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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河水饮用
与饮用水接触的所有材料都必须获得饮
用水监督委员会（DWI）批准。泰晤士河
口水处理厂的主梁材料最初指定为有环
氧树脂涂层的碳钢。但后续运行和维护
导致使环氧树脂涂层损坏的风险很高，
从而有可能导致锈蚀,继而使价值700万
英镑（1100万美元）的脱盐膜损坏。
采用双相不锈钢进行脱盐

r 建成后的层状钢结构 r 淡化厂
w 层状澄清过滤器

案例研究03

泰晤士河口水处理厂
伦敦被英国环境署分类为“严重缺水”城市。伦敦的人均降雨量低于罗马、伊斯坦布
尔、达拉斯或悉尼，未来的水资源压力仍将继续增大。预计到2021年，伦敦常住人口预
计将增加70万人，气候变化将使夏季更有可能持续更长、天气更热。

种获得了DWI批准，几乎无需维护，而且
无需涂层在微咸水中仍经久耐用。2205合
金的强度显著高于304L和316L等标准不
锈钢――接近碳钢梁的强度水平。不锈
钢较高的材料成本在至少60年的工厂设
计使用寿命内，会为较低的维护要求、较
高的工厂利用率所抵消,而且还提供了更
高的水质保证。不锈钢将始终保值并在
工厂最终被取代时回收利用。

为了解决缺水问题，英国第一家水脱盐厂――泰晤士河口水处理厂――于2010年开业。
工厂可以处理泰晤士河的微咸水，每天最多可生产1.5亿升饮用水――足以满足100万人
的需求。在工厂里，含盐河水流经薄层澄清池以清除固体颗粒。这些澄清池为大型露天
槽罐，罐中有一个粗滤器，由78根2205型（UNS S32205）含镍双相不锈钢工字梁组成的

本文改编自SCI代表不锈钢小组编制的一
系列结构不锈钢案例研究，可从
www.nickelinstitute.org下载。

格架支撑。
通过反渗透工艺让水在高压下流经极细的薄膜，从而清除水中的盐分。处理水通过再次矿化具备与本地其他饮用水源相似的性质，
然后进行消毒。
薄层澄清池分为三个隔舱，每个隔舱一分为二。每一半由13根跨度为17.5米的不锈钢梁支撑，并以约3米的间隔设置钢撑。在满负荷工
作状态下，钢梁格架承载2.5千牛／平方米的载荷。不锈钢工字梁最常见的截面尺寸为512毫米×132毫米。支撑主梁的所有钢结构也由
2205型双相不锈钢制成，以避免发生双金属腐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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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指定使用2205型双相不锈钢。该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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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
2008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倾斜：全球城市人口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农村人
口，而且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趋势（请参见下图）仍然非常显著。目前，有35亿人
在城市居住，而且还有很多的人居住在农村但工作在城市。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
年，城市居民人数将达到49亿人――相当于预计全球人口的60％。

人员和顾问并不声明或保证其适合任何一般或特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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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加德纳高速公路：碳钢钢筋腐蚀导致混
凝土开裂和脱落

安全通途：
镍保障基础设施投资

交通堵塞降低了城市的宜居程度。而当桥梁、跨线桥或高架路的一个或多个车道关闭进行数个月的修理时，就会加剧交通混乱。因
此，指定含镍不锈钢用于关键基础设施是成本效益最高的选择，可以同时给市民和环境带来额外的好处。
不锈钢钢筋与碳钢钢筋的比较

年以上历史。新项目将建成双向四车道公路，旁边有路肩，车道中

在严苛的环境中，使用“便宜的”碳钢钢筋可达到25年或以下的

间用混凝土中央分隔带进行分割。为了加快建设进度，采用了

初始使用寿命，之后会不断进行代价高昂的修理和翻新。如果选

1,142块预制混凝土路面。新桥将采用约2,200吨含镍量约为1％的

择含镍不锈钢钢筋，可以预期使用寿命至少达到75年而且通常超

合金32（S24100）不锈钢。

过100年。

高架路

在北美洲，30年前首次在公路桥建设中使用不锈钢钢筋，而后使
用量稳步增加。温尼伯、新泽西州和多伦多的三个实例如下：

在加拿大多伦多，加德纳高速公路是通往市中心区的主要公路，
每天单向车流量约为15万辆。由于一开始材料使用不当，这条六
车道公路多年来功能不断退化，为此采取了多项临时措施来制止

桥梁和跨线桥
为了提高安全性，利用除冰盐保证路面不结冰，尤其是在往往更
快结冰的跨线桥上。加拿大马尼托巴省温尼伯市对碳钢钢筋腐蚀
造成的灾难记忆犹新，因此该市的大型道路工程中广泛使用了不
锈钢。温尼伯西南的一条干道凯纳斯顿跨线桥采用双向四车道

碳钢钢筋腐蚀引起的混凝土结构开裂这种危险现象。已有重达5
公斤的混凝土块掉在下方的繁忙街道上。
因此，市政工程师认识到自己需要一种长期解决方案，其中涉及
不锈钢钢筋。指定采用的两种合金是含镍量为5.5％的2205型
（S32205）和含镍量为10.5％的316LN型（S31653）。高速公路翻修

结构，有两个跨，公共工程署在此指定在路面、隔墙、引桥板和拱

工程预计需要在路面、隔墙、支撑结构和桥墩中使用1700吨含镍

座中使用不锈钢钢筋。Salit Steel公司为这个跨线桥项目供应了近

不锈钢。

200吨含镍量约为4％的2304型（UNS S32304）不锈钢。

要想在严苛的环境中新建基础设施或翻新现有基础设施，一条

普拉斯基高架公路的长度超过5.6公里，横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

明显的经验是：指定使用含镍不锈钢会让驾驶员、纳税人和环境

克与泽西城之间的哈肯萨克河及普拉斯基河。原来的大桥已有80

三方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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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普拉斯基高架公路：该项目将使用约2,200吨不锈钢钢筋

腐蚀的后果
修理往往是因混凝土发生开裂引起的，而混凝土开裂又是由碳钢钢筋（无论有无环
氧树脂涂层）腐蚀造成的。无论是用于保证冬季路面不结冰的盐分还是来自海洋大
气环境的盐分都会穿透混凝土并引起腐蚀。腐蚀产物（锈斑）的体积大于钢材，从
而导致混凝土开裂，又使更多的含盐水更快、更深地渗透到混凝土结构中。
为了避免结构最终发生灾难性破坏，必须进行代价高昂的集中翻新，但这个过程对
城市生活造成的破坏很大。
往往只有很少的替代路线，而且这些替代路线在高峰时段也会发生堵塞。这除了令
驾驶员心情沮丧外,还会造成运输延迟、工作效率下降、发动机空转浪费燃油、空气
污染加剧、车辆绕行导致非商业街道车流量增加等。还需要更多的混凝土、更多的

照片：SALIT STEEL

钢筋和更多的容纳基础设施翻新所产生的瓦砾的填埋场。

s 温尼伯凯纳斯顿跨线桥：
公共工程署经常指定使用不锈钢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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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空间内转 化 城 市垃 圾
在城市环境中，小型厌氧消化池为餐厨和园林垃圾的循环利用提
供了一种新式解决方案，还附带有产生能源和肥料的额外好处。
大多数人都很熟悉堆肥过程，堆料中的好氧菌产生热量，将粪
肥、污水、餐厨和园林垃圾等有机物转化成堆肥和二氧化碳形式
的肥料。但要想更进一步产生可利用的沼气，就需要有足够强度
和耐腐蚀性的含镍不锈钢了。
METHANOGEN英国有限公司

如果将有机物放入没有空气的槽罐中（而不是放在与空气接触的
园林肥堆中），厌氧菌会产生肥料（术语是“消化残渣”）和可燃
的沼气――二氧化碳和甲烷的混合物，同时产生少量的硫化氢等
其他气体。输送、混合、加热物质所需的罐槽等所有设备称作厌氧
消化池，这个过程称作厌氧消化（AD）。厌氧消化在很多地方自
然进行，包括池塘底部和牛的胃部――正因为如此，牛会打嗝喷出
甲烷。

我的消 化池设 计方案同时采用
玻 璃 纤 维 和 不锈 钢。我 广 泛使
用这两种材料来建造耐用、长寿
的系统
土地和能源生产率

r小 型现场厌氧消化池可用于循环利用餐厨垃圾和非木质园林
垃圾
城市应用
伦敦市中心国王十字车站附近的甘利街自然公园有一个革命性的
项目，即建造一座2立方米的“Biogastronome”小型消化池。用载
货自行车收集本地咖啡馆、酒店和食品制造商产生的餐厨垃圾送
入消化池中。沼气通过小型沼气锅炉用于加热并通过沼气茶壶泡
茶。计划对天然气热电联产（CHP）设备进行改造，以便利用沼气
并为建筑物供暖。

现代“线性”粮食生产方法依赖于化石燃料能量，因此最终不可

所产生的肥料在该处很多地方被使用，包括用于高位苗床中种植

持续。粮食利用化石肥料种植，然后进行加工、运输；如果未被使

的蔬菜、园林中的灌木丛，甚至一个“流动果园”――一条栽满果

用，则最终进行填埋。在这个过程中，肥料（营养物）从农村地区

树和无核水果灌木、停泊在公园四周水渠中的驳船。

流向城市和填埋场。要想实现可持续性更高的“循环”经济，挑战

为什么选择含镍不锈钢？

在于怎样使营养物有效地回到土地中，以便种植更多的粮食，从

Methanogen英国有限公司的James Murcott设计农场、污水和屠宰

而中断或至少尽可能减少从开采到填埋的过程。厌氧消化能使营

场消化池已有40多年，负责“Biogastronomy”系列消化池的设计。

养物有效返回土地、减少化石肥料的使用并产生可再生沼气用于
加热、发电和车辆驱动，从而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
出于多个原因（包括空间约束），可能无法在很多城市中建造大型
厌氧消化池。但小规模现场厌氧消化装置可用于循环利用家庭、
社区、学校、酒店、医院、餐馆、食品制造商和很多其他商家产生

他的设计宗旨是长寿命、低运行维护成本。
“我的消化池设计方案同时采用玻璃纤维（GRP）和不锈钢。我广
泛使用这两种材料来建造耐用、长寿的系统。我们甚至设法迁移
并重新利用已运行20年以上的消化池设备――这两种材料都能
非常好地全天候经受恶劣的户外工作环境，”他说道。含镍不锈钢
在Biogastronome消化池中多处使用，其中很大一部分是316型

的餐厨垃圾和非木质园林垃圾。消化残渣可用于市民菜园、公

（UNS S31600）：包括手动输送手柄、螺旋式输送端头、热交换器

园、屋顶花园、
“居住墙”、办公室植物、水耕栽培和养耕共生等

和12伏加热器。不锈钢螺栓（一般采用A2-70，专指抗拉强度为700

领域――用于城市绿化和本地食物生产，而且避免了用卡车从城

兆帕的304型（S30400）螺栓）专门用于连接保温玻璃纤维罐的两

市到农村运送有机物的财务和环境成本。

半、安装电动机／齿轮箱组件并固定观察窗和微型开关等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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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Biogastronome消化池的手动输送手柄、螺旋式输送端头，
热交换器，12伏加热器和螺栓中使用了含镍不锈钢
James补充道，他“禁止在车间内使用非不锈钢螺栓，因为在这里
其它材料不值一用。”他还在设计小型沼气锅炉时使用含镍不锈
钢，因为沼气可能含有硫化氢，它会很快破坏更低合金化的材
料。
甘利街系统是一款非常成功的小型锤式粉碎机的试验台。这款
粉碎机是由位于英国威尔特郡的Alvan Blanch集团设计的，其中
锤式粉碎机机身和料斗采用了304L型（S30403）不锈钢。该粉碎
机可以将餐厨垃圾粉碎为12毫米，从而尽可能扩大细菌作用的表
面积而且便于消化池正常自动进料。
锅炉和消化池
Methanogen英国公司的Angela

Bywater一直在已使用4年的小型

消化池系统上试验新的自动化小型锅炉系统。她发现，由316型
不锈钢制成的锅炉非常有效。
“我一般用沼气做饭，但现在能通
过小型锅炉使用过剩气体了，从而使热水通过热虹吸作用进入
储罐中以提高暖房的温度，这样我就能种植冬季作物了，比如莴
苣。”

©iStock.com/ Jani Bryson

她认为这类本地或现场厌氧消化系统适用范围很广，
“我们所做
的是采用印度、中国、尼泊尔、非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数千万个现
有简单消化池的概念，针对较寒冷的气候和我们这里严格的监
管制度进行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含镍不锈钢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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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ATI ALLEGHENY LUDLUM提供

照片：GKD

建设可持
续城市

目前，全世界人口已有一半以上居住在城

•	尽可能减少热岛效应，从而降低城市的

市，因此可持续或生态城市的概念日益流

空气调节要求（一般比周围区域最多热

行。但可持续性是一个复杂的主题，因此

6℃），例如采用绿色或高阳光反射率屋

r顶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遮阳板

将这个概念运用到大到城市发展这样的

顶、自然通风和冷却、遮阳和绿地；

r左 上：匹兹堡会议中心及其不锈钢屋
顶节省的能源远超预期

对象极富挑战性。为此，可持续城市应当
包含哪些内容仍没有得到一致界定。
这种模糊性衍生了多种应用方式，但它们
都致力于尽可能减小环境影响――能源、
水、粮食、废弃物和污染。

•	减 少车辆排放：将高效公共交通、适合
骑自行车和步行的城市与优化的商业、
工业和居住区结合起来；
•	通 过废水再利用尽可能减少饮用水使

小生态影响并避免加剧气候变化。通过规
划，增强城市环境的规模效益后，可以实

•	通 过选择能在项目设计寿命内持续使
用的材料减少废弃物；以及
•	增加绿地并进行妥善设计，以便改善空

现比农村或郊区更高的环境可持续性。

气质量、降低环境温度并提高亲水程

可运用各种概念来创建更持续的城市，例

度。

锈 钢屋顶不仅符 合太阳能 反 射指数
（SRI）的要求，从而减少热增量，同时只
需很少维护就能在很长时间内维持这些
数值。
美国匹兹堡会议中心是同类当中的第一个
LEED认证项目，竣工时获得黄金评级。它

如：

304型（UNS

• 在城市和郊区内纳入农业用地；

316L型（S31603）等含镍不锈钢可应用于

•	鼓 励零能源建筑和可再生能源，例如

部材料的选择会同时影响建筑物能源需
求和项目对城市热岛效应的增强程度。不

用量；

总体目标是城区至少能部分自给自足，从
而尽可能减小对周围农村的依赖，同时减

r上 方：奥克兰布瑞托马特火车站大量
采用316型不锈钢以提高耐用性

S30400）、316型（S31600）和

可持续城市设计的很多方面。

的大斜坡304型不锈钢屋顶的SRI值不曾下
降。该建筑物节省的能源远超预期，经过
10年评估后升级为白金评级。不锈钢也是

风力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和垃圾发电

建筑物建造和运行占原料、能源和水资源

支撑植被屋顶的理想材料，因为它在土壤

技术；

使用量和废弃物生成量的很大一部分。外

环境具有优良的耐腐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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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C. Houska

照片：C. Ronstan Tensile Architecture

照片：C. Houska

照片：Cambridge
照片：C. Houska

r顶部：304型不锈钢制成的建筑装饰网
保护并美化了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停车
场r Above: Hudson River Park
不锈钢遮阳板可以显著降低能源需求，即
使在较冷的气候中也是如此。不锈钢遮阳
板只需很少维护就能为建筑物外墙遮挡阳
光并降低能源需求，因此提供了长期解决
方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
特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遮阳板材料选
择了316型不锈钢。

r顶 部：帝国大厦是不锈钢延长使用寿
命的一个实例
r顶 部：纽约市空中花园。在长椅、栏
杆及其他要素中采用了耐用的316L型
不锈钢与木材结合
r上方：316型不锈钢用于制作布里斯班
南岸公园花藤步行道的活动遮阳板

可持续城市中往往不怎么显眼的一个方面
是水的回收和再利用。为此，往往需要收
集灰水和雨水用于冲洗厕所、景观美化甚

2.2平方公里、有运动设施、自行车道、步行
道的自然景观公园，废弃的码头被改造为
绿地。11公里以上的316L型不锈钢轨道提

不锈钢火车和公交车一直都是可靠、耐用

供了安全、耐用的屏障。空中花园由废弃的

的公共交通工具的主力军，但火车站和汽

高架铁路轨道改造为充满植被的2.3公里

车站也必须经久耐用，例如新西兰奥克兰

带状公园，同样在长椅、栏杆及其他要素

的布瑞托马特火车站。适合骑自行车的城

中采用了耐用的316L型不锈钢与木材结

市不仅需要安全的车道，也需要经久耐用

合。

的自行车搁架以实现安保。

r上方：九一一国家纪念博物馆采用316
型不锈钢遮阳板面层

至冷却。也利用建筑物内的水净化系统尽
可能减少水耗。不锈钢是这些系统的主要
建筑材料。
无论是已经接受时间考验的老建筑物（例
如帝国大厦，1931年竣工，最近因卓越性
能而获得LEED黄金评级），还是标志性的
新建筑物（例如纽约的九一一国家纪念博
物馆，采用不锈钢316型遮阳板面层），都

绿地内的遮蔽系统形成更加舒适的户外区

有很多实例可以说明如何选择耐用的含镍

绿地

域，例如拉斯维加斯城市中心项目的遮阳

不锈钢来避免更换从而极大地减小了资源

纽约市有两个创意绿地的实例。哈德逊河

板和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南岸公园花藤步

需求，而且对城市的可持续性做出了显著

公园中，不断退化的滨水区被改造为占地

行道。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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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城市轨道交通的现代化
城市的通行能力至关重要。提高城市通行能力对市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有巨大的影响。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足够的最大
通行能力和清洁、安全、友好的基础设施。其中，含镍不锈钢的使用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同时又经久耐用、节省成本。
从两个城市的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多伦多是怎样实现高效通勤的，以及标志性的伦敦帕丁顿车站为了迎接下一个世纪更高的运
营需求是怎样进行翻新的。

央街线路重获新生
以合理成本提高容量、安全性和适用性
与伦敦地铁（第一条线1863年开通）相比，多伦多是后来者（1954
年开通），但多伦多地铁系统面临的需求是相同的：乘客人次不
断增加，而且市民深知他们的生活质量受公共交通质量直接影
响。
从2014年10月起，央街－大学线路全部换装新列车，从而不仅容
量 增 加 8％，而且 出行体 验 远 胜旧列车。新列车采用2 01 L N
（UNS S20153）不锈钢车壳而不是以前的铝车壳。
为什么选择不锈钢？
r 多伦多交通委员会的一个新列车组，其中生动地展示了含镍不锈钢
车壳

交通系统考虑装备新车辆时，制造商提供多种车壳材料选择，包
括不锈钢。在多伦多的案例中，认真考虑了技术（结构完整性和
重量）和商业（成本）因素。
如果从技术方面考虑，那么不锈钢是首选。在极端事件中，强度
和“溃缩对断裂”的优势对于乘客和乘务员的生存至关重要。为
了抵消铝的重量优势（及相关的运营成本效益），与安大略省雷
湾庞巴迪运输公司签署的合同要求通过供应链（不仅是车壳）进
行极为严格的重量控制，以保证不锈钢列车组的总重与铝壳列
车相似。

照片：WIKIMEDIA COMMONS

通过严格的生产规范抵消了选择不锈钢引起的成本差异，包括
精益制造技术，以及选择不降低预期强度和耐腐蚀性的低碳合
金。另外，据产品工程师、首席轨道车辆工程师Ka m Kwok介
绍，
“根据寿命周期成本分析，不锈钢及其2B轧制光洁度表面显
著降低了维护成本。而这项分析是我们采购分析的一个重要部
分。”
r 整个列车所有车厢都采用开放式内部。在需要保证强度和耐用性、清
洁的地方采用了不锈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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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丁顿车站焕然一新
不锈钢为城市地标增光添彩
2013年，伦敦帕丁顿车站的人流量达到3400万人次。对于1838年初
次建成的火车站而言，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同时也是挑
战。它虽交通繁忙但面积有限，而且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一个阴
暗、肮脏、承受重压的基础设施。但通过广泛使用合适的304型
（UNS S30400）不锈钢及合适的含镍不锈钢表面类型，这种印象
已经改观。
Crossrail建设促成翻新
新Crossrail线路方案最终确定时，这个需求变得十分紧迫。2018年
竣工时，Crossrail将新增30个与伦敦地铁系统结合的车站，其中帕
丁顿车站是主要车站之一。Crossrail预计载客量为每年2亿人次，
促成了多个现有车站的大规模改造。这次改造是从帕丁顿车站开
始的。
帕丁顿车站的重新设计和翻新面临着所有常见的难题：建成后的
车站必须能在几十年内承载每年数百万人次的客流量而不发生显
著功能下降，也不需要除清洁外的维护。其中需要考虑表面形成
划痕或被故意破坏的情况。
喷丸强化
喷丸强化并非新事物。但喷丸材料和使用方式不断发展，从而实
现预期的性能和／或美学特性。这些方面都完美地运用于帕丁顿
车站。
除耐用性和抗破坏性的普通目标外，一个重要目标是减少眩光。
在这个案例中，必须对不锈钢很容易形成的明亮、闪光的反射表
面进行亚光处理，因为这种表面虽然坚固且容易清洗，但其反光
会使列车司机目眩，从而影响行驶速度和操作决定。
Wheelabrator Impact Finishers公司（负责帕丁顿车站翻新工程不
锈钢表面处理的公司）业务开发经理Chris Pallot说道，
“通过喷丸
加工强化的表面极为耐用而且更不容易形成划痕――这是帕丁
顿车站的繁忙通道和人流量较大区域的一个重要属性。我们还能
在中低范围内对表面反射率进行精细调节――从而在车站照明与
防止司机眩光之间达到平衡。”
喷丸强化中采用的陶瓷珠防止表面被铁杂质污染，以免形成难看
的锈迹。
翻新后的帕丁顿车站
帕丁顿车站内广泛使用304型含镍不锈钢并未减轻交通压力，但
确实让行人和列车尽可能顺畅、安全、经济地经过这个地标建筑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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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不锈钢用于墙面包覆、踢脚板、栏杆和车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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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的未来增值
不锈钢储罐用于运输和储藏

日本致力于保持原料和中间体增值方面的竞争力。化学品进口量不断增加，安全运
输和储藏化学品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含镍不锈钢制成的各种尺寸的罐
箱为越来越多的日本化学品公司提供了解决方案。
过渡阶段的化学工业

（I B C）槽罐 也 被 用于 运输低 危 险 货

很多国家的不断攀升的人工和生产成

物。行业协会（@tco）估计全世界目前

本使 得 生 产 基 本 通 用 化 学 品 无 利 可

使用的各种尺寸的槽罐数目介于376,000

图。出于这些原因，随着基本通用化学

和416,000之间。

品的生产向低成本国家的转移，日本化
学工业进入了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和一个
新的时代。另一方面，从亚洲和中东地
区的通用化学品生产商进口不断增加，

照片：日本NRS株式会社

以保证日本高增值化学品的生产。

出入不便
虽然在日本用ISO储罐运输化学品日益
普遍，但路线规划非常重要，因为并非
所有客户的生 产场所 都能接收 IS O 储

这些容器非常适合日本市场的特殊需
求。
“在日本生产化学品成本很高，因此
国内化学品制造商将通用化学品的生产
转移到亚洲其他地区以降低成本，”日
本危险品容器协会董事兼总经理Ta iji

罐。日本境内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化学品
的工厂的所在地往往被狭窄的街道、道
路急弯及其他因素 制约，出入 不太方
便，从而限制了化学品运输车 辆的尺
寸。

安全运输化学品

Tano解释道。该协会负责日本罐箱市场

不锈钢制成的各种尺寸的罐箱有利于化

和行业的发展，代 表 业界就 危险品运

“很多收货场所太小，以至于ISO罐车

学品的安全运输。除全世界通用的所谓

输、储藏法规及其他事务与政府进行协

无法进入，或者客户的储罐不够大，以

I S O 槽 罐 外，较 小 的 中 型 散 装 容 器

商。

至于无法接收ISO储罐，”经常向日本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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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从1990年收购英国Interflow有限公司时起，NRS一直是日本领先的ISO储罐租赁公
司。Interflow公司向全世界化学品公司租赁ISO储罐，目前在全球有5,300个ISO储
罐。

不锈钢用于危险液体运输

户出口化学品的一家美国大公司在东京

罐箱是指被通常由聚氨酯或铝保温

的一位物流经理解释道。
“在一些地方，道路不够宽，以至于ISO

ISO储罐已证明是一
种新的化学品储藏
解决方案

储罐无法经过。同时，为了安全运输，我

被运输物料的质量下降。另外，有些道
路可能无法承受ISO储罐的重量，或者
对ISO储罐的高度有限制。”出于这些

箱在工厂内的空地上储藏化学品是一个

运输危险液体（例如化学品）的罐箱

型（S30403）和316L型（S31603）含镍

普遍的现实选择。这些公司可能以前一

不锈钢。针对特殊化学品终端用户，

直接收小型容器（例如200升金属桶）装

少数ISO罐箱由双相或高合金不锈钢

运的化学品，但最近开始以散货形式进

制成。其他ISO罐箱有内衬。

原因，一些公司使用较小的轻便槽罐。

口所需化学品。

储藏解决方案

“未来几年内，随着化学品进口量的增

同时，ISO储罐为越来越多的公司提供

长，储藏需求将不断增长，但没有规划

了一种新的化学品储藏解决方案。

新的库容，因此将使用更多ISO储罐来

在日本很多地方，租用的化学品码头库

层或保护层包裹的不锈钢容器。用于

最常用的两个等级的不锈钢为304L

们必须充满ISO储罐以减少与空气的接
触：部分装货不太安全，或者有可能使

符合ISO（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的

储藏化学品，”Taiji Tano说道。

食品和饮料相关液体（例如啤酒）常
用的不锈钢等级为304L型，而316L型
也用于食品相关液体，例如食用油。
用于制作罐箱的不锈钢板厚度各不
相同，但用于运输危险液体（例如化

容十分有限，因为缺乏适合建造新槽罐

无论是运输还是储藏，含镍不锈钢都将

储藏设施的土地。对于没有足够空间自

帮助日本化学工业长盛不衰，因为它向

学品）的典型罐箱是由4.0-4.5毫米厚

行建造永久性储罐或被拒发规划许可

全世界供应现代社会使用的复杂增值

不锈钢板制成的，而最大厚度为15.0

证的公司而言，租用ISO储罐或较小罐

化学品。

毫米的不锈钢板用于制作储气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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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属于英裔美国人阿斯托家族的克里

这条滑梯采用含镍304型（UNS S30400）

维登庄园位于伦敦以西约40公里，泰晤

不锈钢制作，以便抵御风雨侵蚀并始终

士河畔的高地上，周围是树木茂密的郊

保持干净、闪亮的外观。这条“波浪形”

野。这座富丽堂皇的庄园有着丰富多彩

滑梯高7.5米、长22米、重约3900千克。

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00年代。如

它的宽度足以让4人同时滑下。英国Steel

今，庄园和这片土地已成为一个著名的

Line公司对2毫米厚不锈钢板进行了精

景点――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游

心切割、成型和焊接，以便尽可能减少接

览。庄园现在属于全国托管协会，1985年

缝、消除毛边和尖角，同时保持平滑、无

改建为豪华酒店。

锈的外观。

为了给贯穿庄园南面的大露台的恢复工

照片：©SALLY ANN NORMAN

克里维登
滑梯
r
这条滑梯采用含镍304型（UNS S30400）
不锈钢制作，以便抵御风雨侵蚀并始
终保持干净、闪亮的外观

登庄园的这条美观的滑梯所 证明的那

由于露台的恢复工程，这条滑梯已被拆

样。在海边和使用除冰盐的城区，则需

除。易地重装对它来说不会伤筋动骨。

要使用耐腐蚀性更高的合金，例如316型

客和不服老的游客沿着这条滑梯从庄园

在大多数环境中，304型不锈钢都是游

（UNS S31600）或2205型（UNS S32205）

背面的露台滑到巨大的草坪和花园中。

乐和户外设施的优良材料，正如克里维

含镍不锈钢。

程筹集资金，2013年安装了一条临时收费
滑梯。从2013年8月至2014年11月，年轻游

UNS 详情 本期《镍杂志》提到的合金和不锈钢的化学成分（重量百分比）
UNS No.

C

Co

Cr

Cu

Fe

Mn

Mo

N

Nb

Ni

P

S

Si

S20153
p. 10

0.03
max.

-

16.018.0

-

bal.

6.47.5

-

0.100.25

-

4.05.0

0.045
max.

0.015
max.

0.75
max.

S24100
p. 4

0.15
max.

-

16.5018.50

-

bal.

11.0014.00

-

0.200.45

-

0.502.50

0.060
max.

0.030
max.

1.00
max.

S30400
p. 6, 8, 9, 11, 14

0.08
max.

-

18.0020.00

-

bal.

2.00
max.

-

-

-

8.0010.5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S30403
p. 2, 7, 13

0.03
max.

-

18.0020.00

-

bal.

2.00
max.

-

-

-

8.0012.0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S31600
p. 6, 7, 8, 9, 14, 16

0.08
max.

-

16.0018.00

-

bal.

2.00
max.

2.003.00

-

-

10.0014.0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S31603
p. 2, 6, 8, 9, 13

0.030
max

-

16.0018.00

-

bal.

2.00
max.

2.003.00

-

-

10.0014.0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S31653
p. 4

0.030
max.

-

16.0018.00

-

bal.

2.00
max.

2.003.00

0.100.16

-

10.0014.00

0.045
max.

0.030
max.

1.00
max.

S32205
p. 2, 4, 14, 16

0.030
max.

-

22.023.0

-

bal.

2.00
max.

3.003.50

0.140.20

-

4.506.50

0.030
max.

0.020
max.

1.00
max.

S32304
p. 4

0.030
max.

-

21.524.5

0.050.60

bal.

2.50
max.

0.050.60

0.050.20

-

3.05.5

0.040
max.

0.040
max.

1.00
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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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锌电池保持交通畅通无阻
信号控制十字路口的可靠运行是城市基础设施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某个十字路口的电源发生故障时
（往往因天气恶劣或交通事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

©iStock.com/ olaser

照片：BLUE EARTH能源动力解决方案公司

安全通道

堵塞以及因消防、警察和卫生紧急事件响应延误或
受阻而产生的安全问题。
虽然一些城市交通机构和部门没有任何不间断电源
（UPS）或电池备用系统（BBS），但经常依赖铅酸系 r 镍锌电池面板形状扁平（去掉一半外层以显示各单元）且以铰链方式
连接，以便通过伸缩弯曲利用现有设备支架的可变空间几何形状
统来保证十字路口供电以保证每天24小时、每周7天
运行。但在所有十字路口安装UPS/BBS的成本对很

题。UPStealth能以各种配置安装。智能电池可沿边角弯曲，安

多城市而言过于高昂。

装在传统电池备用系统无法容纳的空间中，而且不再需要附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威尔森维尔的Blue Earth能源动力解决方

加安全柜。

案公司（简称“Blue Earth EPS”）开发的一种新解决方案有两

与被UPStealth取代的铅酸电池相比，其成本更低、所需维护

方面的优点，不仅有极高的安装和维护灵活性，而且无需使

更少（“即插即用”）而且镍锌电池的使用寿命更长。

用操作、维护和废弃处置比较麻烦的铅酸电池。

Flickr @ Glen Wallace

Blue

Earth

仅美国的潜在市场容量估计就已达到约4.53亿美元，其中不

EPS的智能化UltraPower-Stealth电池备用系统

包括铁路交叉口、学校警告信号灯及其他智能交通应用。在

（U PSt e a lt h™）采用Powe r G e n i x的高性能、高能效镍锌

全球层面，镍锌电池保持交通畅通无阻的潜力似乎是无限

（ N i - Z n ）电 池 ，从 而 解 决了十 字 路 口 市 电 故 障 的 问

的。

走向远方

凭借泡沫镍，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车有可能走得更远
锂氧（Li-air）电池技术的理论容量最多可以达到目前锂电池能量密度的16倍，这意味着
汽车等应用中可获得更轻盈但更强大的电池。但迄今为止，技术障碍阻碍了商业化 。为
了解决这个问题，新加坡和中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泡沫镍，一种既有刚性又轻盈的多孔

《镍杂志》网络版
www.nickelinstitute.org

三维结构的廉价物质。
锂氧电池通过多孔碳基电极内捕捉的大气氧发电。但碳电极内不溶性过氧化锂副产物
的积聚会使电池在几个充电循环后停止运行。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材料研究与工程所的Liu Zhaolin与中国复旦大学的同事合作研制了
一种碳纳米管电极。通过泡沫镍制成的支架，这种电极能缓解锂氧电池中的上述充电
问题。
研究者通过化学气相沉积可在泡沫镍上覆盖掺杂了少量氮气的多层碳纳米管。这些纳
米管呈松散堆积状态，在整个泡沫中形成了相互连接的大通道网络。据Liu称，这些通道

您可以免费订阅《镍杂志》，新一期在线
发布时您就能收到印刷本或电子邮件通
知（www.nickelinstitute.org/NickelMagazine/
Subscription）。
登录www.nickelinstitute.org/NickelMagazine/
MagazineHome 在线阅读多语言版
《镍杂志》
可以从我们的在线档案库中搜索从
2002年7月开始的往期《镍杂志》。
www.nickelinstitute.org/en/NickelMagazine/
MagazineHome/AllArchives
手机下载《镍杂志》应用到您的Apple®
Android™设备上。

便于氧气扩散，而且形成了可让过氧化锂沉积而不限制电池性能的重要空隙。

请在 Twitter@NickelInstitute 上关注我
们。

研究团队发现，
“泡沫镍”电极能达到掺入纯氮的碳纳米管电极电气容量的两倍。
“下一

请在LinkedIn上加入我们――请访问
国际镍协会网页。

步是将这些电极用于真正的锂氧电池，”他说道。将来，更大的容量意味着电动汽车和
混合动力车更大的行驶范围…而镍将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镍杂志》，第29卷第3期，2014年12月号

或

请在国际镍协会YouTube频道
www.youtube.com/user/NickelInstitute
观看与镍有关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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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纳斯诞生》
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袋鼠角公园里有一座引人注目
的23米高不锈钢雕塑矗立在布里斯班河畔，灵感来
自鹦鹉螺壳的斐波那契螺旋线和相交的脊线。
英国公共空间艺术家Wolfgang Buttress设计的《维纳斯
诞 生》由有10 , 7 9 0 个 焊点以 及 超 过 7公里长 的316 型
（UNS S31600）和2205型（UNS S32205）含镍双相不锈钢管
和圆钢建造。
与不锈钢打交道25年以上的Buttress称，这种材料的强度及实
用性和美观性方面都非常理想,而仅靠最低水平的维护即可获
得的耐久性和灵活多样的表面类型是实现既实用又美观的原因
所在。
“所使用的材料必须坚固耐用、适应力强而且50年后外观
不变。”
这座雕塑的主要设计任务是创作一件引人注目的展现力度、优
雅和轻盈的艺术品。这座雕塑采用交叉梯形结构，其中厚重
的墙管平缓地扭曲，形成了空心螺旋。游客可以进入底层雕
塑内部并通过顶部的开口凝望天空。
“我希望将布里斯班河与天空连接起来。对我而言，最重
要的是这座雕塑无论在近处还是远处都看上去非常完
美，”Buttress说道。
在昆士兰州政府进行的评选中，
《维纳斯诞生》通
过公 众投 票从60多个候 选设 计方案中脱 颖而
出，并于2012年1月末揭幕。

照片由DAVID SANDISON提供

节选自《澳大利亚不锈钢》杂志第51期原载文章。

r
《维纳斯诞生》由有10,790个焊点以及7公里以上的316型和2205型（UNS S32205）
含镍双相不锈钢管和圆钢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