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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 28055－2011，与GB/T 28055－2011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适用范围增加“双级密封封堵、球形封堵、智能封堵作业”（见1.2）； 

——更新全文引用标准（见第2章、第10章、第11章）； 

——更新规范性引用文件（见第2章）； 

——增加术语“双级密封式封堵、球形封堵”  

——修改4.1为“从事钢质管道带压封堵作业的单位应具备TSG资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要求”。 

——增加对封堵管件制造方的要求：封堵管件应由具备压力元件制造许可资质的制造方生产（见第

4章）； 

——修改4.4为“作业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技术方案及质量、安全、健康和环境作业文件，

并获得业主等相关方的审批。” 

——增加“管道带压焊接的具体要求应符合GB/T31032的相关规定。”（见第4章）； 

——修改7.1为“封堵头分为塞式封堵头、折叠封堵头、筒式封堵头、囊式封堵头、双级密封封堵

头和球形封堵头等。”   

——修改9.1内容，增加管道运行期间环境温度； 

——修改标准中的“焊接工艺指导书”为“预焊接工艺规程”（见9.6.1，9.6.2）； 

——增加两条“9.6.1  带压管道焊接可采用手工焊接、半自动焊接、全自动焊接工艺，或几种工

艺相结合的形式施焊。 

——增加一条“10.2.1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开孔补强需满足GB 50251/50253相关标准规定，并进

行计算和校核。” 

——修改原10.2.4为“管道的焊缝余高影响三通组对施工时，宜对焊接三通部位的管道螺旋焊缝和

对接焊缝进行适量打磨，打磨前应对焊接三通部位的管道螺旋焊缝和对接焊缝进行无损检测。”（见

10.2.5） 

——修改标准中图2b)的焊接方向（见图2b)） 

——修改标准中的“垫板长度等于护板长度”为“垫板长度应大于护板长度”（见10.2.7） 

——修改10.2.8.1为“对开三通（对开四通）护板与管道的环向角焊缝的焊接应采用多层多道焊形

式，焊接顺序应遵循焊接工艺规程要求。” 

——删除图5. 

——修改10.2.9.2为“10.2.10.2  补强圈的尺寸应执行GB 50251/50253规定，并进行计算和校核。” 

——增加一条“10.2.10.1  开孔补强需满足GB 50251/50253相关规定。” 

——增加两条“旁通管道试验压力应为封堵点管道运行压力的1.5倍，压力试验稳定时间1h，压力

试验完成后应记录试验结果。”“旁通管道投用前，应使用氮气或惰性气体置换空气，用气体检测仪检

测旁通管道内氧气含量，氧气含量小于2％为合格。合格后使用管道介质置换管内氮气或惰性气体。”

（见10.3.5  旁通管路的要求 ） 

——增加一条“可以实现在主管线上焊接四通开孔接支线（新线）工艺”。（见10.5.2.4） 

——增加一条“断管作业时宜持续注氮或惰性气体进行保护。”（见10.8断管作业） 

——增加“双级密封封堵头的安装：检查双级密封封堵头转动臂的灵活性，封堵皮碗应完好并不应

重复使用。” （见10.4.2.5） 

——增加“球形封堵头的安装：检查姿态油缸、压缩油缸和转动臂的灵活性，密封胶筒应完好并不

应重复使用。”（见10.4.2.6） 
——修改“惰性气体”为“氮气或惰性气体”（见10.10） 
——增加一条“极寒天气施工，宜对设备采取防寒保暖措施”。（见11.3.3.1） 

——增加附录A双级封堵不停输机械封堵工艺示意图和球形封堵不停输机械封堵工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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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附录F、附录G均是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2）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由全国锅炉压力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2）负责解释。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GB/T 2805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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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制管道带压封堵技术规范 

1 范围 

1.1 本标准规定了管道带压开孔、封堵作业的技术要求。 

1.2 本标准适用于钢质油气输送管道带压开孔作业及塞式、折叠式、筒式、囊式、双级密封、球形、

智能等封堵作业（其他介质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19326 钢制承插焊、螺纹和对焊支管座 

GB 30871 化学品生产单位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T 31032 钢质管道焊接及验收 

GB 50194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251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53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SY 6554 石油工业带压开孔作业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带压开孔  hot-tapping  
在管道密闭状态下，以机械切削方式在管道上加工出圆形孔的一种作业。 

3.2  

开孔机  tapping machine 
在管道密闭状态下，以机械切削方式在管道上加工出圆形孔的一种设备。 

3.3  

    封堵头  plugging head 
由机械支撑部分和密封部件组成、用于阻止管道内介质流动的装置。 

3.4  

    封堵器  plugging machine 

http://www.baidu.com/link?url=b_l6bq0ikkVqGbhK5NSh2d0yxhhEArqub0pPm6-YXGCd6KD5_qQvS4cil8HREUkews3McsLiYljTpSFd6MuSoRbdHIn_i1o6DO152_7dJ8i�
http://www.baidu.com/link?url=6If2fYDu_IMcyjmvRisrOor7o-W1GvxJQ-reBKP586GXjJwyEyz-mjEyVoUimxjZCNfzUtO1R_PuqIczHPuHxkFxVD5jI2OZefIL8_KPK7pkCRGWvB0v23-hlyBluoZ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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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密闭状态下，能够将封堵头送入管道中的设备。 

3.5   

封堵  plugging 
从开孔处将封堵头送入管道并密封管道，从而阻止管道内介质流动的一种作业。 

3.6   

对开三通  L-O-R split fitting  
用于管道开孔、封堵作业，法兰部位带有塞堵和卡环机构的全包围式特制三通。分为封堵三通和旁

通三通。 

3.7  

    对开四通  L-O-R split 4-way fitting 

用于管道筒式封堵作业，法兰部位带有塞堵和卡环机构、下护板带有突出密封腔体的全包围式特制

四通。 

3.8  

    塞堵  plug  

置于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的法兰孔内，带有O型密封圈、单向阀和卡环槽的圆柱形的装置。 

3.9  

    卡环机构  ring segment  

置于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的法兰内，用于固定、限制塞堵的可伸缩机构。  

3.10  

    夹板阀  sandwich valve 

在开孔、封堵作业中，用于对开三通（对开四通）连接开孔及封堵装置的专用阀门。 

3.11  

开孔结合器  T.M. adapter 

容纳开孔刀、塞堵，用于夹板阀和开孔机之间密封联接的装置。 

3.12   

    封堵结合器  plugging head housing  

容纳封堵头，用于夹板阀和封堵器之间密封联接的装置。 

3.13  

    筒刀  cutter 

一端带有多个刀齿、另一端与开孔机相联的圆筒形铣刀。 

3.14  

    鞍形板  coup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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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筒刀切下的管壁。 

3.15  

    中心钻  pilot drill  

用于定位、导向和取出鞍形切板，辅助筒刀开孔的钻头。 

3.16  

    刀具结合器  cutter holder  

将开孔机和刀具联接起来的部件。 

3.17  

    塞堵结合器  plug holder 

将开孔机和塞堵联接起来的部件。 

 

3.18  

    防胀圈  restraining device 

预先焊接在开孔部位管道上，防止鞍形板变形的部件。 

3.19  

    内旁通  internal bypass 

置于夹板阀内，用于连接阀板上下连通的可控通道。 

3.20  

    隔离囊（墙） isolating bag (wall) 

在常压状态下，用于隔离油气，保证安全作业的皮囊（墙）。 

3.21  

球形封堵 ball-shaped plugging 
应用类圆柱球状带密封胶桶的活塞式封堵头对管道进行封堵的一种作业。 

3.22  

开孔（接支线）四通 hot-tapping(connect to the branch line) four links 
在对开三通法兰下部嵌入增加一个三通、直管段和封头而新形成的一种全包围式带压开孔接支线管

件。 

3.23  

双级密封封堵 double-level seal plugging 
在一个开孔点的管道内置入两个塞堵头，实现双道环向橡胶密封管道的一种封堵作业形式。 

3.24  

智能封堵 smart plu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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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托于开孔的一种封堵方式，从场站阀室的收发球筒将智能封堵器置入管内，通过人为的远程、

内外控制，实现封堵器在管内游走运行至需要封堵的位置进行封堵的一种作业形式。 

 

4 一般要求 

4.1 从事钢质管道带压封堵作业的单位应具备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质 TSG要求。 

4.2 参与封堵设备操作的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并持证上岗。 

4.3 封堵管件应由具备压力元件制造许可资质的制造方生产，应具有材质单、质量保证书、检验报告、

产品合格证、标识。 

4.4 作业前，应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技术方案及质量、安全、健康和环境作业文件，并获得业主等相

关方的审批。 

4.5 开孔封堵设备满足管道开孔、封堵作业要求。 

4.6 管道带压焊接的具体要求应符合 GB/T31032的相关规定。 

5 封堵工艺 

5.1 不停输封堵工艺 

在管道上带压焊接旁通三通并开旁通孔，建立旁通管路，达到不停输封堵的目的。一般不停输封堵

施工工艺宜采用此种工艺，工艺流程参见附录A。 

5.2 停输封堵工艺 

对于允许停输的管道，若能够在规定停输时间内完成维修改造工作，宜采用停输封堵工艺，否则应

采用不停输工艺，囊式封堵是停输封堵工艺的一个特例，工艺流程参见附录B。 

6 封堵压力分类 

6.1 按封堵头可承受的压力分为低压封堵、中压封堵、高压封堵和超高压封堵。 

6.2 低压封堵指管道压力小于等于 0.5MPa的封堵作业。 

6.3 中压封堵指管道压力大于 0.5MPa 小于等于 2.5MPa的封堵作业。 

6.4 高压封堵指管道压力大于 2.5MPa 小于等于 5.0MPa的封堵作业。 

6.5 超高压封堵指管道压力大于 5.0MPa的封堵作业。 

7 封堵头分类及选用原则 

7.1 封堵头分为塞式封堵头、折叠封堵头、筒式封堵头、囊式封堵头、双级密封封堵头和球形封堵头

等。 

7.2 根据封堵压力的分类，选择适用的设备和封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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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管道施焊压力要求 

管道允许带压施焊的压力计算如下： 

s2 ( )t cp F
D

σ −
=

 
式中： 

p —— 管道允许带压施焊的压力，单位为兆帕（MPa）； 

σs —— 管材的最小屈服极限，单位为兆帕（MPa）； 

t —— 焊接处管道实际壁厚，单位为毫米（mm）； 

c —— 因焊接引起的壁厚修正量，参见表1，单位为毫米（mm）； 

D —— 管道外径，单位为毫米（mm）； 

F —— 安全系数参见表2。 

表 1  推荐修正量 

 

焊条直径，mm ＜2.0 2.5 3.2 4.0 

C 1.4 1.6 2.0 2.8 

 

表 2  推荐安全系数 

 

t t≥12.7 8.7≤t＜ 12.7 6.4≤t＜ 8.7 t＜6.4 

F 0.72 0.68 0.55 0.4 

9 封堵作业准备 

9.1 管道调查与现场踏勘 

对封堵作业管段的走向、埋深、高差、作业距离、土壤情况、施工期间环境温度等进行现场调查。

了解管道技术规格、输送介质参数、管道运行参数、防腐方式、清管情况、最低允许输送压力及管道允

许的最长停输时间等。并填写管道调查表，参见附录C（资料性附录）。 

9.2 材料的复核 

9.2.1 对提供的管件进行复核。 

9.2.2 钢管及对开三通（对开四通）不应有磨损、裂纹、气孔、褶皱、重皮、夹渣等缺陷，无超过壁

厚负偏差的锈蚀和凹陷。 

9.2.3 应检查对开三通（对开四通）卡环的伸出圈数，以保证安装塞堵位置准确。 

9.2.4 密封材料不应有气孔、杂质、飞边、毛刺、裂纹等缺陷，塞堵和封堵头用密封材料应满足管道

介质和运行温度的要求。 

9.2.5 检查筒刀的筒体尺寸，并检查筒刀和中心钻的刀齿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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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量具、仪表应经过检定或校准，并在有效期限内。 

9.4 施工前所有机械设备应调试运转正常。 

9.5 模拟试验 

根据管道参数、介质参数、运行参数，作业单位无类似作业经验时，作业开始前应先进行模拟试验。 

9.6 焊接工艺及评定 

9.6.1 带压管道焊接可采用手工焊接、半自动焊接、全自动焊接工艺，或几种工艺相结合的形式施焊。 

9.6.2 根据管道材料、运行参数以及焊件材料编制预焊接工艺规程。  

9.6.3 按预焊接工艺规程施焊后进行工艺评定，按合格的焊接工艺评定编制焊接工艺规程。 

9.6.4 按照焊接工艺规程进行带压管道焊接。 

9.7 施工现场确定原则 

施工现场应有足够的作业场地和操作空间，道路畅通。 

9.8 作业坑的要求 

9.8.1 作业坑分为封堵作业坑和动火作业坑，封堵作业坑和动火作业坑之间宜设隔墙，作业坑形式见

图 1。 

9.8.2 作业坑两侧应设有方便上下的安全通道；作业坑土质不稳定时，应有预防作业坑塌方的措施；

地下水位较高的地段，应采取降水措施。 

9.8.3 设备应摆放在距离作业坑 1m范围外。 

 

图 1  封堵作业坑示意图 

9.9 作业平台的搭建 

9.9.1 在地上管道施工，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的法兰端面高于地面 1.3m时，应搭建作业平台。 

9.9.2 在埋地管道施工，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的法兰端面高于作业坑底 1.3m时，应搭建作业平台。 

9.9.3 作业平台应搭建牢固，有足够的操作空间，有护栏和上下行梯。 

10 封堵作业 

10.1 开孔、封堵作业点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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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开孔、封堵作业点应选择在直管段上。开孔部位尽量避开管道焊缝，无法避开时，对开孔刀切

削部位的焊道宜适量打磨。中心钻不应落在焊缝上。 

10.1.2 开孔封堵部位的管道圆度误差不得超过管外径的 1%。 

10.1.3 测量施焊部位管道壁厚，满足施焊最小壁厚要求。 

10.2 封堵管件的组对与焊接 

10.2.1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开孔补强需满足 GB 50251/50253相关规定，并进行计算和校核。 

10.2.2 管道介质流速要求 

封堵管件焊接时，管道内液体流速不应大于5m/s，气体流速不应大于10m/s。 

10.2.3 管件组对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法兰沿管道轴线方向的两端到管顶的距离差小于1mm，对开三通（对开四通）

法兰轴线与其所在位置管道轴线间距不应大于1.5mm。 

10.2.4 焊接要求 

按焊接工艺规程施焊。 

10.2.5 管道螺旋焊缝和对接环焊缝的处理 

管道的焊缝余高影响三通组对施工时，宜对焊接三通部位的管道螺旋焊缝和对接焊缝进行适量打

磨，打磨前应对焊接三通部位的管道螺旋焊缝和对接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10.2.6 焊工数量 

10.2.6.1 对护板长度大于或等于 750mm 的对开三通（对开四通）进行纵向对接焊缝的焊接时，每道焊

缝宜至少由两名焊工同时施焊。 

10.2.6.2 在管道外径大于或等于Ф325mm的管道上进行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环向填角焊缝的焊接时，

每道焊缝宜至少由两名焊工同时施焊，且两电弧间应相距至少 50mm。 

10.2.7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焊接顺序 

10.2.7.1 应先同时焊接两侧对接焊缝，再焊接环焊缝。 

10.2.7.2 由一名焊工焊接每道纵向对接焊缝时，应按图 2 a）所示焊接顺序同时焊接。 

10.2.7.3 由两名焊工焊接每道纵向对接焊缝时，应按图 2 b）所示焊接顺序同时焊接。 

10.2.7.4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的两道环向填角焊缝的焊接，应先焊接完成一侧环向填角焊缝后，再

焊接另一侧环向填角焊缝。当两名焊工同时焊接一道环向填角焊缝时，应按图 3所示焊接顺序同时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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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名焊工同时焊接                       b）四名焊工同时焊接 

 图 2  纵向对接焊缝焊接顺序 

 

图 3  环向填角焊缝焊接顺序 

10.2.8 纵向对接焊缝的焊接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纵向对接焊缝宜加垫板，垫板长度应大于护板长度，宽度为对接焊缝宽度的

2～3倍，垫板布置见图4。 

 

图 4  垫板布置示意图 

10.2.9 环向填角焊缝的焊接 

10.2.9.1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护板与管道的环向填角焊缝的焊接宜采用多道堆焊形式，焊接顺序应

遵循焊接工艺规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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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2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护板厚度小于或等于 1.4倍管壁厚度时，填角焊缝的焊脚高度和宽度

应与护板厚度一致，见图 5。 

10.2.9.3 对开三通（对开四通）护板厚度大于 1.4 倍管壁厚度时，填角焊缝的焊脚高度和宽度应等于

1.4 倍管壁厚度，见图 6。 

 

图 5  环向填角焊缝焊角尺寸（护板厚度小于或等于 1.4倍管壁厚度） 

 

图 6 环向填角焊缝焊角尺寸（护板厚度大于 1.4 倍管壁厚度） 

10.2.10 开孔短节焊接 

10.2.10.1 开孔短节可以是补强圈或补强凸台的形式，其补强需满足 GB 50251/50253相关规定。 

10.2.10.2 补强圈的尺寸应执行 GB 50251/50253规定，补强凸台的尺寸应执行 GB 19326规定，并进

行计算和校核。 

10.2.10.3 应按焊接工艺规程施焊。 

10.2.10.4 带补强圈开孔短节的焊道顺序见图 7，焊接顺序见图 8。 

10.2.10.5 不带补强圈的开孔短节焊接顺序见图 9。 

 

图 7  带补强圈开孔短节的焊道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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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带补强圈开孔短节的焊接顺序 

 

 

图 9  不带补强圈开孔短节的焊接顺序 

10.2.11 焊接质量检验 

宜有焊接记录，参见附录D（资料性附录）。焊缝检验的方法可采用渗透探伤、磁粉探伤或超声波

探伤或两种方法的组合。焊接接头的检验、缺陷的清除和返修应执行GB/T 31032的规定。 

10.2.12 开孔孔径大于 DN500，宜加防胀圈。 

10.3 安装要求 

10.3.1 刀具的安装 

中心钻提取鞍形板装置应工作可靠。刀具结合器与开孔机主轴之间的锥度联接不应有任何松动。测

量筒刀与开孔结合器内孔的同轴度，控制在1mm以内。 

10.3.2 封堵头的安装 

10.3.2.1 塞式封堵头的安装：压板螺栓应均匀紧固，封堵皮碗不应重复使用。 

10.3.2.2 筒式封堵头的安装：橡胶密封件应粘接牢固，调整杆应转动灵活，橡胶密封件不应重复使用。 

10.3.2.3 折叠式封堵头的安装：应对折叠板拉杆进行调节，封堵皮碗压板螺栓应均匀紧固，封堵皮碗

不应重复使用。 

10.3.2.4 囊式封堵头的安装：检查挡板的灵活性，密封囊应完好并不应重复使用。 

10.3.2.5 双级密封封堵头的安装：检查双级密封封堵头转动臂的灵活性，封堵皮碗应完好并不应重复

使用。 

10.3.2.6 球形封堵头的安装：检查姿态油缸、压缩油缸和转动臂的灵活性，密封胶筒应完好并不应重

复使用。 

10.3.3 夹板阀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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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1 夹板阀应在关闭状态下吊装。 

10.3.3.2 内旁通应关闭。 

10.3.3.3 应测量夹板阀内孔与对开三通（对开四通）法兰内孔的同轴度，同轴度误差不应超过 1mm。 

10.3.3.4 开孔机与开孔结合器、封堵器与封堵结合器应竖直安装和拆卸。 

10.3.4 开孔机与开孔结合器、封堵器与封堵结合器应竖直安装和拆卸。 

10.3.5 旁通管路的要求 

10.3.5.1 根据管道工艺条件要求，确定旁通管路的材质及管径。 

10.3.5.2 旁通管路的焊接应有焊接工艺规程，应对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10.3.5.3 旁通管道试验压力应为封堵点管道运行压力的 1.5倍，压力试验稳定时间 1h，压力试验完

成后应记录试验结果。 

10.3.5.4 应在旁通管路高点安装排气阀，低点安装排污阀，并在适当位置安装压力表。 

10.3.5.5 旁通管路应支撑固定，保障管线平稳运行。 

10.3.5.6 旁通管道投用前，应使用氮气或惰性气体置换空气，用气体检测仪检测旁通管道内氧气含量，

氧气含量小于 2％为合格。合格后使用管道介质置换管内氮气或惰性气体。 

10.3.6 塞堵的安装 

10.3.6.1 调整塞堵结合器内中心顶杆的伸出长度。 

10.3.6.2 应检查塞堵的方向，确保鞍形板的方向与管道方向一致。塞堵安装完成后，开孔机主轴应全

部收回。 

10.3.6.3 开孔时切下的鞍形板应随塞堵装回管道。鞍形板装回管道前应清边，清边后鞍形板外径宜比

开孔孔径小 15mm～30mm。 

10.3.7 尺寸测量 

相关设备组装完成后，应测量并记录设备的安装尺寸，计算开孔、封堵、下塞堵的操作尺寸，采用

塞式封堵头方法的尺寸测量见附录G（规范性附录）。 

10.4 开孔作业 

10.4.1 试验压力 

10.4.1.1  开孔前应对焊接到管道上的管件和组装到管道上的阀门、开孔机等部件进行整体的气体置

换和试压，气体置换采用氮气或惰性气体置换三通（或四通）、阀门结合器等内的空气，保证后续的开

孔作业安全性，试验压力宜等于管道运行压力，最高不应超过管道运行压力的 1.1倍，并填写开孔作业

检查表，见附录 E（资料性附录）。 

10.4.1.2 关闭夹板阀，卸去开孔结合器的压力，验证夹板阀的密封性，若密封良好，进行下道作业；

若泄漏，应进行检修更换。 

10.4.2 开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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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1 开孔前，应打开开孔结合器上的排气阀，当排气完毕后关闭排气阀，然后开孔。 

10.4.2.2 开孔时，当开孔机切削到预定尺寸后，停机，然后以手动操作开孔机使开孔刀前进 5mm～

10mm，确认孔完全被开透，方可上提刀具。 

10.4.2.3 开孔完成后将刀退出，关闭夹板阀，卸放压力。然后排出开孔结合器内的介质，拆卸开孔机。

具体内容执行 SY 6554规定。 

10.5 旁通管路投用 

旁通管路安装完成后，用运行管道内介质导通旁通管路。 

10.6 封堵作业 

10.6.1 封堵作业期间不应清管、调整管道运行参数。 

10.6.2 液体管道带压封堵时的介质流速不应大于 2.5m/s，气体管道带压封堵时的介质流速不应大于

5m/s。 

10.6.3 封堵设备吊装到夹板阀上之前，确认封堵头的封堵方向为被封堵管段。 

10.6.4 下封堵时应先下下游封堵头，后下上游封堵头。 

10.6.5 封堵效果的验证。 

打开平衡孔降压，压力降为零，观察5min，若封堵隔离段管道压力没有回升，则封堵成功。 

10.7 介质排放 

10.7.1 应采用防爆设备排放管道介质。 

10.7.2 应对封堵隔离段进行氮气或惰性气体的置换。 

10.8 断管作业 

10.8.1 应采用机械方法断管。 

10.8.2 断管期间，宜采用水冷却，并采取预防管道轴向膨胀的措施。断管作业时宜持续注氮气或惰性

气体进行保护。 

10.9 管道改造作业 

10.9.1 按焊接工艺规程进行焊接。 

10.9.2 焊缝应进行无损检测。 

10.10 封堵隔离段投用 

10.10.1 封堵隔离段投用前应进行氮气或惰性气体置换。 

10.10.2 应通过管道介质导入置换掉氮气或惰性气体。 

10.11 解除封堵 

10.11.1 对塞式、折叠、筒式、双级密封和球形封堵头，应首先确认封堵头前后的压力平衡，并应先

提上游封堵头，后提下游封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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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2 囊式封堵头应先提封堵囊，后提挡板。 

10.12 拆除旁通管路 

10.12.1 对管道输送介质为液体的旁通管路，宜将旁通管路内的介质注入到运行管道或油罐车中。 

10.12.2 对管道输送介质为可燃气体的旁通管路，宜将旁通管路内的介质放燃并进行氮气置换。 

10.12.3 对长距离的旁通管路的拆除，宜采用机械方法断管。如采用氧-乙炔切割时，应采取安全保护

措施。 

10.13 下塞堵作业 

10.13.1 下塞堵作业期间管道运行参数应保持稳定。 

10.13.2 应在开孔机和夹板阀的上阀板上安装压力表，并进行压力监控。 

10.13.3 操作过程中，应先用夹板阀的内旁通平衡压力，再打开外平衡管路阀门。 

10.13.4 塞堵到位后，伸出卡环并确认卡环圈数。 

10.13.5 确认塞堵安装完毕后，应先脱离主轴，并将主轴上提 25mm，之后验证塞堵密封效果。 

10.14 取塞堵作业 

10.14.1 首先应取压力平衡孔的塞堵，然后安装压力表，确认管道运行参数。取塞堵尺寸见附录 G。 

10.14.2 取塞堵时开孔机上宜安装助力器。 

10.15 安装盲板 

10.15.1 安装前，应对盲板的密封面、密封垫片进行外观检查，不应有缺陷。 

10.15.2 螺栓应对称紧固。 

10.16 防腐及地貌恢复 

10.16.1 三通等管件应按原管道防腐等级进行防腐。 

10.16.2 对于埋地管道，待防腐层固化后按规定再进行土方回填，并做好地貌的恢复。地貌恢复后，

应在地面上埋设标志桩。 

11 健康、安全、环境 

11.1 作业前应进行风险识别、评价，制定风险削减措施和必要的应急预案。 

11.2 健康监护 

11.2.1 所有施工人员应建立健康档案。  

11.2.2 直接从事有毒、有害施工作业人员应定期进行职业病检查。 

11.2.3 施工人员的心理、生理条件应满足工作性质要求。 

11.2.4 施工人员食宿应安全、卫生，并应做好地方病的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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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安全防护 

11.3.1 施工人员的安全 

11.3.1.1 施工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主要包括： 

a) 所有施工人员应配戴防静电劳动防护用品；  

b) 在对人呼吸器官有害的作业环境里，施工人员应配戴防毒面具等劳动防护用品； 

c) 在对人眼睛、皮肤有害的作业环境里，施工人员应配戴防护眼镜、面罩、防护服等劳动防 

d) 护用品。 

11.3.1.2 施工现场应配备应急药箱和应急药品。 

11.3.1.3 夏季施工，应有防暑降温措施；冬季施工，应有防寒保暖措施。 

11.3.1.4 其他未提及的内容执行 GB 30871规定。 

11.3.2 施工现场的安全 

11.3.2.1 开挖作业坑时，应根据土质情况决定边坡坡度，必要时，采取防塌方措施。 

11.3.2.2 施工现场应根据消防要求配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器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11.3.2.3 施工现场应设置安全警戒区，并在明显位置设置安全标识。 

11.3.2.4 施工现场用电应执行 GB 30871规定。 

11.3.3 施工作业的安全 

11.3.3.1 雷雨天不应进行露天封堵作业；极寒天气施工，宜对设备采取防寒保暖措施。 

11.3.3.2 每个流程切换前，应先进行置换。置换设备应具有防爆功能。 

11.3.3.3 动火和断管作业不应同时进行。 

11.3.3.4 断管前应将断管位置两侧管道作好接地。 

11.3.3.5 现场动火作业前应进行可燃气体检测，动火全过程应有专人监护。 

11.3.3.6 现场用电安全管理应执行 GB50194的规定。 

11.3.3.7 现场起重作业、动土作业、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应执行 GB 30871规定。 

11.3.3.8 对接焊缝、环焊缝可燃气体管道的封堵作业宜安装隔离囊，隔离囊距离焊接部位应至少 1m

以上。 

11.4 环境保护 

11.4.1 封堵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管道介质应按业主的要求进行处理。 

11.4.2 对液体输送管道，在施工作业中宜在断管底部安放集液箱。 

11.4.3 对可燃气体输送管道，在施工作业中宜对旁通管路内介质进行放燃。 

11.4.4 施工作业完成后，应清理施工作业现场，将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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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竣工技术资料 

竣工后，提供以下竣工技术资料： 
a) 开工报告； 

b) 主要材料证书； 

c) 施工记录表； 

d) 管件焊接记录； 

e) 焊接探伤报告； 

f)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g) 竣工图； 

h) 施工总结； 

i) 竣工验收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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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管道不停输机械封堵作业 

A.1  工艺流程见图 A-1、A-2 和 A-3。 

 

1-封堵器；2-封堵结合器；3-封堵夹板阀；4-封堵三通；5-压力平衡短节；6-隔离囊（墙）； 

7-维修改造管段；8-封堵头；9-旁通三通；10-旁通夹板阀；11-旁通管路 

图 A-1  管道不停输机械封堵工艺示意图 

 
1-双级密封堵头；2-封堵三通；3-封堵液压缸；4-引流监测短节； 

5-压力平衡短节；6-连通阀；7-上放空阀；8-下放空阀；9-旁通三通 

图 A-2  双级封堵不停输机械封堵工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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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封堵器；2-送进支撑筒；3-封堵夹板阀；4-封堵三通； 

5-压力平衡短节；6-球形封堵；7-旁通管路 

图 A-3  球形封堵不停输机械封堵工艺示意图 

A.2  部件参考图见图 A-4 

            

a）塞式封堵头                   b）折叠封堵头                  c）筒式封堵头 

 

d）双级封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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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开孔结合器（封堵结合器）              f）筒刀                        g）夹板阀 

图 A-4  主要封堵部件示意图 

A.3  竣工图见图 A-5。 

 

1-旁通三通；2-封堵三通；3-压力平衡短节；4-抢修、维修、改造管段 

图 A-5  抢修、维修、改造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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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管道囊式封堵作业工艺 

B.1 工艺流程见图B-1 

 
 

1-送取囊装置；2-夹板阀；3-法兰短节总成；4-介质；5-密封囊； 

6-档板装置；7-排油短节；8-维修改造管段；9-压力管道； 10-氮气瓶 

图 B-1  囊式封堵状态示意图 

B.2 竣工图见图B-2 

 
1-送取囊装置用法兰短节；2-挡板装置用法兰短节 

图 B-2  抢修、维修、改造竣工图 



GB/T 28055—202X 

20 

A  A  

附 录 C 

（资料性） 

管道智能封堵作业工艺 

C.1 工艺流程见图C-1 

 

1-上游场站阀室发球筒；2-上游智能封堵器；3-待维修或改造的管段；4-下游智能封堵器；5-下游场站阀室收球筒 

图 C-1  智能封堵状态示意图 

C.2 竣工图见图C-2 

 

1-上游场站阀室发球筒；2-维修改造后的新管段；3-下游场站阀室收球筒 

图 C-2  智能封堵改造竣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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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D 

（资料性） 

管道调查表 

建设单位名称：                                                        年    月    日 

施工要求、目的： 
 
 
 

作业地点描述（作业点位置、地形地貌、水文、道路及周边环境）： 
 
 
 

管道参数 

管道外径  管道壁厚  管道类型（螺旋  直缝  无缝）  

管道材质  设计压力  管道建设日期  

管道运行参数 

输送介质  运行压力  运行温度  流    量  

介质流速稳定性  施工季节允许停输时间  

介质参数 

凝固点  黏度  沸点  

露点   介质组成成分  化学特性  

爆炸下限  爆炸上限  对人伤害程度  

管道清管情况 

是否定期清管  清管器形式  清管周期  

管道开孔、封堵作业情况 

是否进行过管道开孔、封堵作业  施工时间  

开孔、封堵作业有无异常：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通讯地址：  邮政编号：  

                                      
 
 

 
     填写人（签字）：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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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E 

（资料性） 

管件焊接记录 

项目名称  施工地点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产品编号  位置说明  

管道 管件 

管径 壁厚 材质 规格 壁厚 材质 

      

      

焊缝号 焊工 焊接工艺编号 连接形式 

    

    

    

    

 
附图  

 
 
 
 
 
 
 
 
 
 
 
 
 
 
 
 
 
 
 
 
 

记录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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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F 

（资料性） 

开孔作业检验表 

项目名称  施工地点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开孔位置说明  开孔机型号/设备编号  

管道规格 运行参数 

管径 材质 壁厚 介质 压力 温度 

      

开孔参数 

刀具规格 第一尺寸 开透尺寸 开孔机转速 

    

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有无异常情况及原因分析和处理办法 

 
 
 

记录人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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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G 

（资料性） 

封堵作业检验表 

项目名称  施工地点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封堵位置说明  封堵器型号/设备编号  

管道规格 运行参数 

管径 材质 壁厚 介质 压力 温度 

      

封堵参数 

封堵头规格 到位尺寸 开始时间 终止时间 

    

 
封堵效果说明 

 
 
 
 
 
 
 
 
 
 
 
 
 
 

有无异常情况及原因分析和处理办法 
 
 
 
 
 
 
 
 
 
 
 
 
 
 

记录人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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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H 

（资料性） 

开孔、封堵、下塞堵、取塞堵尺寸记录和计算要求 

    
开孔（压力平衡）  ____游   下塞堵（压力平衡）  ____游    开 孔              ____游 

 

名称 
代号 尺寸（mm） 

 
 

名称 
代号 尺寸（mm） 

 
 

名称 
代号 

尺寸（mm） 

l1  l1  封堵孔 旁通孔 

l2  l2  l1   

l3  l3  l2   

l4  l4  l3   

总尺寸  第一尺寸  l4   

总尺寸 =  l1 + l2 - l3 + l4 总尺寸  第一尺寸   

 
第一尺寸 =  l1 + l2 - l3 总尺寸   

总尺寸 = 第一尺寸+ l4 第一尺寸 =  l1 + l3 

  总尺寸 = 第一尺寸 + l2 - l3 + l4 

(l4 为鞍形板切割尺寸) 
 

图 G-1  开孔、下塞堵（压力平衡孔）尺寸记录和计算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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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　 关闭夹板阀，卸去开孔结合器的压力，验证夹板阀的密封性，若密封良好，进行下道作业；若泄漏，应进行检修更换。

	10.4.2　 开孔
	10.4.2.1　 开孔前，应打开开孔结合器上的排气阀，当排气完毕后关闭排气阀，然后开孔。
	10.4.2.2　 开孔时，当开孔机切削到预定尺寸后，停机，然后以手动操作开孔机使开孔刀前进5mm～10mm，确认孔完全被开透，方可上提刀具。
	10.4.2.3　 开孔完成后将刀退出，关闭夹板阀，卸放压力。然后排出开孔结合器内的介质，拆卸开孔机。具体内容执行SY 6554规定。


	10.5　 旁通管路投用
	10.6　 封堵作业
	10.6.1　 封堵作业期间不应清管、调整管道运行参数。
	10.6.2　 液体管道带压封堵时的介质流速不应大于2.5m/s，气体管道带压封堵时的介质流速不应大于5m/s。
	10.6.3　 封堵设备吊装到夹板阀上之前，确认封堵头的封堵方向为被封堵管段。
	10.6.4　 下封堵时应先下下游封堵头，后下上游封堵头。
	10.6.5　 封堵效果的验证。

	10.7　 介质排放
	10.7.1　 应采用防爆设备排放管道介质。
	10.7.2　 应对封堵隔离段进行氮气或惰性气体的置换。

	10.8　 断管作业
	10.8.1　 应采用机械方法断管。
	10.8.2　 断管期间，宜采用水冷却，并采取预防管道轴向膨胀的措施。断管作业时宜持续注氮气或惰性气体进行保护。

	10.9　 管道改造作业
	10.9.1　 按焊接工艺规程进行焊接。
	10.9.2　 焊缝应进行无损检测。

	10.10　 封堵隔离段投用
	10.10.1　 封堵隔离段投用前应进行氮气或惰性气体置换。
	10.10.2　 应通过管道介质导入置换掉氮气或惰性气体。

	10.11　 解除封堵
	10.11.1　 对塞式、折叠、筒式、双级密封和球形封堵头，应首先确认封堵头前后的压力平衡，并应先提上游封堵头，后提下游封堵头。
	10.11.2　 囊式封堵头应先提封堵囊，后提挡板。

	10.12　 拆除旁通管路
	10.12.1　 对管道输送介质为液体的旁通管路，宜将旁通管路内的介质注入到运行管道或油罐车中。
	10.12.2　 对管道输送介质为可燃气体的旁通管路，宜将旁通管路内的介质放燃并进行氮气置换。
	10.12.3　 对长距离的旁通管路的拆除，宜采用机械方法断管。如采用氧-乙炔切割时，应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10.13　 下塞堵作业
	10.13.1　 下塞堵作业期间管道运行参数应保持稳定。
	10.13.2　 应在开孔机和夹板阀的上阀板上安装压力表，并进行压力监控。
	10.13.3　 操作过程中，应先用夹板阀的内旁通平衡压力，再打开外平衡管路阀门。
	10.13.4　 塞堵到位后，伸出卡环并确认卡环圈数。
	10.13.5　 确认塞堵安装完毕后，应先脱离主轴，并将主轴上提25mm，之后验证塞堵密封效果。

	10.14　 取塞堵作业
	10.14.1　 首先应取压力平衡孔的塞堵，然后安装压力表，确认管道运行参数。取塞堵尺寸见附录G。
	10.14.2　 取塞堵时开孔机上宜安装助力器。

	10.15　 安装盲板
	10.15.1　 安装前，应对盲板的密封面、密封垫片进行外观检查，不应有缺陷。
	10.15.2　 螺栓应对称紧固。

	10.16　 防腐及地貌恢复
	10.16.1　 三通等管件应按原管道防腐等级进行防腐。
	10.16.2　 对于埋地管道，待防腐层固化后按规定再进行土方回填，并做好地貌的恢复。地貌恢复后，应在地面上埋设标志桩。


	11　 健康、安全、环境
	11.1　 作业前应进行风险识别、评价，制定风险削减措施和必要的应急预案。
	11.2　 健康监护
	11.2.1　 所有施工人员应建立健康档案。
	11.2.2　 直接从事有毒、有害施工作业人员应定期进行职业病检查。
	11.2.3　 施工人员的心理、生理条件应满足工作性质要求。
	11.2.4　 施工人员食宿应安全、卫生，并应做好地方病的防治工作。

	11.3　 安全防护
	11.3.1　 施工人员的安全
	11.3.1.1　 施工人员应按规定正确使用劳动防护用品，主要包括：
	11.3.1.2　 施工现场应配备应急药箱和应急药品。
	11.3.1.3　 夏季施工，应有防暑降温措施；冬季施工，应有防寒保暖措施。
	11.3.1.4　 其他未提及的内容执行GB 30871规定。

	11.3.2　 施工现场的安全
	11.3.2.1　 开挖作业坑时，应根据土质情况决定边坡坡度，必要时，采取防塌方措施。
	11.3.2.2　 施工现场应根据消防要求配置消防设施和消防器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
	11.3.2.3　 施工现场应设置安全警戒区，并在明显位置设置安全标识。
	11.3.2.4　 施工现场用电应执行GB 30871规定。

	11.3.3　 施工作业的安全
	11.3.3.1　 雷雨天不应进行露天封堵作业；极寒天气施工，宜对设备采取防寒保暖措施。
	11.3.3.2　 每个流程切换前，应先进行置换。置换设备应具有防爆功能。
	11.3.3.3　 动火和断管作业不应同时进行。
	11.3.3.4　 断管前应将断管位置两侧管道作好接地。
	11.3.3.5　 现场动火作业前应进行可燃气体检测，动火全过程应有专人监护。
	11.3.3.6　 现场用电安全管理应执行GB50194的规定。
	11.3.3.7　 现场起重作业、动土作业、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应执行GB 30871规定。
	11.3.3.8　 对接焊缝、环焊缝可燃气体管道的封堵作业宜安装隔离囊，隔离囊距离焊接部位应至少1m以上。


	11.4　 环境保护
	11.4.1　 封堵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管道介质应按业主的要求进行处理。
	11.4.2　 对液体输送管道，在施工作业中宜在断管底部安放集液箱。
	11.4.3　 对可燃气体输送管道，在施工作业中宜对旁通管路内介质进行放燃。
	11.4.4　 施工作业完成后，应清理施工作业现场，将废弃物进行分类处理。


	12　 竣工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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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道不停输机械封堵作业
	A.2  部件参考图见图A-4
	a） 塞式封堵头                   b）折叠封堵头                  c）筒式封堵头
	d）双级封堵头
	A.3  竣工图见图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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