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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服务能力简介

 油套管检测修复技术服务是对已用过的油套管按照API标准进行清洗、探伤、

修扣、试压等全套检测和修复工艺，延长油套管使用生命周期，是油田大幅

降低成本的重要手段。油套管检测分公司是中国最早开展油套管检测修复一

体化服务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也是中国目前唯一 一家将此项目推向国际

市场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油套管检测公司可提供油套管代理销售、质量

检验、气密性检测、入井服务、加工修复、涂层防腐、仓储运营等一体化服

务。

 油套管检测分公司总资产规模2亿元，拥有2个生产基地及其6条生产线，2支

现场检测队伍，国内领先的检修一体化设备150余台；拥有专业技术员工90

人，其中14人持有螺纹检验资质，4人持有中国无损检测学会资质， 45人持

有各类特种作业资质占地300亩，日检测能力3000根/天，修复能力500根/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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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发展历程

2005

2012

2013

2008

轮台建设1#油管修复生
产线，成为工区内第一家
油管修复服务商

库尔勒建设2条套管修复
生产线，成为工区内第一
家套管修复服务商；建设
西北区唯一一家内涂层防
腐生产线

轮台建设2#油管修复生
产线；库尔勒建立了油套
管短节加工能力

2013

2012

20142015

轮台建设3#油管修复生
产线，成为工区内最先进
的特殊扣油管加工修复生
产线

库尔勒建立了井下工具螺
纹精加工服务能力

伊拉克哈法亚建设油套管
修复，井下工具、采油树
清洗修复的API车间，标
志着油套管公司正式走向
国外。

建立了油套管
上井技术服务
能力

200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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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质能力-行业

认证证书 认证机构 认证范围 认证期限

API Q1 新疆通奥 美国石油学会 油、套管接头、接箍、附件和螺纹的制造修理和服务 2018.1.29-2021.1.29

API Q2 新疆通奥 美国石油学会 钻机井架检测；钻具服务和检测；油套管检修 2018.3.12-2021.1.29

API 5CT 新疆通奥 美国石油学会 油、套管及短节、接箍、油套管配件、螺纹加工制造 2017.12.8-202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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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质能力-行业

认证证书 认证机构 认证范围 认证期限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

认证有限公司
石油管材修复及防腐 2018.03-2021.2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北京中油健康安全

环境认证中心
石油专用管材加工制造 2018.03-2021.2

中国石油健康安全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北京中油健康安全

环境认证中心
石油专用管材加工制造 2018.03-2021.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

北京中油健康安全

环境认证中心
石油专用管材加工制造 2018.03-2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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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资质能力-授权

授权厂商 授权范围 授权期限

天津钢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TPCQ、TPG2、TOTS、TP-QR、TP-FJ、TP-JC、TP-

BC公扣 2018.11-2021.11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BGT1、BGT2、BGC公扣 2020.1-2021.12

日本JFE公司 BEAR公扣、FOX公扣 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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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入单位 准入范围 准入有效期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
管材清洗、检测、试压、修复、加工；

管材防磨、防腐技术服务；
油套管气密封检测

2019.06.17-2021.06.30

中石化西北局 旧油管清洗检测修复 2019.10.18-2020.10.17

1.4资质能力-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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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油套管一体化服务

1、 油套管修复

5、仓储运营

3、管材内涂层防腐

2、油套管附件加工

6、上井技术服务

4、油套管销售一体化服务

说明：油套管检测技术服务主要侧重于油套管修复、油套管附件加工、管材内涂层防腐三大业务，

以下介绍以这三块为主；根据业务需求，也可提供油套管销售、质量检验、气密性检测、入井服务、

仓储运营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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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油套管修复

 服务范围

 工艺流程

 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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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服务范围

项目 分类 规格 钢级 材质 螺纹型号 生产产能

内容

油管 2-3/8″～4-1/2″ J55、N80、
P110、
C110、
140V、
155V

碳钢、防硫、
3Cr、5Cr、
9Cr、13Cr、

镍基合金

EU、NU、
TP-JC、BGT1、
BGT2、FOX、

BEAR

清洗：30万
根/年

修复：15万
根/年

套管 4-1/2″～20″

SLC、LC、BC、
TP-CQ、BGC、

BGT2

清洗：15万
根/年

修复：2万
根/年

备注 钢厂的其他特殊规格、钢级、材质及特殊螺纹可以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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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库信息核对

油套管除油清洗

内外壁除锈

外观检验

油套管除内涂层、碱垢

超标报废油套管

油套管分选

接下页P16

管体无损探伤 探伤判废油套管

2.2.2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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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试压

螺纹加工

螺纹检验

经试压判废油套管

检验不合格螺纹

接上页P15

接箍拧接

半成品检验

护丝、喷漆、喷标

成品入库仓储

2.2.2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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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清洗设备

水煮式清洗装置：稠油清洗，蒸汽锅炉循环加热
80-110℃，每池150-180根/4h

内外壁除锈：自主设计内外壁除锈机，每班350根 碱垢清洁设备：独特设计刀头，有效应对厚碱垢，
1根/2min

高压清洗机：压力10-40MPa可调可控，油套管
的清洗效果显著，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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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检测设备

ZDJC-180型无损探伤机： （Ф73~177.8mm ） 1台

BCH/SY-114型静水试压机：，2台

HY-MT-114PB探伤机 ： （Ф73~114.3mm ） 1台

SST-114超声波探伤机 ： （Ф73~114.3mm ）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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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修复设备

数控车床：（Ф73.02~177.8mm）数量：3台 普通车床：（ Ф50.8~219mm ）数量：3台

拧扣机：（ Ф60.33~140mm ） 数量：4台 无牙痕拧接机SLD4 12-25 ：实现无损伤拧扣 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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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油套管附件加工

 服务范围

 工艺流程

 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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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服务范围

项目 规格 钢级 材质 螺纹扣型 生产产能

内容

2”、4”、

6 ”、8”、

10”～20″

J55、N80、

P110、C110、

140V、155V

碳钢、防硫、

3Cr、5Cr、9Cr、

13Cr、镍基合

金

EU、NU、LC、STC、

BC、BGT1、BGT2、

BGC、BG-BC、BG-

FJ、TP-JC、TP-CQ、

BEAR、FOX、NC、

REG、FH、IF、HT、

LET

加工：4万根/年

备注
割缝筛管、丢手接头、套铣筒、限压接头、螺旋沉砂管;

测井、射孔、打捞等各类特殊井下工具螺纹精密加工与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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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修工具入库

工具清洗、除锈

外观、尺寸检验

工具无损探伤
探伤判废

2.3.2工艺流程

螺纹加工

螺纹检验

护丝、喷漆、喷标

不合格螺纹

成品入库仓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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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修复设备

数控车床：HTC5020B（ Ф60.32~114.3mm ）

数量：2台，主要进行油管短节加工，接箍加工。

抛丸喷砂机 : LW/PS1-YG7可实现对10”以下的

工具螺纹进行表面处理，满足表面处理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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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检测设备

无损检测仪器：超声波探伤机仪专用于油套管

短节管体探伤

无损检测仪器：磁粉探伤机仪专用于油套管短

节两端螺纹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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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管材防腐涂层

 服务范围

 工艺流程

 主要设备

 内涂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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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涂层设备展示-热洁炉

台车式热清洁炉 热清后效果图

热清洁炉具有高精度控温，能够批量处理油管和钻杆；不影响管材微观组织及力学性能；
高温循环气体彻底粉化管体各部的有机物，清理深层油污，疏松氧化皮、垢层，为下喷
砂工序提供一个干燥、疏松的基体表面。



26

2.4.2涂层设备展示-喷砂机

喷砂除锈系统 喷砂效果图

采用60°、90°2款专用喷砂枪头彻底喷射，完全除去所有铁锈及氧化皮、垢层，不
留有任何微少斑痕，钢铁表面呈均匀银白色金属光泽，达到表面除锈Sa3.0金属初白
级标准图样。锚纹深度控制在50-75μ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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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涂层设备展示-喷涂机

内涂层喷涂设备 内喷涂过程 底漆喷涂效果图

采用带压涂料罐及齿轮泵保障涂料出料均匀；

采用双链条双驱动无级变速，保证涂层膜厚均匀；

喷涂设备中针阀的引入杜绝喷涂过程出现滴料、甩料，涂层表面光滑；

油管内涂层湿膜厚度250±75μm；每班首根必检，每五根抽检一次，每班最后一根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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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涂层设备展示-底漆固化炉

底漆固化连续炉 底漆固化后效果图

采用水平连续链式炉的方式可保障，喷涂同时进行底漆固化；

采用水平连续链式炉保障完成底漆喷涂的管材缓慢的进行圆周运动，保证涂层膜厚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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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涂层设备展示-面漆固化炉

成品固化炉 面漆固化效果图

天然气加热，热风循环；16个温控点，确保温场均匀；多级温控，确保涂层充分交联固化；

三梯度升温法满足VOC挥发曲线设计要求使稀释剂缓慢挥发，杜绝涂料成膜过程中出现流挂、垂
滴、针孔、气泡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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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涂层设备展示-检测

RVDV--Ⅱ型粘度计 低剪切气动涂料搅拌器

•引进美国固瑞克涂料搅拌器，对涂料进行搅拌，保证在涂料使用时涂料成分充分分散均匀；

•增加涂料常规参数的检测频次，每一桶涂料在生产前必须进行常规参数的检测，保证生产过程中涂料
常规参数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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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涂层设备展示-辅助设备

喷砂比对板 清洁度检测仪

增加喷砂后与喷砂标准样板比对检验，緢纹深度检验由原每50根抽检一次改为每40根抽检一次；保
证喷砂后管材的緢纹深度、清洁度达到喷涂生产要求；喷砂后锚纹深度控制在50-75μm之间（行业
标准要求25-76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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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涂层设备展示-辅助设备

高亮度手电筒 涂层专用硬度测试铅笔 涂层硬度测试示意图

引进300LM高亮度手电筒（行业标准要求100LM），在喷砂、喷涂、底面固化、成品检验过程中应用，
排除观察死角；
管材内涂层工艺流程中的每个环节，每根管材内涂层必检；
引进国际先进涂层专用硬度测试铅笔，提高内涂层质量检验手段；每批次炉检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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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涂层设备展示-辅助设备

浸法涂层漏点检测仪
美工刀

•使用浸法漏点检测仪，进行涂层漏点检测，要求涂层新管材全长0漏点数；
•涂层成品干膜附着力测试法，采用GB/T9286-1998划格测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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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温跟踪仪监控下批次
固化炉曲线图

Curve-X2型炉温跟踪仪

引进国外先进的炉温跟踪仪，在涂层生产过程中对台车式热清洁炉、水平连续链式炉、批次固化
炉进行炉温监控，确保炉温温差控制在20度以内，保证内涂工艺流程中各个环节的温度均一性；

2.6.5涂层设备展示-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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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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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目录 四级目录 五级目录

防腐技术
服务

油井管内涂层防腐和防蜡技术服务

钻杆全系列(3-1/2〞～5-7/8〞)

油管全系列(2-7/8〞～4-1∕2〞)

套管系列(4-1∕2″～20″)

管道内涂层补口服务 管道全系列（4-1/2″～20″）

螺纹涂层技术服务 油管、套管及钻杆螺纹

储罐内外防腐技术服务 泥浆罐、储气罐、储油罐、储水罐等

•服务介绍：

油田防腐技术服务围绕油田勘探、开发、生产、储运各环节的油井管、采油设备设施、油气输送管道

等腐蚀问题提供全面的防腐技术解决方案，有效延迟设备设施使用寿命、降低安全风险，从而实现成
本节约。

•技术特色：

与西南石油大学联合，结合油田需求，根据不同需求自主研发涂层产品；

3防腐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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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范围：

涂层钻杆全系列 (2-7/8〞～5-7/8〞)、涂层油管全系列(2-7/8〞～4-1∕2〞)、涂层

套管系列(4-1∕2″～20″)；

管道全系列（4-1/2″～20″）内补口；

油管、套管及各类型钻杆螺纹涂层；

泥浆罐、储气罐、储油罐、储水罐等内外防腐涂层

服务业绩：

累计为中石油钻杆、油（套）管、地面管线涂层32万根

累计为西南油气田储气罐3000㎡

累计各类补口防腐管线440km

累计西南特扣螺纹2200根

服务客户：中石油、中石化、海外俄罗斯油田

表面除锈

底漆喷涂

面漆喷涂

成品入库

防腐蚀工艺流程

接到指令

3防腐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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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范围：钻杆全系列(2-3/8〞～5-7/8〞)
涂料类型：ATP-100-DP
颜 色：绿色
耐 温：最高 220℃
使用温度：180℃
耐 压：70MPa
机械性能：达到管子屈服点
膜 厚：150-225 μm
表面粗糙度：＜5 μm 
抗二氧化碳：＞ 85 mol%
抗 硫：＜5mol%（＜120℃）
抗氯离子 ：＞ 200000 ppm
pH     范围：0－14
应用 范围：管材腐蚀防护,提高流体流动效率
适用 环境：高温高压强腐蚀
使用 井况 : 腐蚀性油井、化学处理井、盐水处理井、含二氧化碳、含硫腐蚀性井

3.1.1油井管内涂层防腐与防蜡技术服务

服务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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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范围：油管全系列(2-7/8〞～4-1/2〞)
涂料类型：ATP-100-OP
颜 色：绿色
耐 温：最高 220℃
使用温度：180℃
耐 压：70MPa
机械性能：达到管子屈服点
膜 厚：150-300μm
表面粗糙度：＜5μm
抗二氧化碳：＞ 85mol%
耐 磨 性：≥2.0L/μm
抗氯 离子：＞ 200000ppm
pH      范围：2-12.5
应用 范围 ：管材腐蚀防护,提高流体流动效率
适用 环境 ：高温高压强腐蚀环境
使用 井况 : 腐蚀性油井、化学处理井、盐水处理井、含二氧化碳、含硫腐蚀性井、注水井、
集输管线、单井管线

服务介绍

3.1.2油井管内涂层防腐与防蜡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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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范围：套管系列(4-1∕2″～20″)
涂料类型：ATP-100-OF
颜 色：绿色
耐 温：最高 220℃
使用温度：180℃
耐 压：70MPa
膜 厚：150-300μm
表面粗糙度：＜5μm
抗二氧化碳：＞ 85mol%
耐 磨 性：≥2.0L/μm
抗氯 离子：＞ 200000ppm
pH使 范围：2-12.5
应用 范围：管材腐蚀防护,提高流体流动效率
适用 环境：高温高压强腐蚀环境
使用 井况：腐蚀性油井、化学处理井、盐水处理井、含二氧化碳、含硫腐蚀性井、注水井、
集输管线、单井管线

服务介绍

3.1.3油井管内涂层防腐与防蜡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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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介绍

3.1.4油井管内涂层防腐与防蜡技术服务

涂料类型：ATP-200双液体型，A/B组份
颜 色：黑色
固化温度：140-160 ℃
耐 温：最高 150℃
使用温度：＜140℃
耐 压：＜70MPa

膜 厚：120-250 μm
表面粗糙度：＜2 μm
抗二氧化碳：＜ 20mol%
耐 磨 性：≥2.0L/μm
抗氯离子 ：饱和盐水
应用范围 ：地面集输管、注水井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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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介绍

3.1.5油井管内涂层防腐与防蜡技术服务

涂料类型：ATP-300底液面粉
颜 色：红色
耐 温：最高 90℃
使用温度：85℃
耐 压：15MPa

膜 厚：300-500μm
表面粗糙度：＜5μm
抗二氧化碳：＞100 mol%
耐 磨 性：≥1.5L/μm
抗氯离 子 ：饱和盐水
应用范围 ：含硫化氢和二氧化碳天然气或
含硫污水集输管、管件内壁防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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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介绍

3.1.6油井管内涂层防腐与防蜡技术服务

涂料类型：ATP-400底液面粉
颜 色：灰色
使用温度：150℃
耐 压：70MPa

膜 厚：170-350 μm
表面粗糙度：＜1.5 μm
防腊抗垢率：＞84％
抗二氧化碳：＞100 mol%
耐 磨 性：≥2.0L/μm
抗氯离子 ：饱和盐水
应用范围 ：油管、集输管线、管件或工具
内壁防腐特别推荐用于油管防蜡、垢、水合物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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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范围：油管、套管及钻杆螺纹
涂料类型：ATP-200双液体型，单组份或双组分
颜 色：灰色
固化温度： 140-160 ℃
耐 温：最高 150℃
使用温度：＜150℃
耐 压：＜70MPa
膜 厚：8-15 μm
表面粗糙度：＜2 μm
耐 磨 性：≥2.0L/μm
应用 范围：油管、套管、钻杆或接箍螺纹

服务介绍

3.2螺纹涂层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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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范围：泥浆罐、储气罐、储油罐、储水罐等
涂料类型：ATP-200双液体型，A/B组份
颜 色：根据客户的需要
固化温度：10℃以上的常温
耐 温：最高150℃
使用温度：＜150℃
耐 压：＜70MPa
膜 厚：120-500μm
表面粗糙度：＜2μm
耐 磨 性：≥2.0L/μm
应用 范围：储罐或容器内外壁、泥浆罐、储气罐、储油罐、储水罐等

服务介绍

3.3储罐内外防腐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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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业绩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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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管材类型 客户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2013年-
2019年

钻杆

BHNK 5-1/2 8300根

宝钢 5 7156根

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工程技术部 5、5-1/2 2163根

安东
3-1/2、
4、5、
5-1/2

19785根

天津德华
4、5、
5-1/2

4590根

中原管具 4、5-1/2 4228根

渤海钻探 5-1/2 547根

巴州派特罗尔 5 4198根

六勘 5 3883根

格兰特 5-1/2 6151根

吐哈钻井公司 5 2750根

合计 63751根

4.1内涂层钻杆应用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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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管材类型 客户名称 规格 数量 备注

2013年-
2019年

油管

中石油塔里木分公司开发事业部 3-1/2 16190根

中石油塔里木分公司开发事业部 2-7/8 4870根

中石油塔里木分公司天然气事业部 3-1/2 764根 3SB

中石油塔里木分公司天然气事业部 2-7/8 3789根 3SB

中石油塔里木分公司库车勘探
3-1/2
2-7/8

2716根 BGT1

中石油塔里木分公司塔中勘探
3-1/2
2-7/8

1807根 BGT1

小计 30136根

4.2内涂层油管应用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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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能评价



50

西安管材所-涂层性能检验报告

ATP-100-DP涂料性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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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油大学-涂层性能检验报告

ATP-100-OP涂料性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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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特色

1、与竞争对手相比，具备热清洁及内壁喷砂设备能力，对于稠油、结碱、结蜡等管材处

理具备得天独厚优势，热清洁还能消除待修复管材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应力；

2、清洗设备及自动化检修生产线自主设计，生产能力可靠、快速、高效；

3、伊拉克哈法亚EPCC（设计、采购、施工、运行）项目成功开展，积累丰富经验，油套

管检测业务具备EPCC总承包服务能力，实现油套管检测一体化服务；

4、具备专业技术团队，帮助客户起草《 13Cr 特殊螺纹接头油管修复技术规程 Q/SY TZ 

0474—2016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API油管修复企业标准Q/SY TZ 

0267—2015 》、《 中石化13Cr-BGT2油管检维修规范》等多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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