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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EN ISO 5817:2014）由 ISO/TC 44“焊接和相关工艺”技术委员会协同 CEN/TC 121“焊

接”技术委员会起草的，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受 DIN 管理。  

本欧洲标准应在 2014 年 8 月之前通过出版同等文本或批准备案的方式给予其国家标准的地

位，如有与此相冲突的国家标准，应在 2014 年 8 月之前废止。 

应注意，本标准中提及的部分内容可能受专利保护。CEN[和/或 CENELEC ]应不负责识别任

何或所有此类专利权。 

本文件替代 EN ISO 5817:2007。 

根据 CEN-CENELEC 内部规定，下列国家的国家标准组织必须实行本欧洲标准：奥地利，

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前马其

顿共和国，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

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

瑞典，瑞士，土耳其和英国。  

 

签注认可通知 

    在没有任何更改情况下，ISO 5817:2014 的文本被 CEN 批准成为 EN ISO 581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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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前言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各国的国家标准机构(ISO 成员单位)的世界性联盟。ISO 国际标准的

编制通常是通过 ISO 技术委员会组织完成的。凡是对某技术委员会已经确定的项目感兴趣的每个

成员单位都有权派代表参加该委员会的工作。凡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有联系的国际组织，不

管是政府的还是非政府的，也可参加 ISO 国际标准的编制工作。在电工技术标准化的各个方面，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是紧密协作的。 

ISO/IEC 指令，第 1 部分描述了本文件起草所用的程序以及其未来维护所用的程序。特别地，

应注意不同的 ISO 文件类型需要不同的批准准则。本文件按照 ISO/IEC 指令，第 2 部分的编辑规

则进行起草。（见 www.iso.org/directives） 

时刻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到专利权。ISO 应不为识别任何或所有专利权承担责任。

在本文件起草期间识别的任何专利权细节将出现在前言和/或收到的 ISO 专利权声明清单中。（见

www.iso.org/patents） 

本文件所用的任何商标作为参考信息给出，以用于方便用户，同时不构成一种担保。 

一致性评估相关的 ISO 特定术语和表述的意义解释以及 ISO 遵循的贸易技术壁垒（TBT）的

WTO 原则相关信息访问以下 URL：Foreword -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本文件的责任委员会为 ISO/TC 44《焊接和相关工艺》 ，分技术委员会为 SC10 《金属焊接

区域的一致性要求》。 

第 3 版经过技术性修订（以进行以下更改）而取消和替代第 2 版（ISO 5817:2003）。包含技

术勘误 ISO 5817：2003/Cor 1：2006。 

有关本标准任何方面的官方解释的要求，应当通过您的国家标准机构，咨询 ISO/TC 44/SC 10

的秘书处。关于完整的列表，请访问 www.iso.org。 
  
 
 



 

介绍 
本项国际标准应当作为起草应用条例和/或其他应用标准的参考。它包括一个基于 ISO6520-1

标准规定的熔焊缺陷简化筛选方式。 

ISO6520-1 标准中所述的某些缺陷在本标准中直接采用，某些缺陷则进行了分组。ISO6520-1

标准的基本数字参照系统也得到了采用。 

本项国际标准的目的，是对在正常生产制造中可能遇到的典型缺陷进行规范定义。它可以用

在批量焊接接头生产所需的质量系统中。它提供了三套规范值，可以从中得到针对一个特殊应用

的筛选方式。每种情况下所需的质量等级，应当由应用标准或者负责设计者，与生产商、用户和/

或其他参与团体共同进行规范定义。质量等级应当在开始生产之前就进行规定， 好是在询价或

者下订单阶段进行。对某些特殊应用，也许需要规定更多细节。 

本项国际标准中给出的质量等级，仅提供了基本的参照数据，并没有联系到任何特定的应用。

它们针对的是装配式结构中的焊接接头类型，不是针对完整的产品或者部件本身。所以，可能会

出现在同一产品或部件中各个焊接接头应用不同质量等级的现象。 

一般认为，对一个特定的焊接接头，使用一个质量等级来涵盖所有缺陷的规范限制值。但在

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对同一个焊接接头的不同缺陷，规定不同的质量等级。 

对任何应用的质量等级选择，都要考虑到设计思想、后续加工（例如表面处理）、受力模式（例

如静态、动态）、工作条件（例如温度、环境）和故障的结果等因素。经济因素也很重要，不仅要

考虑到焊接的成本，也要考虑到检查、测试和修理的成本。 

尽管本项国际标准包括了条款 1 中列出的熔焊过程涉及到的各种缺陷类型，但只需要考虑实

际加工和应用中所适用的那些。 

在引用缺陷时，使用的是其实际规范值。对其进行检测和评估时，可能需要用到一个或多个

无损检测方法。缺陷的检测和衡量，决定于应用标准或合同中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测试程度。 

检测缺陷的必要性不属于本标准的范围。但 ISO 17635 中具有一个质量等级和不同 NDT（无

损检测）方法的接受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描述。 

本项国际标准直接应用于焊接的外观检测，并不包括无损检测推荐方法的细节。应当看到，

使用这些限定值，为无损检测方法建立适合的标准是有困难的，例如针对超声波、X 射线、涡流、

透视、磁性粒子等方法。可能需要补充有关检查、检验和测试方面的要求。 

缺陷的规范值考虑的是正常焊接程序。更高规格要求额外的加工过程，例如研磨，或者严格

实验室条件下的焊接，或者特殊焊接过程。 

焊缝疲劳附加导则见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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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项国际标准为所有类型的钢、镍、钛及其合金的熔焊接头（不包括电子束焊接）提供了缺

陷的质量等级。它适用于厚度在 0,5mm 以上的材料。 

关于钢材的电子束焊接接头质量等级，请参考 ISO 13919-1。 

为了适用广泛范围的焊接制造，本标准提供了三个质量等级，分别用符号 B、C 和 D 表示。

质量等级 B 对应完工焊接的 高要求。 

考虑了多种载荷形式，例如，静载荷、热载荷、腐蚀载荷、压力载荷。 

疲劳载荷的附加指南见附录 C。 

质量等级与生产和良好工艺有关。 

本项国际标准适用于： 

a) 非合金和合金钢材； 

b) 镍与镍合金； 

c) 钛与钛合金； 

d) 手工、机械和自动焊接； 

e) 所有焊接位置； 

f) 所有类型焊接，例如对焊、角焊和分支连接； 

g) 以下遵照 ISO 4063 的焊接过程及其规定的中间过程： 

 —— 11 无气体保护的金属电弧焊接； 

 —— 12 水下电弧焊接； 

 —— 13 气体保护金属电弧焊接； 

 —— 14 非自耗电极气体保护焊接； 

 —— 15 等离子弧焊接； 

 —— 31 氧燃气焊接（只用于钢材）； 

冶金学方面的因素，例如粒度、硬度等等，不在本标准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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