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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上新高地

2020 年 11 月，“华龙一号”首台套凝汽器用高

性能钛焊管国产化项目在湘投金天所属金天新材

下线。“这是核电关键设备材料国产化、自主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核电国产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重大事件。”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反应堆及核电

工程专家叶奇蓁现场点赞。

这根不起眼的焊管不可小觑。

金天新材技术部副经理李军兆介绍，我国的核

电站基本建在海边，核电工程中的钛焊管主要用于

装载海水，在核电机组中循环往复，对核电机组进

行降温。“1 台核电机组里，密密麻麻有 10 万多根的

钛焊管，不然怎么是关键设备呢？”

“华龙一号”是我国核电创新发展的重大标志

性成果，用于其中的钛焊管，绝不允许有任何缺陷，

而且要求使用寿命超过 30 年。

不难想象，这根管子的研制得有多难。

用于“华龙一号”里的钛焊管，长度约 18 米，直

径为 2.1 厘米，大概矿泉水瓶盖的大小，厚仅 0.5 毫

米。海水的腐蚀性很强，加上直径短、厚度薄，其焊

接成型、热处理的工艺要求极高。

李军兆说，核级钛焊管的各项指标比常规钛焊管

严格 1倍以上。同时，和轧制钛带卷一样，钛焊管任何

缺陷的出现，到底是焊接参数不对、焊接电流大，还是

原材料有夹杂、轧制工艺的问题，都需要全面排查。

“我们当时分成轧辊与成型、焊接与检测、材料

与传热研究三个小组，协同攻关。很多时候，三个小

组要一起开会研究，然后逐一验证，反复调整参数、

轧辊，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李军兆回忆。

经过 1000 多个日夜的攻关，金天新材于 2019

年打造出符合“华龙一号”凝汽器标准的高性能耐

蚀钛焊管，突破了国外对核电凝汽器用钛焊管的技

术垄断和市场封锁，还逐渐实现了出口，改写了全

球钛焊管的产业格局。

成功应用于“华龙一号”，改写全球钛焊管产业格局2

【青年观察】

将自己锻造得像钛一样
刘正乔（金天钛金技术部部长）

作为一种稀有金属，钛具有硬度大、抗腐蚀

性强等优点，从飞机、船舶、核电等科技领域，到

自行车、羽毛球拍、眼镜架等日用领域，钛是既

能上天下海，还能入手的顶级材料，被誉为“未

来金属”。

我很幸运，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钛材的

科研工作者；入行十几年来，参与并见证了湖南

高端钛材产业的成长与崛起，与有荣焉。

这十几年，最让我自豪和难忘的是，湖南钛

材人致力于高端钛材发展的决心，及坚定不移

走创新之路的意志。

很多人不知道，2007 年湖南的钛材加工起

步时，连生产线都没有。我们大胆开创“钛钢联

合”模式，在涟钢的轧机上轧出国内第一个大卷

重宽幅热轧钛带卷，改写了历史。

钛金属研究专家唐仁波，退休后毅然回到

湖南。作为技术带头人，唐老不但引领了技术发

展，更培养了大批技术骨干。如今唐老已 80 多

岁，仍在一线指导科研工作。

参与鲲龙 AG600 飞机起落架的研制时，为

解决困扰行业多年的 TC18 钛合金“黑斑”问题，

金天钛业技术团队不断优化工艺，历时 270 余天

才攻克难题。

……

很感动，身边的前辈、同事全身心投入到钛

材加工的研究中，夜以继日，忘记了时间和自

己；很骄傲，自己也是湖南钛材人的一分子，参

与到众多填补历史空白的研究中，获得感十足。

科研工作没有止境。我的理想是，将自己锻

造得像钛一样，经得起各类严苛的考验，为中国

的钛材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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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宽幅达 2040毫米的热连轧钛带卷，

刷新国内纪录；高性能耐蚀钛焊管成为

“华龙一号”关键部件；高强高韧 TC18钛

合金，助力国产大飞机鲲龙 AG600 的研

制……经过 10多年发展，湖南钛材加工

已建成从海绵钛、钛锭、钛带卷到钛焊管

的产业链，钛带卷、钛焊管产销量居全国

第一，钛材精加工系列产品，屡屡填补国

内空白、打破国外垄断，应用于诸多“国

之重器”。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亮

“轰……”

5 月 28 日，湖南湘投金天科

技集团（以下简称“湘投金天”）

旗下金天钛金冷轧钛带卷制造

车间，一台冷轧钛带卷专用二十

轴轧机正在稳定工作。

轧机内部，一卷暗银色的钛

带卷正被轧成 0.5 毫米的规格。

很快，这卷高品质的钛带卷，将

成为飞机、船舶及计算机和通讯

电子产品中的关键部件。

钛具有重量轻、强度大、耐

腐蚀等特性，能应用于太空、大

海等环境极其复杂的工作场景，

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金属。钛及

钛合金的加工和研制能力，已成

为 衡 量 一 个 国 家 航 空 航 天 、航

海、核电、深海探索等科技领域

先进性的重要标准之一。由于钛

熔炼工艺复杂、加工难度大，目

前世界仅中国、俄罗斯、美国、日

本 4 个国家掌握完整的钛工业

生产技术。

十多年来，湘投金天一直专

注钛材精加工，所产钛带卷、钛

焊管、钛棒材等系列产品，屡屡

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外垄断，

应用于诸多“国之重器”，补足了

湖南在战略新兴材料产业上的

短板，解决了中国钛产业系列技

术难题。

今年 1 月 9 日，户外一片萧瑟寒冷，湖南钢铁集

团旗下涟钢的 2250 热连轧线上，一个令人瞩目的

产品正缓缓轧出，汇聚着诸多热烈的目光。

“成了！”现场响起一片叫好声。

经过 3 个月的努力，金天钛金与涟钢强强联

手，成功制备出宽 2040 毫米、卷重 10.7 吨的超宽幅

薄规格大卷重热轧钛带卷，创造了国内最宽热连轧

钛带卷历史。

“该产品刷新了我们自己创造的纪录，进一步

拓宽了金天钛金热轧板卷品类规格。”金天钛金技

术部部长刘正乔告诉记者，钛带卷越宽，直接应用

的场景就越广、价值就越大，也避免了拼焊带来的

成本增加与质量风险。

钛的轧制，尤其是想轧得宽及薄，实在不易。

刘正乔介绍，钛具有强度大、热导率小、不易变

形等特点，在作为一种成型的材料时，这些是优点；

但在轧制加工时，那就是“缺点”了。

因为变形难、易断裂，钛轧制对原材料及轧制

时的温度、力度、湿度等参数的要求格外细腻。而轧

得越宽或者越薄，出现缺陷的可能性就越高。

“这次温度偏低，下次力度不够，需要反复模拟

测试，只能下苦功夫。”刘正乔形容，“钛在高温下又

尤其活跃，就像一匹野马，驯服过程格外艰难。”

有一次轧制，钛带的卷面上出现了一种裂纹缺

陷，刘正乔及其团队研究了好几天，始终找不到原因。

技术攻关没有捷径。整个团队收集轧线几年的

数据资料，翻阅数月，排除数十种可能，才得到几个

疑似的结论。然后在电脑上反复模拟，又花费一个

月左右的时间，最终消除裂纹。

被“驯服”的优质钛带卷性能有多强？金天钛金总

经理助理孔玢介绍：“广泛应用于舰艇、潜艇、深海探

测器等，比如制作外壳及一些关键部位的结构件。”

近几年，金天钛金就参与了“深海爬游机器人”

等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主要负责主体结构以

及电子元器件的舱体制作。

该项目负责人江彪介绍，深海爬游机器人的设

计深度达到 1000 米至 1500 米。他说：“钛极耐腐蚀，

同时强度大、重量轻，特别适合应用于海洋中，因此

钛也有‘海洋金属’的美誉。”

轧出国内最宽热轧钛带卷，参与“深海爬游机器人”项目1

5 月 31 日，由我国自主研制的大型灭火/水上

救援水陆两栖飞机鲲龙 AG600 全状态新构型灭火

机，在广东珠海首飞成功。

现场，鲲龙 AG600 从珠海金湾机场滑行起飞，

先后完成等速爬升、平飞减速、松杆飞行、模拟进场

复飞等试飞任务，在空中飞行 20 分钟后平安降落，

各系统运行稳定。

这个大家伙，其起落架的制作材料 TC18 钛合

金，由金天钛业研制。

鲲龙 AG600，是我国大飞机“三兄弟”之一。其

最大起飞重量 60 吨，最大载水量 12 吨，填补了国产

大型航空灭火飞机的空白。

可以想象，当这架飞机落地时，起落架将承受

多大的压力。

既要硬，又得轻，钛合金是最佳选择。2011 年，

湘投金天旗下金天钛业接下这块硬“骨头”。

这块“骨头”到底有多硬？其中一个不太起眼的

“黑斑”问题，就让研发团队“头疼”了近一年。

“黑斑，是由于材料组织不均匀或成分偏析引

起。黑斑的存在，易导致产品产生微裂纹，埋下断裂

的隐患。”湘投金天总经理、时任金天钛业首席专家

杨胜告诉记者。

为优化锻造工艺，研究团队长期在温度超过

40 摄氏度的车间工作，紧盯锻造过程的每一个细

节和参数，一待就是一整天；每次前往合作方沟通

细节，团队都是直奔锻造车间，第一时间针对新出

现的问题进行改善。

最终，经过 8 年“鏖战”，团队研制出高强高韧

的 TC18 钛合金，达到了鲲龙 AG600 的要求，让湘

投金天在航空航天领域站稳了脚跟。

目前，湘投金天在飞机发动机叶片、飞机框架、

航天构件等高性能钛合金棒材上技术实力强劲，已

成为中国航空高端钛合金材料三大供应商之一。

“湘投金天已形成了从材料到构件到装备完整

的钛工业产业链，未来将在持续开展航空航天、核

电产业等高端钛材的研发同时，在航空发动机、深

海装备及医疗、计算机、通讯电子产品等民生领域

作出更多探索，更好为国家和社会服务。”

湘投金天副董事长彭丹告诉记者，钛

加工的趋势是越来越合金化、超薄化，

钛的应用场景将不断扩大。

8年啃下“硬骨头”，助力国产大飞机研制3 5 月 28 日，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线，脱脂机组员工在操作脱脂机。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湘投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高性能钛焊管生产车间摆放的管材。 李博斌 摄

5月 28日，湖南湘投金天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轧制好的钛带卷码得整整齐齐。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