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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及其封头的组

装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核电站建造领域。为实现AP1000

核电站中CV封头的组装，同时满足AP1000核电站

中CV封头的组装精度，本发明提出一种AP1000核

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对所述CV

底封头的组装平台进行组装建立组装平台的平

面坐标系XOY和CV底封头的平面坐标系X'O'Y'；

在组装场地中布设4-6个控制点，确定水平控制

网和水准控制网；对组装平台上的支撑块进行调

整；对封头进行组装，组装过程中反复测量调整；

对未成型的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测量后

满焊焊接固定，焊接过程中进行监控测量并进行

焊接调整，直至焊接完成，CV底封头的形状成型；

测量成型的CV底封头筒体端直径d和形状，验证

CV底封头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该方法减小了封头

的形状因焊接产生的变形，精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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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所述钢制安全壳包括CV筒体以

及安装在所述CV筒体两端的CV顶封头和CV底封头，其特征在于，该组装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步骤S1、在组装场地中，对所述CV底封头的组装平台进行组装，且所述组装平台包括支

撑钢结构及活动安装在所述支撑钢结构上的支撑块，并根据设计要求建立所述组装平台的

平面坐标系XOY和所述CV底封头的平面坐标系X'O'Y'，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原点O与所述

平面坐标系X'O'Y'的原点O'重合，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X轴方向与所述平面坐标系X'O'Y'

的X'方向之间存在角度差θ，且θ＝5.625°，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Y轴方向与所述平面坐标

系X'O'Y'的Y'方向之间存在角度差β，且θ+β＝180°；

步骤S2、在所述组装场地中布设4-6个控制点，任意两个控制点之间两两通视，并根据

所述控制点确定水平控制网和水准控制网；

步骤S3、利用全站仪对所述组装平台上的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

结果和所述CV底封头的理论形状对所述支撑块进行调整，使所述支撑块与所述CV底封头的

理论形状的外轮廓线贴合；

步骤S4、在所述组装场地中架设全站仪，并利用所述水平控制网对该全站仪的方向和

标高进行标定；

对所述CV底封头进行组装得到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且在对所述CV底封头中每一圈

的组板圈进行组装过程中，

首先，以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X'方向为起始方向，安装所述组板圈中的起始封头

组板，待所述起始封头组板安装至大致位置时，利用所述全站仪对所述起始封头组板的中

心线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所述起始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述平面坐标系X'

O'Y'中的对应中心线l1，并对该对应中心线l1和所述起始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述平

面坐标系X'O'Y'中的理论对应中心线l1'进行比较，当所述对应中心线l1与所述理论对应中

心线l1'不重合时，对所述起始封头组板进行调整，直至所述对应中心线l1与所述理论对应

中心线l1'重合；

接着，对所述组板圈中后续的中间封头组板进行安装，并对所述中间封头组板的中心

线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该中间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述平面坐标系X'O'Y'

中的对应中心线l中，并对该对应中心线l中与所述中间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述平面坐

标系X'O'Y'中的理论对应中心线l中'进行比较，当二者不重合时，对所述中间封头组板进行

调整，直至二者重合，并通过点焊方法对所述中间封头组板进行焊接固定；

然后，在安装调整封头组板前，在所述组板圈中位于所述调整封头组板两侧的封头组

板上沿所述CV底封头的径向弧线标记出若干个调整测量点，所述调整测量点靠近所述封头

组板朝向所述调整封头板的对接边缘，且在同一径向弧线上，任意两个调整测量点与所述

对接边缘之间的间距相等，任意相邻的两个调整测量点之间的径向弧段的弧长c≤2m，利用

全站仪测量出所述调整测量点的三维坐标，计算出所述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根据计算得

出的所述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对所述调整封头组板进行加工，在加工完成后对所述调整风

头组板进行安装并通过点焊固定；

最后，利用全站仪对所述组板圈的上口半径r和水平度进行测量，并记录测量得到的上

口半径r及水平度的值；

步骤S5、在所述CV底封头组装完成且进行满焊焊接前，利用全站仪或样板对形状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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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测量，且所述样板的弧长大于或等于4776mm；在测量完成

后，对所述CV底封头中的封头组板进行满焊焊接固定，并在满焊焊接过程中利用全站仪或

样板对所述CV底封头的形状进行监控测量，并根据所述CV底封头的形状的变化情况进行焊

接调整，直至焊接完成，所述CV底封头的形状成型；

步骤S6、将全站仪架设在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上，测量出在竖直方向上

距离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点11430mm的筒体端直径d；利用全站仪或样板对成

型的CV底封头的形状进行测量，验证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若所述成型

的CV底封头符合设计要求，则所述CV底封头组装完成；

同理，采用上述方法对所述CV顶封头进行组装。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支撑块为长方体块，对所述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进行测量时，先在所

述支撑块的顶面上画对角线，且所述对角线的交点为所述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

3.根据权利要要求1或2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其特征

在于，在所述步骤S4中，对所述组板圈的上口半径r进行测量时，对所述组板圈中的每一块

封头组板的上口的中点及两个端点进行测量。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步骤S4中，将测量得出的所述调整测量点的三维坐标输入到绘图软件中，得出所述

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步骤S5中，利用全站仪对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测量时，所述全

站仪架设在所述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上，并在所述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上设置若干个均匀

分布的测量点。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步骤S6中，利用全站仪对所述筒体端直径d进行测量时，先利用所述全站仪对位于所

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上的直径测量点M点进行测量，且该M点在竖直方向上的标高为

11430mm±1mm时，记录M点的角度αM和半径rM；然后将所述全站仪沿水平方向旋转180度，并

对所述全站仪对应的直径测量点的标高进行测量，当所述直径测量点的标高为11430mm±

1mm时，将该直径测量点记为N点，并记录N点的角度αN和半径rN，且当αM和αN据均小于或等于

5°时，rM+rN＝d。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

在所述CV底封头中，每个封头组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直径测量点。

8.一种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组装方法，其特在于，在利用权利要求1-7中任意

一项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将所述封头组装成型后，在成型

的CV封头的内表面的中心处设置十字型反射片，并将所述封头安装就位，利用全站仪对所

述十字型反射片进行测量，得到所述十字型反射片的中心的坐标，并计算得出所述封头的

中心位置的坐标；

在所述成型的CV封头的上端口的内圆上布置若干个等高测量点，并利用全站仪对所述

等高测量点的标高进行测量，得出所述成型的CV封头的安装水平度；

在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临时支柱的法兰上放线并标记出至少8个与核岛内的支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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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的位置点相对应的安装定位点；在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安装到所述支柱平台上后，且

当所述安装定位点与位置对应的位置点的重合时，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准确；

当所述安装定位点与位置对应的位置点的不重合时，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存在

偏差，对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直至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

准确；

将CV筒体安装到所述CV底封头上，并通过焊接连接；将成型的CV顶封头安装到所述CV

筒体的顶端，并通过焊接连接，钢制安全壳组装完。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等

高测量点位于所述成型的CV封头的内表面上且距离所述成型的CV封头的端口处的距离为

S，且0<S≤200mm。

10.根据权利要求8  所述的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组装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等高测量点的数量为8个，并在同一圆周上呈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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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及其封头的组装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核电站建造领域，尤其涉及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CV)及其封头

的组装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AP1000核电站是采用第三代非能动型压水堆的核电站，目前，尚未有成熟的安装

施工工艺。钢制安全壳(CV)是AP1000核电站反应堆厂房的内层屏蔽结构，是非能动安全系

统中的重要设备之一。CV由位于中间的圆柱形筒体和位于圆柱形筒体上下两端的两个椭圆

形状的封头组成，其中，圆柱形筒体的设计直径为39.624m，设计高度为65.633m。封头由内

向外的四圈组板圈共64张用钢板制成的封头组板组成，且位于每一圈组板圈上的封头组板

的曲率不同，其中，第一圈组板圈即最内圈组板圈是由2块半圆形的封头组板构成，第二圈

组板圈由6块封头组板构成，第三圈组板圈由24块封头组板构成，第四圈组板圈由32块封头

组板构成；该封头在封头端口处的设计内直径为19.812m，由封头端口处到封头中心处的设

计高度11.43m。由此可见，AP1000核电站中的CV具有尺寸大，双曲率或多曲率等特点。另外，

由于AP1000核电站对CV封头的组装精度要求较高，因此，在组装过程中要严控控制CV封头

在焊接过程中的变形量。但是，由于AP1000核电技术是目前最新的核电技术，尚未有较为成

熟的安装技术，也没有较为成熟组装CV封头的方法。

发明内容

[0003] 为实现AP1000核电站中CV封头的组装，同时满足AP1000核电站中CV封头的组装精

度，本发明提出一种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所述钢制安全壳包括

CV筒体以及安装在所述CV筒体两端的CV顶封头和CV底封头，该组装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04] 步骤S1、在组装场地中，对所述CV底封头的组装平台进行组装，且所述组装平台包

括支撑钢结构及活动安装在所述支撑钢结构上的支撑块，并根据设计要求建立所述组装平

台的平面坐标系XOY和所述CV底封头的平面坐标系X'O'Y'，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原点O与

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原点O'重合，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X轴方向与所述平面坐标系X'

O'Y'的X'方向之间存在角度差θ，且θ＝5.625°，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Y轴方向与所述平面

坐标系X'O'Y'的Y'方向之间存在角度差β，且θ+β＝180°；

[0005] 步骤S2、在所述组装场地中布设4-6个控制点，任意两个控制点之间两两通视，并

根据所述控制点确定水平控制网和水准控制网；

[0006] 步骤S3、利用全站仪对所述组装平台上的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进行测量，并根据

测量结果和所述CV底封头的理论形状对所述支撑块进行调整，使所述支撑块与所述CV底封

头的理论形状的外轮廓线贴合；

[0007] 步骤S4、在所述组装场地中架设全站仪，并利用所述水平控制网对该全站仪的方

向和标高进行标定；

[0008] 对所述CV底封头进行组装得到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且在对所述CV底封头中每

说　明　书 1/7 页

5

CN 107093472 B

5



一圈的组板圈进行组装过程中，

[0009] 首先，以所述平面坐标系X'O'Y'的X'方向为起始方向，安装所述组板圈中的起始

封头组板，待所述起始封头组板安装至大致位置时，利用所述全站仪对所述起始封头组板

的中心线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所述起始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述平面坐标

系X'O'Y'中的对应中心线l1，并对该对应中心线l1和所述起始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

述平面坐标系X'O'Y'中的理论对应中心线l1'进行比较，当所述对应中心线l1与所述理论对

应中心线l1'不重合时，对所述起始封头组板进行调整，直至所述对应中心线l1与所述理论

对应中心线l1'重合；

[0010] 接着，对所述组板圈中后续的中间封头组板进行安装，并对所述中间封头组板的

中心线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该中间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述平面坐标系X'

O'Y'中的对应中心线l中，并对该对应中心线l中与所述中间封头组板的中心线对应在所述平

面坐标系X'O'Y'中的理论对应中心线l中'进行比较，当二者不重合时，对所述中间封头组板

进行调整，直至二者重合，并通过点焊方法对所述中间封头组板进行焊接固定；

[0011] 然后，在安装调整封头组板前，在所述组板圈中位于所述调整封头组板两侧的封

头组板上沿所述CV底封头的径向弧线标记出若干个调整测量点，所述调整测量点靠近所述

封头组板朝向所述调整封头板的对接边缘，且在同一径向弧线上，任意两个调整测量点与

所述对接边缘之间的间距相等，任意相邻的两个调整测量点之间的径向弧段的弧长c≤2m，

利用全站仪测量出所述调整测量点的三维坐标，计算出所述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根据计

算得出的所述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对所述调整封头组板进行加工，在加工完成后对所述调

整风头组板进行安装并通过点焊固定；

[0012] 最后，利用全站仪对所述组板圈的上口半径r和水平度进行测量，并记录测量得到

的上口半径r及水平度的值；

[0013] 步骤S5、在所述CV底封头组装完成且进行满焊焊接前，利用全站仪或样板对形状

未成型的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测量，且所述样板的弧长大于或等于4776mm；在测量

完成后，对所述CV底封头中的封头组板进行满焊焊接固定，并在满焊焊接过程中利用全站

仪或样板对所述CV底封头的形状进行监控测量，并根据所述CV底封头的形状的变化情况进

行焊接调整，直至焊接完成，所述CV底封头的形状成型；

[0014] 步骤S6、将全站仪架设在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上，测量出在竖直方

向上距离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点11430mm的筒体端直径d；利用全站仪或样板

对成型的CV底封头的形状进行测量，验证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若所述

成型的CV底封头符合设计要求，则所述CV底封头组装完成；

[0015] 同理，采用上述方法对所述CV顶封头进行组装。

[0016] 采用该组装方法对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进行组装时，通过对组装平

台上的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进行测量调整，提高了组装平台的组装精度；在对封头组板进

行拼装的过程中，通过对封头组板的中心线的测量，确定封头组板的安装位置的精确度，并

根据该精确度对封头组板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从而提高封头组板的安装精度，进而提高

封头的组装精度。在封头满焊焊接成型前，对形状未成型的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测量，可

根据测量得知的局部偏差量对焊接参数进行调整，以减小偏差。在满焊焊接过程中，对封头

的形状进行监控测量，从而可根据监控测量结果对焊接参数进行调整，减小封头的形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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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产生的变形，提高封头的组装精度。在满焊完成后，对成型的封头的形状进行测量，以

验证成型的封头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以免在对钢制安全壳进行组装时，因封头不符合设计

要求而导致钢制安全壳的组装返工，甚至无法完成钢制安全壳的组装。

[0017]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3中，所述支撑块为长方体块，对所述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进

行测量时，先在所述支撑块的顶面上画对角线，且所述对角线的交点为所述支撑块的支撑

中心点。这样，可提高支撑块的支撑中点的测量精度，进而可提高组装平台的组装精度。

[0018]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4中，对所述组板圈的上口半径r进行测量时，对所述组板圈

中的每一块封头组板的上口的中点及两个端点进行测量。这样，通过对同一封头组板上不

同点进行测量来获得组板圈在该封头组板处的上口半径r，可提高测量得到的上口半径r的

精度，进而可提高封头的组装精度。

[0019]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4中，将测量得出的所述调整测量点的三维坐标输入到绘图

软件中，得出所述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这样，组装人员可根据测量数据直接通过绘图软件

获知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操作方便快捷，且获得的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精度高。

[0020]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5中，利用全站仪对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

行测量时，所述全站仪架设在所述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上，并在所述CV底封头的内表面

上设置若干个均匀分布的测量点。

[0021] 优选地，在所述步骤S6中，利用全站仪对所述筒体端直径d进行测量时，先利用所

述全站仪对位于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上的直径测量点M点进行测量，且该M点在竖

直方向上的标高为11430mm±1mm时，记录M点的角度αM和半径rM；然后将所述全站仪沿水平

方向旋转180度，并对所述全站仪对应的直径测量点的标高进行测量，当所述直径测量点的

标高为11430mm±1mm时，将该直径测量点记为N点，并记录N点的角度αN和半径rN，且当αM和

αN据均小于或等于5°时，rM+rN＝d。这样，可提高封头的筒体端直径的测量精度。

[0022] 优选地，在所述CV底封头中，每个封头组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直径测量点。

[0023] 本发明还提出一种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组装方法，在利用上述任一种

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将所述封头组装成型后，在成型的CV封头的

内表面的中心处设置十字型反射片，并将所述封头安装就位，利用全站仪对所述十字型反

射片进行测量，得到所述十字型反射片的中心的坐标，并计算得出所述封头的中心位置的

坐标；

[0024] 在所述成型的CV封头的上端口的内圆上布置若干个等高测量点，并利用全站仪对

所述等高测量点的标高进行测量，得出所述成型的CV封头的安装水平度；

[0025] 在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临时支柱的法兰上放线并标记出至少8个与核岛内的支

柱平台上的位置点相对应的安装定位点；在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安装到所述支柱平台上

后，且当所述安装定位点与位置对应的位置点的重合时，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

准确；当所述安装定位点与位置对应的位置点的不重合时，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装位

置存在偏差，对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直至所述成型的CV底封头的安

装位置准确；

[0026] 将CV筒体安装到所述CV底封头上，并通过焊接连接；将成型的CV顶封头安装到所

述CV筒体的顶端，并通过焊接连接，钢制安全壳组装完。

[0027] 采用该种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组装方法对钢制安全壳进行组装，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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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头的安装水平度及安装位置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对封头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可

保证封头的安装精度，进而提高钢制安全壳的组装精度。

[0028] 优选地，所述等高测量点位于所述成型的CV封头的内表面上且距离所述成型的CV

封头的端口处的距离为S，且0<S≤200mm。这样，可以避免等高测量点的位置布设出现误差

而导致封头的安装水平度测量不准确。

[0029] 优选地，所述等高测量点的数量为8个，并在同一圆周上呈均匀分布，以提高封头

的安装水平度的测量精度。

附图说明

[0030] 图1为本发明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封头的组装方法中建立组装平台的平

面坐标系和CV底封头的平面坐标系的示意图；

[0031] 图2为本发明方法中对调整封头组板的尺寸进行测量时调整测量点的布设示意

图；

[0032] 图3为本发明方法中采用样板对封头的形状进行测量时，样板在封头内表面上的

布设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下面，结合图1-3，对本发明AP1000核电站钢制安全壳及其封头的组装方法进行详

细说明。

[0034] 由于钢制安全壳由CV筒体、CV顶封头及CV底封头构成，其中，CV顶封头安装在CV筒

体的顶端，CV底封头安装在CV筒体的低端，且CV顶封头和CV底封头的形状及尺寸极为近似，

故以CV底封头为例，对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及其封头的组装过程进行详细说明。其

中，对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CV底封头进行组装的具体步骤如下：

[0035] 步骤S1、组装组装平台并建立组装平台的平面坐标系XOY和CV底封头的平面坐标

系X'O'Y'。

[0036] 首先，在组装场地中，对组装CV底封头用的组装平台进行组装，该组装平台包括支

撑钢结构及活动安装在撑钢结构上的支撑块，在组装过程中，可根据需要对支撑块进行调

整，提高组装平台的组装精度，进而提高CV底封头的组装精度。优选地，支撑块为长方体块，

制作简单方便。

[0037] 接着，如图1所示，根据设计要求在组装场地中建立组装平台的平面坐标系XOY和

CV底封头的平面坐标系X'O'Y'，且平面坐标系XOY的原点O与平面坐标系X'O'Y'的原点O'重

合，平面坐标系XOY的X轴方向与平面坐标系X 'O 'Y '的X '方向之间存在角度差θ，且θ＝

5.625°；平面坐标系XOY的Y轴方向与平面坐标系X'O'Y'的Y'方向之间存在角度差β，且θ+β

＝180°。

[0038] 步骤S2、在组装场地中布设4-6个控制点，任意两个控制点之间两两通视，并根据

所述控制点确定水平控制网和水准控制网。当然，也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控制点的数量及设

置位置。

[0039] 步骤S3、利用全站仪对组装平台上的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

结果和CV底封头的理论形状对支撑块进行调整，使支撑块与CV底封头的理论形状的外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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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贴合。优选地，由于支撑块为长方体块，在对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进行测量时，先在支撑

块的顶面上画对角线，该对角线的交点为支撑块的支撑中心点，测量简单方便，且测量精度

高，且根据支撑中心点的测量结果对支撑块进行调整，可提高组装平台的组装精度。

[0040] 步骤S4、在组装场地中架设全站仪，并利用水平控制网对该全站仪的方向和标高

进行标定；

[0041] 对CV底封头进行组装得到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由于，CV底封头是由四圈组板

圈构成的，且第一圈组板圈由两块平面投影为半圆形的弧形封头组板对接形成，第二圈组

板圈是由6块平面投影为扇形的弧形封头组板对接形成，第三圈组板圈是由24块平面投影

为扇形的弧形封头组板对接形成，第四圈组板圈是由32块平面投影为扇形的弧形封头组板

对接形成，故，以第四圈组板圈拼装过程为例，对CV底封头的组装过程进行说明。

[0042] 以平面坐标系X'O'Y'的X'方向为起始方向，安装第四圈组板圈4中的起始封头组

板41。待起始封头组板41安装至大致位置即起始封头板41的起始侧贴近X'方向时，利用全

站仪对起始封头组板41的中心线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起始封头组板41的中心线

对应在平面坐标系X'O'Y'中的对应中心线l1，并对该对应中心线l1和起始封头组板41的中

心线对应在平面坐标系X'O'Y'中的理论对应中心线l1'进行比较，当对应中心线l1与理论对

应中心线l1'不重合时，对起始封头组板41进行调整，直至对应中心线l1与理论对应中心线

l1'重合。在对起始封头组板41的中心线进行测量时，用全站仪测量出起始封头组板41的上

口的中点和下口的中点的平面坐标，即可计算得出起始封头组板41的中心线对应在平面坐

标系X'O'Y'中的对应中心线。

[0043] 对第四圈组板圈4中后续的中间封头组板42进行安装，并对中间封头组板42的中

心线进行测量，根据测量数据计算出该中间封头组板42的中心线对应在平面坐标系X'O'Y'

中的对应中心线l中，并对该对应中心线l中与中间封头组板42的中心线对应在平面坐标系X'

O'Y'中的理论对应中心线l中'进行比较，当二者不重合时，对中间封头组板42进行调整，直

至二者重合，并通过点焊方法对中间封头组板42进行焊接固定。在对中间封头组板42的中

心线进行测量时，具体测量方法和对起始封头板41的中心线的测量方法相同。

[0044] 由于第四圈组板圈4中包括32块封头组板，因此，为保证拼装形成的第四圈组板圈

4的精度，利用1或2块封头组板作为调整封头组板43，并在拼装时，根据拼装需要的调整封

头组板43的尺寸进行加工调整。

[0045] 在安装调整封头组板43前，如图2所示，在第四圈组板圈4中位于调整封头组板43

两侧的中间封头组板42上沿CV底封头的径向弧线上标记出若干个调整测量点421，这些调

整测量点421靠近中间封头组板42朝向调整封头板43的对接边缘422，且在同一径向弧线

上，任意两个调整测量点421与对接边缘422之间的间距相等，任意相邻的两个调整测量点

421之间的径向弧段的弧长c≤2m。径向弧线指的是在封头内表面与经过封头内表面的中心

点且与封头端口垂直的平面的相交形成的弧形交线。利用全站仪测量出调整测量点421的

三维坐标，并根据这些调整测量点421的三维坐标计算出调整封头组板43的尺寸。优选地，

将测量得出的调整测量点421的三维坐标输入到绘图软件比如CAD、ProE等三维绘图软件

中，即可得出调整封头组板43的尺寸，操作方便快捷，且获得的调整封头组板43的尺寸精度

高。根据计算得出的调整封头组板43的尺寸对调整封头组板43进行加工，在加工完成后对

调整风头组板43进行安装并通过点焊固定，从而得到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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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6] 这样，在对封头组板进行拼装形成组板圈的过程中，通过对封头组板的中心线的

测量，确定封头组板的安装位置的精确度，并根据该精确度对封头组板的安装位置进行调

整，从而提高封头组板的安装精度，进而提高底封头的组装精度。

[0047] 利用全站仪对第四圈组板圈4的上口半径r和水平度进行测量，并记录测量得到的

上口半径r及水平度的值。优选地，通过对第四圈组板圈中每一块封头组板上口的中点及两

个端点进行测量，来获取第四圈组板圈4的上口半径r，可提高测量得到的上口半径r的精

度，进而可提高封头的组装精度。

[0048] 步骤S5、利用全站仪或样板对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的形状进行测量，得出该未

成型的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以便于组装施工人员根据局部偏差量调节焊接参数，从而

通过焊接变形对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调整，减小偏差。如图3所示，在采用样板5对CV

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测量时，所使用的样板5的弧长大于或等于4776mm。利用全站仪对

形状未成型的CV底封头中的局部偏差进行测量时，全站仪架设在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

上，并在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上设置若干个均匀分布的测量点。在测量完成后，对CV底封头中

的封头组板进行满焊焊接固定，在满焊焊接过程中，利用全站仪或样板对CV底封头的形状

进行监控测量，并根据CV底封头的形状的变化情况调整焊接参数，对CV底封头的形状进行

焊接调整，直至满焊焊接完成，CV底封头的形状成型。这样，可减小CV底封头的形状因焊接

产生的变形，进而提高底封头的组装精度。

[0049] 步骤S6、将全站仪架设在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中心P上，测量出成型的CV底封

头的筒体端直径d，且该筒体端直径d与点P在竖直方向上的距离为11430mm。在利用全站仪

对筒体端直径d进行测量时，先利用全站仪对位于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上的直径测量

点M点进行测量，且该M点在竖直方向上的标高为11430mm±1mm时，记录M点的角度αM和半径

rM；然后将全站仪沿水平方向旋转180度，并对全站仪对应的直径测量点的标高进行测量，

当直径测量点的标高为11430mm±1mm时，将该直径测量点记为N点，并记录N点的角度αN和

半径rN，且当αM和αN据均小于或等于5°时，rM+rN＝d。这样，可提高CV底封头的筒体端直径的

测量精度。优选地，每个封头组板上设置有至少两个直径测量点，以进一步提高CV底封头的

筒体端直径的测量精度。

[0050] 利用全站仪或样板对成型的CV底封头的形状进行测量，验证成型的CV底封头是否

符合设计要求，若成型的CV底封头符合设计要求，则CV底封头组装完成。这样，只有在CV底

封头符合设计要求时，才进行后续操作，将CV底封头安装到CV筒体的底端，以免在对钢制安

全壳进行组装时，因封头不符合设计要求而导致钢制安全壳的组装返工，甚至无法完成钢

制安全壳的组装。

[0051] 同理，采用上述方法对CV顶封头进行组装。

[0052] 在采用上述方法将CV顶封头和CV底封头组装完成后，将成型的CV顶封头和CV底封

头移至核岛内进行钢制安全壳的组装，详细过程如下：

[0053] 首先，在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的中心点处设置十字型反射片，并将CV底封头

安装就位，利用全站仪对十字型反射片进行测量，从而得到十字型反射片的中心的坐标，进

而计算得出CV底封头内表面中心点的坐标。在CV底封头的上端口的内圆上布设若干个等高

测量点，并利用全站仪对这些等高测量点的标高进行测量，从而计算得出CV底封头的安装

水平度。优选地，等高测量点位于成型的CV底封头的内表面上，距离成型的CV底封头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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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距离为S，且0<S≤200mm。这样，可以避免等高测量点的位置布设出现误差而导致封头

的安装水平度测量不准确。优选地，等高测量点的数量为8个，并在同一圆周上呈均匀分布，

以提高封头的安装水平度的测量精度。同理，采用上述方法对成型的CV顶封头的安装水平

度进行测量。

[0054] 然后，在成型的CV底封头的临时支柱上的法兰上放线并标记出位于0°、45°、90°、

135°、180°、225°、270°和315°的8个安装定位点，该8个安装定位点与核岛内的支柱平台上

的8个位置点的位置相对应，在将成型的CV底封头安装到核岛内的支柱平台上后，当这8个

安装定位点与核岛内的支柱平台上的8个位置点重合时，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准确；当这8

个安装定位点与核岛内的支柱平台上的8个位置点不重合时，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存在偏

差，对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直至CV底封头的安装位置准确。

[0055] 最后，将CV筒体安装到CV底封头上，并通过焊接连接；将CV顶封头安装到CV筒体上

端，并通过焊接连接，从而完成钢制安全壳的组装。

[0056] 采用该种AP1000核电站中钢制安全壳的组装方法对钢制安全壳进行组装，通过对

封头的安装水平度及安装位置进行测量，并根据测量结果对封头的安装位置进行调整，可

保证封头的安装精度，进而提高钢制安全壳的组装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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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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