测试 

针对 2 种不同试验温度（200℃和 200℃）进行对比验证，结果符合要求。测试结果见表 2。 

表 2  氧化诱导时间测试结果 

样品编号 管材类型及规格 试验温度200℃，要求≥20min 试验温度210℃，要求≥20min 

1 PE原料 

65 39 

57 38 

62 41 

2 PE管材料 

53 36 

49 32 

52 34 

 

（3）短期静液压强度试验 

征求意见稿中短期静液压强度试验条件改为温度 20℃，时间 1 h，试验压力：公称压力×2：较

原版提升试验压力的基础上降低了试验时间，对此进行了不同规格管材的试验验证，结果证明该性

能指标参数适用。试验结果见表 3。 

表 3  2 种条件下静液压试验验证结果 

样品编号 规格型号 

测试结果 测试结果 

试验条件：20℃，100h，公称压力×1.5； 

要求：不破裂、不渗漏 

试验条件：20℃，1 h，公称压力×2； 

要求：不破裂、不渗漏 

1 dn75PN4.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2 dn200PN4.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3 dn315PN2.5 合格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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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4 dn500PN2.0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5 dn630PN1.6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合格 

 

根据目前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应用技术最新成果，参考国内外其他相关同类标准，对 SY/T 

6662.1-2012 相关技术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可成为比较先进、完善、实用的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

技术标准。本标准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采用该标准进行该产品的采购及生产、检验及应

用，对其质量控制和安全可靠应用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并将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属于增强热塑性塑料复合管（RTP）的一种，国外 RTP 管产品已相当成

熟，目前在用标准主要为 API RP 15S-2016。国内钢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已在西南分公司、塔里木、

长庆、大庆、塔河等油田得到广泛应用，产品质量和应用效果受到用户的认可和好评，以此为基础，

国内 2012 年颁布了 SY/T 6662.1-2012《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 1 部分：钢骨架增强聚

乙烯复合管》、SY/T 6769.2-2010《非金属管材设计、施工及验收规范  第 2 部分：钢骨架聚乙烯塑料

复合管》、SY/T 6770.2-2010《非金属管材质量验收规范  第 2 部分：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等 3

项标准，为该产品在国内的大面积推广应用奠定了重要基础。 

本标准与现行国外同类标准相比，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的应用可以有效提升保障石油天然气工业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的制造质量和使用安

全，促进该产品制造企业的发展，降低金属管道腐蚀导致失效事故的发生，可促进我国石油天然气

开发领域节能环保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相关标准的实施应用。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本标准作为强制性（仅工程建设类）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使用本标准进行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的生产制造和检测时，制造商和检测人员应具有相应

的资质。执行本标准对钢骨架聚乙烯塑料复合管进行管理时，建议同时参照其他相关标准同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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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SY/T 6662.1-2012《石油天然气工业用非金属复合管  第 1 部分：钢

骨架增强聚乙烯复合管》。 

十、重要内容的解释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