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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用WB36CN1及P22无缝钢管的研制

沈征杰，高宏明，谢冬明

(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江苏江都2252i5)

摘要：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研制生产了核电厂常规岛用WB36CN!(HDl5NilMnMoNbCu)

中7llx40mm、P22(HD|2Cr2Mo)@558×25mm高压无缝钢管，并对产品进行理化性能检测和工

艺性能评定，结果表明试制的核电常规岛用WB36CNl、P22高压无缝钢管的理化性能和工艺性

能结果均满足GB24512．2．2009等相关标准要求。

关键词：核电无缝钢管；WB36CNl；P22；国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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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核电作为清洁的原子能发电将是今后重点发

展的能源之一，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

(2005～2020年)》⋯，到2020年，核电装机容

量将增至4000万kWh二巾国的核电建设起步较晚，

设计制造一直依赖国外技术，材料多采用国外标

准和国外牌号．给国内采购和生产带来很多问题。

就核电管而言，部分品种规格可以国产，但规格

不配套、品种不齐全，不能满足核电站建设要求，

产品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WB36CNl及P22是核电用合金钢管的2个钢

种代表性钢种。WB36CNl材质是基于德国牌号

WB36S1．加人适量的Cr元素，重新了设计化学

成分，可以很好地满足了主蒸汽管道、给水管高

强度、高韧性及抗蒸汽冲蚀的性能要求。P22主要

技术要求以ASTM A335 P22为基础，增加了钢

质纯净度、高温力学性能和冲击韧性的规定12l，主

要用于抽汽管道。本文对这两个钢种，选取代表

性的2个规格(WB36CNl m711×40mm．P22

@558×25mm)，对其试制情况进行了分析。

1 WB36CNl及P22制管工艺

1．1 工艺流程

诚德钢管试制的核电用无缝钢管WB36C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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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的制管工艺为：管坯制造一斜轧穿孔一冷拔定

径一高精度热处理一精整。

1．2 管坯制造

WB36CNl选用0600mm锻坯，生产工艺为“电

炉冶炼+精炼真空脱气+锻造”，锻造比大于3。P22

选用0500mm连铸坯，生产工艺为“电炉冶炼+精炼

真空脱气+连铸”。

正常生产时，选用P、s及五害元素(Pb、Sn、

As、Sb、Bi)低的清洁无锈、无油的碳素钢、碳

素返回钢、本钢组或类似本钢组返回钢、生铁等

精料。冶炼过程尽量提高全熔碳，保证去气去夹

杂效果。初炼过程作五害分析并记录，初炼炉取

样2～3次分析五害元素，以最后一个样为准，五害

元素总和!O．035％。

1．3穿轧

采用0800锥形辊穿孔机和0960斜轧机进行

坯料的穿孔斜轧，预先通过有限元模拟软件．计

算出穿孔轧制参数，调整好设备状态，通过孑L型

参数的调节，穿轧出外径壁厚适合定径T艺的毛

管。WB36CNl试制管的规格为0711×40mm，通

过穿孔斜轧后的规格为0730×43mm，P22试制管

的规格为0558x25mm，经过穿孔斜轧后的规格为

m580×29mm。

1．4冷拔定径

对WB36CNl、P22试制管采用冷拔定径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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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管进行去应力退火、制头和润滑．采用专川冷

拔头焊接在母管上。WB36CNl试制管的最终定径

规格为q)71 2x42mm；P22试制管的最终定径规格

为中559x26mm。

1．2．4热处理

热处理是赋予产品最终性能的关键T序，按

照GB24512．2．2009《核电站用无缝钢管第2部

分：合金钢无缝钢管巾的热处理要求》，根据该钢

Cr， Mo，Nb等强碳化物元素的含量，保证碳化

物充分i彳}解均匀化的条件是足够的保温时问．也

是斜轧成6^管性能均匀的重要条件．W此制定的

WB36CNl的热处理制度为“正火960-t15℃，保温时问

60min，守冷，回火温度630℃～650℃，保温时间

1 50min”；P22热处理制度为“正火930i1 5℃，保温

时问40mjn，空冷，同火温度720～740℃，保温时

J司80rain”。

成品钢管的热处理炉采用液化石油气台车式

热处理炉，预先已经按照航空材料标准AMS

2750D．高温测量进行炉温均匀性测iA(TUS)[31

以及炉温精度测试(SAT)，保证热处理炉的精度

能达到士7℃，均匀性达到土14℃。

2理化-眭能分析

2．1 化学成分分析

对WB36CNl、P22试制管按照GB／T4336．2002

《碳素钢和中低合金钢火花源原二F发射光谱分

析方法(常规法)．》进行化‘￥：取样分析，并对照

相应的标准，结果如表l、表2所示二

表I WB36CNl试制管的化学成分／％

表2 P22试制管的化学成分，％

2．2 金相组织检验

按照GB／T1 3298．199l《金属显微组织检验方

法》，对钢管横截面进ij业微组织分析，腐蚀剂

为4％硝酸洒精，并按照GB／T6394．2002《金属平

均品粒度测定法》标准进行品粒度评级。WB36CNl

的显微组织见图1(a)，组织为贝氏体+铁素体，

品粒度为9级；P22的显微组织见图l(b)，组织

为贝氏体+铁素体，晶粒度为10-±)t。2个品种试制

管的娃微组织和晶粒度均满足GB245 1 2．2．2009

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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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力学性能

2．3．1 室温力学性能

沿钢管横向和纵向分别截取试样．按照标准

GB／T228．1．2010《金属材料室温拉仲试验方法》

检验室温力学性能，试验结果如表3、表4所示：

不同取样方向的试样强度和延伸率基本一致，且

都满足标准要求。

表3 WB36CNI试制管的常温力学性能

2．3．2 高温力学性能

参照GB／T 4338．2006《金属材料高温拉伸试

验方法》，检验室温力学性能。试验结果如。试

验结果见表5、表6二

2种钢管在要求的温度下的试验结果均超过

标准要求值。WB36CNl的两组试验结果都展示

了200℃与300℃强度水平随温度的升高反而升

高。与GB 24512．2．2009中规定的高温力学性能值

相比，P22钢350℃下的屈服强度远超过标准规

定值，表现出较高的高温热强性。

表5 WB36CNl试制管的高温力学性能

钢号裟 取样方向MRmP。／裂揣z脱

2．3．3 冲击试验

按照GB／T229．2007《金属材料夏比摆锤冲

击试验方法》对WB36CNl和P22材料进行横向

取样冲击试验，试样为v型标准试样

55mm×10mmXlomm。WB36CNl按标准中给出的

20"C、0。C、．20℃温度的要求值进行3个温度的冲

击试验，P22按标准巾给出的室温20℃的冲击功

要求值进行室温冲击试验。试验采用自动送样，

液氮密闭冷却至规定温度后保温30min，然后进行

试验。试验结果见表7，表7中同时给出了

GB24512．2．2009标准规定值。结果表明两种钢管

的冲击试验结果远超过标准规定值，满足使用要

求。

表7 WB36CNI、P22试制管的冲击性能

2．3．4脆性转变温度试验

按j!强GB／T229．2007((金属材料夏比摆锤冲击

试验方法》对WB36CNl和P22材料分别进行一

系列温度的冲击试验．所有试样均横向切取，测

量斌样的剪切断面率，形成冲击试验温度．剪切断

面率曲线，见图2、图3。取剪切断面率为50％对应

的温度为FATT50温度：根据曲线得出的

WB36CNl钢管原材料FATT50温度为一29．5℃，

P22钢管原材料FATT50温度为一50．5℃。说明试

制钢管具有理想的脆性转变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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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WB36CNI试样的转变温度fln线

【刳3 P22试样的转变温度曲线

3工艺评定

扬州诚德钢管自。限公司委托苏州热工研究院

有限公司对试制生产的核电常规岛用WB36CNl、

P22高压无缝钢管进行管道焊接性及焊接-T|岂评

定、钢管弯管T艺评定。

3．1 焊接工艺评定

试验内容包括WB36CNl钢冷裂纹试验、再

热裂纹试验．P22钢冷裂纹试验，WB36CNl钢

管TIG／SMAW／SAW组合焊接工艺评定，P22钢

管TIG／SMAW、TIG／SMAW／SAW组合焊接T艺

评定．焊接rT岂评定执行标准DL／Tll 17-2009《核

电厂常规岛焊接T岂评定规程》。

3．1．1 WB36CNl钢焊接性及焊接工艺评定

对WB36CNl钢管，通过热影响区最高硬度

法、斜Y坡n冷裂纹试验法、插销冷裂纹试验方

法的试验，结果湿示，预热1 60℃条件下，热影响

Jx．最高硬度低丁350HVl、斜Y坡口焊缝表面及截

而未发现裂纹、临界断裂应力超过WB36CNl钢的

屈服强度，因此预热160℃可防止冷裂纹产生。该

预热温度‘j相关标准中推荐的15Nil MnMoNbCu

钢管预热温度是一致的。

WB36CNl钢590℃和610℃两种温度下分别

保温3 h的再热裂纹试验，斜Y坡U焊缝表面和截

面均未发现任何形式的裂纹，说明扬州诚德生产

的WB36CNl钢在580—620℃范同、拘束应力条件

下的再热裂纹敏感性不足以导致再热裂纹产生，

590℃和610℃两种温度作为焊后热处理的温度是

合适的。

采用TIG／sMAw／sAw组合焊接方法进行的

WB36CNl钢焊接-丁艺评定结果显示．该钢管匹

配进口焊接材料的焊接工艺性能优良，试件经磁

粉和射线无损检测合格．焊接T艺质量满足标准

要求，经焊接及焊后高温同火后的焊接接头室温

强度水平、高温强度水平、冲击韧性水平均满足

GB 24512．2．2009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值，满足标

准DL／T11 17-2009要求，焊接接头显微组织为铁

素体+贝氏体，微观状态下未发现网状析m特{|『F、

未见异常组织出现，接头焊缝、热影响Ⅸ最高硬

度高于母材．但均未超过270HBS，符合标准

DL／T1l 17-2009要求，全厚度弯曲未发现任何形

式的裂纹，焊缝主要元素含量与原材料相当，杂

质元素含量控制在低水平，整个焊接T艺评定试

验检验结果均符合DL／T1 1l 7-2009要求，试制的

WB36CNl钢焊接工艺评定合格?

3．1．2 P22钢焊接性及焊接工艺评定

对P22钢管，通过热影响『x．最高硬度法、斜Y

坡口冷裂纹试验法、插销冷裂纹试验方法的试验，

结果显示：预热80℃条件下，热影响区最高硬度

低于350HVl，但预热温度一直增加到250℃，最

高硬度仍接近320HVl，同样的预热条件，斜Y坡

口焊缝表而及截面未发现裂纹，热影响区最高硬

度法和斜Y坡口冷裂纹试验法得到结果是预热

80℃即可防止冷裂纹的产生；预热温度为200℃和

150℃条件下，临界断裂应力均远超过P22钢的屈

服强度，表明通过插销试验预热l 50℃可防止冷裂

纹产生。i种试验结果综合显示，P22钢防止冷

裂纹的预热温度应低于l 50℃，该数据低于标准巾

推荐的200～300℃的预热范刖，试制的P22钢冷裂

纹敏感性优于同类钢材。

采用TIG／SMAW／SAW组合焊接方法进行的

P22钢焊接_T艺评定结果显示，该钢管匹配国产

和进口焊接材料的焊接工艺性能优良．试件经磁

粉和射线无损检测合格，焊接T艺质量满足标准

要求．经焊接及焊后高温同火后的焊接接头室温

强度水平、高温强度水平、冲击韧性水平均满足

GB 245l 2．2-2009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值，满足标

芦“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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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DL／T11 17．2009要求，焊接接头显微组织为铁

素体+贝氏体，微观状态下未发现网状析出特征、

未见异常组织出现，接头焊缝、热影响区最高硬

度高于母材，但均未超过270HBS．符合标准

DL／T11 17．2009要求．全厚度弯曲未发现任何形

式的裂纹，焊缝主要元素含量与原材料相当，杂

质元素含量控制在低水平，整个焊接工艺评定试

验检验结果均符合DL／T11 17-2009要求，试制的

P22钢焊接工艺评定合格。

采用TIG／SMAW组合手工焊接进行的P22

钢焊接工艺评定结果显示，该钢管匹配国产焊丝

和焊条的焊接工艺性能优良，试件经磁粉和射线

无损检测合格．焊接rT艺质量满足标准要求，经

焊接及焊后高温回火后的焊接接头室温强度水

平、高温强度水平、冲击韧性水平均满足GB

24512．2．2009对原材料的性能要求值，满足标准

DL／T1 117-2009要求，焊接接头显微组织为铁素

体+贝氏体，微观状态下未发现网状析出特征、未

见异常组织出现，接头焊缝、热影响区最高硬度

高于母材。但均未超过270HBS，符合标准

DL／T11 17-2009要求，全厚度弯曲未发现任何形

式的裂纹，焊缝主要元素含量与原材料相当，杂

质元素含量控制在低水平．整个焊接工艺评定试

验检验结果均符合DL／TI 11 7-2009要求，P22钢

焊接工艺评定合格。

3．2 弯管工艺评定

WB36CNl、P22高压元缝钢管按照

DL／T5I 5．2004进行弯管工艺评定。试验管

WB36CN 1071 1 x40mm、P22中558x25mm。试验内

容包括弯管前钢管表面质量、尺寸、复膜金相、

硬度检测，钢管弯制、热处理及尺寸检查、无损

检验，弯后复膜金相、硬度检验及破坏性检验(分

弯管直段、起弯区、受拉侧中部、终弯区4个区

域分别进行室温力学性能、高温力学性能、冲击

韧性、金相检验、硬度检测)。检验结果表明，

采用拟定的弯管工艺参数，进行3D、900热弯后，

减薄率、椭圆度、弯曲角度、波浪率、表面质量

等均满足DL／T51 5-2004标准及相关技术要求。弯

后组织、强度、冲击韧性等指标均满足GB

24512．2．2009标准对相应原始管的要求值，硬度

水平处于同类材料合理的水平， WB36CNl、P22

高压无缝钢管弯管工艺评定合格。

4使用效果

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自2009年开始国产化

核电用无缝碳钢管。已为西安核设备有限公、上

海电气集团和东方锅炉集团供应RCCM标准钢管

TU48C①419ram规格345 t；为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

供应规格为巾550x36mm的P295GH214 t；为上海

跃昌有限公司供应核电用控铬A106B 760 t，规格

从巾219～860mmXWT8．18～28mm，经过业主现场

监检，供货质量受到客户好评。

5结论

(1)扬州诚德钢管有限公司采用斜轧穿孔+冷

拔定径工艺生产的核电用WB36CNl、P22无缝钢

管表面质量、尺寸公差和理化性能等指标均满足

核电标准GB24512．2．2009《核电站用无缝钢管第

2部分：合金钢无缝钢管》的技术要求。

(2)按照DL／TIll7-2009《核电厂常规岛焊接

工艺评定规程》进行核电用WB36CNl、A335P22

钢高压管道TIG／SMAW／SAW组合焊接工艺评定

试验结果均符合标准要求，焊接丁艺评定合格，

试制的WB36CNl、P22钢管的焊接性能满足核电

设备制造和现场安装技术要求。

(3)按照DL／T515-2004《电站弯管》标准对

核电用WB36CNl、P22钢高压管道弯管工艺评

定，各项指标满足GB24512．2．2009标准的规定

值，硬度水平处于合理水平，弯管工艺评定合格，

试制的WB36CNl、P22钢管的弯管工艺性能满足

核电弯管技术要求，可以应用于核电常规岛高压

汽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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