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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园地 Application Story
22 API 610 第 12 版《石油、石化和天然气工业用离心泵》
更新内容介绍

API 610 工作组通常每隔 5 年对标准升版一次，在必要的情况下
允许延迟 2 年，每次更新的内容均以符合当前的技术和市场实践为
目标。本文重点介绍第 12 版中更新的一些主要内容。

26 316 型奥氏体不锈钢不能胜任海水泵的使用环境
API 610 第 12 版征求意见稿首次增加了双相不锈
钢与超级双相不锈钢作为海水泵选材指南，体现了与

本刊协作单位 Cooperation Companies

时俱进，但理论与实践均证明，316 型奥氏体不锈钢
并不适合长久在海水环境使用，而双相不锈钢、超级

沈阳格瑞德泵业有限公司

双相不锈钢在机械性能、耐蚀性能等方面都远优于 316

代斯米（DESMI）泵业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型奥氏体不锈钢。本文从材料特性、耐蚀性试验研究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工程应用实例等角度进行分析说明。

耐驰（NETZSCH）（兰州）泵业有限公司
普罗名特贸易（大连）有限公司（ProMinent）
黄山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兰州海兰德泵业有限公司

30 进口特大型 316L 盐水蒸发循环泵严重点蚀事故的深刻教训

杭州碱泵有限公司
ITT 德国莱茵泵公司（原费亚泰克泵）
莱斯特瑞兹机械（太仓）有限公司（LEISTRITZ）
上海源冠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对湖南天一公司关于 API 610 第 12 版海水、盐水类泵的选材
指南，将 316 不锈钢与双相不锈钢并列是否合适提出的异议，本
文赞同。赞同 API 610 标准 A-8（316SS）类材料的泵轴用机械強
度差的 316L 不锈钢的规定与工程实践经验不符的观点。简介近期
发生的一起纯钛制大型盐水蒸发循环泵点腐蚀事故的有关资料，
用户拟将原用 TA2 换成 TA10，效果如何？有无更佳材料，请有识

®

泵工程师 是国家级出版物注册商标，由上海集讯广
告传播有限公司所有，该出版物内的文字及图片，
非经同意，不得转载或复制，违者必究。
泵工程师®is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national publication, owned by Shanghai
JIXUN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inting not allowed.

之士提出真知灼见，以解用户的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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