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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和空心

管坯及环形刀具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

坯制备方法及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和管材

与环形刀具，本发明的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包括将

精炼后的高合金工模具钢钢水制成一端封闭的

空心钢锭，于空心钢锭内填充满符合热锻变形要

求的流变材料，再将空心钢锭的开口一端封闭，

将填充有流变材料的空心钢锭入炉进行加热，将

加热好的空心钢锭出炉在精锻机上进行径向锻

造制得高合金工模具钢坯，并将钢坯入炉进行退

火，退火后冷却矫直，以及确定高合金工模具钢

坯两端内孔的位置，将钢坯端部切除，再将填充

的流变材料清除得到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

本发明形成了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新

制备工艺，且缩短制造工艺流程，并可提高质量、

材料利用率以及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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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a、将精炼后的高合金工模具钢钢水采用喷射成型制成一端封闭的空心钢锭；

b、于所述空心钢锭内填充满符合热锻变形要求的流变材料，且将流变材料捣实后再将

空心钢锭的开口一端封闭，所述流变材料为铝氧粉，且铝氧粉的粒度在60‑120mm之间；

c、将填充有流变材料的空心钢锭入炉进行加热；

d、将加热好的空心钢锭出炉，在精锻机上进行径向锻造，制得直径符合要求的高合金

工模具钢坯，并将所述高合金工模具钢坯入炉进行退火，退火后冷却矫直；

e、确定高合金工模具钢坯两端内孔的位置，于该位置将钢坯端部切除，再将填充的流

变材料清除，得到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c中按

高合金工模具钢相应钢牌号的开坯加热规范进行加热。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d中精

锻机上进行径向锻造时空心钢锭的变形比应不小于3。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e中为

通过超声波探伤确定两端内孔的位置，且为通过带锯将钢坯的两端部去除。

5.一种由权利要求1至4中任一项所述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制备的高

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

6.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管材，其特征在于：所述高合金工模具钢管材由权利要求5所述

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经定径、车皮、探伤精整得到。

7.一种环形刀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刀具由权利要求5所述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

管坯下料后经机加工或者辗轧、模锻后得到。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环形刀具，其特征在于：所述环形刀具为经机加工得到的圆盘

剪刀片，或者，所述环形刀具为经辗轧、模锻后得到的盾构滚刀圈。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10153186 B

2



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和空心管坯及环形刀具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冶金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本

发明同时也涉及由以上制备方法所制备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以及由该高合金工模

具空心管坯制得的管材与环形刀具。

背景技术

[0002] 高合金工模具钢，例如高速钢M2、M35、M2Al等，高碳铬冷作模具钢Cr12Mo1V1、高韧

高耐磨冷作模具钢HYC3等，以及H13E、H13、H12等热作模具钢，这些高合金工模具钢广泛用

于制造各种切削刀具和各式各样的模具，其中包括大型空心拉刀、滚刀、空心轧辊、盾构滚

刀、圆盘剪刀片等。因高合金工模具钢含有大量的W、Mo、Cr、V等合金元素，冶炼时凝固成分

不均匀，偏析严重，含有大量碳化物，合格的钢锭规格尺寸受到限制，故需要特殊的冶金方

法制备，而且需要大的热变形量进行破碎，以改善其分布状态使其具备工模具要求的均均

组织，才能得到所要求性能的工模具钢材。

[0003] 现有传统的空心工模具制造方法，一般采用实心棒料将心部掏空，或实心锻坯冲

孔后再扩孔成环形件的工艺制备坯料，这些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费力，工艺路线长，成材率、

合格率低，尤其是效率低下等不足。而其它一些用于较低合金钢管的常规生产方法，如穿孔

技术、三辊连轧机组钢管轧制技术等，也很难应用到高合金工模钢上。

[0004] 其中，对于现有空心工模具制造方法，以H13E盾构滚刀圈的制备为例，现有工艺流

程为中频冶炼→电渣重熔得φ315锭→精锻成φ160坯→退火→精确下料→加热锻打→冲

孔→扩孔→模锻成形→退火→机加工→刀圈坯检验→交付。采用上述现有工艺流程制备的

盾构滚刀圈，其钢锭心部组织不好，材料利用率仅53%，且制备过程流程长、生产效率低下。

[0005] 由于高合金工模具钢工艺塑性差，变形温度区间窄，变形抗力大，加工难度大，耗

时成本高，且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因而虽均知道中空的高合金工模具钢采用空心管材不但

会提高产品的质量，其生产效率、材料利用率也会大大提高，但基于上述的原因，高合金工

模具钢的空心管材的制备一直是难题。

发明内容

[0006] 有鉴于此，本发明旨在提出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以可形成高

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的新制备工艺。

[0007]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这样实现的：

[0008] 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该方法包括如下的步骤：

[0009] a、将精炼后的高合金工模具钢钢水制成一端封闭的空心钢锭；

[0010] b、于所述空心钢锭内填充满符合热锻变形要求的流变材料，且将流变材料捣实后

再将空心钢锭的开口一端封闭，所述热锻变形要求包括流变材料具有比锻造加热温度高的

熔点、在加热时不与钢材发生反应、热锻变形时自身体积不发生变化，以及可随钢锭变形发

生均匀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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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c、将填充有流变材料的空心钢锭入炉进行加热；

[0012] d、将加热好的空心钢锭出炉，在精锻机上进行径向锻造，制得直径符合要求的高

合金工模具钢坯，并将所述高合金工模具钢坯入炉进行退火，退火后冷却矫直；

[0013] e、确定高合金工模具钢坯两端内孔的位置，于该位置将钢坯端部切除，再将填充

的流变材料清除，得到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

[0014] 进一步的，步骤a中采用喷射成型将钢水制成空心钢锭。

[0015] 进一步的，步骤c中按高合金工模具钢相应钢牌号的开坯加热规范进行加热。

[0016] 进一步的，步骤d中精锻机上进行径向锻造时空心钢锭的变形比应不小于3。

[0017] 进一步的，步骤e中为通过超声波探伤确定两端内孔的位置，且为通过带锯将钢坯

的两端部去除。

[0018] 进一步的，所述流变材料为铝氧粉。

[0019] 相对于现有技术，本发明具有以下优势：

[0020] 本发明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通过将填充流变材料与精锻开坯工

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的新制备工艺，其可使得高合金工模具

钢空心管坯的锻造制备与常规的实心钢锭锻造制备一样便捷，并能够使得高合金工模具钢

空心管坯制造工艺流程缩短，质量提高，材料利用率提高，而提高生产效率。

[0021] 本发明同时也提出了由以上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制备的高合金工

模具钢空心管坯。

[0022] 此外，本发明还提出了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管材以及一种环形刀具。

[0023] 其中，所述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管材由以上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经定径、车皮、

探伤精整得到。所述的环形刀具由以上所述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下料后经机加工或

者辗轧、模锻后得到。

[0024] 而且进一步的，所述环形刀具可为经机加工得到的圆盘剪刀片，或者，所述环形刀

具可为经辗轧、模锻后得到的盾构滚刀圈。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需要说明的是，在不冲突的情况下，本发明中的实施例及实施例中的特征可以相

互组合。同时，如未特别说明，本实施例中提及的加工方式及其所采用的加工设备，均参照

现有高合金工模具加工中的常规加工工艺，依据相应钢牌号的工艺规范进行。

[0026] 实施例一

[0027] 本实施例涉及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该方法具体包括将精炼后的高

合金工模具钢钢水采用喷射成型或其它工艺制成一端封闭的空心钢锭，然后于制成的空心

钢锭内填充满符合热锻变形要求的流变材料，且将流变材料捣实后再将空心钢锭的开口一

端封闭。接着，将填充有流变材料的空心钢锭入炉进行加热，加热好后将空心钢锭出炉，并

在精锻机上进行径向锻造，以制得直径符合要求的高合金工模具钢坯，再将该高合金工模

具钢坯入炉进行退火，退火后冷却矫直。然后，确定矫直后的高合金工模具钢坯两端内孔的

位置，于该位置将钢坯端部切除，再将填充的流变材料清除，便得到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

坯。

[0028] 其中，上述制备方法中所述及的热锻变形要求包括流变材料具有比锻造加热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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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熔点、在加热时不与钢材发生反应、热锻变形时自身体积不发生变化，以及该流变材料

可随钢锭变形发生均匀流变。而所述的均匀流变也即在填充有该流变材料的钢锭在被径向

锻造时，由钢锭因锻造而发生的长径比的变化，流变材料可随钢锭的变长变细而相应流动，

以使流变材料整体也变长变细，从而始终保持与锻造变化后的钢锭的构形一致，保证流变

材料在钢锭内处于稳定的填充且充满的状态。具体实施时，流变材料例如可采用铝氧粉

（Al2O3），且铝氧粉的粒度一般应该在60~120μm之间。当然，除了铝氧粉，上述符合热锻变形

要求的流变材料也可采用其它材料。

[0029] 通过填充符合热锻变形要求的流变材料，可在后续径向锻造中起到支撑空心钢锭

内壁，以保证内孔形状的作用。而且流变材料的符合热锻变形要求，也可在加工完成后容易

从内孔中清理出来。

[0030] 本实施例的以上制备方法中，对填充有流变材料的空心钢锭进行加热，应按高合

金工模具钢相应钢牌号的开坯加热规范进行。而后面的高合金工模具钢坯的退火也按照相

应钢牌号的退火工艺制度进行即可。此外，加热后的空心钢锭在精锻机上进行径向锻造，钢

锭四周受力均匀，流变材料由于体积不变，在钢锭拔长的情况下，流变材料整体也随之变

长，并与钢锭成比例变细，以此能够通过流变材料的支撑，使得钢锭锻造时保持均匀的壁厚

和内孔圆形度。

[0031] 本实施例中，精锻机上进行径向锻造时空心钢锭的变形比应不小于3，例如其可为

3、3.2、3.5或4、4.5、5等。而由于高合金工模具钢空淬即可淬透而发生马氏体转变，很容易

造成组织应力开裂，故在精锻机上锻造后钢锭缓冷后及时进行退火是必要的。在退火后，对

钢锭进行矫直，此时仍依靠内部填充的流变材料的支撑作用，在矫直时使得本实施例制备

的钢锭可以与现有实心钢料一样，能够保证管坯不被压扁而保持其形状。

[0032] 本实施例中，作为优选的实施方式，可通过超声波探伤的形式以确定钢坯两端内

孔的位置，此处所述内孔的位置，也即钢坯内部均为同一内径的内孔的两端处。此外，需要

说明的是，在通过超声波探伤确定内孔两端位置时，当然也可同时进行管坯上缺陷的探测，

以确定缺陷的类型和大小，而探测出的缺陷位置可在去除钢坯两端时一并去除。在确定两

端内孔位置后，本实施例具体可通过带锯将钢坯的两端部去除，以在钢坯的两端露出填充

的流变材料，而后清理流变材料便可得到所制备的管坯。

[0033] 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与现有高合金工模具钢管材制备方式相比，其至少有着如下

几方面的优势。

[0034] 其一，材料的利用率大幅提高。比如制备掏空拉刀坯（较长管），现有工艺为采用锻

制的实心棒材，并采用车床机加工掏出内孔，钢材的利用率低。而本发明可为由空心锭直接

锻制而成，且可以根据计算设计合适孔径的空心锭，锻成较为合适的管坯，再加工成掏空拉

刀坯，其材料利用率将大为提高，同时内壁质量也要比直接掏空的棒材要好很多。

[0035] 其二，可减少环件产品制备的工艺环节。以盾构滚刀圈的制备为例，现有流程为实

心棒材下料后，先锻成鉼状再依次冲孔、冲孔、扩孔、模锻或辗轧成滚刀圈，然后机加工成

型。而若采用本发明制备方法制备空心管坯，其流程为空心管坯精确下料后，再扩孔、模锻

或辗轧成滚刀圈，然后机加工成型。两相比较，本发明省去了锻饼和冲孔以及再次加热工

序，同时还减少了冲孔的材料浪费，以及由于冲孔质量问题造成的内壁缺陷等。

[0036] 第三，本实施例制备方法可以提高管坯的冶金质量，并改善冶金缺陷分布，而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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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提高由管坯制成的成品管材和环形刀具的质量与成品率。

[0037] 本发明采用制成的空心锭，特别是喷射成形制备空心锭，管壁较同样直径的实心

锭凝固尺寸要小得多（约是实心锭直径的1/4左右），凝固条件要好得多，而且冶金疏松缺陷

在管壁中间并轻微，同时由于是闭口缺陷在随后的锻造管坯过程会焊合，由此避免了实心

锭在心部大范围形成冶金缺陷，或者冲孔或掏空后可能形成在成品管件内壁或环件的内孔

处的开口缺陷。

[0038] 下面以一具体制备实例进一步说明本实施例的制备方法。

[0039] 在该制备实例中，具体以HYC3（Cr8Mo2V2WSiNb）高韧高耐磨冷作模具钢管坯的制

备为例进行说明，该工模具钢管坯用于制作冷带切边机圆盘刀片，制备的管坯的外径为240 

mm、内径为105mm。其工艺步骤如下所述。

[0040] 采用IF+LF精炼工艺冶炼HYC3钢水，采用喷射冶金成形工艺喷射制备成内径φ

200mm外径φ500mm高1500mm的空心锭，空心锭上端封闭，下端开口，且制成的空心锭经退火

备用。

[0041] 然后，将经过烘烤的铝氧粉装入空心锭的内孔，边填充边捣实，装满后用铁板将钢

锭开口端口盖上并焊牢封死。接着，将填充铝氧粉的空心锭，入SX55环形炉中加热，加热温

度1150℃，保温5小时，出炉后在SX55精锻机上锻打成外径为φ250  mm，精锻后下车空冷至

400℃左右，再入电退火炉进行退火，退火温度880℃，保温4小时炉至740℃，然后以≤10℃/

小时缓慢冷却至650℃，再炉冷至550℃出炉空冷。

[0042] 接着，将退火后的钢锭在液压矫直机上进行点矫，弯曲度达到要求后，进行超声波

探伤，确定内孔两端端头位置，再用带锯切掉钢锭头部露出内孔，然后将内部的铝氧粉清理

出来，检测内孔孔径约为φ98mm。由于粉状铝氧粉加热后锻打会变的更加密实，故其整体所

占空间体积会有所减小，所以管坯内径比外径缩减比例稍大。

[0043] 最后，根据需要可再利用加长车床进行管坯外圆和内圆机加工，加工成外圆φ

240mm及内径φ105mm的成品管坯即可。而经测定，在上述制备过程，自空心钢锭至管坯的黑

皮成材率约为82%。

[0044] 实施例二

[0045] 本实施例首先涉及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该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具

体是由实施例一中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制备方法制备得到，其具体制备参见实施例

一中描述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0046] 此外，本实施例亦涉及有一种高合金工模具钢管材以及一种环形刀具。

[0047] 其中，本实施例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管材由以上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经定径、

车皮、探伤精整得到。而环形刀具则由以上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下料后经机加工或

者辗轧、模锻后得到，此时经机加工得到的例如可是圆盘剪刀片，经辗轧、模锻后得到的例

如则可是盾构滚刀圈。

[0048] 本实施例的高合金工模具钢空心管坯采用实施例一中的制备方法，其适于制作厚

壁空心管材，并可进一步制作环形工模具刀具，且其相对于现有工艺能够节省掏空实心料

工序及材料，可提高生产效率，而有着很好的实用性。

[0049]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凡在本发明的精

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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