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9卷 第 1期 

2017年 2月 

四 JIl冶 金 

Siehuan Metallurgy 

VoL 39 No．1 

Feb．，2017 

文章编号：1O01—5108(2017)01一O005—04 

新 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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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结合 当前核电发展状况，分析 了新日铁住金近十年的核电用钢相关专利，包括新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在 

全球的布局，以及其核心专利的技术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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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ent Analysis of Nippon Steel& Sumitomo 

M etal for Nuclear Power Ste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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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Metallurgical Information and Standardization Institute，Beijing 100730，China) 

Abstract：Contact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nuclear power develop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SSC nuclear 

power with steel related patents nearly ten years．including the NSSC nuclear power steel for patent in global layout 

and the content of core patent were introduc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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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核电能源经过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电源的 

三大支柱之一。核能是化石能源耗尽前后最重要的 

替代能源之一。迄今为止己经发生了三起严重的商 

用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三里岛和福岛核事故， 

西方国家出于对核电安全性的顾虑，使核电发展沉 

寂二三十年。近几年，随着人们对过度消耗化石能 

源导致温室效应的警惕以及核泄漏防止技术的成 

熟，核电重新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目前，第三代压 

水堆核电站的核岛和常规岛中大部分部件采用钢铁 

材料，除核燃料包壳、控制棒驱动机和蒸汽发生器传 

热管等部件采用锆合金和镍合金外，其余设备均采 

用钢铁材料。 

我们的邻国日本能源短缺，在福岛核事故之前 

非常重视核电开发。新 日铁住金是 日本最大的钢铁 

企业，作为核电建设用钢材的供应商，其产品种类齐 

全，包括蒸汽发生器、核反应器和压力容器等密闭容 

器用厚钢板等，具体包括高韧性碳素钢 SGV480、 

SPV490，SQV级高强度钢，TMCP钢 SGV480等。 

从2005年 1月到 2015年 5月公开的专利情况统 

计，新日铁住金一共申请了与核电用钢相关专利(同 

族)约 79件。 

2 新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地区分布 

一 般情况下，新 日铁住金对某国市场有预期，或 

者谋求该技术在市场的垄断地位，或者其核电用钢 

在市场上处于竞争优势的情况下，才会向该国提交 

专利申请，因此通过分析专利申请的地域分布，有助 

于了解新 日铁住金的经营策略、市场发展方向。 

表 1为新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地区分布。可以 

看到新日铁住金专利布局的重视地区依次为中国、欧 

盟、美国、韩国等，范围基本包括了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国排在了第一位，成为新 日铁最关注的国家。我国目 

前已经进^了核电大发展时期，日本钢铁企业对于我 

国核电用钢市场的窥视应引起国内钢铁企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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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 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国家、地区分布 

国家、地区 专利数量 

日 本 

中 国 

欧 洲 

美 国 

韩 国 

加拿大 

印 度 

澳大利亚 

德 国 

南 非 

西班牙 

3 新日铁住金核电用钢核心专利 

核心专利可以通过引证专利次数和同族专利成员 

数量这两种方法判断。引证专利是指由专利申请人在 

说明书中写明或者由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确认的与该 

件专利技术内容相关的其他专利文献。作为一项客观 

的评价指标，通常情况下专利越重要，被引证次数就越 

多。同族专利是衡量专利经济价值的重要指标，它可 

以反映出某项专利的潜在技术和经济价值，从技术角 

度来说，同族专利越多，其技术的核心价值越高，并且同 

族专利的维护同样需要经费支持。 

3．1 新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引证分析 

表 2为新 日铁住金核电用钢领域专利引证排 

名，专利被引频次越高说明其专利越受重视。 

其中专利 US8784581B2为新 日铁公司于 2014 

年公开的 Fe-Ni合金管坯及其制造方法的专利，其 

被引 2次。该专利公开了Fe—Ni合金管坯及其制造 

方法。该 Fe—Ni合金管坯具有如下的化学成分：C≤ 

o．04 ，Si≤ 0．50 ，Mn：0．01 ～ 6．0 9／6，P≤ 

0．03 ，S≤ 0．01 ，Cr：20 ～ 3O ，Ni：3O ～ 

45 ，M o：0～ 10 ，W ：0～ 2O ，Cu：0．01 ～ 

1．5 ，Al4o．01 ，N：0．0005 0,4～0．20 ，其中Mo 

( )+0．5W( )：大于 1．5 且小于或等于 10 ； 

其余基本上由铁组成；1440—6OO0P一100S一2OOOC 

≥1300，Ni+10(Mo+0．5W)+ 1O0N≤ 120，(Ni一 

35)+10(N一 0．1)一 2(Cr一 25)一 5(Mo+ 0．5W 一 

3)+8≥0。由于该 Fe-Ni合金管坯的内表面性状优 

良，因此能用曼内斯曼穿轧机将该 Fe_Ni合金管坯 

加工成无缝管。由于该无缝管具有优 良的机械性 

能，并且在酸气环境下的耐腐蚀性也优良，因此上述 

Fe-Ni合金管坯可用作油井管和管线管的管坯，还 

可用作原子能发电设备和化工设备中的各种结构构 

件的管坯。 

表 2 新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引证排名 

专利 US7785426B2为新 日铁公司开发的一种 

回火马氏体类耐热钢，可用于核反应堆，其被引频次 

为2。该专利公开了一种具有回火马氏体结构的耐 

热钢，其焊接热影响部分中的细粒部分的蠕变强度 

为母材的蠕变强度的 90 或以上，且蠕变强度显著 

降低的 HAZ细粒部分的形成得到抑制。 

专利 JP2OO912o875A为新 日铁公司开发的可 

用于核电工程的高合金无缝钢管及其制造方法的专 

利，其被引频次为 2。高合金无缝管有以下化学成 

分组成：C：o．005 ～O．250 ，Si：0．05 "--2．00 ， 

Mn：0．05 ～3．00 9／6，P 4o．04 ，s4o．004 0,4，Cu： 

0．01 ～3．O ，Cr：10 9／5～35 ，Ni：10 ～8O ， 

Mo：0．01 ～7．0 的，A1：0．001 ～0．200 ，N： 

0．001 ～O．300％，Zn4 0．004 ，Pb40．0025 。 

专利 DE60110861T2为新 日铁公司开发的可用 

于核电领域的耐热钢专利，其被引频次为 2。该专 

利公开了一种耐热钢的化学成分为：C：0．01 ～ 

0．25 ，Cr：0．5 ～ 8 ，V：0．05 ～ 0．5 ，Si<  

弘 加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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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M n< 1 ，M o< 2．5 ，W < 0．5 ，Nb<  

0．2 ，N < 0．1 ，B< 0．1 ，Ti< 0．1 ，Ta< 

0．2 ，Cu< O．5 ，Ni< 0．5 ，Co< 0．5 o,4，A1< 

O．O5 ，Cad0．01 ，Mg<0．01 ，Nd<0．01 ；并 

且满足 C—O．06×(Mo十0．5W)≥0．01，Mn+0．69 

×log(Mo4-0．5W4-0．01)40．60的要求，晶粒内析 

出物中平均直径为 30 nm以下的析出物的密度为 1 

个／ m。以上。 

3．2 新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同族分析 

表 3为新 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同族数量排 

名。专利同族数量越多，说明该专利布局的国家或 

地区越广，技术与经济价值越高。 

表 3 新 日铁住金核电用钢专利同族数量排名 

专利 CA2572157C为新 日铁住金公开的有关 

Ni基合金管坯及其制造方法的专利，其专利同族数 

量为 13。该 Ni基合金管坯具有如下的化学成分：C 

≤ 0．04 ，Si≤ 0．50 ，Mn：0．01 ～ 6．O 、P≤ 

0．03 ，S≤0．01 ，Cr：15 ～3O ，Ni：大于 45 

且小于或等于 6O ，Mo：O～18 ，W：0～36 ，Cu： 

0．01 ～ 1_5 ，A1≤ 0．10 ，N：0．0005 ～ 

0．20 ，其中Mo( )十0．5W( )：大于 1．5 且小 

于或等于 18 ；1380—5000P一100S一440OC≥ 

1300，Ni+10(Mo4-0．5W)4-IOON~200，(Ni一50) 

4-10(N—O．1)一2(Cr一25)一5(Mo4-0．5W 一 6)4- 

12≥O。由于该 Ni基合金管坯的内表面性状优良， 

因此能用曼内斯曼穿轧机将该 Ni基合金管坯加工 

成无缝管。由于该无缝管具有优良的机械性能，并 

且酸气环境下的耐腐蚀性也优 良，因此，上述 Ni基 

合金管坯可用作油井管和管线管的管坯，还可用作 

原子能发电设备和化工设备中的各种结构构件的 

管坯。 

专利 KR1493574B1为新 日铁住金公开的有关 

核电站用金属管的热处理方法及在该方法中使用的 

间歇式真空热处理炉以及利用该方法处理的核电站 

用金属管的专利，其专利同族数量为 13。在核电站 

用金属管的热处理方法中，在间歇式真空热处理炉 

内的核电站用金属管载置在沿该金属管的长度方向 

排列配置的多根金属梁上而进行热处理时，通过使 

金属管与金属梁隔着厚度为 0．1～1．2 mm的耐热 

布相接触，能够抑制因热处理而在金属管外表面上 

形成擦伤划痕，并且能够减少金属管外表面的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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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 管 的成 分：C 4 0．15 ，Si 4 1．o0 ，Mn 4 

2．0 ，P≤ 0．030 9／6，S 4 0．030 ，Cr：10．0 ～ 

40．O ，Ni：8．O ～ 80．0 ，Ti 4 0．5 9，6，Cu 4 

0．6 ，Al4o．5 ，N4o．20 。 

专利 IN263O15B为新 日铁住金公开的有关低 

合金钢的专利，其专利同族数量为 16。该专利公开 

提供一种低合金钢，通过限定成分组成、并使金相组 

织为贝氏体或马氏体，进而适当选择钢材熔炼时的 

脱氧和添加 Nd的时机来产生适量的 Nd系夹杂物， 

从而在严酷的环境下也能够实现以往的钢中难以达 

到的、同时实现提高高温蠕变强度和长时间蠕变延 

性。由此，该低合金钢可广泛用于发电用锅炉、叶轮 

机、以及原子能发电设备等可在高温高压下长时间 

使用的耐热结构构件用材料。 

专利 ES237248OT3为新 日铁住金公开的有关 

镍合金和制备方法的专利，其专利同族数量为 1o。 

该专利公开了一种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对 IGSCC 

特别优良的镍基合金，是通过指定的 4 或更多的 

低角度晶界速率在晶界得到，该合金是最适合用于 

管道、结构材料和结构构件，如螺栓或类似物。因 

此，根据该发明的镍合金可广泛地用于核电站或化 

工厂的结构构件。 

4 结语 

我国的核电建设从上世纪 8O年代中期开始起 

步，到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 

国家。目前，国内科研机构与钢铁企业已具备研发 

和生产核电用钢的条件，在研发核电用钢新产品时 

应该充分借鉴国外先进钢铁企业的专利技术，促进 

我国核电用钢的研发。 

参考文献： 

[1] 王俊海．我国重点企业电工钢专利现状分析[J]．冶金信 

息导刊，2013，(6)：1O一14． 

EB] 王俊海．高强度钢板专利分析及知识产权策略Eli．冶金 

信息导刊，2011，(6)：21—23． 

信息 

攀钢成功试制热镀锌双相钢新品种 

近日，由研究院、西昌钢钒和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 1000MPa级低碳"-3量热镀锌双相钢试制 

成功 。 

据悉，双相钢具有低屈服强度、高抗拉强度和良好成形性能等特性，广泛应用于汽车结构件和加强件，是 目前用量最大的 

先进高强钢。1000MPa级热镀锌双相钢由于微合金含量高、变形抗力大和镀锌容易漏镀等因素，生产难度极大，能够充分反映 

出汽车板的研发能力和生产水平。 

今年 5月份以来，研究院、西昌钢钒和鞍钢蒂森克虏伯(重庆)汽车钢有限公司科技人员共同合作，成功试制了800MPa级 

热镀锌双相钢。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情况和汽车用户多样化需求，科技人员通过化学成分设计和工艺参数优化，成功试制出 

1000MPa级低碳 当量热镀锌双相钢。 

(来源：四川省金属学会网) 

攀长特获“中国航天优秀供应商"称号 

2016年12月28日，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组织的“航天型号物资供应商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攀长特受邀参加会议，并 

被授 以“中国航天优秀供应商”荣誉称号。 

长期以来，攀长特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该公司研制生产的1O余种宇航材料，广泛应用于“长征” 

系列火箭发动机、“神舟”系列飞船及空间站等项目建设，为我国航天事业的快速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攀长特有关负责人表示，展望未来，该公司将紧紧围绕发展国防军工产品这一核心目标，积极推进军工保障条件建设，提 

升军工产品质量稳定性和交付能力，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以需求为牵引，全力开展好武器装备科研和生产工作，为国防建设作 

出更 大贡献 。 

(来源 ：四川省金属学会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