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1911353231.X

(22)申请日 2019.12.24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085643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5.01

(73)专利权人 陕西宏远航空锻造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713801 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2号信箱

技术中心

(72)发明人 冯晓艳　程敢　张帅　林剑　

(74)专利代理机构 中国航空专利中心 11008

代理人 王世磊

(51)Int.Cl.

B21J 5/08(2006.01)

B21J 5/10(2006.01)

B21J 1/06(2006.01)

B21H 1/06(2006.01)

C21D 1/26(2006.01)

C21D 3/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103100621 A,2013.05.15

CN 108237197 A,2018.07.03

CN 104175065 A,2014.12.03

CN 106001343 A,2016.10.12

JP 2001300668 A,2001.10.30

CN 105382157 A,2016.03.09

审查员 唐肇蔚

 

(54)发明名称

一种将结构钢锻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

件的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锻造领域，涉及一种将结构钢锻

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件的方法。将原有的钢

锭镦饼、冲孔、环轧改为钢锭的反复镦粗、拔长后

退火、镦饼、冲孔、环轧等步骤。通过将钢锭反复

镦粗、拔长后退火得到无冶金缺陷的钢坯，从而

制造出符合要求的力学性能的环件。本发明方法

保证了有效消除材料的内部缺陷，减少材料及工

时的浪费，实现理想的材料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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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将结构钢锻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件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步骤1：对钢锭进行台阶加热到始锻温度，具体包括：将钢锭放进600℃～650℃加热炉

中，以50℃/h～100℃/h进行升温到800℃～850℃，保温，保温系数0.01h/mm，再以50℃/h～

100℃/h进行升温到始锻温度，保温，保温系数0.01h/mm；

步骤2：在始锻温度下，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一变形量的镦粗，上下窄砧送进拔长，

倒棱至八方，第一变形量为40%～50%；

步骤3：重复步骤1；

步骤4：在始锻温度下，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二变形量的镦粗，并且对结构钢外圆

进行锻压使结构钢端面成为正方形端面，然后在方砧上对结构钢进行拔长，对结构钢的四

个侧面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进行下压并整形至正方形端面且倒棱至八方，其中第二变形量

为30%～40%；

步骤5：重复步骤1；

步骤6：重复步骤4；

步骤7：重复步骤1；

步骤8：对结构钢按照第三变形量进行镦粗，然后对结构钢下压80mm；旋转180°对结构

钢下压130mm，第三变形量为20%～30%；

步骤9：对结构钢进行扩氢退火，具体包括：将结构钢空冷到500℃并送进同炉温的加热

炉，随炉以80℃/h～100℃/h升温到800℃，保温，保温系数0.03h/mm；将结构钢空冷到300

℃，随炉以80℃/h～100℃/h升温到600℃，保温，保温系数0.08h/mm；炉冷至350℃后，空冷；

步骤10：重复步骤1；

步骤11：对结构钢进行镦粗，冲孔；

步骤12：重复步骤1；

步骤13：对结构钢进行环轧，得到钢环件。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对结构钢的四个侧面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

进行下压，具体包括：先将结构钢的一个侧面满砧送进压下量为100mm；翻面180°后继续满

砧送进压下量为50mm；翻转90°，满砧送进压下量为100mm；翻转180°满砧送进压下量为

80mm。

3.根据权利要求1至2中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始锻温度为1180℃至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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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将结构钢锻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件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锻造领域，涉及一种将结构钢锻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件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规格环件一般指外圆直径为2000mm以上的环件，需要使用的钢坯规格较大，钢

坯直径为500mm以上，一般使用的材质为钢锭，而钢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缩孔残留、气

泡、空洞、翻皮、裂纹、白点、夹杂、偏析疏松等缺陷，这些缺陷的存在将严重降低环件的强

度，因此最终合格环件中不允许存在这些缺陷。大型环件的加工流程一般为“镦粗‑环轧‑热

处理‑加工”，所以在环轧之前需要对钢坯进行探伤，探伤的目的就是检查环轧之前是否有

钢锭的上述缺陷。如果在探伤过程中发现存在内部缺陷，钢坯就要重新熔炼、轧制、热处理

来消除内部缺陷。该工艺来回反复，操作难度大，周期时间长，因此成本比较高。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的目的：提供一种将结构钢锻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件的方法，解决钢

锭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缩孔残留、气泡、空洞、翻皮、裂纹、白点、夹杂、偏析疏松的缺陷。

[0004]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

[0005] 第一方面，提供一种将结构钢锻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件的方法，包括：

[0006] 步骤1：对钢锭进行台阶加热到始锻温度；

[0007] 步骤2：在始锻温度下，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一变形量的镦粗，上下窄砧送进

拔长，倒棱至八方；

[0008] 步骤3：重复步骤1；

[0009] 步骤4：在始锻温度下，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二变形量的镦粗，并且对结构钢

外圆进行锻压使结构钢端面成为正方形端面，然后在方砧上对结构钢进行拔长，对结构钢

的四个侧面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进行下压并整形至正方形端面且倒棱至八方，其中第二变

形量小于第一变形量；

[0010] 步骤5：重复步骤1；

[0011] 步骤6：重复步骤4；

[0012] 步骤7：重复步骤1；

[0013] 步骤8：对结构钢按照第三变形量进行镦粗，然后对结构钢下压80mm；旋转180°对

结构钢下压130mm，第三变形量小于第二变形量；

[0014] 步骤9：对结构钢进行扩氢退火；

[0015] 步骤10：重复步骤1；

[0016] 步骤11：对结构钢进行镦粗，冲孔；

[0017] 步骤12：重复步骤1；

[0018] 步骤13：对结构钢进行环轧，得到钢环件。

[0019] 进一步地，对钢锭进行台阶加热到始锻温度，具体包括：将钢锭放进600℃～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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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炉中，以50℃/h～100℃/h进行升温到800℃～850℃，保温，保温系数0.01h/mm，再以50

℃/h～100℃/h进行升温到始锻温度，保温，保温系数0.01h/mm。进一步地，在锻锤上对结构

钢进行第一变形量的镦粗，具体包括：

[0020] 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变形量为40％～50％的镦粗。进一步地，在锻锤上对结构

钢进行第二变形量的镦粗，具体包括：

[0021] 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变形量为30％～40％的镦粗。

[0022] 进一步地，对结构钢的四个侧面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进行下压，具体包括：先将结

构钢的一个侧面满砧送进压下量为100mm；翻面180°后继续满砧送进压下量为50mm；翻转

90°，满砧送进压下量为100mm；翻转180°满砧送进压下量为80mm。

[0023] 进一步地，对结构钢按照第三变形量进行镦粗，具体包括:对结构钢按照20～30％

变形量进行镦粗。

[0024] 进一步地，对结构钢进行扩氢退火，具体包括：将结构钢空冷到500℃并送进同炉

温的加热炉，随炉以80℃/h～100℃/h升温到800℃，保温，保温系数0.03h/mm；将结构钢空

冷到300℃，随炉以80℃/h～100℃/h升温到600℃，保温，保温系数0.08h/mm；炉冷至350℃

后，空冷。

[0025] 进一步地，始锻温度为1180℃至1230℃。

[002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7] 本发明通过将原有的钢锭镦饼、冲孔、扩孔改为钢锭的反复镦粗、拔长后退火、镦

饼、冲孔、环轧等步骤。通过将钢锭反复镦粗、拔长后退火得到无冶金缺陷的钢坯，制造出符

合要求的力学性能的大型钢环件的目的，降低大规格钢环件的制造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本发明的将结构钢锻造成两米以上环径的钢环件的方法，包括：

[0029] 步骤1：对钢锭进行台阶加热到始锻温度；

[0030] 步骤2：在始锻温度下，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一变形量的镦粗，上下窄砧送进

拔长，倒棱至八方；

[0031] 步骤3：重复步骤1；

[0032] 步骤4：在始锻温度下，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二变形量的镦粗，并且对结构钢

外圆进行锻压使结构钢端面成为正方形端面，然后在方砧上对结构钢进行拔长，对结构钢

的四个侧面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进行下压并整形至正方形端面且倒棱至八方，其中第二变

形量小于第一变形量；

[0033] 步骤5：重复步骤1；

[0034] 步骤6：重复步骤4；

[0035] 步骤7：重复步骤1；

[0036] 步骤8：对结构钢按照第三变形量进行镦粗，然后对结构钢下压80mm；旋转180°对

结构钢下压130mm，第三变形量小于第二变形量；

[0037] 步骤9：对结构钢继续扩氢退火；

[0038] 步骤10：重复步骤1；

[0039] 步骤11：对结构钢进行镦粗，冲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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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步骤12：重复步骤1；

[0041] 步骤13：对结构钢进行环轧，得到钢环件。

[0042] 进一步地，对钢锭进行台阶加热到始锻温度，具体包括：将钢锭放进600℃～650℃

加热炉中，以50℃/h～100℃/h进行升温到800℃～850℃，保温，保温系数0.01h/mm，再以50

℃/h～100℃/h进行升温到始锻温度，保温，保温系数0.01h/mm。可以使钢的心部和表面受

热均匀，防止温度应力过大而导致的变形、开裂。

[0043] 进一步地，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一变形量的镦粗，具体包括：

[0044] 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变形量为40％～50％的镦粗。不发生裂纹，保证可以有效

改善铸锭缺陷。

[0045] 进一步地，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第二变形量的镦粗，具体包括：

[0046] 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变形量为30％～40％的镦粗。

[0047] 进一步地，对结构钢的四个侧面按照前后左右的顺序进行下压，具体包括：先将结

构钢的一个侧面满砧送进压下量为100mm；翻面180°后继续满砧送进压下量为50mm；翻转

90°，满砧送进压下量为100mm；翻转180°满砧送进压下量为80mm。不发生裂纹，去除铸锭缺

陷，又保证了生产效率。

[0048] 进一步地，对结构钢按照第三变形量进行镦粗，具体包括:对结构钢按照20～30％

变形量进行镦粗。

[0049] 进一步地，对结构钢继续扩氢退火，具体包括：将结构钢空冷到500℃并送进同炉

温的加热炉，随炉以80～100℃/h升温到800℃，保温，保温系数0.03h/mm；将结构钢空冷到

300℃，随炉以80～100℃/h升温到600℃，保温，保温系数0.08h/mm；炉冷至350℃后，空冷。

可以防止发生氢脆。

[0050] 进一步地，始锻温度为1180℃至1230℃。

[0051] 以下将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技术方案作进一步地详述：

[0052] 本发明选取某航天的钢环件，其材料牌号：30CrMnSiA，外圆直径φ2280mm，内圆直

径φ1720mm，高度257mm。环件达到要求：Rm≥1030MPa，R0.2≥785MPa，A≥8％，Z≥36％，KU2

≥30J；不允许有缩孔残留、气泡、空洞、翻皮、裂纹、白点、夹杂、偏析。

[0053] 其锻造步骤详细如下：

[0054] 步骤1钢锭φ700mm×1250mm放进600℃～650℃加热炉中，以50～100℃/h进行升

温到800℃～850℃，保温5h，再以50℃/h～100℃/h进行升温到1180℃～1230℃，保温5h。

[0055] 步骤2在始锻温度1180℃～1230℃，在锻锤上对结构钢进行镦粗到～φ950mm×

670mm，上下窄砧送进拔长至～□690mm×1000mm，倒棱至八方。

[0056] 步骤3重复步骤1的工艺。

[0057] 步骤4在始锻温度1180℃～1230℃，在锻锤上对结构钢镦粗至～□860mm×640mm，

然后满砧送进将860mm压至760mm；翻面180°，满砧送进压至710mm；翻转90°，满砧送进压至

940mm，翻转180°，满砧送进压至860mm，整形至～□860mm×640mm，倒棱至八方。

[0058] 步骤5重复步骤1的工艺。

[0059] 步骤6重复步骤4的工艺。

[0060] 步骤7重复步骤1的工艺。

[0061] 步骤8～□860mm×640mm镦粗至～φ1070mm×510mm，镦粗压至430mm；翻转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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镦粗压至300mm。

[0062] 步骤9步骤8完成后，温度空冷到500℃直接进同炉温的加热炉，随炉以100℃/h升

温到800℃，保温9h，空冷至300℃，随炉以100℃/h升温到600℃，保温24h，炉冷至350℃后，

空冷。

[0063] 步骤10重复步骤1的工艺。

[0064] 步骤11镦粗至280mm，冲孔至～φ1445mm×φ200mm×280mm。

[0065] 步骤12重复步骤1的工艺。

[0066] 步骤13环轧，得到钢环件～φ2280mm×φ1720mm×257mm。

[0067]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但本发明的保护

范围并不局限于此，任何熟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本发明揭露的技术范围内，可以轻易想

到各种等效的修改或者替换，这些修改或者替换都应该涵盖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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