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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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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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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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相不锈钢在机械性能、耐蚀性能等方面都远优于 316
型奥氏体不锈钢。本文从材料特性、耐蚀性试验研究
以及工程应用实例等角度进行分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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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士提出真知灼见，以解用户的燃眉之急。

14 专家访谈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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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316 型奥氏体不锈钢不能胜任海水泵的使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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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中国化学工
程集团公司，源于 1963 年成立的原化工部第三设计
院。东华科技专业从事化工、石油化工、医药、市政、
建筑、环保等多领域工程建设的工艺硏发咨询、设计、
采购、施工管理、开车指导、工程监理、工程总承包、
PMC 管理、运营等全过程服务，具有对外承包工程
资格和进出口经营权。

本期《泵工程师》编辑部有幸对东华科技设备室
教授级高工宋丹先生进行了采访，为读者分享了在化
工领域泵选型的经验。

访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设备室教授级高工宋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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