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811326843.5

(22)申请日 2018.11.08

(71)申请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100728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

22号

    申请人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

全工程研究院

(72)发明人 孙万付　程庆利　陶彬　贾光　

张玉平　刘全桢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润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

公司 11283

代理人 刘兵　戴香芸

(51)Int.Cl.

B65D 90/02(2019.01)

B65D 90/50(2019.01)

B65D 90/10(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

罐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储油罐技术领域，公开了一种碳

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该双层油

罐包括：内筒体(11)、外筒体(12)、封头(2)和位

于筒体间的中空层(3)，所述中空层(3)包括层叠

的第一结构层(31)、贯通层(33)和第二结构层

(32)，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二结构层

(32 )为碳纤维/玻璃纤维复合层，所述贯通层

(33)位于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二结构

层(32)之间。本发明提供的双层油罐结构简单，

重量轻、强度高，设计合理，人工成本低，防渗性

能好，安全性高，运行稳定可靠，使用寿命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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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油罐包括：内筒

体(11)、外筒体(12)、封头(2)和位于筒体间的中空层(3)，所述中空层(3)包括层叠的第一

结构层(31)、贯通层(33)和第二结构层(32)，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二结构层(32)

为碳纤维/玻璃纤维复合层，所述贯通层(33)位于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二结构层

(32)之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体(12)由碳纤维和玻璃纤维

缠绕成型。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油罐的筒体(1)和封头(2)一

体成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双层油罐上设有人孔(4)、操作井

座(5)及与中空层(3)相连通的测漏检测池(6)。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外筒体外壁上还设有加强筋(7)。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二结构

层(32)由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贯通层(33)为碳纤维/玻璃纤维

复合层。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内筒体(11)的内衬层由表面毡和

喷射纱粘结于内筒体的内壁上形成。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中空层(3)的厚度为1-5mm。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双层油罐，其特征在于，所述的贯通层(33)与所述第一结构

层(31)的间距为0.5-4mm，所述的贯通层(33)与所述第二结构层(32)的间距为0.5-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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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储油罐技术领域，具体地涉及一种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

油罐。

背景技术

[0002] 油罐作为石油行业用途最为广泛的储存设备之一，重要性与地位是不可被忽视

的，大量储油罐的应用也使得其安全性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大型的储油罐储存着

物化性质极其危险的石油产品，储油罐的泄漏事故，将会对人类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生

态环境等带来难以估量的事故危害。

[0003] 现有的储油罐按材质可分金属油罐和非金属油罐；按所处位置可分地下油罐、半

地下油罐和地上油罐；按安装形式可分立式、卧式；按形状可分圆柱形、方箱形和球形。储油

罐内壁防腐措施应根据罐内贮存介质确定，外壁防腐措施根据罐土质确定。目前市场以玻

璃钢双层油罐或者罐体为金属罐，外罐体为玻璃钢的双层油罐结构为主，而玻璃钢双壁储

油罐的制备工艺又主要通过阴模加喷射成型制作工艺，不仅设备投入大制备工艺复杂，需

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制备效率很低，而且由于增强材料为短切纤维，制品拉伸模量及机械强

度较低，需要靠增加壁厚来提高罐体强度，导致材料用量增大，成本高，同时这种双层油罐

存在连接方式不稳定、油罐易泄露，重量重且强度较低等问题。

[0004] 因此，提供一种强度高、重量轻、密封性好的双层油罐来解决上述问题很有必要。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油罐制备复杂、连接方式不稳定、油罐易

泄露，重量重且强度低等问题，提供了一种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该双层

油罐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强度高，设计合理，人工成本低，防渗性能好，安全性高，运行稳

定可靠，使用寿命长等优点，综合效益良好。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其

中，所述双层油罐包括：内筒体、外筒体、封头和位于筒体间的中空层，所述中空层包括层叠

的第一结构层、贯通层和第二结构层，所述第一结构层和所述第二结构层为碳纤维/玻璃纤

维复合层，所述贯通层位于所述第一结构层和所述第二结构层之间。

[0007] 优选地，所述外筒体由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

[0008] 优选地，所述双层油罐的筒体和封头一体成型。

[0009] 优选地，所述双层油罐上设有人孔、操作井座及与中空层相连通的测漏检测池。

[0010] 优选地，所述外筒体外壁上还设有加强筋。

[0011] 优选地，所述第一结构层和所述第二结构层由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

[0012] 优选地，所述贯通层为碳纤维/玻璃纤维复合层。

[0013] 优选地，所述内筒体的内衬层由表面毡和喷射纱粘结于内筒体的内壁上形成。

[0014] 优选地，所述中空层的厚度为1-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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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优选地，所述的贯通层与所述第一结构层的间距为0.5-4mm，所述的贯通层与所述

第二结构层的间距为0.5-4mm。

[0016] 根据本发明，通过采用碳纤维与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复合材料可提升罐体的强

度，减轻罐体重量，适合多场合安装，提高安全可靠性；

[0017] 根据本发明，通过采用碳纤维与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复合材料提升罐体的耐腐蚀

性能，使得罐体免维护、寿命更长；

[0018] 根据本发明，采用的碳纤维与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复合材料具有良好的导静电性

能，避免静电火灾风险，进一步提高了罐体的安全性能；

[0019] 根据本发明，通过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简化了制备工艺；

[0020] 根据本发明，通过采用封头与筒体一体成型，使得罐体密封性能优异，不易泄漏，

符合环保要求。

附图说明

[0021] 图1为本发明的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的结构剖面示意图；

[0022] 图2为本发明的实施例1中的中空层的示意图；

[0023] 图3为本发明的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的结构示意图。

[0024] 附图标记说明

[0025] 1、筒体                    11、内筒体

[0026] 12、外筒体                 2、封头

[0027] 3、中空层                  31、第一结构层

[0028] 32、第二结构层             33、贯通层

[0029] 4、人孔                    5、操作井座

[0030] 6、测漏检测池              7、加强筋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在本发明中，使用的方位词如“上、下、左、右”通常是指参考附图所示的上、下、左、

右；“内、外”是指相对于各部件本身的轮廓的内、外。

[0032]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进行进一步的

详细说明，其中所有附图中相同的数字表示相同的特征。

[0033] 基于现有技术中的制备工艺复杂、连接方式不稳定、油罐易泄露，重量重且强度较

低等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碳纤维和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双层油罐，如图1-2所示，所述

双层油罐包括：内筒体11、外筒体12、封头2和位于筒体间的中空层3，所述中空层3包括层叠

的第一结构层31、贯通层33和第二结构层32，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二结构层32为碳

纤维/玻璃纤维复合层，所述贯通层33位于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二结构层32之间。

[0034] 本发明采用的双层油罐可以是内罐体为金属罐、外罐体为玻璃钢的双层油罐或者

内、外均为玻璃钢的双层油罐，本发明通过采用碳纤维与玻璃纤维混杂结构的复合材料可

提升罐体的强度，减轻罐体重量，适合多场合安装，提高安全可靠性，同时提升了罐体的耐

腐蚀性能，使得罐体免维护、寿命更长。

[0035] 为了进一步减轻罐体重量、提高油罐的耐腐蚀性能，优选地，所述外筒体12由碳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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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通过外筒体采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进一步减轻了罐体

的重量、提高了油罐的耐腐蚀性能，同时，相较于传统的通过阴模加喷射成型制作工艺，采

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也进一步简化了制备工艺，降低了生产成本。

[0036] 为了进一步提高罐体密封性能，优选地，所述双层油罐的筒体1和封头2一体成型。

通过采用筒体和封头一体成型，防止罐体因晃动产生的内部应力不均而到导致的泄露，进

一步提高了罐体的密封性能，保证了罐体的安全性。

[0037] 为了监控罐体的密封情况，防止泄露现象的发生，优选地，所述双层油罐上设有人

孔4、操作井座5及与中空层3相连通的测漏检测池6。

[0038] 为了增强罐体的强度，优选地，所述外筒体外壁上还设有加强筋7。

[0039] 如图3所示，在本发明的一个具体实施方式中，筒体1与封头2一体成型，双层油罐

上设有人孔4、操作井座5和与中空层3相连通的测漏检测池6，外筒体12的外壁上设有加强

筋7。

[0040] 为了进一步增强罐体的强度和耐腐蚀性能，优选地，所述第一结构层31和所述第

二结构层32由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通过采用碳纤维和玻璃纤维缠绕成型，提升罐

体强度的同时，提升了罐体的耐腐蚀性能。

[0041] 为了增强罐体的防渗透性能，优选地，所述内筒体11的内衬层由表面毡和喷射纱

粘结于内筒体的内壁上形成。

[0042] 为了进一步增强罐体的防渗透性能，优选地，所述贯通层33为碳纤维/玻璃纤维复

合层。通过采用贯通层为碳纤维/包里纤维复合层的结构，进一步增强了中空层的密封性和

防渗性能，可有效防止油发生渗漏，使得罐体的强度高，耐腐蚀性好，使用寿命长。

[0043] 本发明的双层油罐中，对中空层的厚度没有特别的限定，优选地，所述中空层3的

厚度为1-5mm。

[0044] 为了进一步增强罐体的防渗透性能，优选地，所述的贯通层33与所述第一结构层

31的间距为0.5-4mm，所述的贯通层33与所述第二结构层32的间距为0.5-4mm。

[0045] 本发明的双层油罐，克服现有技术中的双层油罐制备复杂、连接方式不稳定、油罐

易泄露，重量重且强度低等问题，具有结构简单，重量轻、强度高，设计合理，人工成本低，防

渗性能好，安全性高，运行稳定可靠，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并且综合效益良好。

[0046] 以上结合附图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但是，本发明并不限于此。在本

发明的技术构思范围内，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多种简单变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

重复，本发明对各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不再另行说明。但这些简单变型和组合同样应当视为

本发明所公开的内容，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说　明　书 3/3 页

5

CN 111217040 A

5



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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