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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一种超临界壁厚的镍基合金不

锈钢椭圆形管帽成形工艺，该工序包括以下具体

步骤：下料；加热；首次压制；二次压制；终压成

形；收口；热处理工序。本发明解决了传统工艺无

法压制UNS U08800、UNS U08810、UNS N08811等

镍基合金不锈钢超临界壁厚的椭圆形管帽，采用

离心铸造方式制造存在内部隐患，降低产品使用

寿命的缺陷，材料利用率低，生产效率低，生产成

本高等问题，使产品质量稳定，同时提高了生产

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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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超临界壁厚的镍基合金不锈钢椭圆形管帽成形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具

体步骤：

下料：根据管帽的规格进行下料，管帽采用钢板压制，钢板下料结构形状为圆形，下料

后对边缘毛刺打磨干净；

加热：下料打磨完成后，放入电炉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不低于1100℃，保温时间T＝2min

×料坯壁厚；

首次压制：选择公称直径大一级的模具进行压制，将管帽压制模具的上模和下模中心

对齐，将加热并保温完成的料坯平放至管帽模具下模上，对其进行压制，压力设备进程不大

于15mm/min，首次压制管帽成形度不大于总体成形的1/3，在压制过程中保证温度不低于

1000℃；

二次压制：将管帽首次压制完成后形成的半成品重新放入电炉进行加热，加热方式和

料坯加热相同；

加热完成再次放入模具中，保证管帽成形段的温度不低于1000℃，管帽顶部区域即管

帽顶部位置向下不超过管帽整体结构的1/3的位置的温度不大于500℃；

二次压制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15mm/min，二次压制的进度不大于管帽总体压制成形进

程的2/3，压制完成后将半成品放置电炉进行加热，以便于终压成形；

终压成形：将二次压制完成后的半成品放入电炉加热，控制管帽成形段的温度不低于

1000℃，管帽顶部区域即管帽顶部位置向下不超过管帽整体结构的1/3的位置的温度不大

于500℃；

再将半成品放置模具中进行终压成形，终压成形的压制控制压制速度，压力设备进程

不大于20mm/min；

收口：将终压成形后的管帽放入所需口径的管帽模具内进行收口，收口时，对半成品管

帽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不低于1100℃，收口工序不放入内模，只是用外模控制外径方式压

制，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20mm/min；

热处理：管帽压制成形后，采用固溶退火处理，热处理温度为1100℃±10℃，保温时间

为2.5min，保温时间满足后快速放入流动水中进行冷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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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超临界壁厚的镍基合金不锈钢椭圆形管帽成形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超临界壁厚的镍基合金不锈钢椭圆形管帽成形工艺，主要涉及一

种应用于UNS  U08800、UNS  U08810、UNS  N08811等镍基合金不锈钢超临界壁厚的椭圆形管

帽的成形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UNS  N08811超临界壁厚的镍基合金不锈钢椭圆形管帽，由于该种产品的材质比较

特殊，为高镍基合金，同时由于产品过厚，因此才用传统管帽压制的工艺方法难以成形，如

进行强行压制，成形后会造成产品的出现大量表面裂纹，或出现将管帽顶部直接压穿，形成

产品报废，且强行压制会破坏产品的晶间组织和力学性能，从而使其无法满足产品在实际

工况下的使用要求，因此目前主要采取的工艺为离心铸造或压力铸造方式进行生产，该种

制造工艺虽能解决在传统工艺中出现的大量表面裂纹现象，但是由于采用铸造方式成形，

对原材料的利用率大大减少，同时由于国内铸造水平有限，因此早铸造成形后，产品内壁容

易出现夹渣、气孔等内在缺陷，且铸造的产品的晶间组织和力学性能不如钢板压制成形后

的产品好，因此采用铸造方式成形的同时也给产品埋下了很多潜在隐患，缩短产品的使用

寿命。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已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了一种UNS  N08811超临界壁厚的

镍基合金不锈钢椭圆形管帽采用钢板压制成形的工艺，减少了产品制造成本，解决了传统

工艺生产的UNS  N08811超临界壁厚的镍基合金不锈钢椭圆形管帽，管帽成形难，成形后造

成产品外在质量和内在质量潜在隐患较多，如内外表面裂纹，内部存在夹渣、气孔；晶间组

织和力学性能无法恢复，降低产品使用寿命等问题。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5] 一种超临界壁厚椭圆形管帽成形工艺，该工序包括以下具体步骤：

[0006] 下料：根据管帽的规格进行下料，管帽采用钢板压制，钢板下料结构形状为圆形，

下料后对边缘毛刺打磨干净；

[0007] 加热：下料打磨完成后，放入电炉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不低于1100℃，保温时间T＝

2min×料坯壁厚；

[0008] 首次压制：选择公称直径大一级的管帽压制模具进行压制，将管帽压制模具的上

模和下模中心对齐，将加热并保温完成的料坯平放至管帽压制模具上模上，对其进行压制，

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15mm/min，首次压制管帽成形度不大于总体成形的1/3，在压制过程中

保证温度不低于1000℃时；

[0009] 二次压制：将管帽首次压制完成后形成的半成品重新放入电炉进行加热，加热方

式和料坯加热相同；

[0010] 加热完成再次放入管帽压制模具中，保证管帽成形段的温度不低于1000℃，管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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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部区域即管帽顶部位置向下不超过管帽整体结构的1/3的位置的温度不大于500℃；

[0011] 二次压制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15mm/min，二次压制的进度不大于管帽总体压制成

形进程的2/3，压制完成后将半成品放置电炉进行加热，以便于终压成形；

[0012] 终压成形：将二次压制完成后的半成品放入电炉加热，控制管帽成形段的温度不

低于1000℃，管帽顶部区域即管帽顶部位置向下不超过管帽整体结构的1/3的位置的温度

不大于500℃；

[0013] 再将半成品放置管帽压制模具中进行终压成形，终压成形的压制控制压制速度，

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20mm/min；

[0014] 收口：将终压成形后的管帽放入所需口径的管帽模具内进行收口，收口时，对半成

品管帽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不低于1100℃，收口工序不放入内模，只是用外模控制外径方式

压制，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20mm/min；

[0015] 热处理：管帽压制成形后，采用固溶退火处理，热处理温度为1100℃±10℃，保温

时间为2.5min/mm，保温时间满足后快速放入流动水中进行冷却。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解决了传统工艺无法压制UNS  U08800、UNS  U08810、

UNS  N08811等镍基合金不锈钢超临界壁厚的椭圆形管帽，采用离心铸造方式制造存在内部

隐患，降低产品使用寿命的缺陷，材料利用率低，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高等问题，使产品质

量稳定，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18] 图1为本发明模具和料坯摆放示意图。

[0019] 图2为本发明首次压制示意图。

[0020] 图3为本发明二次压制示意图。

[0021] 图4为本发明终压成形示意图。

[0022] 图5为本发明收口示意图。

[0023] 图中：1、上模；2、下模；3、材料；4、半成品；5、设备平台；6、冷却水。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以镍基合金不锈钢为例，一种UNS  U08800、UNS  U08810、UNS  N08811等镍基合金不

锈钢超临界壁厚的椭圆形管帽生产工艺，本发明采用钢板多次分区域温控方式压制成管

帽，根据管帽尺寸、材质要求，选择合适的钢板进行下料，选择不同的口径的管帽模具，进行

分级压制，在不同的压制级数中对不同区域温度进行分温控制，压制成形后对管帽进行热

处理回复机械性能。

[0025] 以规格为Φ219×40mm管帽为例，将用于压制管帽的钢板放入电炉中加热至1100

℃；使用DN250管帽模具进行多级压制，半成品成形后口径为Φ273mm，在多级压制过程中，

应注意控制管帽顶部位置的温度和管帽口部边缘位置的温度；最后再次使用电炉将管帽加

热至1100℃，再使用DN200管帽模具进行收口，压制到需要尺寸；成品最终成形后对其进行

热处理，恢复其材质的晶间组织和机械性能。具体工序如下：

[0026] 1.下料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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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根据管帽的规格进行下料：管帽采用钢板压制，(如图1所示的材料3，通过上模1和

下模2压制)钢板下料结构形状为圆形，选择用于原材料的钢板的壁厚为：1.1×δ，下料圆形

直径Φ为(D+H)×1.1，(注：其中D为管帽外径，δ为管帽壁厚，H为成品管帽的标准高度。)管

帽下料采用线切割或等离子切得方式下料，下料后对边缘毛刺进行打磨干净。

[0028] 2.加热工序

[0029] 考虑到该种管帽材质特殊，且壁厚超出标准范围以为，采用传统工艺冷压方式成

形，会造成管帽直接开裂，因此采用热压工艺成形。用于原材料的钢板下料打磨完成后，如

图2中半成品4，放入电炉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不低于1100℃，保温时间T＝2min×料坯壁厚。

[0030] 3.首次压制工序

[0031] 如图2所示，按照产品实际需求口径，选择公称直径大一级的管帽压制模具进行压

制，如产品需求口径为DN200，则选用管帽模具的口径为DN250。将管帽压制模具的上模和下

模中心对齐，然后将加热并保温完成的料坯快速平放至管帽压制模具上模上，对其进行压

制，首次压制控制压制速度，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15mm/min，首次压制管帽成形度不大于总

体成形的1/3，在压制过程使用红外线测温仪对料坯温度进行实时监控，当温度低于1000℃

时，使用乙炔烤枪对料坯进行加热，保证其温度满足压制要求。在管帽压制前，为防止料坯

与模具摩擦咬合，产生毛刺、褶皱、划痕等缺陷，要对模具与料坯接触表面刷涂高温润滑剂。

[0032] 4.二次压制工序

[0033] 如图3，管帽首次压制完成后，将半成品重新放入电炉进行加热，加热方式和料坯

加热相同，加热完成再次放入管帽压制模具中，二次压制控制办成管帽的不同区域的温度

差，管帽成形段的温度不低于1000℃，管帽顶部区域即管帽顶部位置向下不超过管帽整体

结构的1/3的位置的温度不大于500℃，由于采用整体方式加热，因此在管帽半成品放置在

模具中后，对该区域进行局部降温，可采用向半成品内部注入不超过成体容积1/3的液体冷

却水，外部使用液体冷却水冲刷，严格控制半成品成形段和顶部位置的温度差。当各区域温

度满足压制要求时进行整体压制，压制过程中控制半成品管帽边缘和成形段的温度，该区

域温度不低于1000℃，如温度降低对该区域使用烤枪进行加热。二次压制压制控制压制速

度，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15mm/min。二次压制的进度不大于管帽总体压制成形进程的2/3，

压制完成后将半成品放置电炉进行加热，以便于终压成形。在管帽压制前，为防止料坯与模

具摩擦咬合，产生毛刺、褶皱、划痕等缺陷，要对模具与料坯接触表面刷涂高温润滑剂。

[0034] 5.终压成形工序

[0035] 如图4，将二次压制完成后的半成品放入电炉加热温度满足后，再将半成品放置管

帽压制模具中进行终压成形，终压成形前，注意控制半成品不同成形段的温度，管帽成形段

的温度不低于1000℃，管帽顶部区域即管帽顶部位置向下不超过管帽整体结构的1/3的位

置的温度不大于500℃，由于采用整体方式加热，因此在管帽半成品放置在模具中后，对该

区域进行局部降温，可采用向半成品内部注入不超过成体容积1/3的液体冷却水，外部使用

液体冷却水冲刷，严格控制半成品成形段和顶部位置的温度差。当各区域温度满足压制要

求时进行整体压制，压制过程中控制半成品管帽边缘和成形段的温度，该区域温度不低于

1000℃，如温度降低应对该区域使用烤枪进行加热。终压成形的压制应控制压制速度，压力

设备进程不大于20mm/min。在管帽压制前，为防止料坯与模具摩擦咬合，产生毛刺、褶皱、划

痕等缺陷，要对模具与料坯接触表面刷涂高温润滑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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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6] 6.收口工序

[0037] 将终压成形后的管帽放入产品所需口径的管帽模具内进行收口，收口模具选用为

实际产品需求孔径的管帽模具，收口时应对半成品管帽进行加热，加热温度不低于1100℃，

并使用红外线测温仪进行实时监控，收口工序不放入内模，只是用外模控制外径方式压制，

压力设备进程不大于20mm/min。在管帽压制前，为防止料坯与模具摩擦咬合，产生毛刺、褶

皱、划痕等缺陷，要对模具与料坯接触表面刷涂高温润滑剂。

[0038] 7.热处理工序

[0039] 管帽压制成形应进行热处理，使其恢复机械性能，UNS  U08800、UNS  U08810、UNS 

N8811等镍基合金不锈钢超临界壁厚的椭圆形管帽采用固溶退火处理，热处理温度为1100

℃±10℃，保温时间为2.5min/mm，保温时间满足后应快速放入流动水中进行冷却。

[0040] 本发明产品与现有产品的性能比较

[0041]

[0042] 以上内容仅仅是对本发明所作的举例和说明，所属本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对所描

述的具体实施例做各种各样的修改或补充或采用类似的方式替代，只要不偏离发明或者超

越本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均应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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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说　明　书　附　图 1/3 页

7

CN 104624850 B

7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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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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