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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及包括其的储油罐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包

括：第一电机（1）、减速机（2）、叶片轮（3）、旋转架

（4）、连杆装置（5）、第二电机（6）和清理装置（7），

所述第一电机连接至减速机，并通过减速机驱动

所述叶片轮旋转，所述第二电机连接至所述减速

机，并通过所述减速机驱动所述旋转架旋转，所

述清理装置通过连杆装置连接至所述旋转架，所

述清理装置包括机架（72）、行走装置（71）、传送

带（73）和多个刮板（74），所述机架连接所述连杆

装置，所述行走装置包括马达和减速机，所述传

送带套在传动轴上，所述传动轴连接至所述行走

装置，所述刮板固定在所述传送带上。本发明的

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能够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

定期对储油罐进行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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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包括：第一电机（1）、减速机（2）、叶片轮（3）、

旋转架（4）、连杆装置（5）、第二电机（6）和清理装置（7），所述第一电机（1）连接至减速机

（2），并通过减速机驱动所述叶片轮（3）旋转，所述第二电机（6）连接至所述减速机（2），并通

过所述减速机驱动所述旋转架（4）旋转，所述清理装置（7）通过连杆装置（5）连接至所述旋

转架（4），所述清理装置（7）包括机架（72）、行走装置（71）、传送带（73）和多个刮板（74），所

述机架（72）连接所述连杆装置（5），所述行走装置（71）包括马达和减速机，所述传送带（73）

套在传动轴（731）上，所述传动轴（731）连接至所述行走装置（71），所述刮板（74）固定在所

述传送带（73）上。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装置（7）还包括

拨泥装置（8），所述拨泥装置（8）包括拨杆（81）和位于拨杆两侧的弹簧（82），所述拨杆（81）

位于传送带（73）的前方，所述弹簧（82）一端固定在所述拨杆（81）上，另一端固定在所述机

架（72）上，使得所述拨杆（81）能够相对于所述传动带（73）前后移动。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连杆装置（5）为伸

缩杆。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清理装置（7）还包括

回转支撑（75），所述回转支撑（75）布置在机架（72）的顶部，并连接至所述连杆装置（5）。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回转支撑（75）中设置

有密封圈。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刮板（74）交错地

固定在所述传动带（73）上。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走装置（71）为

履带式行走装置。

8.一种储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储油罐包括权利要求1-7中的任一项所述的储油罐底

面清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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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及包括其的储油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储油罐清洗设备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一种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

还涉及包括所述底面清洁设备的储油罐。

背景技术

[0002] 在原油开采过程中，储油层中的微小颗粒，少量机械杂质、沙粒、泥土、重金属盐以

及石蜡和沥青等重油性物质，会因为比重大而自然下沉，当原油存储在储油罐内时，积累在

油罐底部，形成又黑又稠的胶状物质层，即为油罐底泥，底层油泥随着连续储运时间的增长

而增多，严重影响油罐的储运生产，必须定期进行清除。

[0003] 通常，在储油罐内部安装有QPN强排泥器，来辅助排泥，通过负压来将罐底底泥吸

出，但清除并不彻底。

[0004] 另外，许多炼油厂尚停留在人工清泥洗罐的现实生产阶段，需人员进入罐内作业，

按照《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原油罐修理规程》规定，油罐的修理期为5—7年，人工清洗1台油

罐至少要45天，世界上先进的COW油罐清洗法也需7人连续工作15天，因罐内存在大量可燃

和其他有害气体，作业环境恶劣，危险性很高，劳动强度大，清罐工期长，造成环境污染也很

大。

[0005] 目前世界上油罐的清洗方法包括机械清洗、化学清洗、水力清洗、蒸汽清洗等，大

多数的清洗方法需要将油罐清空后进行清洗。然而，目前我国的石油生产和战略储备任务

繁重，原油罐容非常紧张，很难腾出油罐进行这样长时间的清罐。随着储油量的增加，使用

了大量的储油罐，每年有2000万m3以上的原油储油罐需要清洗，随着储备的增加，这个数值

还在不断攀升。我国目前的情况，因为先进的清洗设备造价昂贵，不可能等比例配备，同时

人工清洗周期长、风险大、效率低，结合实际情况，很多学者提出了适应中国国情的缩短清

洗周期的想法，3-6个月左右清洗一次，因清洗周期短，油罐底泥少，清洗速度快。但这种想

法依然无法解决清洗设备远远不够用的现实情况。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结构简单、成本低的油罐清洗设备，并且在储油罐使用

期间能够对储油罐的内部进行定期清洗，以克服上面所提到的现有技术的问题。

[0007]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8] 一种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包括：第一电机、减速机、叶片轮、旋转架、连杆装置、第

二电机和清理装置，所述第一电机连接至减速机，并通过减速机驱动所述叶片轮旋转，所述

第二电机连接至所述减速机，并通过所述减速机驱动所述旋转架旋转，所述清理装置通过

连杆装置连接至所述旋转架，所述清理装置包括机架、行走装置、传送带和多个刮板，所述

机架连接所述连杆装置，所述行走装置包括马达和减速机，所述传送带套在传动轴上，所述

传动轴连接至所述行走装置，所述刮板固定在所述传送带上。

[0009] 优选地，所述清理装置还包括拨泥装置，所述拨泥装置包括拨杆和位于拨杆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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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弹簧，所述拨杆位于传送带的前方，所述弹簧一端固定在所述拨杆上，另一端固定在所述

机架上，使得所述拨杆能够相对于所述传动带前后移动。

[0010] 优选地，所述连杆装置为伸缩杆。

[0011] 进一步地，所述清理装置还包括回转支撑，所述回转支撑布置在机架的顶部，并连

接至所述连杆装置。

[0012] 更进一步地，所述回转支撑中设置有密封圈。

[0013] 优选地，所述刮板交错地固定在所述传动带上。

[0014] 更为优选地，所述行走装置为履带式行走装置。

[0015]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储油罐，所述储油罐包括上述底面清

洁设备。

[0016] 本发明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及包括其的储油罐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7] 1.  储油罐除具备正常储油功能外，储油罐自身可以清洁底面，可以将底泥汇聚并

将内部底部积存的底泥排除，储油罐油泥出口有油泥吸取装置将油泥吸出；

[0018] 2.本发明的底面清洁设备结构简单，成本低，可以被大量制造和应用于储油罐中，

可以在储油罐使用期间对储油罐的底面进行定期清洁，清理过程不需要人工干预；

[0019] 3.  这种自带的清洗功能可以增加平时的储油罐存量，同时可大幅度降低5年一次

的清洗时间，在5年一周期的清洗时，因罐体内部底泥量不多，提高了清洗效率，为工作人员

带来方便；

[0020] 4．清理设备所需要的电机减速机等动力机构均是防腐蚀的，而且均有密封，所以

不用担心油泥侵入，腐蚀的问题，另外，动力源采用同步发电机，所以工作过程比较安全不

会产生高温和明火；

[0021] 5、底面油罐中心位置采用“排油泥叶片轮”将油罐底面中心的油泥排到叶片轮外

圆以外，能解决储油罐中心清理不到的问题。

[0022] 6、底面清理装置的清理设备通过回转支承与伸缩杆相连，清理设备工作时可以变

换角度，方便清理；

[0023] 7、底面清洁装置采用履带行走装置，不用担心底部有油泥时走不动的问题。

附图说明

[0024] 现参照附图对本发明进行更加详细地描述，其中：

[0025] 图1是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的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6] 图2是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的侧剖视图；

[0027] 图3是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的清理装置部分的结构示意图；

[0028] 图4是图3中的清理装置的剖视图；

[0029] 图5是清理装置的部分结构示意图，示出了拨泥装置的结构；

[0030] 图6是清理装置的部分结构示意图，示出了清理装置的传送带和刮板结构；

[0031] 图中：1—第一电机；2—减速机；21—外圈；22—中间轴；3—叶片轮；4—旋转架；

5—连杆装置；6—第二电机；7—清理装置；71—行走装置；72—机架；73—传动带；731—传

动轴；74—刮板；75—回转支撑；76—耳板；8—拨泥装置；81—拨杆；82—弹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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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2] 以下参照附图示例性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案。

[0033] 参照图1-6对本发明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的一个实施方案进行详细描述。

[0034] 如图1-6所示，本发明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包括：第一电机1、减速机2、叶片轮3、

旋转架4、连杆装置5、第二电机6和清理装置7，第一电机1连接至减速机2，并通过减速机驱

动所述叶片轮3旋转，同时，第二电机6连接至减速机2，旋转架4连接至减速机2，第二电机6

通过所减速机2可以驱动旋转架4旋转，清理装置7通过连杆装置5连接至旋转架4，跟随旋转

架转动。参照图2，减速机2可以将外圈21作为机架，中间轴22进行旋转，从而带动叶片轮3转

动，也可以将中间轴22作为机架，外圈21进行旋转，带动旋转架4转动。叶片轮3将储油罐底

面中心附近的油泥排到叶片轮外圆以外，也就是清理装置可以清理的位置。

[0035] 工作时，启动第一电机1，减速机2中间轴22旋转，外圈21固定，从而叶片轮3旋转将

油罐底面中心的油泥排到叶片轮外圆以外，清理装置7可以清理的位置，然后第一电机1停

止，第二电机6旋转，减速机2外圈21旋转，中间轴22固定，从而旋转架4旋转，带动清理装置7

工作。

[0036] 清理装置7包括行走装置71、机架72、传送带73和多个刮板74，机架72通过连杆装

置5连接至旋转架，在本实施方案中，连杆装置5为伸缩杆，伸缩杆具有伸开状态和收缩状

态，清理装置工作时由油罐从靠近中心位置，也就是伸缩杆收缩状态，向油罐内壁方向运动

移动，也就是伸缩杆伸开状态，然后再回到靠近中心位置，清理装置又清理另一个位置，如

此反复运动。

[0037] 行走装置71包括马达和减速机，所述传送带套在传动轴731上，所述传动轴731连

接至所述行走装置71，所述刮板74固定在所述传送带73上。行走装置71由电机与行走减速

机驱动，使得清理装置7可以在储油罐底面上移动，在本实施方案中，行走装置为履带式行

走装置，电机与行走减速机本身有密封外壳均防腐蚀。传动带73借助于传动轴731传动，刮

板74可以通过螺栓固定在传动带73上，跟随传送带73运动，用于刮除储油罐底面的油泥。

[0038] 参照图5，清理装置7还包括拨泥装置8，所述拨泥装置包括拨杆81和位于拨杆两侧

的弹簧82，拨杆81位于传送带73的前方，所述弹簧82一端固定在所述拨杆81上，另一端固定

在所述机架72上，使得所述拨杆81能够相对于所述传动带73前后移动。在弹簧82作用下，拨

杆81始终在靠近刮板74的一端，当刮板74刮下底面的油泥粘在刮板上时，刮板74碰到拨杆

81的时候，刮板74推动拨杆81向远离刮板74的方向走，当刮板74随着传送带73转到上方离

开拨杆81时，刮板74上的油泥就会掉下来了，拨杆81在弹簧力的作用下复位，继续为即将到

来的刮板拨泥。

[0039] 再次参照图6，所述刮板74交错地固定在所述传动带73上，刮板与其相邻的一组刮

板相互交错安装，可以使清除更彻底。

[0040] 如图4所示，清理装置7还可以包括回转支撑75，所述回转支撑75布置在机架72的

顶部。耳板76与连杆装置5连接，清理装置7的机架72在回转支撑75作用下可以旋转，将靠近

储油罐内壁的底面清理一周。更进一步地，在回转支撑75中设置有密封圈，用于防止油泥进

入。

[0041] 根据本发明的另一方面，本发明还提供一种储油罐，所述储油罐包括以上所述的

底面清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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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2] 在所述储油罐的底部设有排油泥孔，可以连接吸出设备，用于将储油罐底部的油

泥吸出。

[0043] 本发明的储油罐底面清洁设备的工作原理是：

[0044] 当需要对储油罐底面进行清洁时，第一电机1启动，减速机2的中间轴22旋转，带动

叶片轮3旋转，将储油罐底面中心附近的油泥排到叶片轮外圆以外，也就是清理装置可以清

理的位置，第一电机1停止工作，第二电机6启动，减速机2的外圈21旋转，带动旋转架4开始

旋转，从而带动清理装置7的机架72旋转，将清理装置7旋转至清理位置，行走装置71开始工

作，连杆装置5处于伸展状态，清理装置7从储油罐底面中心区域向储油罐侧壁方向移动，同

时传动带73带动刮板74运动，对储油罐底面进行清洁，将油泥从储油罐底部的排油泥孔排

出，然后连杆装置5进入收缩装置，清理装置7从储油罐内壁向中心区域靠近，然后第二电机

6再次启动，将清理装置旋转至下一个清理位置，如此往复。

[0045] 应理解，上述实施方案仅出于示例和说明的目的，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偏离本发

明范围的情况下，可以做出许多修改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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