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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焊接产品，包括 
Pipeweld 焊材和 
Pipeweld Orbiter 管道焊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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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管道行业提供 
更全面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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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能源需求的增加，对新型管道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但

是，建设和维护管道网络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法规和要求日益

严格的情况下。

伊萨深知管道焊接领域所面临的独特挑战，为此，我们开发了

适用于陆上和海上应用的创新产品。我们的 Pipeweld 系列产

品由富有经验的管道焊工针对管道焊接的需求而设计，提供

卓越的生产率、一致性、易用性和安全性。我们品类繁多的焊

材与多功能 Pipeweld Orbiter 结合使用，为您提供完善的管

道生产焊接解决方案。

多年来，伊萨产品已在世界各地所有行业广泛使用。能够为数

千公里的管道贡献力量，我们深感自豪，同时期待成为您的下

一个项目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伊萨还提供用于管道维修和维护的其他产品。
请联系您当地的销售代表或访问  
esab.com/pipelines 了解更多信息。



管道焊接解决方案



SELEC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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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管道
陆上管道占全球管道装置的大多数，其直径可达3.96米，并使用各种焊接工艺。作为一站式解决方案提供商的合作
伙伴，伊萨提供广泛的地上和地下管道焊接解决方案，从传统手工电弧焊，到目前越来越受欢迎的GMAW和FCAW
系列产品。

应
用

解
决

方
案

典型应用与建议解决方案
n    主管道窄间隙自动焊接 - Pipeweld 实心焊丝

n    接管，特殊地貌以及管汇 - Pipeweld FCAW 焊丝和 Pipeweld Orbiter

n    手工根部焊道焊接和修补 - Pipeweld 焊条

主管道焊接 接管焊接 特殊地貌和管汇

欲知详情，敬请访问 esab.com/pipelines  返回目录



SELEC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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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管道
无论是安装在海床还是埋入海底，海底管道焊接都是独特的挑战。伊萨可提供高质量的焊材解决方案 - 包括埋弧焊

（双面坡口）和GMAWP - 支持所有安装模式。

应
用

解
决

方
案

典型应用与建议解决方案
n    自动焊接、手工修补 - Pipeweld 实心焊丝

n  部分修补 - Pipeweld 药芯焊丝

n  手工根部焊道焊接和修补 - Pipeweld 焊条

 

J型铺管法 S型铺管法 卷管式铺管法（预制场）

need image

卷管式铺管法（离岸）

欲知详情，敬请访问 esab.com/pipelines  返回目录



焊 材



SELECTION GUIDE.

焊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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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型指南

API 5L钢管牌号 最低屈服强度 最低抗拉强度 纤维素焊条 低氢焊条立向上焊 低氢焊条立向下焊 药芯焊丝 实心焊丝

X52 360 MPa 
(52200 psi)

460 MPa 
(66700 psi)

根部焊道 Pipeweld 6010P/PLUS Pipeweld 7016 不适用 不适用 Pipeweld 70S-6/Plus

热焊道 Pipeweld 6010P/PLUS Pipeweld 7016 Pipeweld 80 DH Pipeweld 71-T1 Pipeweld 70S-6/Plus

填充和盖面 Pipeweld 6010P/PLUS Pipeweld 7016 Pipeweld 80 DH Pipeweld 71T-1 Pipeweld 70S-6/Plus

X60 415 MPa 
(60200 psi)

520 MPa 
(75400 psi)

根部焊道 Pipeweld 6010P/PLUS Pipeweld 7016 不适用 不适用 Pipeweld 70S-6/Plus

热焊道 Pipeweld 7010 PLUS Pipeweld 7016 Pipeweld 80 HD Pipeweld 91T-1 Pipeweld 70S-6/Plus

填充和盖面 Pipeweld 7010 PLUS Pipeweld 7016 Pipeweld 80 HD Pipeweld 91T-1 Pipeweld 70S-6/Plus

X65 450 MPa 
(65300 psi)

535 MPa 
(77600 psi)

根部焊道 Pipeweld 6010P/PLUS Pipeweld 7016 不适用 不适用 Pipeweld 70S-6/Plus

热焊道 Pipeweld 8010 PLUS Pipeweld 8016 Pipeweld 80 HD Pipeweld 91T-1 Pipeweld 70S-6/Plus

填充和盖面 Pipeweld 8010 PLUS Pipeweld 8016 Pipeweld 80 HD Pipeweld 91T-1 Pipeweld 70S-6/Plus

X70 485 MPa 
(70300 psi)

570 MPa 
(82700 psi)

根部焊道 Pipeweld 6010P/PLUS Pipeweld 7016 不适用 不适用 Pipeweld 70S-6/Plus

热焊道 Pipeweld 8010 PLUS Pipeweld 8016 Pipeweld 90 DH Pipeweld 101T-1 Pipeweld 70S-6/Plus

填充和盖面 Pipeweld 8010 PLUS Pipeweld 8016 Pipeweld 90 DH Pipeweld 101T-1 Pipeweld 70S-6/Plus

X80 555 MPa 
(80500 psi )

625 MPa 
(90600 psi)

根部焊道 Pipeweld 6010P/PLUS Pipeweld 7016 不适用 不适用 Pipeweld 70S-6/Plus

热焊道 Pipeweld 9010 PLUS Pipeweld 10018 Pipeweld 100 DH Pipeweld 111T-1 Pipeweld 100S

填充和盖面 不适用 Pipeweld 10018 Pipeweld 100 DH Pipeweld 111T-1 Pipeweld 100S

欲知详情，敬请访问 esab.com/pipelines  返回目录



纤维素焊条 

用于X80及以下级别管线时，伊萨纤维素焊条可获得均匀的

焊缝，具有卓越的机械性能。Pipeweld 纤维素焊条拥有专为

立向上焊和立向下焊而设计的一系列产品，适用于各种级别

管线钢根部焊道焊接和填充时性能卓越。

焊
材

   Pipeweld 7010 PLUS
n    专为低合金钢的DC+焊接而设计

n    电弧熔深较深，能够提供卓越的性能

n    在下向填充和盖面X52-X60级别管线钢时表现优异

n    AWS E7010-P1

   Pipeweld 8010 PLUS
n    专为低合金钢的DC+焊接而设计

n    全位置条件下实现良好的熔深

n    在下向填充和盖面X60-X70级别管线钢时表现优异

n    AWS E8010-P1

   Pipeweld 9010 PLUS
n    专为低合金钢的AC+焊接而设计

n    全位置条件下实现良好的熔深

n    可用于X70及X80管线的填充和盖面

n    AWS E9010-P1

   Pipeweld 6010P
n    专为DC+和AC焊接而设计的纤维素

焊条

n    在上向焊时表现尤为突出

n    AWS E6010

   Pipeweld 6010 PLUS
n    专为直流正接根焊工艺开发

n    提供卓越的电弧推力和背面成型

n    可用于立向下和立向上工艺

n    AWS E6010

8 返回目录



低氢上向焊条 

伊萨低氢碱性焊条具有较高的焊缝金属强度和卓越的低温

韧性，可用于X90及以下级别管线钢。
上向焊焊

材

   Pipeweld 7016
n    具有优良机械性能的碱性薄药皮AC/DC焊条

n    确保即使在恶劣的条件下，根部焊道依然能够完全焊透

n    药皮含水量低，并具有优良的抗再吸湿特性

n    适用于向上立焊应用

n    AWS E7016-1

   Pipeweld 8016 & Pipeweld 8018
n    在低温下提供良好CVN韧性的全位置碱性焊条

n    可用于X70及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E8016-G，E8018-G

   Pipeweld 10018
n    适用于管道应用的高强度全位置焊条

n    可用于X80（包括应变基础管道施工）和X90级别管线

n    AWS E10018-G

9 返回目录

Pipeweld 碱性焊条在

上向焊时具有良好的可

焊性和操作性，可用于

根部焊道、填充、盖面

和摆动。



碱性低氢立向下焊条

Pipeweld DH 焊条专为下向焊而设计，采用专利起弧技术，

可提供稳定一致的起弧、更高的电流密度和更深的焊缝熔深。

与其他具有锥形起弧端的焊条不同，Piperweld DH产品的引

弧头不易剥落。

下向焊技术焊
材

n    焊接必须以短弧长进行，焊接速度应使焊缝在弧后约1cm
处凝固

n    在弧坑下方一定距离处点燃焊条，并在焊条点燃后将其拉
至顶部；起弧前应清除弧坑中的焊渣

n    需要轻微摆动（宽度不超过药芯焊丝直径的两倍），以减少
焊条短路的几率

n    不建议应用在过窄的坡口，应对焊接区域进行打磨

n    在断开电弧之前加快焊接速度，有助于减小弧坑厚度，但即
使在停止过程中也必须保持较短的弧长

n    每次完成焊道后应清除所有焊渣

n    使用这些焊条以及当到达管道的底部时，建议进行远程电
流调节，因为可能需要快速改变电流以对接头外观的变化做
出反应

n    可在管道的底部采用轻推技术，以使焊缝轮廓更平整

10

焊道填充和盖面

12

6
5

80º

80º–100º

3.2 mm (1/8")
4.0 mm (5/32")
4.5 mm (3/16")

3.2 mm (1/8")
4.0 mm (5/32")
4.5 mm (3/16")

 返回目录



碱性低氢立向下焊条

焊
材

   Pipeweld 80 DH
n    低氢焊条，适用于环缝接头下向焊

n    提供卓越的起弧性能

n    焊接效率远高于传统的立向上焊条

n    可用于X70及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E8045-P2 H4R

   Pipeweld 90 DH
n      低氢焊条，用于环缝接头下向焊

n    提供卓越的起弧性能

n    焊接效率远高于传统的立向上焊条

n    可用于X70和X80级别管线

n    AWS E9045-P2 H4R

   Pipeweld 100 DH
n    低氢焊条，适用于环缝接头下向焊

n    提供卓越的起弧性能

n    焊接效率远高于传统的立向上焊条

n    可用于X80（包括应变基础施工）级别管线

n    AWS E10018-G H4R

11 返回目录



气体保护药芯焊丝

伊萨低氢药芯焊丝非常易于焊工操作，专为

冲击韧性要求低至-60°C的管道和管道组件

的焊接应用而设计。

在喷射电弧模式下操作Pipeweld药芯焊丝时，

可轻松获得具有良好熔深和平滑及润湿性良

好的焊缝。焊渣易于清除，避免典型的焊接

位置缺陷，如融合不足和夹渣。即使接头准备

不良，此类焊丝依然拥有不俗的表现。

焊
材

   Pipeweld 101T-1
n    全位置金红石药芯焊丝

n     可与Ar-CO2保护气体配合使用

n     焊接性能出众

n     适用于X80（包括应变基础施工）及
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E101T-G

   Pipeweld 111T-1
n    全位置金红石药芯焊丝

n     可与Ar-CO2保护气体配合使用 

n     焊接性能出众

n     适用于X100及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E111 T1 K3MJ-H4

   Pipeweld 71T-1
n     全位置金红石药芯焊丝

n     可与Ar-CO2或CO2保护气体配合使
用

n     适用于X65及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E71T-1M H8

   Pipeweld 91T-1
n    全位置金红石药芯焊丝

n     可与Ar-CO2保护气体配合使用

n     焊接性能出众

n     适用于X80及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E91T1-G

12 返回目录



实心MAG焊丝

伊萨提供一系列适用于各种用途的实心MAG焊丝。 

Pipeweld 系列包括我们优质的镀铜MAG焊丝。这些产品具

有平滑的焊丝表面，能够生成具有稳定的高机械性能的焊缝。

Pipeweld Plus 无镀铜MAG焊丝采用先进表面特性（ASC）

技术，可防止污染送丝机、导丝管、焊枪和导电嘴，且能够提

高生产率，改善焊缝质量，实现更清洁的工作环境。

焊
材

   Pipeweld 70S-6
n    为管道下向焊而设计的镀铜焊丝

n    该产品的化学成分经过精心配比，具有卓越的机械性能

n    在窄间隙应用中，可用于X70或X80及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A5.18

n    ER 70S-6

   Pipeweld ER70S 6 Plus
n    专为提高送丝质量和减少表面熔敷层而设计的无铜焊丝，

可减少焊后清洁工作

n    该产品的化学成分经过精心配比，具有卓越的机械性能

n    在窄间隙应用中，可用于X70或X80及以下级别管线

n    AWS A5.18

n    ER 70S-6

   Pipeweld 100 S
n    为管道下向焊而设计的镀铜焊丝

n    可用于X100及以下级别管线的高强度焊丝

n    AWS A5.28

n    ER 100S-G

13 返回目录



包装和储存

药芯焊丝 
真空包装

VacPac

焊
材

为保持最佳质量，Pipeweld 低氢药芯焊丝采用真空密封包装。除
非打开包装或者真空密封破损，否则焊丝可始终保持干燥。

14

有关所有焊材的储存和操作信息， 

敬请访问 esab.com

Pipeweld 碱性焊条采用 VacPac 包装。伊萨 VacPac 真空包装简单易用，具有优秀
的防潮效果。这种创新的包装无需重新焙烧、烘箱和保温桶。

标记 VacPac 开
封日期和时间的
区域

标签上包含所有
产品信息

筒式塑料盒和铝箔 
可分开处理，循环使用

塑料盒起到保护焊条的作
用，可重新密封留待后用

 返回目录



设 备



焊接自动化

Pipeweld Orbiter设
备

作为轨道焊接的轻量型装置，Pipeweld Orbiter 是跨国管道、海上平台、打桩工程
及其他管道制造的理想之选。它能够实现使用单一系统对直径为20cm及以上的管
道进行焊接，且无需更换动力传动系统。

Pipeweld Orbiter 专为业界领先的焊接质量、一致性和简便操作而设计，可提供精
确的定位，同一台小车在同一轨道上具备两侧焊接的能力。

16

AMI - 伊萨旗下子公司

可以通过Arc Machines, Inc. (AMI)公司的创新设备对伊萨产品进行
补充，以实现完整的轨道管焊接解决方案。AMI轨道产品是关键应
用、超高质量焊接和小型管道的理想之选。

如需了解我们的AMI产品线，请访问arcmachines.com

 返回目录

n  方便操作人员操作

n  集成送丝系统和焊枪

n   用摇臂开关改变方向，可实现360

度移动

n   搭载控制箱以及与手持式编程装
置（HHPU）连接

n  只需要提供控制、电源和气体



安 全



个人防护设备 
与安全产品

无论是各种大型工业项目还是焊接爱好者，伊萨都尽全力确

保其安全。我们希望所有的客户都能在得到安全防护的前提

下，实现高产目标。为此，我们开发了各种个人防护设备及其他

工具，以在工作中助力确保您的安全。伊萨还提醒您遵守当

地法规和行业安全标准。

特色管道 
安全产品

全面的产品供应 
如需了解更多安全解决方案以及您所在地区供应的产品， 
敬请访问esab.com或联系伊萨销售代表。

   SENTINEL™ A50 面罩
n    革新性设计，超凡的舒适感
n    大镜片，大视野
n    高性能自动变暗滤镜（ADF）

   焊接夹克和工装裤
n    专业焊工量身打造
n    A类皮革，采用Proban阻燃材料
n    合体、舒适、耐用、安全

   弧形 MIG 手套
n    人体工学设计，贴合手部自然曲线
n    优质皮革、芳纶纱线缝合，拇指位置加固
n    已获EN 12477和EN 388第二类认证

   Warrior™ 安全护目镜
n    防止危险的紫外线辐射
n    极为柔韧耐用
n    提供四种镜片配置

18

安
全

 返回目录



焊接和切割解决方案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卓越制造

产品文件 
所有 Pipeweld 产品均随附核心文档，如产品数据表（PDS）和
安全数据表（SDS）。

访问 esab.com/pipelines

作为一家焊接公司，伊萨全
球所有制造工厂在环境、健
康与安全管理体系方面均达
到 ISO 14001 和 OHSAS 

18001 标准。

19

作为焊接领域的先驱，伊萨的历史可追溯至1904年。今天，我们依然活跃在焊接和切
割技术的前沿。本着对质量、环境和安全的承诺，我们不断改善产品和工艺，以满足
日新月异的客户需求。

我们的完整解决方案 
包括：

n    全球供应的符合统一标准 

的焊材

n    高效焊接设备

n    先进自动化和机器人集成

n    切割机和软件

n    齐全的个人防护装备

 返回目录



全方位的服务与 
支持

 我们提供: 
 
n    超值服务包，包括设备、工艺审核，确保充分发挥投资价值

n    主动预防性维护计划和维护合同，有效保障设备和软件正常运行伊萨等离子易损件，以获
得完美切割

n    专业化维修服务

n    改造升级产品和软件包，确保设备、控制和软件与时俱进

n    全面的产品和工艺培训，含高级培训计划

此外，我们为产品提供业内最为全面的质保服务。选择伊萨产品，不仅满足当前业务需求，也
为将来业务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请咨询伊萨销售代表或分销商，了解最适合您的伊萨解决方案。

欲知详情，敬请访问esab.com

与所有伊萨产品一样，我们承诺将为管道解决方案提供
全面周到的客户服务与支持。我们客户服务部人员训练
有素，能快速响应客户垂询，解决客户问题，帮助客户维
护和升级伊萨设备及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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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焊接切割器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中国上海市静安区恒丰路 436 号环智国际大厦 25 楼， 

200070
电话：800 820 8115        400 820 6980   
邮箱：esab@esab.cn
网址：www.esa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