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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研讨新增两篇文章，“ 离心泵设计过程中需要厘清的几个关键问题 ”、“ 关于泵的

NPSH”。

欢迎电力、化工、石化等行业的工程公司、泵制造厂的读者结合实际工程情况或经验踊跃参加研讨，

以短评或文章的方式发送至《泵工程师》编辑部：pem@jixunmedia.com。（入选文章均参与杂志有

奖征文评选活动）

本文列举了 40 多年前至今，我国化

工石化行业成套引进或出口的项目中，

由国外制造的 API 610-BB1 型泵普遍采

用，文中汇集了引进 BB1 型泵的核心图

纸和技术数据。介绍了长距离管道输油

的技术难点。

本文介绍了为了改善消防泵性能，满足工程需

要，建立基于试验设计理论和响应面近似的离心式

消防泵的优化设计方法。

12 专家访谈  Dialogue

专题研讨  Discussion

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22 关于离心泵吸入比转速和四种 NPSHr 取值的专题研讨 

34 应避免我国化工石化行业对 API 610-BB1 型泵的偏见

42 离心式消防泵叶轮的多目标响应曲面法优化设计

沈阳格瑞德泵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集设计开发、生产制造、销售服务为

一体，生产的产品主要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钢铁等领域。自成立以来，格瑞德

一直在探索和实践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形势下的民营企业发展的路线。

本期《泵工程师》有幸对格瑞德技术副总史长海先生进行了采访，为读者对格瑞

德在石油化工领域应用的经验进行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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