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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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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ＱＦ轧管机相较于ＭＰＭ轧管机的优点在于

定的轧制条件下金属变形更加均匀。因此ＰＱＦ轧

ＰＱＦ轧管机孑Ｌ型为三辊轧管，比ＭＰＭ轧管机两辊

管机轧制的无缝管壁厚精度、性能稳定性及表面质

轧管孔型圆度好，孔型的半径差小，从而有利于轧件

量均优于ＭＰＭ轧管机，轧制管壁较薄的无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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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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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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晓霞（１９８４一），女，甘肃省陇南市人，工程师，现从事无缝管新产品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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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９

ｍｍ机组试制Ｐ２３５ＧＨ核电用无缝钢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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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２力学性能

２生产工艺

规格
０１１４ｍ＊ｘ４．８＝ｍ

２．１工艺流程

编号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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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ＭＰａ

Ａ／％

４９３ ４８８

４２．０ ４３．５

３９８ ４０４

４９７ ４９８

３５．０ ３９．０

，＞２４１

４１４—５７０

≥２５

Ｒｖｏ．２／ＭＰａ

３’４００ ３８７

技术条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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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轧制工艺

钢管试样金相照片见图１，非金属夹杂物、晶粒度、

０２１０ｍｍ送环形加热炉加热，热管坯运送到热

组织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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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在线常化试样金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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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制结果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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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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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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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３３【３１标准要求进行，压扁后

ＥＮ

４

试样无裂纹或破裂。

从表１

３．４扩环试验
试验按ＢＳ

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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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２３６【４１标准进行，用锥形工具

技术条件要求的基础上，考虑到制造成本，仅加入铝

对钢管截面进行扩口，直至截面破裂，破裂区外表面

和钛。铝和钛能细化钢的晶粒组织，从而提高钢的

无裂纹或破裂。

强度和韧性，因此在优化钢种化学成分时加入

ＥＮ

３．５管环拉伸试验

０．０２％一０．０４％的钛，０．０２％一０．０４５％的铝；
１０２３７【５１标准进行，断裂的试样

由于在线常化工艺利用钢管轧后的余热，经一

除断点外，无肉眼可见的裂纹。管环拉伸试验合格，

次再加热，然后定径。这样较线外热处理节约能耗，

试验后宏观照片图２。

也可以节约线外的辅助设备。从表２中３’走在线

试验按ＢＳ

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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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２管环拉伸试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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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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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扩口试验、扩环试验、管环拉伸试验都符合标
准要求。

或破裂。试验后宏观照片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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