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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压力管内镶管的制造工艺，内外

管体进行炉内热装配工艺。并公开了外管体工艺

路线及精加工后的精度要求；内管体工艺路线及

精加工后的精度要求；热套过程及主要技术参

数；解决了内管与外管之间过盈量大，管体长度

长,内、外管同心度要求高等技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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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步骤1）、首先确定常温下外管体内孔直径与内管体外圆直径之间的热装配过盈量：确

定热装配过盈量的范围公式为ΔD=1～3‰D，单位为mm，其中，ΔD过盈量，D为常温下外管体

内孔直径；

步骤2）、进行热涨间隙计算：利用常用公式δ=（α×t×D-ΔD）/2，单位为mm，计算出热涨

间隙δ，其中，δ为热涨间隙，α为金属材料线膨胀系数，t为加热温度与常温的差值，D为常温

下外管体内孔直径，ΔD为过盈量；

步骤3）、对外管体内孔进行精加工，保证外管体内孔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3/

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涨间

隙δ的1/2；

步骤4）、对内管体外圆进行精加工，保证内管体外圆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3/

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涨间

隙δ的1/2；

步骤5）、设计制作引孔用坠块，引孔用坠块的外部形状为倒圆台体，倒圆台体的上部直

径与加工好的内管体外圆直径相同，倒圆台体的高度为300mm，斜边锥度为15°，倒圆台体与

内管体下端面焊接在一起并封堵住内管体的内孔，焊接处圆滑，不允许有凸起；

步骤6）、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并保温的时间大于2

小时；提前将内管体竖直吊起，引孔用坠块位于内管体下部，同时将内管体内孔装入水，水

量为内管体内部的1/3；当外管体温度达到要求的加热温度并超过保温时间后，打开炉盖，

外管体不吊出，将已经竖直吊装的内管体装入外管体中；将装配好的外管体与内管体随炉

进行冷却，当炉温小于等于150℃后，吊出空冷至室温。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中，

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

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30CrMo或35CrMo或42CrMo时，回

火温度为470℃～560℃，确定加热温度为390℃～450℃。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中，

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

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34CrNiMo6时，回火温度为580℃

～680℃，确定加热温度为400℃～550℃。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中，

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

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4145H时，回火温度为610℃～790

℃，确定加热温度为450℃～580℃。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在步骤6）中，

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

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35CrNi3MoV或36CrNi3MoV时，回

火温度为550℃～790℃，确定加热温度为400℃～540℃。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

当采用多层管体热装配时，由内向外依次安装，即先以内部第一层为内管体，第二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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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管体，将内管体套进外管体；完成后，再将已热装配完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做为内管体，第

三层作为外管体，再次将内管体与外管体进行热装配，以此类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所述压力管内

镶管的制造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管体热装配，管体长度在1m～11m内。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其特征在于：各层管体材料

为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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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机械加工制造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长度为1m～11m的压力管内镶

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压力管道内部承受压力，同时与介质接触，介质有时会有腐蚀性，且介质的流动会

对管体产生冲蚀。因此压力管道在选材时要同时兼顾承载能力、耐腐蚀性、耐冲蚀性和经济

性，通常单一的材质无法满足上述要求，为此将压力管道设计为两个管子过盈装配在一起

实现上述要求。同时在高压和超高压管领域，为减小壁厚，常常会用二个或二个以上管体热

装配在一起。目前长度小于1m的内镶嵌压力管道，大部分采用冷装配，对于长度大于等于1m

的，采用热装配，但装配难度大，装配长度越长，装配时间就越长，内管体会受热膨胀，这样

就会导致内管体在没装配到位，就已经与外管体贴合，终止装配，导致装配失败。此外，过盈

量的选择不当和装配制造工艺不合适，将造成内外管体间产生弯矩，大大降低压力管的使

用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中存在的不足而提供一种将管体长度为1m～

11m、内管体外径大于外管体内径的一个或多个管体一层层热装配在一起的压力管内镶管

的热装配制造工艺，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这样实现的：一种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按照如下步

骤进行：

[0005] 步骤1）、首先确定常温下外管体内孔直径与内管体外圆直径之间的热装配过盈

量：确定热装配过盈量的范围公式为ΔD=1～3‰D（mm），其中，ΔD过盈量，D为常温下外管体

内孔直径；

[0006] 步骤2）、进行热涨间隙计算：利用常用公式δ=（α×t×D-ΔD）/2（mm），计算出热涨

间隙δ，其中，δ为热涨间隙，α为金属材料线膨胀系数，t为加热温度与常温的差值，D为常温

下外管体内孔直径，ΔD为过盈量； 

[0007] 步骤3）、对外管体内孔进行精加工，保证外管体内孔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

的3/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

涨间隙δ的1/2；

[0008] 步骤4）、对内管体外圆进行精加工，保证内管体外圆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

的3/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

涨间隙δ的1/2；

[0009] 步骤5）、设计制作引孔用坠块，引孔用坠块的外部形状为倒圆台体，倒圆台体的上

部直径与加工好的内管体外圆直径相同，倒圆台体的高度为300mm，斜边锥度为15°，倒圆台

体与内管体下端面焊接在一起并封堵住内管体的内孔，焊接处圆滑，不允许有凸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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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 步骤6）、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并保温的时间

大于2小时；提前将内管体竖直吊起，引孔用坠块位于内管体下部，同时将内管体内孔装入

水，水量为内管体内部的1/3；当外管体温度达到要求的加热温度并超过保温时间后，打开

炉盖，外管体不吊出，将已经竖直吊装的内管体装入外管体中,将装配好的外管体与内管体

随炉进行冷却，当炉温小于等于150℃后，吊出空冷至室温。

[0011]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30CrMo或

35CrMo或42CrMo时，回火温度为470℃～560℃，确定加热温度为390℃～450℃。

[0012]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

34CrNiMo6时，回火温度为580℃～680℃，确定加热温度为400℃～550℃。

[0013]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4145H时，

回火温度为610℃～790℃，确定加热温度为450℃～580℃。

[0014]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

35CrNi3MoV或36CrNi3MoV时，回火温度为550℃～790℃，确定加热温度为400℃～540℃。

[0015] 当采用多层管体热装配时，由内向外依次安装，即先以内部第一层为内管体，第二

层为外管体，将内管体套进外管体；完成后，再将已热装配完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做为内管

体，第三层作为外管体，再次将内管体与外管体进行热装配，以此类推。

[0016] 所述压力管内镶管的制造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管体热装配，管体长度在1m～11m内。

[0017] 各层管体材料为金属或合金。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如下:本发明是采用热装配方式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管体热装配

在一起，实现了不同材料做成的管体紧密贴合到一起，完全满足不同工况需要，同时热装配

后产生一定预应力，增强了管体承压能力，提高了管体使用寿命，减少昂贵材料的使用，降

低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9] 图1为内外管体热装配示意图。

[0020] 图中所示：1、内管体，2、引孔用坠块，3、外管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如图1所示，一种压力管内镶管的热装配制造工艺，按照如下步骤进行：

[0022] 步骤1）、过盈量的确定：通常情况下，过盈量ΔD为常温下内管体外圆直径减去常

温下外管体内孔直径的值；根据外管体内径D和预应力要求，依据生产食品灭菌器的多年热

装配经验，总结出热装配过盈量范围公式ΔD=1～3‰D（mm）,其中：ΔD过盈量，D为常温下外

管体内孔直径。因此首先确定常温下外管体内孔直径与内管体外圆直径之间的热装配过盈

量：确定热装配过盈量的范围公式为ΔD=1～3‰D（mm），其中，ΔD过盈量，D为常温下外管体

内孔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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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3] 步骤2）、进行热涨间隙计算：利用常用公式δ=（α×t×D-ΔD）/2（mm），计算出热涨

间隙δ，其中，δ为热涨间隙，α为金属材料线膨胀系数，t为加热温度与常温的差值，D为常温

下外管体内孔直径，ΔD为过盈量；

[0024] 步骤3）、对外管体内孔进行精加工，保证外管体内孔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

的3/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

涨间隙δ的1/2；

[0025] 步骤4）、对内管体外圆进行精加工，保证内管体外圆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

的3/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

涨间隙δ的1/2；

[0026] 步骤5）、设计制作引孔用坠块，引孔用坠块的外部形状为倒圆台体，倒圆台体的上

部直径与加工好的内管体外圆直径相同，倒圆台体的高度为300mm，斜边锥度为15°，倒圆台

体与内管体下端面焊接在一起并封堵住内管体的内孔，焊接处圆滑，不允许有凸起；

[0027] 步骤6）、将外管体3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并保温的时间

大于2小时；提前将内管体1竖直吊起，引孔用坠块2位于内管体1下部，同时将内管体内孔装

入水，水量为内管体内部的1/3；当外管体温度达到要求的加热温度并超过保温时间后，打

开炉盖，外管体不吊出，将已经竖直吊装的内管体1装入外管体3中；将装配好的外管体3与

内管体1随炉进行冷却，当炉温小于等于150℃后，吊出空冷至室温。

[0028]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30CrMo

时，回火温度为470℃～560℃，确定加热温度为390℃～450℃。

[0029]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35CrMo

时，回火温度为470℃～560℃，确定加热温度为390℃～450℃。

[0030]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42CrMo

时，回火温度为470℃～560℃，确定加热温度为390℃～450℃。

[0031]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

34CrNiMo6时，回火温度为580℃～680℃，确定加热温度为400℃～550℃。

[0032]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4145H时，

回火温度为610℃～790℃，确定加热温度为450℃～580℃。

[0033]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

35CrNi3MoV时，回火温度为550℃～790℃，确定加热温度为400℃～540℃。

[0034] 在步骤6）中，将外管体竖直装入井式热处理炉内进行加热并保温，加热温度依据

外管体材料的调质回火温度和外管体材料的热处理特性来确定，当外管体材料为

36CrNi3MoV时，回火温度为550℃～790℃，确定加热温度为400℃～540℃。

[0035] 当采用多层管体热装配时，由内向外依次安装，即先以内部第一层为内管体，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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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外管体，将内管体套进外管体；完成后，再将已热装配完的第一层和第二层做为内管

体，第三层作为外管体，再次将内管体与外管体进行热装配，以此类推。

[0036] 所述压力管内镶管的制造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管体热装配，管体长度在1m～11m内。

各层管体材料为金属或合金。

[0037] 实施例1：高压容器外管体材料为42CrMo，设计要求外管体内径Φ535mm，长度6m，

外管体生产时回火温度550℃，42CrMo材料线膨胀系数为0.00001153。内管体材料为316L不

锈钢，长度6m。产品设计要求内、外管体热套装后，预应力较大。

[0038] 步骤1）、根据生产食品灭菌器的多年热套经验总结出配合面过盈量范围公

[0039] 式ΔD=1～3‰D，根据产品设计要求预应力较大，特选取选过盈量为2.8‰D，即过

盈量为ΔD=2.8‰D=2.8‰×535=1.5mm。为此，内管体外径为Φ535+1.5=Φ536.5mm，外管体

内径为Φ535mm。

[0040] 步骤2）、进行热涨间隙计算：利用常用公式δ=（α×t×D-ΔD）/2（mm），

[0041] 计算出热涨间隙δ，其中，δ为热涨间隙，α为金属材料线膨胀系数，t为加热温度与

常温的差值，D为常温下外管体内孔直径，ΔD为过盈量；

[0042] 具体是根据公式δ=（αtD-ΔD）/2=（0 .00001153×（400-20）×535-1 .5）/2≈

0.42mm，计算出热涨间隙为0.42mm。

[0043] 步骤3、4）、对外管体内孔进行精加工，保证外管体内孔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

隙δ的3/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

于热涨间隙δ的1/2；即利用数控精加车床加工好外管体和内管体，保证外管体内孔和内管

体外圆的全长直线度不大于0.126mm，同心度不大于0.042mm，圆度不大于0.042mm。

[0044] 步骤5）、加工引孔用坠块，引孔用坠块的外部形状为倒圆台体，倒圆台体的上部直

径为Φ536.5mm，厚度300mm，斜边锥度为15°，倒圆台体与内管体下端面焊接在一起并封堵

住内管体的内孔，焊接处圆滑，不允许有凸起。

[0045] 步骤6）、根据42CrMo材料外管体的回火温度和42CrMo材料的热处理特性，

[0046] 选取加热温度为390℃～410℃，保温时间大于2小时；将外管体竖直装入加热炉加

热，并保持竖直状态，提前将内管体竖直吊起，引孔用坠块端位于下端，同时将内管体内部

装入水，水量为内管体内部的1/3；外管体加热至390℃～410℃后，保温2小时以后，打开炉

盖，将已竖直吊起的内管体装入外管体。

[0047] 将热装配好的外管体和内管体随炉进行冷却，当炉温小于等于150℃后，吊出空冷

至室温。

[0048] 实施例2：高压容器外管体材料为4145H，设计要求外管体内径Φ715mm，长度6m，外

管体生产时回火温度650℃，4145H材料线膨胀系数为0.00001153。内管体材料为316L不锈

钢，长度6m。产品设计要求内、外管体热套装后，预应力较小。

[0049] 步骤1）、首先确定常温下外管体内孔直径与内管体外圆直径之间的热装配过盈

量：根据生产食品灭菌器的多年热套经验总结出配合面过盈量范围公式ΔD=1～3‰D，根据

产品设计要求预应力较大，特选取选过盈量为1.2‰D，即过盈量为ΔD=1.2‰D=1.2‰×715

≈0.86mm。为此，内管体外径为Φ715+0.86=Φ715.86mm，外管体内径为Φ715mm。

[0050] 步骤2）、根据公式δ=（αtD-ΔD）/2=（0.00001153×（550-20）×715-0 .86）/2≈

1.75mm，计算出热涨间隙为0.4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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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步骤3、4）、利用数控精加车床加工好外管体和内管体。保证外管体内孔和内管体

的外圆全长直线度不大于0.525mm，同心度不大于0.175mm，圆度不大于0.175mm。

[0052] 步骤5）、加工引孔用坠块，引孔用坠块的外部形状为倒圆台体，倒圆台体的上部直

径与加工好的内管体外圆直径相同，倒圆台体的上部直径为Φ536.5mm，厚度300mm，斜边锥

度为15°，倒圆台体与内管体下端面焊接在一起并封堵住内管体的内孔，焊接处圆滑，不允

许有凸起。

[0053] 步骤6）、根据4145H材料外管体的回火温度和4145H材料的热处理特性，选取加热

温度为540℃～560℃，保温时间大于2小时。将外管体竖直装入加热炉加热，并保持竖直状

态。提前将内管体竖直吊起，引孔用坠块端位于下端，同时将内管体内部装入水，水量为内

管体内部的1/3；外管体加热至540℃～560℃后，保温2小时以后，打开炉盖，将已竖直吊起

的内管体装入外管体。将热装配好的外管体和内管体随炉进行冷却，当炉温小于等于150℃

后，吊出空冷至室温。

[0054] 实施例3：高压容器外管体材料为35CrNi3MoV，设计要求外管体内径Φ400mm，长度

3m，外管体生产时回火温度680℃，35CrNi3MoV材料线膨胀系数为0.00001153。内管体材料

为17-4不锈钢，长度3m。产品设计要求内、外管体热套装后，预应力较大。

[0055] 步骤1）、根据生产食品灭菌器的多年热套经验总结出配合面过盈量范围公式ΔD=

1～3‰D，根据产品设计要求预应力较大，特选取选过盈量为2.5‰D，即过盈量为ΔD=2.5‰

D=2.5‰×400=1mm。为此，内管体外径为Φ400+1=Φ401mm，外管体内径为Φ400mm。

[0056] 步骤2）、进行热涨间隙计算：根据公式δ=（αtD-ΔD）/2=（0.00001153×（520-20）×

400-1）/2≈1.3mm，计算出热涨间隙为0.42mm。

[0057] 步骤3）、对外管体内孔进行精加工，保证外管体内孔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

的3/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

涨间隙δ的1/2；确定外管体内孔的全长直线度不大于0.39mm，同心度不大于0.13mm，圆度不

大于0.13mm。

[0058] 步骤4）、对内管体外圆进行精加工，保证内管体外圆全长直线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

的3/10，同心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圆度不大于热涨间隙δ的1/10，三者之和不大于热

涨间隙δ的1/2；确定内管体外圆的全长直线度不大于0.39mm，同心度不大于0.13mm，圆度不

大于0.13mm。

[0059] 步骤5）、设计制作引孔用坠块，引孔用坠块的外部形状为倒圆台体，倒圆台体的上

部直径与加工好的内管体外圆直径相同，倒圆台体的高度为300mm，斜边锥度为15°，倒圆台

体与内管体下端面焊接在一起并封堵住内管体的内孔，焊接处圆滑，不允许有凸起；即加工

引孔用坠块，引孔用倒坠块上部直径为Φ536.5mm，厚度300mm，斜边锥度为15°，与内管体下

端面焊接到一起，焊接处圆滑，不允许有凸起。

[0060] 步骤6）、根据35CrNi3MoV材料外管体的回火温度和35CrNi3MoV材料的热处理特

性，选取加热温度为510℃～530℃，保温时间大于2小时。将外管体竖直装入加热炉加热，并

保持竖直状态。提前将内管体竖直吊起，引孔用坠块位于内管体下端，同时将内管体内部装

入水，水量为内管体内部的1/3；外管体加热至510℃～530℃后，保温2小时以后，打开炉盖，

将已竖直吊起的内管体装入外管体。将热装配好的外管体和内管体随炉进行冷却，当炉温

小于等于150℃后，吊出空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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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通过采用以上热装配制造工艺生产，装配过程中未出现任何问题，经检测，产品的

内管体和外管体贴合紧密；经用户实际使用，其使用寿命比以往同类产品有较大提高；因仅

内管体材料为价格较高的不锈钢材料，大大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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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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