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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vitation” 一词进入中国较晚，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国
内高校相继设立了造船系，其专业教科书中 “ 空泡现象 ” 一词，
正是 “Cavitation” 的中文译名。尔后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国
内各大学又先后设立了水力机械专业，教科书中 “ 汽蚀 ” 一词，
俄文是 “Кавиталия”，英文是 “Cavitation”，它们均是来源于拉
丁文 “Cavitas”。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尤其改革开放后， 我
国引进水利专家，水力水电专家， 教授、讲学，并进行学术交流， 
出版学术著作，都将 “Cavitation” 译成 “ 空化 ” 了。然而直到今天，
2019 年，仍能看到有的英汉词典，将 “Cavitation” 译成 “ 汽蚀 ”。
其实，这种翻译用现代空化机理知识来分析，是完全错误的。

本文将从翻译上、物理原理上、词意上三个方面来叙述将
“Cavitation” 译成 “ 汽蚀 ” 是错误的。

渣浆泵广泛用于污水处理，运行中易发生各种故障，主要
是轴封泄漏、叶轮磨损、轴承失效等。本文介绍了渣浆泵的结
构组成，分析了渣浆泵常见故障及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出了相应
的处理方法，根据实践经验对渣浆泵维修工艺方法进行了优化
归纳，对规范渣浆泵的安装维护工艺质量，保证渣浆泵长期可
靠运转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意义。

此文给出了离心泵各种零件用双相不锈钢和奥氏体不锈钢牌号的对照表，指出 API 610 第 11 版错误之处以及第
12 版更新之处。简述了四代双相不锈钢发展历程，对最常用双相不锈钢和奥氏体不锈钢的性能进行了比较。分析了
长期仔细研读 API 610 和 ASTM 标准的必要性，为什么在解读 API 610 标准时，有必要针对某些不符合工程实践经
验的条款应加以分析，提出异议，供读者研讨进行了说明。对这两大类钢种涉及的 2018 年版两个 ASTM 标准全文译出，
关键处进行了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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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部分，续篇

2019 年 6 月 3 日 ~5 日，第八届上海国际
泵阀展览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拉开帷幕。由
上海荷瑞会展有限公司主办，是业内高品质的
泵管阀展览会，展会规模扩增至 70,000 平米，
迎来 60,000+ 名专业观众莅临参观，聚集超过
1,200 家展商。展示范围涉及市政、石化、水
处理、市政建设、环保等应用领域，展品涵盖
了泵、阀门、泵阀配套产品、智能供水设备、
执行机构、管道及管接件、电机节能及配套等
各类流体机械。

第八届上海国际泵管阀展览会
展会报道

FLOWTECH CHINA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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