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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59 mm机组试制P235GH核电用无缝钢管

石晓霞，刘 金，程正方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内蒙古包头014010)

摘要：文章介绍了q)159 mnl PQF机组试制P235GH常规岛核电用无缝钢管的生产工艺过程，通过实验室检验，屈

服强度、抗拉强度、延伸率符合技术协议要求，而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相对于标准要求有一定的富余量。压扁试

验、扩口试验、扩环试验、管环拉伸试验都符合标准要求。在线常化与非在线常化的无缝管性能及金相组织比较，

在线常化的无缝管延伸率更好，金相组织晶粒度更为细小，更为均匀。从表面质量检查结果可以看出，q，159 nlnq

PQF机组试制P235GH常规岛核电用无缝钢管取得初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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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al——production of P235GH Seamless Steel Tubes Used for

Nuclear Power with①159 mm Tube Mm

SHI Xiao—xia，LIU五n，CHENG Zheng一知几g

(Technical Center ofSteel Union Co．Ltd．ofBaotou Steel(Group)Corp．，Baotou 014010，Nei Monggol，China)

Abstract：In the article，the trial—production process of P235GH seamless steel tubes used for nuclear power of conven-

tional island with q)159 mm PQF tube mill is introduced．The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amination show that the yield strength，

tensile strength and elongation all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echnical agreement硒well龉the yield strength and tensile

strength are surplus compared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ndard．Furthermore，the flattening test，flaring test，ring enlarge-

ment test as well as the test of drawing tubes and rings all could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tandard．a11rongh comparing the

performances and microstrueture of on—·line normalizing seamless steel tubes with those of non on—-line normalizing seamless

steel tubes．the elongation of on—line normalizing seamless steel tubes is better幽well幽the grain size of mierostructure is fi-

ner and more uniform．Finally．the trial—production of P235GH seamless steel tubes used for nuclear power of conventional is-

land with q)159 mill PQF tube mill gets to first base based on the examination results of surfac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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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F轧管机相较于MPM轧管机的优点在于

PQF轧管机孑L型为三辊轧管，比MPM轧管机两辊

轧管孔型圆度好，孔型的半径差小，从而有利于轧件

的均匀变形和轧辊的均匀磨损。此外PQF轧管机

轧槽底部和轧槽顶部之间的圆周速度差较小，在稳

定的轧制条件下金属变形更加均匀。因此PQF轧

管机轧制的无缝管壁厚精度、性能稳定性及表面质

量均优于MPM轧管机，轧制管壁较薄的无缝管，

PQF轧管机被认为是最佳的选择。核能是可持续发

展的清洁能源，已经被公认为是一种唯一能够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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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代替常规能源的替代能源【1]。核电站设备主要

由核岛和常规岛两大部分组成，核电站使用的管材，

其安全等级分为核级和非核级，核级材料又分为核

一级、核二级和核三级。核岛也就是核反应堆，该部

分用无缝钢管属核级材料，必须持证生产。常规岛

的二回路系统管道均为非核级材料，大多是碳素钢

与碳锰钢。常规岛的二回路系统管道在满足核电要

求的耐高温耐高压的前提下，要尽量降低生产制造

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因此，开发出一种成分简单、

易于制造、价格低、性能满足使用要求的常规岛核电

用无缝钢管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化学成分

BS ENl0216标准‘21化学成分要求范围宽泛，为

了满足标准及技术条件对力学性能的要求，优化出

P235GH无缝管化学成分，见表1。
裹1化学成分(质量分数) ％

注："[cr+cu+Mo+Ni]≤O．7％．"[Al+Ti]／2≥O．02％。

2生产工艺

2．1工艺流程

管坯加热_穿孔_+轧管-+在线常化_÷再加热_+

张减径_冷床冷却_+锯切_+矫直_探伤_+人工检查

_测长、称重、喷标_+入库。

2．2轧制工艺

0210mm送环形加热炉加热，热管坯运送到热

定心机前进行热定心，之后运往穿孔机穿轧成毛管，

其中喂入角为80～150，辗轧角为150，最大出口速

度1．12 m／s。毛管出穿孔机后台，向毛管内孔喷氮

气和硼砂，以便清除毛管内部的氧化铁皮并防止内

表面二次氧化，毛管和芯棒一起进入六机架连轧管

机轧制，轧制人口速度最大值为1．5 rids，出口速度

最大值为5．0 m／s，轧制节奏为125—150支／h。

2．3在线常化工艺

BS EN 10216标准心。要求P235GH无缝管交货

状态为正火，正火温度为880～940℃，在试制过程

中为了提高生产效率，缩短生产周期，进而降低生产

成本，设计了在线常化工艺。轧制后的无缝管经冷

床冷却到相变点以下温度，然后通过再加热炉加热，

从而保证其良好的机械性能。

3 试制结果

3．1力学性能

采用上述轧制工艺在0159 toni PQF轧管机试制

的P235GH无缝钢管，规格为中114 nlnl×4．8 mm、

082．5 mm x3．8 mill、@101．6 mm x4．5 mm，取样进行

检验，力学性能见表2，其中3。为在线常化的无缝钢

管试样，4。为未在线常化的无缝钢管试样。

表2力学性能

规格 编号 Rvo．2／MPa R。／MPa A／％

0114m*x4．8=m 3’400 387 493 488 42．0 43．5

4’ 398 404 497 498 35．0 39．0

技术条件要求 ，>241 414—570 ≥25

3．2金相组织及金相照片

在线常化的无缝钢管试样与未在线常化的无缝

钢管试样金相照片见图1，非金属夹杂物、晶粒度、

组织见表3。

(a)在线常化试样金相照片

(b)未在线常化试样金相照片

图l 金相组织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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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金相组织

3．3压扁试验

试验按BS EN 10233【31标准要求进行，压扁后

试样无裂纹或破裂。

3．4扩环试验

试验按BS EN 10236【41标准进行，用锥形工具

对钢管截面进行扩口，直至截面破裂，破裂区外表面

无裂纹或破裂。

3．5管环拉伸试验

试验按BS EN 10237【51标准进行，断裂的试样

除断点外，无肉眼可见的裂纹。管环拉伸试验合格，

试验后宏观照片图2。

图2管环拉伸试验照片

3．6扩口试验

试验按BS EN 10234t61标准进行，用60。的锥形

工具对钢管截面进行扩口，扩口试验后，试样无裂纹

或破裂。试验后宏观照片见图3。

图3扩口试验照片

3．7成品质量

表4为成品质量检查结果，从成品质量检查结

果可以看出，①159 mm机组生产的P235GH无缝管

合格品高达98．67％。

口口E匿五【蔓￡盈

4 分析与讨论

从表1 BS ENl0216【2 o标准要求的化学成分可

以看出，涉及化学元素较多，在保证满足标准要求及

技术条件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到制造成本，仅加入铝

和钛。铝和钛能细化钢的晶粒组织，从而提高钢的

强度和韧性，因此在优化钢种化学成分时加入

0．02％一0．04％的钛，0．02％一0．045％的铝；

由于在线常化工艺利用钢管轧后的余热，经一

次再加热，然后定径。这样较线外热处理节约能耗，

也可以节约线外的辅助设备。从表2中3’走在线

常化与4#未走在线常化的无缝管所取试样力学性

能检验结果可以看出，3’与4。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

差别不明显，但3。延伸率明显比4‘延伸率好。从

表4金相组织可以看出，3’较4’晶粒度更为细小，从

图l金相组织照片可以看出，在线常化的组织更为

均匀更为细小。

5 结束语

优化的化学成分合理可行，屈服强度、抗拉强

度、延伸率指标满足标准要求及技术条件要求；压扁

试验、扩口试验、扩环试验、管环拉伸试验都符合标

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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