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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OCTAGON zr-t
ALLOY TUBE FOR BEATING REACTORS

Yang FangHn Yang Yingli Wang Guangshen

(Northw，创恤titute for Non-ferroωMetal Rcseareh，胁的

ABSTRACT

The asymmelrical oetal0ft Zr-4 alloy tubes .hich are used for fu~1 assem

bly ia the heatial reactor have beea developed. The thickaess of tube .aU

is I. smm and the lenlth is I i25mm. The 10田I side of the octalOO is 138.1~:::圃"

the short side is 93. 1 士 0.11818. To ma四ufacture tbese tubes a stretch dra"

formiol processial method is adopted. The process is divided into t.o phases.

Ia the first phase, a short draw mould is uscd to stretch the Zr-4 alloy tube,
Ia thc secoad phase, by usinl a lonl draw mould, its leolth is equal to the

ead-produt lenlth , completes the final processinl. The size accuracy aad

repeatability of this method are excellent aod fully meet the desien requircments.



低温堆用Zr-4合金大方管研翻

杨芳林杨英面王光盛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宝鸡}

摘要

介绍了用短芯头过霍拉仲、再用与成品等长的长Z.头进行成品拉仲的方法研副低温供黑

宴量罐罐志魅斟元件金所用的Zt-4合金蹲壁大方智的过程，对称不等边的J飞边彭植面方管尺

度大，精度要求高， ~边为138.7二日，圃，壁厚只有 I.Sm.，用本文介绍的方法研制的管树

达到了使用要求的精度，工艺重复佳能也比较好.

提.. Zr-4合金堆芯煌料元件加工工艺

一、前言

为鹏~北方城市冬季取砸问题，清华大学棋键技术研究所追计韧建造低温供热实撞撞，

罐Z的魅料元件盒采用Zr-4合晶葡堕大方管.方营的断面形状复杂，公莹要求严楠，作者呆

咽特殊的加工工艺，成功地研制出合格的薄壁锯合金方管.

二、方管的技术要求

方臂的损融面形状是对称不等边的八边形，壁fl.只在 I.Saam (见回J，纱，最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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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l 方臂戳面尺寸及公 u 四Z 方管技术术 in示意图

138.1二::~mm ，短边为 93.1 土 O.lmm ，方啻生提为 1725mm. 纵向弯曲和纵向扭曲均不得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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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a.，莲 fl.·( 迫不孚目哽、号'边不垂直理岱严画眼目U厦毒面荒i占度要求军.从四 I ;阳技

术要事.霄，这是-排高蜻度闽南堕八负啻.植面靡拔寝童来，公革撞副相当严的一种异圈

'树，翻遭到在度比幢大.

三、错合金异型臂的研制现状

过去围内自注音反应堆用的薄费异型语营. J911年富后k京带色金属研宽畏"西翻了

支Zr-z曹.在们在同-时期研扭了几支 Zr-~小方啻阳距扉智，以后由于在古董-步的使m

要掌，撞睡前异型.雷的研嗣王作也就停止下来.国外事水罐使用的Zr-2 含金万啻已经在量生

产，也有果用擅霞拉仲的方法进行生产的，但均未见报道.

四、研制方案的确定

研制界里霄，对于酷材来说，可以晕用的威望方法有轧割.事压.摩霞位....Hi形和撞

"噩噩霄，徊，由于目嗣国内连捏在能加工这样大尺寸的薄壁界里错雷的轧甸、蘸压、攘穰撞

_it备.压形后焊接的方靠虽鹦可行，但畏具费支昂贵.另外，如忠来昭技悼方案，·空植.

不可罩，囡臂的尺寸大，堕薄，空姐时产生塑性失疆，无扶if.理.所以，果用了垣志去过撞

撞伸，用与成品管事长的民25头进行虞品啻拉伸.成品管拉伸时与被拉伸变形的啻树!(体同

，撞JII，这得才能得到精度融高的方曾.

当嚣，拉伸用崎民芯头的只才精度一定哽高，不f最低于咸品骨的精度，否则注远不到撞

停鹰晶Ii营所要求的尺寸精度.

II品管内矗终温火采用事矢志榜的办法进行虚品直火，目的是利用钢的热膨胀系数比'酷

的焦=i障系靠大，在高温下锯方营被"胀形'，冷却下来后就会在f.U~桶度的方啻.

五、研制过程

1. 铺提lm备 z 关键是安注意锦睫的气孔.夹杂.成分偏析反主成分和杂院含量必须持合

标准.

2. 加工成合格板材z 将随能经过热.冷加工.&喧品逼火等工序何到fT恪枫树.哩注意橱

厚的尺寸公差要求(1. 5 士 o.05mm) •
3. 概材巷焊成回管z 关键是要控制焊接质量，控制焊缝的气孔.夹杂，不霄卉膏'不惜

舍区'，襄面不能氧化，焊缝要平滑-

4. ;j';臣和润滑 z 拉仲静默管费严揣进行珠日在 1润滑{辈作.

5. 预IE方形 z 将焊接阴 ni!l' fl两个方向的预限，形成，个.. jj形"轮廓，尽管有较大的

弧障，但由于有了这一步操作，们丽的拉仰操作遗容易多了，特别是可以保证饵，缠在拉伸时

不蓓入·角郁'，而同正师在'大丽'的中擂(见回吵.

8. 过幢拉伸 s 由于'N1l~柿， t'l{t~变形?我是很小的，大了就会产 'I:， t1! rIll ..波坟".冈比就
宿费进仔 ii班拉仲，就是把'11材t'!. r是·大耐'附有弧庸的"为臂'.过程忧伸足用姆，芯央指

伸的〈见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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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预E方形示.. 圄4 11.适量Ii停后'民菌圄

T. Jl晶啻擅仲 :11品雷拉伸是用l(;. o头遭行的，一'要造行商量~.这是徨关键的-.

Z磨，撞仲方曹成功与否撞在此 1 严格桂章外.和最志头的尺寸去提及税画壳撞度.操作缸

'矗慎.志悔旦出过瞿申不能破坏方笛的尺寸公垂.

I. 成品矗1::由于管树的佳能和堕厚不可能很理想跑-致均匀，因此，植伸后啻堕由应

却不-樨，志去跑出后，方雷岳边的.回弹量'也不-样，只寸金是就很难达到矗隽的高精

度.事，因此需要来取汤形矗火.

幡.矗火就是在威晶章内事蓝-支等长的辛格.这根志棒的尺寸公是反革面壳撞度不匾

篝于靡晶蕾的要求.量火前要在量把管材鞠志惨的毒面清理干净.矗火后要防止曹树褒画氧

缸.

t. 方曹只寸企量的全方位测量及最握处理 z 见回 5. 在方恒的四边量上1%块千分寝，每边

，块.中 .it …块尺寸公差符合方管要求的标准块，调噩好每块毒的.零位'，但调整好的框'

置于事靡的刀架靡噩上，方管穿过霍'展中心并将两竭卡在车床的卡盘和尾座上.将方霄...囊

面10等分划钱，表魏每移至一条线址即可四tH I2个点的敷握.根露这些点的绝对恤租相对筐

.可算出方曹全方位的尺才公是.这项工作曲计算机完成.

111 !I I 7 • ii .. 3 2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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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果和结论

笨用.钳毒'、植伸靡'喜租蟠彤量大哥刨出蝇"-4含金大1j膏. j幅噩噩擅卸下忌

'钳编号εII(L)

I. .画R才: 131.τ笃笃..

2. 囊画湾曲 A菌: 0.21.. C画: 0.1".

B画: 0.41.. D画: '.SZ-.

3. 踵tt A画: '.1'.. C画I 0.2%8.

B画: 0.34- D画: 0.4恒

4..迫不平行度 A-C圄: -0.0'"

B-D同: 0.0"-
结谁. I. 植树睿.厚、植伸血事租'带矗欠工艺，在剖用现有量备条件下竟生麓'晕

产'置'噩Zr-4含金高幅度'椅，置于撞Aia罐用. 2. 谊工艺重复性好，产品R寸公量.

幢幢比撞'定. 3. 矗立了方'尺寸企量的全方缸胃量方法，与量量生产鼻盟'的金方缸回E

R寸金噩罩篝自动也提供了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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