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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

方法，先焊接得到罐顶，再在承压过渡段外壁焊

接外置吊耳并安装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

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提升罐顶，完成

罐顶与第八圈壁板的组对、焊接，组焊完毕后，将

罐顶连同第八圈壁板一起提升至一定高度位置，

再安装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继续完成对

后续其他圈壁板的提升及组对、焊接作业。本发

明的整个提升作业过程连续、方便、安全、高效，

将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和内置电动倒链提升

机构结合使用，罐顶无需通过开天窗方式预留提

升机构的立柱位置，可有效减少工作量，提高罐

体的安装质量，并大幅减少脚手架量的使用量及

其施工工程量，且高空作业少、吊装高度低、安全

风险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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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搭建罐底平台，在罐底平台上进行焊接作业，将多块罐底钢板焊接为一整块罐底

板，置于罐底平台上；

(2)沿罐底板的周向点焊焊接多个临时支座，多个临时支座等间隔布设并围成一圈支

撑圈，该支撑圈的圈径与罐体的外径相匹配，相邻的两个临时支座之间的间隙用以供人员

和物料进出；

(3)在罐底板上固定伞架，伞架位于支撑圈的内侧；

(4)以伞架和支撑圈作为支撑，在伞架和支撑圈上侧进行焊接作业，焊接多块罐顶钢板

和多块承压过渡段钢板，得到罐顶板和承压过渡段，并将罐顶板与承压过渡段焊接，得到罐

顶，该罐顶搁置在支撑圈上；

(5)沿承压过渡段外壁焊接多个外置吊耳，并在罐底板上沿支撑圈外侧间隔安装多组

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将每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的挂钩钩挂在一个外置吊耳上，通

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整个罐顶至待焊接的第八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持整个

罐顶处于起吊状态，拆除伞架；

(6)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八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罐顶的底壁组对焊接，焊

接过程中，每块第八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八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缝

的作业，在第八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并焊接多个内置吊耳；

(7)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罐底板上沿支撑

圈内侧安装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并通过把杆拉线分别拉固每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

机构，使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受力稳定后，将每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的挂钩钩

挂在一个内置吊耳上，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使第八圈壁板的底面搁

置在支撑圈上，拆除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和多个外置吊耳；

(8)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七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七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八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第七

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焊接，

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七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七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

缝的作业，再在第七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9)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六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六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七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第六

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焊接，

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六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六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

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六圈壁板的

内壁安装膨胀圈；

(10)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五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五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六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第五

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焊接，

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五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五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

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五圈壁板的

内壁安装膨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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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四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四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五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第四

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焊接，

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四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四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

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四圈壁板的

内壁安装膨胀圈；

(12)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三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三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四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第三

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焊接，

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三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三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

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三圈壁板的

内壁安装膨胀圈；

(13)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二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二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三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第二

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焊接，

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二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二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

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二圈壁板的

内壁安装膨胀圈；

(14)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一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一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二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第一

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焊接，

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一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留最后一块第一圈壁板的钢板不

安装，先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整体提升罐体至一定高度，再拆除多个临时支座，

然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体，使罐体直接落在罐底板上，之后拆除多组

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和多个内置吊耳，拆除的物料从未安装最后一块钢板的缺口处运

出，再安装最后一块未安装的钢板，先焊接纵焊缝，再焊接环焊缝和大角焊缝，即完成整个

低压储罐罐体的组合提升施工作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低

压储罐为10000m3低压储罐，所述的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为28组10T外置电动倒链提

升机构，所述的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为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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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低压储罐罐体提升方法，具体是一种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石油化工等行业中，储罐用来存储石油、酸、碱等化学物品。根据所存储的化学

物质的饱和蒸气压的大小，储罐一般分为常压储罐和低压储罐。

[0003] 近年来，业内对低压储罐或球罐的需求量大幅增加，相比球罐造价高、施工难度

大、周期长的特点，低压储罐则属于相对经济的储存容器。图1为现有10000m3低压储罐的外

观示意图，其罐顶板和承压过渡段构成罐顶，第八圈～第一圈共8圈壁板构成罐体，罐体固

定在罐底平台上，罐顶板、承压过渡段和8圈壁板自上而下焊为一体，且罐顶板、承压过渡段

和8圈壁板各自又分别由多块钢板焊接而成。10000m3低压储罐在设计时采取了承压过渡段

结构，承压过渡段厚度大(有40余毫米厚)、坡度陡、焊后需要热处理和100％射线检测，在承

压过渡段不便开孔，从而导致了无法在罐内部安装电动倒链机构来提升罐顶板完成最上两

圈壁板的安装施工。目前10000m3低压储罐最上两圈壁板在安装施工中的灌顶提升技术方

案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内部倒链提升机构倒装的方式(即倒装工艺)，二是先正装法安装

罐体再安装罐顶板的方式(即正装工艺)。采用内部倒链倒装方式，罐顶板需开孔为提升立

柱预留空间，该倒装方式利用均布在储罐内侧的带有起重倒链的立柱提升壁板下部临时固

定的膨胀圈，使预制好的罐顶板和第一圈壁板一起上升到预定高度，再组焊第二圈壁板，随

后将膨胀圈松开降至第二圈壁板下部胀紧、固定后提升，如此往复直至最后一圈壁板组焊

完成，但此方式更适用于常压储罐的安装。对于低压储罐，储罐罐顶存在承压过渡段，由于

承压过渡段厚度大，焊接完成后需热处理且100％射线检测，因此承压过渡段难于开孔，并

且由于内置倒链的立柱高于承压过渡段，所以无法仅通过使用内置倒链提升机构来完成最

上面两圈壁板的提升任务。采用先正装法安装罐体再安装罐顶的工艺，需要先按照正装法

搭设外脚手架，利用脚手架、吊车从下至上逐圈安装罐壁板，同时在罐内部组焊罐顶中心部

分，罐壁安装完毕后将罐顶用倒链提升至顶部，最后吊装承压过渡段将罐壁、罐顶中心部分

组焊。采用正装工艺的脚手架施工量大，高处作业多，安全风险高，而且承压过渡段内部焊

接难度大。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连续、方便、安全、

高效的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方法。

[0005] 本发明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为：一种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

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6] (1)搭建罐底平台，在罐底平台上进行焊接作业，将多块罐底钢板焊接为一整块罐

底板，置于罐底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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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2)沿罐底板的周向点焊焊接多个临时支座，多个临时支座等间隔布设并围成一

圈支撑圈，该支撑圈的圈径与罐体的外径相匹配，相邻的两个临时支座之间的间隙用以供

人员和物料进出；

[0008] (3)在罐底板上固定伞架，伞架位于支撑圈的内侧；

[0009] (4)以伞架和支撑圈作为支撑，在伞架和支撑圈上侧进行焊接作业，焊接多块罐顶

钢板和多块承压过渡段钢板，得到罐顶板和承压过渡段，并将罐顶板与承压过渡段焊接，得

到罐顶，该罐顶搁置在支撑圈上；

[0010] (5)沿承压过渡段外壁焊接多个外置吊耳，并在罐底板上沿支撑圈外侧间隔安装

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将每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的挂钩钩挂在一个外置吊耳

上，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整个罐顶至待焊接的第八圈壁板的环缝位置，保

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拆除伞架；

[0011] (6)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八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罐顶的底壁组对焊

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八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八圈壁板并组对壁板

纵缝的作业，在第八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并焊接多个内置吊耳；

[0012] (7)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罐底板上沿

支撑圈内侧安装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并通过把杆拉线分别拉固每组内置电动倒链

提升机构，使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受力稳定后，将每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的挂

钩钩挂在一个内置吊耳上，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使第八圈壁板的底

面搁置在支撑圈上，拆除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和多个外置吊耳；

[0013] (8)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七圈壁板的环缝位

置，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七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八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

第七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七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七圈壁板并组对壁

板纵缝的作业，再在第七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14] (9)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六圈壁板的环缝位

置，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六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七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

第六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六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六圈壁板并组对壁

板纵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六圈壁

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15] (10)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五圈壁板的环缝位

置，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五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六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

第五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五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五圈壁板并组对壁

板纵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五圈壁

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16] (11)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四圈壁板的环缝位

置，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四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五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

第四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1774745 A

5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四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四圈壁板并组对壁

板纵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四圈壁

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17] (12)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三圈壁板的环缝位

置，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三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四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

第三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三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三圈壁板并组对壁

板纵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三圈壁

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18] (13)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二圈壁板的环缝位

置，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二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三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

第二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二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完成围第二圈壁板并组对壁

板纵缝的作业，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一定高度位置后，在第二圈壁

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19] (14)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起吊罐顶至待焊接的第一圈壁板的环缝位

置，保持整个罐顶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一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二圈壁板的底壁组对焊接，

第一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顶，预支组对环缝并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一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支撑，留最后一块第一圈壁板的钢

板不安装，先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整体提升罐体至一定高度，再拆除多个临时

支座，然后通过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降下罐体，使罐体直接落在罐底板上，之后拆除

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和多个内置吊耳，拆除的物料从未安装最后一块钢板的缺口处

运出，再安装最后一块未安装的钢板，先焊接纵焊缝，再焊接环焊缝和大角焊缝，即完成整

个低压储罐罐体的组合提升施工作业。

[0020] 本发明对低压储罐罐体的提升工艺进行改进，先焊接得到罐顶，再在承压过渡段

外壁焊接外置吊耳并安装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提

升罐顶，完成罐顶与第八圈壁板的组对、焊接，组焊完毕后，在第八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

圈并焊接多个内置吊耳，然后将罐顶连同第八圈壁板一起提升至一定高度位置，再安装多

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继续完成对后续其他圈壁板的提升及组对、焊接作业，最终完成

整个低压储罐罐体的组合提升施工作业。

[0021] 本发明的整个提升作业过程连续、方便、安全、高效，将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和

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结合使用，罐顶无需通过开天窗方式预留提升机构的立柱位置，可

有效减少低压储罐罐体施工过程中的工作量，提高低压储罐罐体的安装质量，并大幅减少

脚手架量的使用量及其施工工程量，且高空作业少、吊装高度低、安全风险较小。

[0022] 具体地，所述的低压储罐为10000m3低压储罐，所述的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

为28组10T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所述的多组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为30组20T内置电动

倒链提升机构。

[002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优点在于：本发明提供了一种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

提升方法，对低压储罐罐体的提升工艺进行改进，先焊接得到罐顶，再在承压过渡段外壁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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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外置吊耳并安装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通过多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提升罐

顶，完成罐顶与第八圈壁板的组对、焊接，组焊完毕后，在第八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并

焊接多个内置吊耳，然后将罐顶连同第八圈壁板一起提升至一定高度位置，再安装多组内

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继续完成对后续其他圈壁板的提升及组对、焊接作业，最终完成整个

低压储罐罐体的组合提升施工作业。本发明的整个提升作业过程连续、方便、安全、高效，将

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和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结合使用，罐顶无需通过开天窗方式预留

提升机构的立柱位置，可有效减少低压储罐罐体施工过程中的工作量，提高低压储罐罐体

的安装质量，并大幅减少脚手架量的使用量及其施工工程量，且高空作业少、吊装高度低、

安全风险较小。

附图说明

[0024] 图1为现有10000m3低压储罐的外观示意图；

[0025] 图2为进行第八圈壁板焊接作业前的罐外提升罐顶的状态示意图；

[0026] 图3为进行第七圈壁板焊接作业前的罐内提升罐顶的状态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结合附图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描述。

[0028] 以图1所示10000m3低压储罐为例，采用本发明低压储罐罐体内外组合提升方法，

对其组合提升施工作业，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0029] (1)搭建罐底平台1，在罐底平台1上进行焊接作业，将多块罐底钢板焊接为一整块

罐底板11，置于罐底平台1上；

[0030] (2)沿罐底板11的周向点焊焊接多个临时支座21，多个临时支座21等间隔布设并

围成一圈支撑圈2，该支撑圈2的圈径与罐体的外径相匹配，相邻的两个临时支座21之间的

间隙用以供人员和物料进出；

[0031] (3)在罐底板11上固定伞架(图中未示出)，伞架位于支撑圈2的内侧；

[0032] (4)以伞架和支撑圈2作为支撑，在伞架和支撑圈2上侧进行焊接作业，焊接多块罐

顶钢板和多块承压过渡段钢板，得到罐顶板31和承压过渡段32，并将罐顶板31与承压过渡

段32焊接，得到罐顶3，该罐顶3搁置在支撑圈2上；

[0033] (5)沿承压过渡段外壁焊接28个外置吊耳4，并在罐底板11上沿支撑圈2外侧间隔

安装28组10T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5，将每组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5的挂钩钩挂在一个

外置吊耳4上，此时的状态示意图如图2所示，通过28组10T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5起吊整

个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八圈壁板9的环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拆除伞架；

[0034] (6)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八圈壁板9的钢板逐块与罐顶3的底壁组对

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八圈壁板9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完成围第八圈壁板9并组

对壁板纵缝的作业，在第八圈壁板9的内壁安装膨胀圈6并焊接30个内置吊耳7；

[0035] (7)通过28组10T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5起吊罐顶3至1m高度位置后，在罐底板11

上沿支撑圈2内侧安装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并通过把杆拉线8分别拉固每组

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使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受力稳定后，将每组内置电

动倒链提升机构10的挂钩钩挂在一个内置吊耳7上，通过28组10T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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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下罐顶3，使第八圈壁板9的底面搁置在支撑圈2上，拆除28组10T外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5

和28个外置吊耳4，此时的状态示意图如图3所示；

[0036] (8)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七圈壁板的环

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七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八圈壁板9的底壁组

对焊接，第七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顶3，预

支组对环缝并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七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完成围第七

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缝的作业，再在第七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37] (9)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六圈壁板的环

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六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七圈壁板的底壁组对

焊接，第六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顶3，预支

组对环缝并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六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完成围第六圈

壁板并组对壁板纵缝的作业，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一定高度

位置后，在第六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38] (10)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五圈壁板的

环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五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六圈壁板的底壁组

对焊接，第五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顶3，预

支组对环缝并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五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完成围第五

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缝的作业，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一定高

度位置后，在第五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39] (11)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四圈壁板的

环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四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五圈壁板的底壁组

对焊接，第四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顶3，预

支组对环缝并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四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完成围第四

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缝的作业，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一定高

度位置后，在第四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40] (12)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三圈壁板的

环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三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四圈壁板的底壁组

对焊接，第三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顶3，预

支组对环缝并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三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完成围第三

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缝的作业，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一定高

度位置后，在第三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41] (13)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二圈壁板的

环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二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三圈壁板的底壁组

对焊接，第二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顶3，预

支组对环缝并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二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完成围第二

圈壁板并组对壁板纵缝的作业，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一定高

度位置后，在第二圈壁板的内壁安装膨胀圈；

[0042] (14)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起吊罐顶3至待焊接的第一圈壁板的

环缝位置，保持整个罐顶3处于起吊状态，将第一圈壁板的钢板逐块与第二圈壁板的底壁组

说　明　书 5/6 页

8

CN 111774745 A

8



对焊接，第一圈壁板组对焊接完成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顶3，预

支组对环缝并焊接，焊接过程中，每块第一圈壁板的钢板分别由支撑圈2支撑，留最后一块

第一圈壁板的钢板不安装，先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整体提升罐体至一定

高度，再拆除多个临时支座21，然后通过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降下罐体，使罐

体直接落在罐底板11上，之后拆除30组20T内置电动倒链提升机构10和30个内置吊耳7，拆

除的物料从未安装最后一块钢板的缺口处运出，再安装最后一块未安装的钢板，先焊接纵

焊缝，再焊接环焊缝和大角焊缝，即完成整个低压储罐罐体的组合提升施工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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