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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be construction characters, tecbnoloKY and sequence of assemblinK aDd
weldinK. assembliDI jil used for prneDtinK 11'010 deformation. and acceptaDce
test of weldiDK tecbnoloKY for top and bollom nozzles are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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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科组件主、下警摩组擎焊接工艺
夏 1£烈万隆福
(宜宾馆慢抖元 rJ:.r ， 四JII)

摘要
聋山 3ωMW核电厂患"组件的上、下啻应是由不同厚度的报角块.角钢等按爆丽成的.
焊疆集中，布t二哥短，形成交咒住头.在焊接过程中易产生焊接缺陷， jp夹渣.气孔等，且
整个啻庭焊接后变形难以控制 z 因此，焊后黯刷工尺寸无法达到设计要求.董「来 ftl组装，焊
接工艺，自行设计.加工了三毒管lf.焊接用转动突具，完成了焊接工艺评定试墨 z 确定了焊

接工艺参量，割走了一套曹座组装、焊接工艺属保措施等 .1987年8月 τ.....I f!的部工艺审定会
上量过了工艺审定，目'可巳用于啻座生产.

提.tII上.下管序.组丧焊接夹具氧弧焊工艺

、 ~I

哩量，

日

上.下曹应是压水堆棋电站舷科组作的重要部件之一.它由不同厚度的 OC rJ 8Ni9Ti 板
材.角铜.角块拼接而成的组焊件. .结构特点是焊维多而集巾，长短不--.形成交叉接头，
而焊盯需楠加工，且精度赞求自.啻所结构如罔 I ，阳.2r，听后.

τ..

1:..
因1

下管愤愤构 /J; 因

mZI". 管庵约构示罔

在焊接过悍，巾，焊锥交接处易出现央慌，气孔非即接缺陷，口.焊接变形不易控瓢，使辅

加工目的管彪不能完全满足民计费水.为此，宿费设计，耕吉专用细焊央具

1 制定合用的组

姆工:!;选 f革命贿的焊接规范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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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组焊工艺流程
上啻座组鳝主艺远程筒田

•

立蝠.

，且哇'
‘毒AI

下啻班组婷.工艺撞在篇回

……. ''''2.1
根据上追组挥工艺流在进口管隘的组焊.使单个零件先组装.

~{"d"t~ 成警休盯再睡焊.

易保证各零作号:配到悦，也增 111 了自作的阴性，有 lil 于在割婷，捂变形.

三、组焊夹具及设计原则
在上下管座的组焊过程中事必须用来具，上告庵用一茸夹具，见固
典中 4 夹具 I )用于回板的组装和定位悍，旦回 5~

3. 下管应用二章夹具，

<夹具 2 )陌于回阪四方枢朝下梅板.四个

角快的组装-定位焊-想接.里罔 4.

,‘,-..!"

用3

J: t7觑ffi.'比 -WI毫克.ij用

I. 夫:J~: %.辑锚 J 3. 触礁支贺 J 4. 底 ti: 5. 小 l~: 6. 偶节螺抒 17. 团'支!如: 8. V!'- 应烧 Ie. 窟 IUfl
II. 止.81 ， 12..将支艘， 13.5 窍'怀 114..鹰

.. .

10.". ,

……"
F

L.

回4

T 曾E量去装-..援夹臭回

I. 事.:%.缉毒支)r，

3.tt. ,

回S

tJ: T. 亨'应: I. 顶a ， t. 应囊.ft'，

.....， 5. .1:.集J\.， I.. It，
T. 定.符 z

1 0..事F支'自， II.S唾 z

组焊夹具设计原嗣:

圈Ii氢装-点'夹，尾回

I.r. 真.，z.....锺 :s. 晕叮 z

c. 摩蟹 z 忌'应畏 z

1. 保证官应备军作组装时相对位置正确.

配同幢. 3. 操作方便，如费.卸、焊接等:

2. 能控制装配尺寸租费

4. 篮控割焊接变形.

四、焊接工艺与设备
1. 焊接设备: NSA4-300 里手工肉模氧弧焊机.
2. 焊丝: OCrJ8Ni9Ti 材斜，直径 φJ .5-φ2.0--.

3. 电极钳鹊 z 篝售鸟鱼，直径 φ4__. 的帽形状如回 6 所;f..饵畏穰顶不1( i主尖 E是过丰.
否嗣，不是易最损就是电弧不稳定.

4. 保妒气体 z 纯筐，纯度 99.99..
5. 电嚣极性 z 直流正接.在焊接过缸中使电子高造冲向焊

件，热量靠中在焊接区域，获得再而窄的第池 z 而正局于冲向饵

辘，锦摄热最低，如怪小，保证了电弧 (~J~ 屯燃烧，有利于提高
姆撞质量.
6. 焊接螺范的革择:目。 C r\ 8Ni9Ti 材料的理热性 ~V~. liZ胀

系敷大，且上下告赔焊接部位的阪旧是不同的.为自 'i ll: 高温伟目
时间过民造成江件'品就 l二:k;抗品问腐蚀能力下降;

fr! 搜查 1巳严

噩等不良 ri 果，因此，在保证焊岳质茧的前提下尽可能果用小的

回6

锦徽

缉能量，钱快的焊接选度，多日悍的方法.即第一层打靡即，不

加'丝，以保证焊遇，第二日军市五启用 1JtH! 焊接，且严格控制层间温度 tl:50t 以下.

'盛焊接规范见在 1
7. 姆接顺序 g 在选始焊接顺序时践使焊体凭热尽 iif 能均匀，采用对称焊接的方语: .如下

臂座姆姐姐巾先进 fi 田阪与回归的焊接， m 悍阴阳与回?角决，监节屉囤缸与

F 蜘饭的埠 u.

而且， f琴一居.必须将此顺序焊接.管座焊接顺序见回 7 ，回 8. 田中箭头表 iJ~ 焊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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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下管靡"篝黯序

五、管座焊接检验结果
].犀缉外.威踵z 焊蜡成形良好，21 金畏色或暗红色，在面无却.接撞酌，哥绪，非影只
;t 符
合要求.
2. 襄面荷包险验s 读项院验是在f!胆表面精恒
IT日进行的.部缠在面正大于I.. 氏度的

襄绩最珑践陷，全部合棉.

3. 四.珑的X克院验z 在部盯耘lJi工的悍墟上进行的.透~结果:朱量呢~使.~主砰.踵哼焊
接躁岛，个朋埠缠上有单个幢小飞孔《
φImm) t 满足了设计曹求.

4. 角铜.田阪的fil-tf 公~: II:节-阳帽市!I.日调 I: l"~pi￥句铜 .F li: ~恢隅幌if.J~f. f雯，;在达到
5.5 士。 .25幡m 的技求噎求.

六、焊接工艺评定试验
参照秃I司间'缸际准[ "ASME" 市儿忘"焊接厦忏焊if 屯'的古史规志，站台管庸.焊接的
具体贾求， j !t if l;~据 12 汗范作为胡也介 pot 的焊接 T.Z 蝇冉的依据，指导 )''(p恒的即.搞生产.

焊接工艺评屯用的 istM: 有两仲: ~-种足宇阪 l~ 摆试件，傲接头的投伸试~和品间庸蚀试

'生等; ,} .种 I己角接雄试作，它:;~技产品的摇头咽式制备的，作生相
I~'今 m. 工 Z it-，E 用的
试样加工.制作分)III按照 G8如何-81(帽，搜撞去机幢性能试验取怦
;J:) , GB26 !i 1-81 (焊梅'

失控仲试辑iJ: )政 GBI22:l -75 (不向酣俄铜品仙l 腐蚀问 :;11 试"方:元，进行.
焊接工艺评定结果 z

1. 焊蜡襄而无气.fl..裂搜 .~d在 f7. 未邮递!f.卸q密斟酌.悍嬉飞l 盘黄色是暗红色.
2. 焊接试件内X 危险'是 z 在 -y. 阪试件农1 角'绪试件巾均-+::发现气.fl.，央榄哼缺陷，企

·6·

篝舍..

3. .撞撞夫的昌嗣寓蚀佳能z 生篝通过Ti!试量.

4. .撞撞去的盒恼桂~: .~之辈.气孔、来"适、提挠、来西董事抉匾，画足技术.求.
5. J事撞撞去的挂伸性撞测试结果: IJU的IF.=旨揭.MP_; 撞头的IF，缉毒 5l.MP.. 两蕾撞
量，胃告技术I:~的雯求.

七、结论
I. .噩蕾庭的A!i要结向特点，盖用手工钝摄氢弧悍的右边，布豆画
I. 方恒、咸本篝的健

矗.
2. 曹崖'蜂的险些结果厦工艺评定结果褒明所矗用的焊接班革是合理的，婷'篝
:k 的撞
停佳能 .A间'惶性键与每回蟹近. .疆噩噩运到远it要求.
3. 用于蕾座锺婷的一肇鑫莫具巫组煤工艺篝保证载配尺寸并有放撞撞割'肇囊
B.

本II~JI果已用于在面撞电站嚣fi组伴回矗巾，但从我国核电在蜒的民运观点雷，目菌
晕用的手工鸽疆氢弧想方法...2大型E水雄幢电站的革妻，面国外先遁目«在大生产申

晕用了真空电:f]来'蟹技术.因此，囊f1 必须"宽阳引进国外的麟工艺.霸披术，加遭政矗
.膏的盈产蝇，提高It自动化程度，日适应生产量蝇的2;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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