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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规范包含对常用碳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的任何类型焊接结构的焊接要求。第 1 章至第 8 章构成了

钢结构焊接规范条文的主体。规范中载有标准性附录 9 则和信息性附录 12 则。文件还包括对规范的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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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焊接规范 AWS D1.1/D1.1M：2010》中文版，版权归美国焊接协

会（AWS）所有，受法律保护。未经AWS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或理由对本材料的任何部分进行复制、修改、抄录、传播。

凡侵犯AWS版权的，违反上述声明而给AWS造成损失的， AWS必依法追

究其法律责任。

特此郑重法律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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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的  话

这是美国国家标准AWS D1.1/D1.1M：2010 Structural Welding Code ― Steel的中文译本，是这部

规范的第 22 版。

参加本版规范正文、附录和条文说明各部分译文校勘的人员为：吴祖乾、何德孚、黄海谷、张佩

铭和王怡之；校勘分工情况如下：

吴祖乾：正文第 2章和第 7 章；附录A、B、D、E、I、J、P、R、T、U和 V；条文说明C-2，C-7
和C-附录 I。

何德孚：正文第 1章、第 5 章和第 8 章；附录F和K；条文说明前言，C-1，C-5和 C-8。
黄海谷：正文第 3章和第 4 章；附录N 和Q；条文说明 C-3，C-4。
张佩铭：正文第 6 章；附录H、M、S和 K中有关无损检测的条目。

王怡之：条文说明C-6。
为方便规范的使用者，仍作说明如下：

1. 译本尽量采用大家熟悉的缩略语，如 SMAW、SAW、CJP、PJP、UT、RT、in. 和mm等。在研

究了AWS 关于welding operator 的定义后，本版译本仍采用‘焊接操作工’这一译法。

2. 译本保留了一些常用的英文表格，以方便规范使用者；对于规范中引用参考文献的篇名，译本

不作翻译，而照录原文，从而方便使用者查找。 
3. 规范最后所附索引，英文原版系按关键词的第一个字母排列，译本则按每一词汇第一个中文字

拼音的第一个字母重新排列，以方便中文读者查找。

译者在振华港口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后改名为振华重工)工作时，因工作需要，从 1996 
年起，应用、研究并试译这部规范，跟踪翻译了这部规范的8个版本，其间得到了很多国内焊接界

专家、学者和同行的指导和帮助，也得到了不少美国焊接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衷心感

谢。

从 2001年起，译者的 AWS D1.1/D1.1M 译本即获 AWS 同意，作为在中国大陆进行 AWS 注册焊

接检验师 （CWI）中文考证所用的规范译本；从 AWS D1.1/D1.1M：2008 （规范的第 21 版）起，译

本又获 AWS 同意，由 AWS 授权的规范和标准全球唯一出版商 WEX在中国大陆正式发行。本译本是

规范正式版本的第 2 版中文译本。在此顺便告诉读者，AWS 已经公告，从AWS D1.1/D1.1M：2010 
开始，本规范每 5 年修订一次，因此，规范的第 23 版将于 2015 年出版。

由于译者水平所限，译本中难免有错，欢迎广大规范使用者的帮助和指正。

译者         刘  榴
                                                                                                     2012年 1月 25 日



免责声明

本书的官方版本为英文, 本书涵盖的内容仅提供可用的最佳译文或工作副本。

AWS 对译文不做出任何保证，也不为由翻译不准确或遗漏而导致的直接或间接

损失承担责任。如有任何争议, 一切以英文原文为准。

Disclaimer

This publication i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English version and while reasonable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ensure an accurate translation,AWS makes no warranty as 

to precision or completeness, nor is AWS responsible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ambiguities appearing in this document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lation. The English text 

is the only official version and shall be referred to in cases of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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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焊接学会标准使用说明

美国焊接学会（AWS） 的所有标准（规范、技术条件、推荐实例、方法、等级和指南）均按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 准则编制，成为完善、自主、共识的标准。 当AWS美国国家标准包含

在、或成为联邦或州法律和法规，或其他政府部门法规时，其条款具有全部法定效力。 这种情况

下，对AWS标准的任何改变，在其能成为那些法律和法规的一部分以前，必须经具有法定权限的政

府部门批准。所有情况下 ，这些标准具有合同或其他援引AWS标准的文件的充分的法律效力。在存

在这一合同关系的场合，对AWS标准的要求的更改或偏离，都必须经合同各方同意。

AWS美国国家标准按标准程序编制，该程序使代表的各种观点和利益攸关方达成共识。而AWS
管理该程序，并建立准则，以在进一步发展共识方面促进公平，但AWS并不单独地进行试验、评估

或对包含在其标准中的任何资料或判断的完好性进行验证。

AWS对下述情况拒绝承担责任：直接或间接采用本出版物，或出于对本标准的信任，所造成、

无论是具体的、间接的、作为结果发生的或附带发生的任何人员或财产损害，或其他任何自然的损

坏。AWS也不对这里发表的任何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作担保或保证。

在标准出版发行方面，AWS既不承担为任何个人或实体的服务，也不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承担任

何义务。任何使用这些文件的人应适当地依靠他或她自己独立的判断，或在任何给定情况下对所关

心事项寻求有资格人士的建议。我们认为经适当鉴定并拥有资格的人士能运用这一标准及其规定。

该标准可能由颁布的新版取代。用户应确保他们自己拥有最新版本。

本标准的出版不侵害任何专利或商标。AWS拒绝对由于使用标准而导致的专利或产品商标的侵

权承担责任。

最后，AWS既不监督、管辖或强制与本标准一致，也不具有这样的权力。

有时，正文、表格或图的印刷不正确，条款制订发生错误。当发现这样的错误时，将在AWS网
页（www.aws.org）上刊贴勘误。

根据下述才能得到对本标准任何技术要求的正式解释：书面向适合的技术委员会送一份请求，写

明 美国焊接学会 地址，主任，技术服务部门，550 N．W．LeJeune Road，Miami，FL33126（见附

录 O）。关于 AWS 标准的技术要求，可以获得AWS标准的口头回复。但是，这些回复仅为了标准使

用者以方便，并非正式建议。这些回复仅是个人观点。这些个人不代表AWS，这些口头回复也不构

成正式或非正式观点，或AWS的解释。另外，口头回复是非正式的，并且不应用作正式解释。

“AWS D1结构焊接委员会”可在任何时候修订本标准。必须每五年审核一次，如果未修订，则

必须再次重申或撤消。意见（包括建议、增补或删除）和对改进标准有用的任何相关数据资料，应

提交至 AWS总部 。这类意见将接受“AWS　D1结构焊接委员会”的仔细考虑，该委员会会将考虑

结果告知意见提出者。会邀请客人出席“AWS　D1结构焊接委员会”的全部会议，以便口头表达其

意见。在技术活动委员会的操作规程中，包括了要求对这类相反意见采用的程序。这些规程的复印

件可从 美国焊接学会550N．W．LeJeune  Road，Miami，FL 33126  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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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前言不是 AWS D1.1/D1.1M：2010《钢结构焊接规范》的一部分，仅作为资料包括在规范之

中。

美国焊接学会1928 年出版了建筑结构熔焊和气割规范 的第一版，并称之为规范 1  A 部分。规

范在 1930 年和 1937 年作了修订和发行，所用标题相同。规范在 1941 年再次修订，并指定以代号 
D 1.0。规范 D1.0 在 1946年，1963年，1966年和 1969 年又先后作了修订。1963 年的版本在 1965 年
出了修订版，而 1966 年的版本在 1967 年出了修订版。 该规范于 1972 年与 D2.0 公路和铁路桥梁焊

接技术条件 合并，其代号指定为 D1.1，并冠以新标题 AWS 结构焊接规范。D1.1 分别在以下年份

分别再次作了修订：1975，1979，1980，1981，1982，1983，1984，1985， 1986， 1988， 1990，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2006 和 2008。 从 1972 年到 1988 年，D1.1 包括

了建筑和桥梁焊接两方面的内容。在 1988 年，AWS 出版了第一版 AASHTO/AWS D1.5 桥梁焊接规

范；与此同时，D1.1 规范参照建筑业和桥梁业，分别改为静载荷结构和动载荷结构，以便这一文件

适用于更大范围内的结构的应用。本 2010 版是 D1.1 的第 22 版。

条款、表格或附图中有下划线的内容表明对 2008 版作了编辑或技术上的更改。在页边空白的竖

线表明对 2008 版作了修订。

以下内容概括了在 D1.1/D1.1M: 2010 中作了最重要的技术修订的内容：

条款 1.7  —  文字修改得更清晰。

条款 2.3.3 — 为阐明 ESW 和 EGW 的局限性而作了修订。

条款 3.3 表 — 为阐明在匹配和低匹配填充金属强度之间的差别而修订了表中的条款。

条款 3.6 — 为阐明免除评定的基本参数而作了修订。

条款 3.7.3 — 将 “ASTM A588” 替换为 “耐候”。

条款 3.13.2 —附加了新的小节以阐明对 CJP 坡口焊缝的合格的免除评定的衬垫要求。

表 3.1 — 根据 ASTM，ABS 和 API 的最新版技术条件进行了更新 。将 ASTM A 709 HPS 50W 材
                料加到 组别 II 中。

表 3.2 — 将 ASTM A 709 HPS 50W 级钢加到组别 B 中。

表 3.3 — 删除了一条注，该注限定其仅适用于 ASTM A 588 和 A 709 。
表 3.8 — 此表系新增，目的是为了阐明并列举了免除评定的 WPS 的基本参数。

条款 4.36.3 — 作了修订，以明确需要新的 CVN PQR和 WPS 时的要求。

表 4.9 — 增加了 ASTM A1043 36级和 50 级钢。

表 4.10 — 删除了注（1）和（2）。

表 4.12 — 删除了注（3）和（4）。

条款 5.2.2.2 — 修改以增加承托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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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 5.10.2 —为了明确在静载荷中全长衬垫的应用要求而作了修改。

条款 5.15.4.3 —更改了粗糙度要求以符合 AWS C4.1 的判据。

条款 5.17 —对梁的开槽口和穿越孔作了大范围的修订，增加了镀锌型材的小节。

条款 5.24 —为处理承托条更改和合格的焊缝剖面形状作了大范围修改。

表 5.9 —增加了新表格以明确适用的焊缝剖面形状。

表 5.10 —增加了新表格以明确在焊缝剖面形状厚度方案的基础上确定许用的凸度。

图 5.2 —对注和简图作了改变以明确腹板-翼缘板穿越孔几何形状。

图 5.4 —作了大范围的修订，其中除了论述承托条上的焊缝外，还对在对接接头、角接接头、T
形接头和搭接接头中的合格坡口焊缝和不合格坡口焊缝的剖面形状作了说明。

条款 6.17.7 —作了修改以论述管材焊缝和钢衬垫。

条款 6.22.7.7 —作了修订以包括其他的 IIW 型试块。

条款 6.23.1 —作了修改以允许使用任何符合 ASTM  E164 的 UT IIW型试块。

条款 6.29.2.3 —作了修订以处理 IIW 型试块 UT 指示的数目。

条款 6.26.6.4 —纠正了 SI 单位中衰减系数的计算 。
表 6.6 —将注（1）和注（2）从表中删除，而将之放进条款 6.17.7 中。

图 6.19 —作了修改以处理典型的 IIW 型试块。

条款 7.2.5 —作了修订以规定不合格的完工的螺柱的缺陷。

条款 7.2.5.2 —增加了新的章节以明确在有头部螺柱中的合格和不合格的裂纹。

表 7.1 —修改了注 b 以论述混凝土锚固设计。

图 7.1 —修订了有头部螺栓的柱体直径使约束性更小。也增加了 3/8in.[10mm] 螺柱。

表 I.2 —修订了厚度范围，使包括 3/8in.[10mm] 尺寸并纠正了米制数值。

附录 K —增加了新的术语“承托条”，并修改了 NDT 术语使之仅涉及 D1 规范的范围。并在

附录和整个规范中删除了“机器焊接”这一术语，并代之以“机械化焊接”这一标准术语。同时，

“管材”和“管子”的定义也作了修改。

附录 N —对螺柱焊应用修订了示例表格 N-9。纠正了表格 N-3。
条款 C-3.7.3 —作了修改，对耐候钢作一般概述而代替了原来仅限于 ASTM A588 的论述。

 C-表 3.8 —增加了条文说明以解释表 3.8 关于免除评定基本参数。

条款 C-5.4.1 —增加了有关 ESW 和 EGW 的新的条文说明章节。

条款 C-5.10.2 —修订了条文说明以论述在衬垫中的缺陷。

条款 C-5.16 —增加了关于内凹拐角半径的条文说明。

条款 C-5.17 —删除了条文说明的内容而将之移至条款 C5.16 中。

条款 C-6.22.7.2 —作了修订以解释表 6.2 和 6.3 的参数。

条款 C-6.23 —作了修改以明确规范对 IIW 型试块的准许。

条款 C-6.26.6 —增加了条文说明以解释表 6.2 和 6.3 要求的扫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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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焊接规范

1    总    则

1.1  适用范围

本规范包括制作和安装焊接钢结构的要求。当合同文件中规定使用本规范时，除了工程师（见

1.4.1）或合同文件特别修改的或允许免除的那些条款外，必须遵守本规范的所有条款。

以下为本规范各章简介：

1. 总则    本章为本规范适用范围和限定的基本资料，关键性定义和钢结构制作有关各方的主要责

任。

2. 焊接连接的设计    本章为有关管材、或非管材，制成品构件组成的焊接连接设计的要求。

3. 免除评定    本章为从本规范的 WPS 评定要求中免除 WPS（焊接工艺规程）评定的要求。

4. 评定    本章包含 WPS 评定的要求以及按照本规范实施焊接的所有焊接人员（焊工、焊接操作

工和定位焊工）需要通过的评定试验要求。

5. 制作    本章包括由本规范管辖、适用于焊接钢结构的一般制作和安装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母

材，焊接材料，焊接技术，焊接的细节，材料准备和装配，工艺，焊缝修补，以及其他要求。

6. 检验    本章包括检验员技能评定的准则和职责，产品焊缝的合格判据，以及进行目视检查和

NDT（无损检测）的标准程序。

7. 螺柱焊    本章为螺柱焊于结构钢的要求。

8. 现有结构的补强和修理     本章包含对现有钢结构进行焊接改建或修补的相关基本资料。

1.2  限定      

本规范是为厚度等于或大于1/8 in [3mm]、最低规定屈服强度等于或小于100 ksi [690MPa]的碳

钢或低合金钢的焊接钢结构而专门制订的。本规范或能适用于指导其适用范围以外的结构制造。不

过，当应用超出本规范的适用范围时，工程师应该评估其适用性，并在该评估的基础上，把对规范

要求的所有必要改变体现在合同文件中，以强调应用的具体要求。结构焊接委员会鼓励工程师对下

述应用情况考虑其他 AWS D1 规范的适用性，它们包括：铝（AWS D1.2），厚度 ≤3/16 in. [5mm] 薄

钢板（AWS D1.3），钢筋（AWS D1.4），和不锈钢（AWS D1.6）。AASHTO/AWS D1.5 桥梁焊接

规范  是为焊接公路桥梁组件而特别制订的，推荐用于相关应用。

1.3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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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所用焊接术语必须按最新版的 AWS  A3.0 标准焊接术语和定义   ，加上本规范附录 K 和下

列定义来理解：

1.3.1  工程师    “工程师”必须定义为正式指派的个人，由其代理和代表业主处理本规范范围内的所

有事务。

1.3.2  承包商    “承包商”必须定义为任何公司，或代表一个公司的个人，由其负责按本规范的规定

进行制作、安装、制造、或焊接。

1.3.3  检验员

1.3.3.1  承包商的检验员    “承包商的检验员”必须定义为正式指派的人员，由其代理和代表承

包商在本规范和合同文件的范围内处理所有检验和质量事务。

1.3.3.2  核查检验员    “核查检验员”必须定义为正式指派的人员，由其代理和代表业主或工程

师处理工程师规定的所有检验和质量事务。

1.3.3.3  检验员（泛指）    当使用“检验员”这一术语而没有按上述特定的检验员类别作进一步

资格限定时，它等同于其责任在 6.1.2 中所述范围内的承包商检验员和核查检验员这两类。

1.3.4  OEM（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必须定义为向工程师承担本规范指定的部分或全部责任

的单独的承包商。

1.3.5  业主    “业主”必须定义为对于按本规范生产的产品或结构装配件行使法定所有权的个人或公

司。

1.3.6  规范术语“必须（shall）”，“应该（should）” 和“可以（may）”    “shall”，

“should”和“may”具有如下的意义：

1.3.6.1  必须（shall）    除非工程师在合同文件中特别修正，否则使用必须（shall）的规范条款

是强制性即必须遵循的。

1.3.6.2  应该（should）    应该（should）一词用于认为有利而推荐的惯例，但不是要求。

1.3.6.3  可以（may）    条款中可以（may）一词允许用于选择性的工艺或惯例，这些工艺或惯例

能够用作本规范要求的替代或补充。那些要求工程师批准的选择性的工艺必须在合同文件中规定，

或者必须经工程师批准。当规范未规定必须经工程师批准时，承包商可以作任何选择而不用工程师

批准。

1.4  责任

1.4.1  工程师的责任    按照本规范制造的产品或结构装配件受合同文件制约时，工程师必须对合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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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焊接连接的设计 AWS   D1.1/D1.1M:2010

a.  T：拉伸        C：压缩       B：弯曲       R：反向 — 即公称轴向应力和弯曲应力的总范围。

b.  根据“典型的”连接几何形状绘制的经验曲线（图2.13）；如果实际应力集中系数或热点应变

已知，则优先选用曲线X1或X2。

c.  根据伽马比率 (R/tc) 在 18~24 范围内进行的试验所绘制的经验曲线 (图2.13)；曲线安全侧用于

极重载荷弦杆构件(低R/tc)；
对于R/tc>24的弦杆构件，根据下述公式按比例降低许用应力。

                                          
0.7

cR/t

24

K 







=

如果实际应力集中系数或过热点应变已知，则优先选用曲线X1或X2。

d.  应力集中系数     

其中     = 过渡区的角度变化

            = 过渡区管材半径与壁厚之比

e.  冲剪应力周期范围由下式给定：

 
其中   τ 和 θ 按图2.14中的定义，而

  = 轴向载荷公称支管构件应力的周期范围。

 = 平面内弯曲应力的周期范围。

 = 平面外弯曲应力的周期范围。

α  按表2.10中的规定。



51

AWS   D1.1/D1.1M:2010  2.  焊接连接的设计



292

6.  检    验 AWS   D1.1/D1.1M:2010

情况III —  焊缝交会处的不连续

图6.3(续) — 非管材周期载荷受压连接不连续合格判据（气孔或熔合性不连续限定）  (见6.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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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所有不连续间的尺寸≥ 2L（L 为 任何两个不连续中的最大者）

情况Ⅳ —  距自由边在5/8 in [16 mm] 范围之内的不连续

注：上述所示焊缝仅作说明。这些限定应用于所有部位或交汇处。不连续的编号也仅作说明用。

情况V —  焊缝中任何间距小于 2L 的不连续（采用图6.3 单个缺陷 “B”尺寸）

图6.3(续) - 非管材周期载荷受压连接不连续合格判据（气孔或熔合性不连续限定）  (见6.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