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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俄罗斯制大容器电子束焊机焊接的 AFA 2G 燃料棒随炉试样按

ASTM G2 水腐蚀后出现“蓝色环”。描述了“蓝色环”的特征，

对其形貌、化学成分、金相组织进行了检测和大量的条件试验。结

果表明“蓝色环”产生的机理是：焊接时产生的金属蒸气和夹头、

枪体等金属蒸气涂层因散焦电子、二次电子的轰击产生的溅射物在

水冷夹头的强制冷却下，沉积在焊缝热影响区与基体之间，这些沉

积物水腐蚀后形成一种蓝色腐蚀产物，并呈环状。消除方法是将水

冷夹头靠近焊缝的一端与燃料棒接触的边倒一小角，以及加强焊接

室的清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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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ing Mechanism and Avoiding Measures of
Blue-Ring on Electronic Beam Welding

Sample after Water Corrosion
(In Chinese)

REN Defang  LUO Xiandian  TONG Shenxiu  GUO Xulin  PENG Haiqing
(Yinbin Nuclear Fuel Element Plant, 644000)

ABSTRACT

    After water corrosion in compliance with ASTM G2, the blue ring appears on
the nuclear fuel rod samples of AFA 2G welded by using a Big Chamber Electron
Beam Welder made in Russia. The characteristics, appearance, chemical
composition, microstructure of “blue ring” and some condition test are described.
The mechanism of forming blue ring may be depicted as following: welding metal
vapor and the splash produced by secondary and scatter electrons on metal clamp
and gun body deposit in the area between HAZ and substrate because of the water
cooling down effects on the clamp; these deposits, after water corrosion, appears as
blue ring on the fuel rod surface. Avoiding measure is that the side of the clamp
closing to weld seal is chamfered, while making the welding chamber cle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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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在大亚湾核电站 AFA2G 燃料棒生产中，曾发生俄制大容器电子束焊机焊接的随炉焊

接试样（包括加严检验中从燃料棒上切下的焊缝样品）经按 ASTM（American Society of
Testing and Materials）G2 标准，不酸洗、水腐蚀检验后，在部分样品靠近焊缝区出现了

环形的蓝色腐蚀产物——“蓝色环”。由于该样品代表一批燃料棒的焊接质量，因而造

成这批产品质量待定，严重影响了燃料棒焊接生产线正常运行。

    在 YFP (宜宾核燃料元件厂) 核燃料棒生产线上，采用高真空电子束焊接方法来焊接

燃料棒环缝，其专用设备有两种，一种是大容器电子束焊机，从俄罗斯НИΚИМТ引

进，每炉可装入工件 120 个，焊接时工件用水冷顶头定位，水冷夹头夹紧转动，见图 1；
另一种是小容器电子束焊机，由原北京电子工业部第 12 研究所和 YFP 联合研制，每炉

仅 1 根，焊接时工件焊接部位伸入焊接容器，工件靠定位顶头定位，不夹持工件，转动

机构在焊室外，见图 2。两种焊机主要技术参数见表 1。

表 1  两种电子束焊机主要技术参数

技术参数
小容器电子束焊机

HD－60，HD－60A

大容器电子束焊机

CA330M，CA330M1

加速电压/kV 60 75

焊接电流/mA 30 50

焊接速度/r·min-1 20～45 3～45

灯丝电流/A 30 30

聚焦电流/A 2 2

偏转范围/mm ±2 ±2

焦点直径/mm Ф0.5 Ф0.5

真空度/Pa 4×10－3 2.66×10－3

       水冷夹具
电子枪

顶头

工件

真空室

转动

工件料架

图 1   大容器电子束焊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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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实践表明，大容器电子束焊机焊接的随炉试样腐蚀后近缝区出现异常——蓝色

环，而小容器电子束焊机则无此种缺陷。两种焊机焊接燃料棒时的根本区别在于大容器

电子束焊机焊接的燃料棒被水冷夹头夹持，且工件待焊接缝离夹头约 3 mm，而小容器电

子束焊机焊接时燃料棒不被夹持。

    锆合金水腐蚀或汽腐蚀试验后正常表面应呈光亮致密黑色氧化膜，而燃料棒焊接工

艺不当时，焊缝区表面会出现白色、棕色腐蚀产物，因此它们是一种公认的锆合金加工

后是否产生损伤的综合检验手段。Zr-4 合金焊缝区水腐蚀检验后出现蓝色形态的腐蚀产

物，国内外文献未见报道，这可能是一种新的缺陷形态，为弄清“蓝色环”产生的原因，

进行了本研究工作。

1  问题的分析

    燃料棒环焊缝随炉试样经三天腐蚀后（ASTMG2，不酸洗，腐蚀条件：360 ℃，18.7
MPa，72 h）发现部分样品的热影响区外侧的包壳管表面出现一圈蓝色环带，颜色有深有

浅，一般距熔化区约 2 mm，宽度 1～2 mm，此位置正好处于焊接夹具夹头之外，我们把

这缺陷称之为“蓝色环”。据扫描电镜形貌分析表明：“蓝色环”区处于热影响区的边

缘与热影响区之间，见图 3。

熔化区

“蓝色环区”

   图 3   1028-2 试样低倍形貌  25×

转动

真空室

工件

顶头

工件料架

电子枪

图 2   小容器电子束焊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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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色环”腐蚀痕迹有三个特点：

    (1) 仅发生在俄制大容器电子束焊机焊接的随炉试样上，小容器电子束焊机和 TIG
焊机焊接的随炉样则从未发现；

    (2) 处于夹头夹持外侧，而不是在熔化区或母材区；

    (3) 水腐蚀后腐蚀产物呈蓝色，而不是常见的白色或棕色产物。

    根据上述特点，经分析产生“蓝色环”的原因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1. 1  焊接时合金元素的蒸发

电子束焊接在高真空中进行，而且加热面积（焦点）小，能量集中。文献[1～2]指出

在锆合金焊接时，其熔池中会产生合金元素严重蒸发，特别是 Sn，Fe，Cr 等，其损耗可

达 30%～60％，我们曾对沉积在电子枪枪筒上的挥发沉积物进行过电子探针成分分析，

结果为 Zr 48.98%，Sn 36.30%，Fe 8.73%，Cr 5.99%。这说明电子束焊接 Zr-4 合金金属

蒸发物中 Zr，Sn，Fe，Cr 含量很高。Zr-4 合金焊接缝中，Sn，Fe，Cr 的严重烧损会降

低其腐蚀性能，使焊缝熔化区水腐蚀后焊缝区产生白色或棕色腐蚀产物。我们对腐蚀不

合格随炉样品（熔区有白色产物）的熔区剖面进行了电子束探针能谱分析，其结果见表 2。

表 2  电子探针分析结果（试样号 PC3151）

质量百分比/%
测量区

Sn Fe Cr

管子基体 1.005 0.107 0.205

端    塞 1.095 0.117 0.191

熔    区 0.406 0.027 0.071

  
这表明电子束焊缝中 Sn，Fe，Cr 等元素烧损确实很严重，证实文献的论述是正确的。

另外周邦新等人[3]也得到相同结论，见图 4。

        熔化区的深度/mm

合
金
元
素
含
量
的
相
对
变
化

图 4  焊接熔区中合金元素 Sn，Fe，Cr 含量的相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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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锆是一种活泼金属，在受热条件下极易与周围气氛中的有害物质反应，特别是由于

锆的熔点和沸点高（熔点 2130 K，沸点 4578 K），因此焊接锆时工件温度较高，热影响

区较宽，从而加剧了上述反应。虽然采用真空电子束进行焊接排除了 H，O，N 等有害元

素沾污，但真空中或多或少会存在油蒸气（因为扩散泵采用油为介质）和油污等，在异

常条件下可能会更高，它们在电子束作用下裂解成 C，从而可能对工件造成 C 沾污。如

在熔化区 C 可能进入熔池，因微量，影响不大；在热影响区 C 可能随机渗入工件表面层，

而 C 集聚后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元素，会大大降低 Zr-4 合金腐蚀性能[3]。

1. 2  蒸发物在近缝区的沉积

大容器电子束焊机采用水冷夹头夹持燃料棒，焊接后由于熔池极快的冷却速率，因

而可能使该区金相组织变化，产生不利影响，或者造成熔化时合金元素的蒸发物在近缝

区沉积，从而对表面产生显著沾污。

1. 3  沾污

燃料棒生产时要经搬运，贮存等工序，因而有可能产生沾污，如油脂、手印、灰尘

等，上述沾污在电子束焊接时会与 Zr-4 合金迅速发生反应，造成合金腐蚀性能下降。

2  产生“蓝色环”的条件试验

    基于上述分析，进行了如下试验，以探索产生蓝色环的原因。

2. 1  ““““蓝色环”条件试验内容

    “蓝色环”条件试验内容见表 3。

表 3  “蓝色环”条件试验内容

条件 影 响 因 素 说         明 试 验方 法

焦点位置

偏后     偏前 据文献介绍，焊接时金属蒸气的辐射向移

动方向倾斜，这样在焊接小直径管环缝时，

电子束焦点在工件上位置可能影响金属蒸

气在管壁上的沉积量。

人为加大偏移量，

使影响更明显

束流强度
束流能量密度大小决定焊接时熔池金属气

化的强弱，这可能影响在管壁上的沉积量。

采用燃料棒焊接

规范上限

电子束特性

散焦束

散焦时，束流分散，因而电子流能打在焊

接点周围的物体上，如夹具、顶头等造成

溅射效应，使周围物体上的沉积物溅落到

包壳管表面

采用散焦束焊接工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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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条件 影 响 因 素 说         明 试 验方 法

真空度
真空室真空度高低可能会影响焊接环境纯

度，即 C，H，O，N 等元素的含量

采用焊接燃料棒

下限真空度

真 空 度

低抽速

焊接时会产生金属蒸气和表面沾污物会挥

发，尤其是在真空中焊接时更严重，如果

真空室抽速低，则它们在焊接区停留时间

可能延长，有利于沉积过程进行。

真空室真空度达标后，

人为关掉一个扩散泵，

造成抽速下降 1/2。

夹持位置

金属蒸气能在工件冷却区沉积，棒伸出夹

头的距离可能会改变沉积区的位置。

改变棒接缝伸出

夹头区距离。

夹    具

夹具清洁度

电子束的散射电子或引起的二次电子能使

夹具上的沾污物产生溅射效应，从而加剧

冷却区的沉积物。在真空电子束条件，夹

头的沾物主要是油脂的裂解 C 及金属蒸气

沉积物。

在夹具端部及内部涂

少量扩散泵油或采用

细沉积物粉末用酒精

涂在夹具表面。

样品状态 样品清洁度

样品表面沾污物在焊接时会对工件产生沾

污，从而影响表面性能，样品沾污物主要

是油脂、蒸发物、灰尘等

管端内壁抹少量扩散

泵油后压塞；近缝表面

涂油沉积物粉末。

不锈钢蒸气涂层

据初步分析蓝环区 Fe 含量高，因此采用

Fe，Cr，Ni 不锈钢在熔化时产生的金属蒸

气沉积在管子表面，以提高沉积层 Fe 含量。

在靠近工件处放置一块

不锈钢板，工件焊接

后，马上在其上焊几

次，使其金属蒸气沉积

在工件表面。

金属蒸气涂层

Zr-4 合金蒸气

涂层

由于 Zr-4 合金熔化时其金属蒸气中铁含量

也较高，故采用其熔化产生的金属蒸气沉

积在管表面以增加沉积层 Fe 含量。

方法同上，但用 Zr-4

板替代不锈钢板。

2. 2  蓝色环条件试验结果

    “蓝色环”条件试验结果见表 4。
    由表 4 的试验结果可得出以下几点：

    (1) 不锈钢蒸气涂层的试样水腐蚀后产生明显的“蓝色环”现象，重复试验时结果有

重现性；

夹头

工件

金属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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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蓝色环”条件试验结果汇总

条件 影响因素 试验方法 样品编号 腐蚀检验结果 备注

003－1005 无
偏前 1 mm

004－1005 无

005－1005 无
焦点位置

偏后 1 mm
006－1005 无

981030－1 无 焊一个循环
束流强度 上限束流

981030－2 无 焊两个循环

981030－7 无 夹具涂沉积物

电

子

束

特

性
散焦束 采用散焦束焊接

981030－8 无 管端涂沉积物

007－1005 无
真空度 6×10－2 Pa

008－1005 无

009－1005 无
真空

状态 低抽速 关掉一个扩散泵
010－1005 无

001－1005 无
α≈2.5 mm

002－1005 无

013－1005 无
夹持位置

α≈4.5 mm
014－1005 无

011－1005 焊缝边缘有白色环 涂在夹具端面
涂扩散泵油（微量）

012－1005 焊缝边缘有白色环 涂在夹具端面

981030－3 轻微蓝环 涂在夹具端面

夹

具

夹具清洁度

涂沉积物
981030－4 轻微蓝环 涂在夹具端面

1124－1 白环＋轻微蓝色环 α≈3 mm  束流上限
涂扩散泵油（微量）

1124－2 白环＋轻微蓝色环 α≈3 mm  束流上限

981030－5 无 α≈3 mm  束流上限

样 品

状 态
样品清洁度

涂沉积物
981030－6 无 α≈3 mm  束流上限

1208－1 有明显蓝色环 α≈4.5 mm  束流上限不锈钢金属

蒸气涂层

样品焊后马上在不锈钢

板焊一个循环 1208－2 有明显蓝色环 α≈4.5 mm  束流上限
金 属

蒸 气

涂 层
Zr-4 金属

蒸气涂层

同上，用 Zr-4 板替代

不锈钢板
1222－3 轻微蓝环+白色产物 α≈4.5 mm  束流上限

综 合

因 素

夹持位置，

束流强度，

夹具清洁度

α＝4.5，束流上限，夹

具涂沉积物
1124－4 轻微蓝环+白色产物

1222－2 有明显蓝色环
验 证

不锈钢金属

蒸气涂层

样品焊后马上在不锈钢

板上再焊上一个循环 1222－1 有明显蓝色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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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修改夹具后试验结果汇总

条件 试验方法 样品编号 腐蚀后试样结果 备    注

正常规范焊接 1） L10 无 对比样

调束流 3 次（散焦），

正常规范焊接

L02 无

不锈钢上焊一次，样品不焊 L03 无 样品已夹在夹头中

L04－1 无

L04－2 无

L04－3 无

先在不锈钢上焊一次，

后正常规范焊接，

L04－4 无

用正常规范焊接 L05 无 夹具上已有不锈钢

蒸气涂层

正常规范焊接后不锈钢上焊一次 0708－1 无

正常规范焊接后不锈钢上焊 3 次 0708－2 有极轻微蓝色环

06－02 无 样品未夹在夹头中

正常规范焊接，不锈钢上焊 5 次

06－03 有极轻微蓝色环 样品未夹在夹头中

正常规范，先焊样品，后焊不锈钢 06－01 无

06－07 无

06－08 无夹具涂油（微量）

06－09 无

06－04 有轻微蓝色环

06－05 无

夹头倒角

管子涂油（微量）

06－06 无

      1）正常规范＝生产中所用的焊接规范。

(2) 抹扩散泵油样品水腐蚀后出现白色腐蚀产物，说明 C 沾污后 Zr-4 合金腐蚀性能

严重下降。

(3) 采用大规范焊接参数的样品水腐后焊缝出现白色腐蚀产物，说明焊接后熔化区中

合金成分严重烧损，使 Zr-4 合金腐蚀性能下降；

(4) 夹具修改后由于冷却区处在夹头保护下，故基本未发现“蓝色环”现象。

3   分析检验结果及讨论

3. 1  蓝色环样品的扫描电镜形貌分析

    借助于 KYKY－1000B 扫描电镜对燃料棒随炉样产生蓝色环区域（距熔化区约 2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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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观察（400×～500×），发现无论是水腐后正常样品还是产生蓝色环样品都有金属

蒸气沉积物存在。正常样品沉积物非常细小，且量很少，而发生蓝色环的样品，则沉积

物相对厚，且表面粗糙，对不同情况下产生的蓝色环样品进行扫描电镜形貌分析，发现

蓝色环的形貌有三种形式：

    呈不规则状（网状），见图 5。它仅出现在生产随炉样上，沉积物较薄，而且细小。

    呈点状，见图 6a 和图 6b。它既出现在生产随炉样上，也出现在条件试验样上，沉积

物较薄，且其上可见白色球形颗粒。

呈片状，见图 7。它仅出现在条件试验样上，沉积物较厚，且较疏松，在沉积物上还

有较大的白色球形颗粒。

 
                                       
                                          

为观察更清晰，对上述三种形式进行电镜高倍形貌分析，见图 8，图 9，图 10。由

上述三个图可见“蓝环区”都是由点状沉积物组成，其不同点是点的密集度及大小。

通过上述观察，认为蓝色环区确实是由于沉积物的存在而产生，且沉积物增加到一

   044－03－BC  生产随炉样     400×

图 5  不规则形状貌

       0130－06－BC 生产随炉样 400×

图 6a  点状形貌

1222－1 试验样   500×

 图 6b  点状形貌

1028－2 试验样    500×

图 7  片状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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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后，该区经水腐蚀后才能形成蓝色环。在电子束焊接 Zr-4 合金的条件下能产生沉积

的物质就是焊接时从熔池中蒸发出的金属蒸气，该蒸发物向四周辐射过程中会沉积在冷

态的阻挡物上。而燃料棒包壳管因夹在水冷夹头中，因此靠近夹头处有一强制冷却段，

它会沉积焊接产生的金属蒸气。

    金属蒸气要凝聚、沉积，除冷却条件外，还一定要有成核中心，然后才能凝结长大，

这时裂解 C 可能就起这种作用，即 Zr＋C→ZrC，ZrC 就成为冷凝核心，并优先长大。由

于 C 的沾污是随机的，所以冷凝沉积物也是随机的成不规则状（网状），当金属蒸气量

少时，则不出现蓝色环，当金属蒸气量多时，冷凝沉积量也多，可能形成点状或片状，

因此蓝色环的形貌可能与金属蒸气的浓度有关。

                         

                                                 

                                              

     
                                                                                                

3. 2  蓝色环样品的表面成分分析

    为弄清沉积物的成分，对“蓝色环”样品进行表面成份分析，其结果如下：

    (1) 电子探针能谱法（无标样定量分析）

00040-03-BC 生产随炉样

图 8  不规则状  1000×
0130-06-BC 生产随炉样

图 9  点状形貌  1000×

1208-2 试样

图 10  片状形貌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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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探针能谱分析结果见表 5。
表 5  扫描电镜能谱法成分分析（无标样来定量）

含量/％
样品编号 分析区域

Sn Fe Cr Zr 备  注

基体 1.32 0.11 0.00 98.56

蓝环区 0.99 0.42 0.00 98.59

热影响区 1.55 0.16 0.00 98.26

熔化区 1.14 0.18 0.29 98.38

004-03-BC

蓝色环区白色颗粒 0.36 0.57 0.00 99.07

生产随炉样品

基体 1.30 0.16 0.13 98.41

蓝环区 1.31 0.36 0.32 98.02

热影响区 0.45 0.00 0.00 99.55

熔化区 0.82 0.00 0.00 99.18

1208-2

蓝色环区白色颗粒 1.05 1.75 0.00 97.20

试验样品

基体 1.18 0.21 0.00 98.61

蓝环区 0.12 1.16 0.09 98.64

热影响区 0.86 0.00 0.00 99.141222-1

熔化区 0.79 0.25 0.00 98.96

试验样品

基体 2.56 0 0 96.22

氧化区 4.00 2.17 0.46 87.9306B-06

熔化区 1.96 0.45 1.00 91.49

试样(未水腐

蚀处理)

基体 1.60 0.42 0.0 97.49

蓝环区 1.86 0.64 0.11 96.86

热影响区 1.02 1.04 0.24 98.250068-03-BC

熔化区 0.79 1.71 0.20 98.79

生产随炉样品

  注：因采用的是无标样定量法，所以，个别样品的测量值总和大于 100％。测量结果由中国核动力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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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蓝环样俄歇电子能谱选区分析结果

   
    (2) 俄歇电子能谱法

    俄歇电子能谱选区分析法结果见图 11。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见试样蓝色环区的 Sn，Fe 含量较高，因此证明“蓝色环”确是焊

接时产生的金属蒸气沉积物。另外，从俄歇电子能谱法分析结果可见 C 含量也较明显，

且采用离子束清除表面后仍有 C 存在，证明真空电子束焊接时确实存在 C 对工件的沾污。

3. 3  带蓝色环试样加深腐蚀试验

    为了观察蓝色环对燃料棒腐蚀性能的影响，对带蓝色环的样品进行了 14 天（见表 6）
和 30 天（见表 7）的水腐蚀试验，结果如下：

表 6  带蓝色环样品加深腐蚀试验及结果（14 天）

蓝色程度 试样编号 加深腐蚀条件 结果

蓝 007－03－BC 与包壳管颜色趋于一致

次蓝 0134－03－TC 与包壳管颜色趋于一致

轻蓝

0024（F）－03－TC

0124－03－TC

条件：360 ℃，

18.7 MPa，336 h
与包壳管颜色趋于一致

表 7  带蓝色环样品加深腐蚀试验及结果（30 天）

蓝色程度 试样编号 加深腐蚀条件 结果

蓝 1028－2 与包壳管颜色一致

轻蓝 07－08－2

条件：360 ℃，18.7

MPa，720 h 与包壳管颜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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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述结果可见，带蓝色环样品呈现的蓝色只是一种腐蚀过程中的过渡色，随着样

品进一步腐蚀，蓝色环区渐变成黑色，沉积层变薄。用扫描电镜对蓝色环区作成分分析

表明，表面沉积物有所减少，见表 8。

表 8  加深腐蚀对“蓝色环”的影响

质量百分比/%
腐蚀时间

Zr Sn Fe Cr

3 天 98.86 1.86 1.04 0.24

14 天 97.42 1.65 0.94 0.00

从扫描电镜形貌分析结果看，蓝色环区的表面在较长时间加深腐蚀后（30 天）沉

积层减薄，由原片状变成不规则状。见图 12。

        

                             

3. 4  打磨试验

FBFC 技术条件中规定，如果样品腐蚀后出现了可疑情况，不能判断是否合格，可采

用打磨的方法将该区打磨干净后重新进行水腐蚀处理，若样品颜色正常则可判合格。为

此，我们将已产生蓝色环样品，按正常打磨工艺要求进行人工打磨，然后进行 ASTMG2，
不酸洗处理，结果蓝色环区表面不再呈现蓝色，而是呈与基体一致的黑色，即水腐蚀试

验合格，这也说明蓝色环是一种表面现象。具体见表 9。

表 9  打磨试验（带蓝色环样品）

蓝色程度 试验样编号 打磨后腐蚀条件 结果

蓝 0122－03－TC 未出现蓝色环

次蓝 0072－03－TC 未出现蓝色环

轻蓝 0120－03－TC

条件：360 ℃，

18.7 MPa，72 h
未出现蓝色环

a   3 天后 b  30 天后

样品编号 1028－2（试验样）

图 12  加深腐蚀对蓝色环区形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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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氢化物检验

    为查明试样“蓝色环”区有无氢的沾污，用金相方法检查了水腐蚀后带“蓝色环”

试样和正常样的“蓝色环”区的氢化物分布，见图 13。分析方法将要分析的样品用金相

制样法磨至检验面，再用 30 ml H2O+30 ml H2SO4+30 ml HNO3+10 ml HF 蚀刻液显示氢化

物，并在 100×下观察照相。横向剖面分析结果表明：水腐蚀后有无“蓝色环”其氢化物

含量及取向无明显差别；纵向剖面分析表明：蓝色环区与熔化区，管壁基体氢化物含量

一样，只不过氢化物取向不一样而已，由此证明“蓝色环”区没有氢沾污。

                                                        
                           

4  蓝色环的形成机理与防止措施

4. 1  形成机理

通过对“蓝色环”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即“蓝色环”是 Zr-4 包壳管焊接后

的表面沉积物在水腐蚀后产生的一种表面腐蚀异常。它虽不会对 Zr-4 合金腐蚀性能产生

不良影响；但应视作焊接工艺不当造成的一种表面缺陷。为使产品质量更完美，应当采

取措施消除它。

根据电子束焊接特点和上述试验结果，“蓝色环”的产生机理如下：

如图 14，大容器电子束焊机焊接燃料棒时，燃料棒夹持在水冷夹头中，由于夹头的

冷却作用，电子束焊接产生的金属蒸气在向四周辐射过程中会在靠近夹头的包壳管的一

段强制冷却区冷凝、沉积，同时夹头、电子枪筒体、容器壁等表面上原先的金属蒸气沉

积物在电子束散焦电子和电子束冲击下产生的二次电子作用下溅落在该区，从而增加了

沉积物的量。而真空室中微量油蒸气，以及管材，夹头表油沾污等在电子束作用下产生

管壁

端塞

P0012－03－TC 腐蚀后无“蓝色环” 100×（横

剖面）

0118－03－TC 腐蚀后有“蓝色环” 100×（横

剖面）

图 13   氢化物检验金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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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解 C 可能促使沉积作用加剧（冷凝的核），由于沉积物中 Sn，Fe，Cr 含量高，因而导

致水腐后样品在该区出现“蓝色环”。

由此可见，大容器电子束焊接工件出现蓝色环是电子束焊接锆合金特有的现象，而

产生蓝色环的必要条件是夹头的冷却效应和阻挡作用。

4. 2  防止措施

    鉴于产生“蓝色环”的原因是金属蒸气的沉积和夹具、容器、工件清洁度联合作用

所致，为此采用了两种办法防止“蓝色环”的产生。

4. 2. 1  改进夹头的形状

    主要是使强制冷却区由夹头保护起来，从而消除金属蒸气在冷却区的沉积，将夹头

倒角，如图 15。这时虽然也有散焦电子和二次电子的作用，但溅落物处在高温区不能沉

积。

强制冷却区

工件

水冷夹头

枪筒

电子束

散焦电子

二次电子

金属蒸气
顶头

     图 14    “蓝色环”形成机理示意图

        图 15    消除“蓝色环”的措施（夹头倒角）示意图

枪筒

顶头

二次电子

金属蒸气

电子束

散焦电子

水冷夹头

工件

强制冷却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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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加强夹具、容器的清洗

    主要是清除夹具、电子枪筒体及容器壁上的金属蒸气沉积物和油沾污等。YFP 燃料

棒生产线每天生产大量燃料棒，因此焊机要多次焊接，在其上沉积的金属蒸气是相当多

的，如不及时清理，由于散焦电子和二次电子的作用会使这些沉积物溅落在冷却区，从

而增加了沉积物的厚度，因此规定了每天擦洗夹具、电子枪筒体、容器的措施。

    在生产中采用上述两项措施后，代表产品质量的随炉样水腐后曾出现的“蓝色环”

现象已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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