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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是核电站一回路工艺系统核级管道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核电站的运行可靠性，影响核电站的建设

周期和投资。按ASME- ill NF 篇规定进行设计、研制出能满足核级

管道设计要求的支吊架系列，在 PC 工程(巴基斯坦 CHASNUPP 核

电站〉设计中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我国今后核电事业发展中

必须解决的一项重要设计。经两年多的工作，已建立起拥有 57 种型

式、 2460 多种规格的部件所组成的核级工艺管道支串架，系列完善，

能满足核电站核级管道施工设计的需要。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主要

用于安全 1 、 2 、 3 级工艺管道，也用于其他核级管道和有抗震要求的

非核级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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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SIGN OF HANGER AND SUPPORT

SERIES OF NUCLEAR SAFETY CLASS PROCESS PIPING
(]n Chinese)

Mao Chenzhang Shi ]iemin

(SHANGHAI NUCLEAR ENGINEERING RESEARCH

AND DESIGN INSTITUTE)

ABSTRACT

Hangers and 'supports of nuclear safety class piping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primary system piping in a nuclear power plant. They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reliability of operation , the period at construction and the investment for' a nu

clear power plant. It is an absolutely necessary job for Pakistan Chashma nu

clear power plant project to research and design a series of piping supports in

accordance with ASME- ill NF.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designing for developing

nuclear power plant later in China. After working over two years , a series of

piping supports of nuclear safety class which have 57 types and more than 2460

specifications have been designed. This series is perfect , and can satisfy the

requirements of piping final designing for nuclear power plan t. This series of

hangers and supports is mainly used in the process piping of nuclear safety

class 1 , 2 , 3. They can also he used in other piping of nuclear safety class and

piping with aseismic requirement of non-nuclear safety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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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是核电站一回路工艺系统核级管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

影响坟电站的的运行可靠性，影响核电站建设周期和投资。按 ASME- I!I NF 篇规定进行设

计、制造，研制出能满足核级管道设计要求的支吊架系列，在 PC 工程(巴基斯坦 CHAS

NUPP 核电站〉设计中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我国今后核电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的

一项重要设计。经调研、结构设计、应力分析和试验验证，现已确立了由管部、连接件和

根部三大类，共 57 种型式、 2460 多种规格的部件所组成的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系列完善，

能满足核电站核级管道施工设计的需要。该支吊架系列结构合理，刚皮、配合间隙适当，具

有良好的抗震性。对支吊架系列中所有部件，首先，按 ASME- m NF 篇及附录 F 的规定，

部进行强度校核，合理地确定了支吊架的承载能力。其次，对 11 种部件中的 23 种规格的

支吊架进行了试验验证.证明采有的应力分析法是可靠的，同时证明这 23 种规恪的支吊架

在手册中规定值完全符合安全要求，在各类使用工况下都留有足够的安全贮备。再次，对

某些支吊架与常规支吊架的承载能力进行对比，证明手册中的载荷规定值是合理的、安全

的、支吊架的工作是可靠的。

本系列核级管道支吊架的材料、某些结构型式与尺寸、设计所采用的规范和标准、设

计方法、设计所考虑的载荷及其组合、许用应力、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等都不同于常规的

管道吊支架。本系列核级管道支吊架从设计到加工生产均配有良好的质保体系来保证支吊

架的设计和加工质量，且将有完善的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控制产品质量。

核级工艺管迫支吊架主要用于安全 1 、 2 、 3 级工艺管道，也适用于其他核级管道和1有

抗震要求的非核级管道。

1 研制过程

该项目从被批准立项到编制完成《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手册» (A 版，以后简称《手

ill} 川，前后经历丁约 2 年时间、 9 个阶段的工作。

L. I 调研

世界各核电大固，例如荣、法、日等国，均有各自专供核电站设计用的核级管道支吊

共14. 且都作为各自的私有财产而保密。为此，我们只能立足于国内调研。通过调研知道:

n. 目前国内各工厂生产的一般均为常规管道支吊架，都不能很好的满足核电站中管道

抗层的要求。

b. 大亚湾核电站的核级管道支吊架明显不同于常规管道文吊架。它有下列明显特点:

-一抗;~性好。不仅强度高，且有足够的刚度;部件问配合间隙小。

---以刚性支吊架为主。

-一数量之大，值得引起重视。据统计管道支吊架共 3 万多只，总重 1700 多吨。

总之，通过调研深刻认识到:

-一必须通过研制尽快边立起符合 ASME- mNF 篇规定的核级工艺管迫支吊架系列。

-一我院根据泰山一朋核电厂的工程经验，完全可以承担这一任务。

1. 2 ((手册》初稿编制

在调研和对国内外各和II管迫·支吊架进行认真分析、消化、总结的基础上，确定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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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的准则 z

a. 材料、设计方法、制造和验收标准，必须遵照 ASME- mNF 篇和附录 F 的规定。

b. 各种支吊架部件必须具有良好的抗震性(除弹簧支吊架外)。

c. 各种支吊架部件必须具有高度的工作可靠性，合理的安全贮备量。

d. 尽量吸取国内外各种支吊架一切有用的结构和经验.恃别是大亚湾支吊架的抗震性

好和常规支吊架多样性的优点，充实丰富本系列支吊架。

巳·必须设计出型式多样、规格足够多的支吊架来满足设计的需要，以便尽量减少非标

支吊架的数量。

经过 8 个月的努力，共设计·了 57 类、 2268 种规格的支吊架，编制成《手册» (初稿〉。

同时，选定材料，确定柏件的主要尺寸，作为应力分析的输入数据。

1.3 应力分析

支吊架是管道的支承件。为保证管道支吊架的工作可靠性，按ASME-mNF 篇和附录

F 的规定.对管道支吊架都按规范要求进行了应力分析.从而确定了各种部件的承载能力。

只有两种部件没有进行应力分析，因为对这两种部件可根据工程经验作出判断，它们在使

用过程中不存在破坏而只存在磨损的可能性。

1·4 试验内容确定

在综合考虑试验费用、设计进度要求等因京以后，对管道支吊架的承载能力采用计算

为主、试验为辅的方针来确定试验内容。由结构设计人员与应力分析人员一起进行多次反

复研究后，从57 类共 2268 种规格的支吊架部件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11 类共 23 种规格的

部件为试验柏件。

1.5 试件设计、试件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的编制

为了采用最少试件而又要求获得可靠的试验数据，在确定试验内容之后，按将来正式

产品设计要求，对材料选择、结构型式、部件力11工图都作了详尽的设计。与此同时，按未

来产品中安全2 级管道支吊架的要求，编制了试件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以确保试验结果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1. 6 试件加工

试件均为采用与产品相同的材料(除个别材料代用外〉制作成的全尺寸柏件。为了保

证试件质量，工厂制定了质量保证大纲，按图纸和技术文件的要求，认真制作和检查。经

试验表明:试件的制作质量稳定，达到图纸和技术条件的要求，试件的测试结果分散度很

1.7 支吊架加载试验

设计某些夹具，将试件直接安装在由计算机控制的DCS-25 电子拉力机或MTS880-50

lti夜伺服材料试验机上进行。该类机器具有柏密的载荷测量系统和加力点的位移输出。试

验过程由计算机完成，试验结果由机器打印显示，给出试件的载荷与施力点位移关系lib 线，

即 P-，1 曲线。由此图上得出线性偏离点为试件屈服载荷作为确定试件承载能力的依据。

有些试件的加载采用油压千斤顶配以压力传感器、位移传感器井以6M72 作为前~:放

大器而获得的载荷和变形信号摆入XY 函敖记录仪来装置试验的加载和测量系统。在试验

过程中自动记录载荷与施力点位移关系曲线，以此确定试件的承载能力。

工艺管内压应变测量，采用电阻应变沽，以电阻丝片为传感元件，取得测量点的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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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WCB-2 型高压泵为加压装置，进行水压分级加载。电阻丝片采用 BHF120-3AA 型，精

度等级 A，电阻值 120.2土 o. In，栅长×栅宽 3 mmX2 mOl，灵敏系数K=2.12. 粘结剂

为 502 肢。电阻片涂上松香石蜡作为防潮保护措施。由于加压试验在室内进行，应变测量

区域范国较小，温度较为均匀，故采用同一温度补偿片。

1.8 产品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

在编制试件制造验收技术条件的基础上，遵照ASME-mNF 篇中核级管道支吊架的制

造和l验收的有关要求，编制了《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

产品的制造与验收技术条件有下列特点:

a. 技术条件中对各项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

b. 与美国 ASME- mNF 标准相接轨。

1.9 完善《手册» <A 版)

在编制《手册》初稿、完成应力分析和支吊架加载试验与总结的基础上，用了将近半

年的时间编制了~本包括57 种部件、共2460 多种规格的《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手册))(A

版).作为管道施工设计的专用手册。

2 本文吊架系列的特点

核级管道支吊架的设计特点是:工作条件复杂、恶劣，不仅要考虑自罩、热胀引起的

载荷，而且需考虑地震和阀门排放、水锤、 1气锤等引起的动载荷，设计要求苛刻，要求具

有良好的抗震性和高度的工作可靠性。在设计上对支吊架抗震性要求和对热胀载荷的承受

要求是一对矛盾，从热胀载荷作用看.要求支吊架设计成柔皮大、主吊架的间隙犬的为好，

但从抗震要求看，要求支吊架的刚度要大、间隙要小的为好，在设计中，正确处理了一系

列矛盾. f克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设计得结构合理、间隙适当，具有良好的抗震性。

本系列支吊架不同于常规管道主吊架，主要表现在:本系列支吊架遵照 ASME- m NF

篇 (89 年版)的规定进行设计。

2.1 材料

本系列支吊架的材料主要采用优质碳萦钢和合金结构钢，其中以20 号钢为主。为保证

材料不仅具有较好的承受静载能力，而且具有良好的承受动载能力，因而对材料提出了附

加要求，确保其c.值不低于ASME- ill NF-2330 的规定值。

此外，对材质控制提出严恪规定，核1 级管道支吊架材料应具有材料鉴定试验报告，材

料进厂后要求复验。对材料的检验和修补都有明确规定。对焊接材料也提出相应的质量控

制要求。

由于核级工艺管道本身为不锈钢或碳钢，而支吊架一般为碳制，因而当illl到不锈钢的

工艺管道与碳钢的支吊架相焊时在两者问设置一块不锈钢极。

2. 2 设计

(})载荷

核级管道支吊架的载荷包括自蓝、热胀、地震 <OBE 和 SSE) ，还计及阀门排放、水锤、

汽锤等功载荷。

(2) 使用工况

对核级管道支吊架的使用工况分为 A ， B, C, D 四类工况，告粪便用工况下取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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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许用应力值。对支吊架都进行应力分析.

(3) 设计方法

采用线弹性分析法。当应力分析比较特殊时，采用额定载荷法验证其承载能力，确保

本系列支吊架具有高度的工作可靠性。

(4) 特殊考虑

对垂直管道用的管夹承载能力，考虑了由于管道或支吊架的运动，或两者的运动所造

成的载荷转移的情况，设计确保管夹任何一臂能承受总载荷的要求。

(5) 结构

本系列支吊架中设计了一系列结构合理，刚皮大，配合间隙小(一般为 1-2 mm) 的

结构，从而使其具有抗震性好、工作可靠的特点。

本系列中规定的螺栓组成的刚性杆只能用于受拉，只有铜管组成的支撑杆才能用于受

拉、受压状态。对抗震用管夹与管道之间是采用螺栓夹紧连接的方法，为保证其工作可靠

性，对夹紧程度都有具体的规定。

2.3 制造与验收

为保证产品质量，在研制过程中编制了得合ASME- m 规范要求的材料技术条件6 份、

焊接技术条件 1 份和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制造及验收技术条件等专用文件。

3 结论

本系列核级工艺管道支吊架的材料、设计方法、制造及验收标准与美国ASME- m NF

篇的规定基本相符。

支吊架能满足核级工艺管道的施工设计需要。共设计了 21 种型式、 439 种规格的管部，

12 种型式、 243 种规格的连接件， 24 种型式、 1778 种规格的根部，作为际准件供设计使用。

支吊架工作是可靠的，产品是可信的，主要有下列措施予以保证:

(1)选择了以 20 号优质碳索钢为主要伎用材料，并且要求它具有符合 NF-2330 规定的

Cv 值，从而保证支吊架具有良好抗静载能力，同时具有良好的抗动载能力。

(2) 对材料质量有严格的质保要求。

(3) 支吊架按 ASME- m NF 篇规定进行设计。

(4) 按 ASME- m NF 篇及附录 F 的规定对所有部件都进行应力分析，保证通过，并且

由有一定的余量。

(5) 对分析可靠性没有充分把握和工作条件复杂的 11 种型式结构进行试验验证，试验

表明:所采用的应力分析法是可靠的。

(6) «手册》中所采用的战荷值臼有合理的安全系数，在试验的11 种型式、 23 种规恪

的试件中，在各类工况下一般具有安全贮备为-150%或更大，最小安全贮备为125.7% 。

(7) 按 ASME- m NF 篇要求，制定丁正确的制造及验收技术条件。

(8) 按 ASME- m NF 篇和 ASME- IX 等规定，制定了核级管道支吊架焊接技术条件。

(9) 对尚未使用过的带球伎支撑杆结构的工作可靠性用试验予以验证，试验证明任何

方向的实际承载能力远远超过手册规定值，至少为手册规定值的1. 43 倍。

(1 0) 工厂制定了符合核电产品生产要求的质保体系。

(1I)工厂积累了核电支吊架和常规支吊架的生产经验.工厂也积累了本系列文吊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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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经验。

本系列支吊架不仅适用于 PC 工程，也适用于国内外其他 300MW 压水堆核电站中管

道设计的需要。对于大功率压水堆和其它堆型核电站，本系列支吊架在稍加补充、完善，主

要是补充适用于其它管径的管央、适当增大某些支吊架部件的承载能力后就能满足大功率

压水堆和其它堆型核电站设计的需要。

本支吊架系列研制成功为我国核电站管道支吊架国产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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