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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

方法，首先将钢锭锻制成一定尺寸的坯料后，在

一定的模具中进行大变形量镦粗和旋转镦剥以

及冲型进行预成型；然后采用第一套终成型模具

碾压坯料，使其斜面部分产生金属两向流动，预

制出部分凸台；之后采用第二套终成型模具，用

旋转砧碾压，拉长球形壳体，同时使金属往凸台

所在位置继续流动，挤压出管嘴凸台，保证锻件

满足工艺尺寸要求。该解决方案既考虑异型锻件

成型，同时考虑了凸台成型的晶粒状况。即采用

的凸台分步成型法在两个火次中保证凸台都产

生了变形，防止该处因多火次无变形而导致晶粒

异常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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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用于制造AP1000的顶盖，

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一，将钢锭热送切冒，烧剥T肩；

步骤二，在钢锭底部逐压钳把；

步骤三，对钢锭进行宽砧强压拔方，中心压实；

步骤四，镦粗步骤三后的钢坯，宽砧强压拔方，中心压实；

步骤五，镦粗步骤四后的钢坯，拔长，开坯；

步骤六，将步骤五后的钢坯放置在第一下模中镦粗，并采用上砧旋转镦剥；经过此步骤

后的钢坯形状为底部带有凸台的倒梯形体；

步骤七，将步骤六后的钢坯采用第一上模冲压，在钢坯的上部冲出凹坑的同时外侧贴

紧第一下模；

步骤八，将步骤七后的钢坯放入第二下模，同时采用第二上模碾压预成型；

步骤九，将步骤八后的钢坯采用第三上模碾压成型，平整法兰完工，所述第三上模外轮

廓形状与最终成型的顶盖内腔截面形状相匹配，最终成型的顶盖包括半球形顶盖本体、凸

台及法兰，其中法兰直径为4950毫米-5100毫米，法兰高度为950毫米-1100毫米，顶盖底部

带凸台的直径是3450毫米-3750毫米，凸台高度为850毫米。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二后钢锭

锭身为锥形圆台体，锭身顶部直径3564毫米，锭身底部直径2750毫米，锭身高度为4120毫

米，钳把直径为1470毫米，钳把长度为1400毫米。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三后的钢

坯的锭身宽度为2600毫米。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四中钢坯镦粗

后锭身直径为3900毫米，拔长后锭身宽度为2600毫米。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五中钢坯镦粗

后锭身直径为3900毫米，拔长后锭身直径为2850毫米。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六中钢坯先进

行50%以上大变形量的整体镦粗，再采用1600毫米宽上砧旋转镦剥。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七后钢坯的直

径为4700毫米，高度为1900毫米。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八中的第二下

模的内表面形状为带有台阶的半球形。

9.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八中的第二上

模为圆弧加直段的条形砧。

10.如权利要求1-9中之一所述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九分

为两个火次，步骤一至步骤八中各步骤均为一个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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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金属材料锻造领域，特别涉及一种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AP1000核电系统是中国从西屋公司引进的第三代核电系统，它具有技术先进、效

率高、安全性能好等特点，将是我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主要堆型，一体化顶盖是压力容器中

重要锻件。

[0003] 如图1-图4所示，以往AP1000的顶盖成型方法为：先锻造出圆板坯(图1所示)，再在

模具中预成型(图2所示)，然后在模具中碾压成型(图3、图4所示)。该成型方法仅考虑顶盖

的成型，而管嘴是在后续的步骤中用堆焊的方法成形的，如图5所示。该方式要在焊接前做

焊接评定，且对焊缝的检测严格，制造周期长，成本高。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需要提供一种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以减

少设备焊缝和在役检查工作量，提高核电站安全性和可靠性。

[0005] 为解决该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一种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0006] 步骤一，将钢锭热送切冒，烧剥T肩；

[0007] 步骤二，在钢锭底部逐压钳把；

[0008] 步骤三，对钢锭进行宽砧强压拔方，中心压实；

[0009] 步骤四，镦粗步骤三后的钢坯，宽砧强压拔方，中心压实；

[0010] 步骤五，镦粗步骤四后的钢坯，拔长，开坯；

[0011] 步骤六，将步骤五后的钢坯放置在第一下模中镦粗，并采用上砧旋转镦剥；经过此

步骤后的钢坯形状为底部带有凸台的倒梯形体；

[0012] 步骤七，将步骤六后的钢坯采用第一上模冲压，在钢坯的上部冲出凹坑的同时外

侧贴紧第一下模；

[0013] 步骤八，将步骤七后的钢坯放入第二下模，同时采用第二上模碾压预成型；

[0014] 步骤九，将步骤八后的钢坯采用第三上模碾压成型，平整法兰完工，所述第三上模

外轮廓形状与最终成型的顶盖内腔截面形状相匹配，最终成型的顶盖包括半球形顶盖本

体、凸台及法兰，其中法兰直径为4950毫米-5100毫米，法兰高度为950毫米-1100毫米，顶盖

底部带凸台的直径是3450毫米-3750毫米，凸台高度为850毫米。

[0015] 优选地，所述步骤二后钢锭锭身为锥形圆台体，锭身顶部直径3564毫米，锭身底部

直径2750毫米，锭身高度为4120毫米，钳把直径为1470毫米，钳把长度为1400毫米。

[0016] 优选地，所述步骤三后的钢锭的锭身宽度为2600毫米。

[0017] 优选地，步骤四中钢坯镦粗后锭身直径为3900毫米，拔长后锭身宽度为2600毫米。

[0018] 优选地，步骤五中钢坯镦粗后锭身直径为3900毫米，拔长后锭身直径为285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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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优选地，步骤六中钢坯先进行50％以上大变形量的整体镦粗，再采用1600毫米宽

上砧大进砧量旋转镦剥。

[0020] 优选地，步骤七后钢坯的直径为4700毫米，高度为1900毫米。

[0021] 优选地，步骤八中的第二下模的内表面形状为带有台阶的半球形。

[0022] 优选地，步骤八中的第二上模为圆弧加直段的条形砧。

[0023] 优选地，步骤九分为两个火次，步骤一至步骤八中各步骤均为一个火次。

[0024] 本发明首先将钢锭锻制成一定尺寸的坯料后，在一定的模具中进行大变形量镦粗

和旋转镦剥以及冲型进行预成型；然后采用如图14的第一套终成型模具碾压坯料，使其斜

面部分产生金属两向流动，预制出部分凸台；之后采用如图15的第二套终成型模具，用旋转

砧碾压，拉长球形壳体，同时使金属往凸台所在位置继续流动，挤压出管嘴凸台，保证锻件

满足工艺尺寸要求。该解决方案既考虑异型锻件成型，同时考虑了凸台成型的晶粒状况。即

采用的凸台分步成型法在两个火次中保证凸台都产生了变形，防止该处因多火次无变形而

导致晶粒异常长大。

附图说明

[0025] 图1-图5是现有技术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

[0026] 图6-图15为本发明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各个步骤示意图。

[0027] 附图标记说明

[0028] 1   第一下模            2   第一上模

[0029] 3   第二上模            4   第二下模

[0030] 5   第三上模            6  凸台

[0031] 7  法兰                8   顶盖本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本发明的核电压力容器的顶盖锻造方法，用于制造AP1000的顶盖，包括以下步骤：

[0033] 步骤一，将钢锭热送切冒，烧剥T肩。锻造钢锭由冒口、锭身和锭尾三部分组成，冒

口呈上小下大的圆台形，锭身是钢锭的主体，在锻造中除切去冒口端和水口端的少部料以

及火耗外，其余的锭身部分被锻成锻件。

[0034] 步骤二，在钢锭底部逐压钳把。底部在锻造过程中锻成钳把，作锻造操作的把持之

用。图7示出了步骤二后钢锭的形状，钢锭锭身为锥形圆台体，锭身顶部宽3564毫米，锭身底

部宽2750毫米，锭身高度为4120毫米，钳把直径为1470毫米，钳把长度为1400毫米。

[0035] 步骤三，宽砧强压拔方，中心压实。如图8所示，步骤三后的钢坯的锭身宽度为2600

毫米。

[0036] 步骤四，镦粗步骤三后的钢坯，宽砧强压拔方，中心压实。如图9所示步骤四中钢坯

镦粗后锭身直径为3900毫米，拔长后锭身宽度为2600毫米。

[0037] 步骤五，镦粗步骤四后的钢坯，拔长，开坯。如图10所示，步骤五中钢坯镦粗后锭身

直径为3900毫米，锭身直径为2850毫米。

[0038] 步骤六，如图11所示，将步骤五后的钢坯放置在第一下模中镦粗，并采用1600mm宽

上砧大进砧量旋转镦剥；经过此步骤后的钢坯形状为底部带有凸台的倒梯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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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9] 步骤七，如图12所示，将步骤六后的钢坯采用第一上模冲压，在钢坯的上部冲出凹

坑的同时外侧贴紧第一下模。此步骤后钢坯的形状如图13所示，直径为4700毫米，高度为

1900毫米。

[0040] 步骤八，将步骤七后的钢坯放入第二下模，同时采用第二上模碾压预成型。如图14

所示，第二下模的内表面形状为带有台阶的半球形，第二上模为圆弧加直段的条形砧。

[0041] 步骤九，将步骤八后的钢坯采用第三上模碾压成型，平整法兰完工，所述第三上模

是外表面形状与最终成型的顶盖内表面截面形状相匹配，同时有一定厚度的片状砧。如图

15所示。

[0042] 最终成型的顶盖形状如图6所示，包括半球形顶盖本体、凸台及法兰，其中法兰直

径为4950毫米-5100毫米，法兰高度为950毫米-1100毫米，顶盖底部带凸台的直径是3450毫

米-3750毫米，凸台高度为850毫米。

[0043] 在上述步骤中，步骤九分为两个火次，步骤一至步骤八中各步骤均为一个火次。

[0044] 本发明通过两次镦粗+拔长、两次中心压实的方式来制取坯料，管嘴凸台靠旋转碾

压时在预定的状态下进行多火次金属流动成型，既保证成型尺寸又保证细化晶粒。法兰在

完工前留有足够变形量，待管嘴凸台碾压成型后平整，达到细化晶粒。同时，本发明通过预

制坯，在胎模锻中成型管嘴凸台，使得带管嘴凸台的一体化顶盖能整体成型并符合锻件技

术要求。本方法可以最大程度的使锻件的形状和尺寸接近产品最终的尺寸，提高锻件的材

料利用率，管嘴凸台无需堆焊而成，减少了堆焊和加工工时(一般为3个月)，降低了产品制

造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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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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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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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说　明　书　附　图 3/7 页

8

CN 109834208 B

8



图7

图8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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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图11

说　明　书　附　图 5/7 页

10

CN 109834208 B

10



图12

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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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图15

说　明　书　附　图 7/7 页

12

CN 109834208 B

12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DRA00008
	DRA00009
	DRA00010
	DRA00011
	DRA00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