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

(10)授权公告号 

(45)授权公告日 

(21)申请号 202010482285.2

(22)申请日 2020.06.01

(65)同一申请的已公布的文献号 

申请公布号 CN 111377387 A

(43)申请公布日 2020.07.07

(73)专利权人 湖南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

地址 410114 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时代阳

光大道238号C座

(72)发明人 罗更生　詹建荣　曾硕良　罗翔　

(74)专利代理机构 长沙智德知识产权代理事务

所(普通合伙) 43207

代理人 陈铭浩

(51)Int.Cl.

B67D 7/02(2010.01)

B67D 7/62(2010.01)

B67D 7/78(2010.01)

F17C 7/00(2006.01)

F17C 13/00(2006.01)

F17C 13/02(2006.01)

F17C 13/08(2006.01)

F17C 13/12(2006.01)

F17D 1/02(2006.01)

F17D 1/00(2006.01)

F17D 1/14(2006.01)

F17D 3/01(2006.01)

F23G 7/06(2006.01)

(56)对比文件

CN 207645071 U,2018.07.24

CN 203115497 U,2013.08.07

CN 208074962 U,2018.11.09

CN 201942506 U,2011.08.24

CN 101913563 A,2010.12.15

JP H07174297 A,1995.07.11

CN 110420946 A,2019.11.08

CN 108941107 A,2018.12.07

CN 206751527 U,2017.12.15

CN 203991555 U,2014.12.10

CN 208074969 U,2018.11.09

CN 1200962 A,1998.12.09

CN 102746900 A,2012.10.24

审查员 滕冲

 

(54)发明名称

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

系统及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布了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

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及方法，涉及危险化学品处理

技术领域，它包括输送用的槽罐车以及用于化学

品储存的储运罐体：储运罐体上的液相输出管端

与第一输料管相连接，第一输料管与第一抽液泵

的输入端相连接，第一抽液泵输出端设置第六输

料管并与存储罐上的入料端口相连通，存储罐出

料端口设置第七输料管并与第二抽液泵相连通，

第二抽液泵输出端口设置第八输料管并连接至

用于焚烧处理危险化学品的焚烧炉，焚烧炉产生

的废气通过第九输料管输送至尾气处理装置内

进行处理。本发明科学有效，处理效果好，安全系

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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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它包括输送用的槽罐车以及用于化

学品储存的储运罐体，其特征在于，储运罐体上的液相输出管端与第一输料管相连接，第一

输料管与第一抽液泵的输入端相连接，第一抽液泵输出端设置第六输料管并与存储罐上的

入料端口相连通，存储罐出料端口设置第七输料管并与第二抽液泵相连通，第二抽液泵输

出端口设置第八输料管并连接至用于焚烧处理危险化学品的焚烧炉，焚烧炉产生的废气通

过第九输料管输送至尾气处理装置内进行处理；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连接第二输料

管，第二输料管连接至第二真空泵输入端，第二真空泵输出端设置第五输料管，且第五输料

管连接至焚烧炉；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连接第三输料管，第三输料管连接第一真空

泵输入端，第一真空泵输出端设置第四输料管，第四输料管连接至焚烧炉；储运罐体顶部设

置有用于将储运罐体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刮下的清理装置，清理装置包括机架

体，机架体顶部内壁上间距设置有液压缸，液压缸的伸缩轴端固定连接活动架，活动架下方

间距转动设置有横向丝杆，横向丝杆上活动设置有用于刮除储运罐体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

险化学品的刮壁组件，横向丝杆的一端转动设置于安装座上，横向丝杆的另一端与运送电

机输出轴端相连接，且运送电机安装设置于活动架下方的支撑框架上，横向丝杆之间通过

传动皮带相传动连接，驱动运送电机，相平行设置的横向丝杆均作旋转运动，刮壁组件包括

活动设置于横向丝杆上的横移丝杆螺母，横移丝杆螺母底部连接设置固定板，固定板上设

置有刮壁电机，且刮壁电机输出轴端连接纵向丝杆，纵向丝杆向下竖直贯穿固定板的一端

设置有纵移丝杆螺母，纵移丝杆螺母上设置有升降块，升降块呈矩形块状结构且两侧端部

均铰接设置有上连杆，上连杆与下连杆相铰接，上连杆的端部设置有弧形带空槽的滑动板，

滑动板的一端与上连杆相固定，滑动板另一端的空槽套设于另一上连杆外表面的套柱上，

滑动板上设置刮板，下连杆的下端均铰接设置于套筒上，套筒与纵向丝杆之间设置有轴承。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第一输料管、第二输料管和第三输料管上均设置有单向阀和控制阀门。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焚烧炉上设置有用于输送氧气的送风管，送风管与风机的输出端相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刮板呈弧形板状结构，且刮板固定设置于滑动板的侧面，当纵向丝杆做旋转运动时，纵

移丝杆螺母和升降块做竖直升降运动，滑动板实现在两上连杆之间做弧形摆动运动，刮板

对储运罐体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进行刮除。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升降块端面上固定设置导向套，导向套内竖直设置有导向杆，且导向杆上端固定设置

于固定板底部。

6.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方法，其特征在于，它包括以下处理方法：

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对槽罐车上储运罐体内储存的危险化学品进行判断，如果为液态，检验

机构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液相输出管端与第一输料管相连接，打开第一输料管上的控

制阀门，工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液泵，将液态的危险化学品抽取输送至存储罐内进行储存；然

后工作人员打开储运罐体的顶盖，启动清理装置对储运罐体内壁上残留的液态危险化学品

进行刮内壁操作，使液态危险化学品能够充分从存储罐内排出；如果槽罐车上储运罐体内

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为气态，工作人员检测槽罐车上储运罐体内的压力，若储运罐体内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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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0.2MPa时，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与第三输料管相连接，并且打开第

三输料管上的控制阀门，驱动第一真空泵，将气态危险化学品抽取送至焚烧炉内进行焚烧

处理，打开风机并通过送风管向焚烧炉内输送氧气；若储运罐体内压力小于或等于0.2MPa

时，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与第二输料管相连接，并打开第二输料管上的

控制阀门，驱动第二真空泵，将气态危险化学品抽取送至焚烧炉内进行焚烧处理，在焚烧处

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打开第二抽液泵，将存储罐内储存的液态危险化学品作为助燃剂抽取

输送至焚烧炉内，打开风机并通过送风管向焚烧炉内输送氧气；焚烧炉内焚烧处理产生的

废气通过第九输料管送入尾气处理装置，进行尾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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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危险化学品容器残留物处理技术领域，具体为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

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业的快速发展，对能源资源与各类化工原料的需求量也

急剧增长，对运输此类产品的槽罐车需要也越来越多，由于运输介质多为易燃易爆有毒的

产品，槽罐车发生事故造成危害极大，又因其常年奔波在路上，也极容易造成安全事故，所

以应加强槽罐车的安全管理，检验机构需要对槽罐车进行检测，尤其是严格的定期检验，能

够消除槽罐车的安全隐患，不让槽罐车带病上路。

[0003] 在对槽罐车进行定期检验时，当其容器内介质为可燃介质时，按照相关法规和标

准的要求，检验机构必须具有对容器内介质进行安全可靠处理，达到相应要求后，方可上路

使用。

[0004] 目前检验机构余气残液回收存在以下问题：1、对于槽罐车内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

品无法进行抽取完全，槽罐车的内壁上往往会粘附大量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如果采用

高压水枪对其内壁进行冲洗操作，不但会导致液态危险化学品的大量浪费，还会严重污染

环境；2、槽罐车内残余气态危险化学品无法彻底排出。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以上问题，提供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

统，处理方法科学有效，处理效果好，安全系数高，对环境影响小，较为环保，处理系统能够

高效、安全、环保地处理可燃介质容器内的残液、残气介质，能够处理多种可燃介质，并对具

有利用价值的可燃介质进行有效回收，能够对槽罐车的内壁上附着的残液进行刮除，避免

残液介质的浪费，能安全地焚烧完残气。

[0006]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采用的技术方案是：

[0007] 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它包括输送用的槽罐车以及用于

化学品储存的储运罐体，储运罐体上的液相输出管端与第一输料管相连接，第一输料管与

第一抽液泵的输入端相连接，第一抽液泵输出端设置第六输料管并与存储罐上的入料端口

相连通，存储罐出料端口设置第七输料管并与第二抽液泵相连通，第二抽液泵输出端口设

置第八输料管并连接至用于焚烧处理危险化学品的焚烧炉，焚烧炉产生的废气通过第九输

料管输送至尾气处理装置内进行处理；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连接第二输料管，第二

输料管连接至第二真空泵输入端，第二真空泵输出端设置第五输料管，且第五输料管连接

至焚烧炉；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连接第三输料管，第三输料管连接第一真空泵输入

端，第一真空泵输出端设置第四输料管，第四输料管连接至焚烧炉；储运罐体顶部设置有用

于将储运罐体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刮下的清理装置。

[0008]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第一输料管、第二输料管和第三输料管上均设置有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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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阀和控制阀门。

[0009]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焚烧炉上设置有用于输送氧气的送风管，送风管与风

机的输出端相连接。

[0010]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清理装置包括机架体，机架体顶部内壁上间距设置有

液压缸，液压缸的伸缩轴端固定连接活动架，活动架下方间距转动设置有横向丝杆，横向丝

杆上活动设置有用于刮除储运罐体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的刮壁组件，横向丝杆的

一端转动设置于安装座上，横向丝杆的另一端与运送电机输出轴端相连接，且运送电机安

装设置于活动架下方的支撑框架上，横向丝杆之间通过传动皮带相传动连接，驱动运送电

机，相平行设置的横向丝杆均作旋转运动。

[0011]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刮壁组件包括活动设置于横向丝杆上的横移丝杆螺

母，横移丝杆螺母底部连接设置固定板，固定板上设置有刮壁电机，且刮壁电机输出轴端连

接纵向丝杆，纵向丝杆向下竖直贯穿固定板的一端设置有纵移丝杆螺母，纵移丝杆螺母上

设置有升降块，升降块呈矩形块状结构且两侧端部均铰接设置有上连杆，上连杆与下连杆

相铰接，上连杆的端部设置有弧形带空槽的滑动板，滑动板的一端与上连杆相固定，滑动板

另一端的空槽套设于另一上连杆外表面的套柱上，滑动板上设置刮板，下连杆的下端均铰

接设置于套筒上，套筒与纵向丝杆之间设置有轴承。

[0012]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刮板呈弧形板状结构，且刮板固定设置于滑动板的侧

面，当纵向丝杆做旋转运动时，纵移丝杆螺母和升降块做竖直升降运动，滑动板实现在两上

连杆之间做弧形摆动运动，刮板对储运罐体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进行刮除。

[0013] 作为本发明的进一步优化，升降块端面上固定设置导向套，导向套内竖直设置有

导向杆，且导向杆上端固定设置于固定板底部。

[0014] 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方法：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对槽罐车上储

运罐体内储存的危险化学品进行判断，如果为液态，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液

相输出管端与第一输料管相连接，打开第一输料管上的控制阀门，工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液

泵，将液态的危险化学品抽取输送至存储罐内进行储存；然后工作人员打开储运罐体的顶

盖，启动清理装置对储运罐体内壁上残留的液态危险化学品进行刮内壁操作，使液态危险

化学品能够充分从存储罐内排出；如果槽罐车上储运罐体内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为气态，工

作人员检测槽罐车上储运罐体内的压力，若储运罐体内压力大于0.2MPa时，工作人员将储

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与第三输料管相连接，并且打开第三输料管上的控制阀门，驱动

第一真空泵，将气态危险化学品抽取送至焚烧炉内进行焚烧处理，打开风机并通过送风管

向焚烧炉内输送氧气；若储运罐体内压力小于或等于0.2MPa时，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

气相输出管端与第二输料管相连接，并打开第二输料管上的控制阀门，驱动第二真空泵，将

气态危险化学品抽取送至焚烧炉内进行焚烧处理，在焚烧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打开第二

抽液泵，将存储罐内储存的液态危险化学品作为助燃剂抽取输送至焚烧炉内，打开风机并

通过送风管向焚烧炉内输送氧气；焚烧炉内焚烧处理产生的废气通过第九输料管送入尾气

处理装置，进行尾气处理。

[0015]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本发明提供了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系统

及方法，处理方法科学有效，处理效果好，安全系数高，对环境影响小，较为环保，处理系统

能够高效、安全、环保地处理可燃介质容器内的残液、残气介质，能够处理多种可燃介质，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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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具有利用价值的可燃介质进行有效回收，能够对槽罐车的内壁上附着的残液进行刮除，

避免残液介质的浪费，能安全地焚烧完残气。

[0016] 1、本发明中设置有用于刮除槽罐车的内壁上附着的残液的清理装置，将槽罐车停

至指定地点，打开储运罐体，驱动液压缸带动活动架下降，驱动刮壁电机，纵向丝杆做旋转

运动，纵移丝杆螺母和升降块做竖直升降运动，滑动板实现在两上连杆之间做弧形摆动运

动，刮板作呈向下弧形摆动的运动，能够将储运罐体内壁上粘附的残液进行向下的刮除，使

储运罐体的残液尽可能的排出储运罐体，充分利用了储运罐体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

品，避免资源的浪费。

附图说明

[0017] 图1为本发明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为本发明中清理装置主视结构示意图。

[0019] 图3为图2中A-A处剖视示意图。

[0020] 图4为本发明中刮壁组件位置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为本发明中滑动板和刮板立体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为本发明中套筒位置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7为本发明中处理方法示意框图。

[0024] 图中所述文字标注表示为：1、槽罐车；2、储运罐体；3、第一输料管；4、第二输料管；

5、第三输料管；6、单向阀；7、控制阀门；8、第一真空泵；9、第四输料管；10、第二真空泵；11、

第五输料管；12、第一抽液泵；13、第六输料管；14、存储罐；15、第七输料管；16、第二抽液泵；

17、第八输料管；18、焚烧炉；19、第九输料管；20、尾气处理装置；21、送风管；22、风机；23、清

理装置；2301、机架体；2302、液压缸；2303、安装座；2304、活动架；2305、横向丝杆；2306、刮

壁组件；2307、运送电机；2308、支撑框架；2309、传动皮带；23061、刮壁电机；23062、横移丝

杆螺母；23063、固定板；23064、纵向丝杆；23065、纵移丝杆螺母；23066、升降块；23067、导向

套；23068、导向杆；23069、上连杆；23070、滑动板；23071、刮板；23072、下连杆；23073、套筒；

23074、轴承。

具体实施方式

[0025]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更好地理解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

行详细描述，本部分的描述仅是示范性和解释性，不应对本发明的保护范围有任何的限制

作用。

[0026] 如图1-图7所示，本发明的具体结构为：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

系统，它包括输送用的槽罐车1以及用于化学品储存的储运罐体2，其特征在于，储运罐体2

上的液相输出管端与第一输料管3相连接，第一输料管3与第一抽液泵12的输入端相连接，

第一抽液泵12输出端设置第六输料管13并与存储罐14上的入料端口相连通，存储罐14出料

端口设置第七输料管15并与第二抽液泵16相连通，第二抽液泵16输出端口设置第八输料管

17并连接至用于焚烧处理危险化学品的焚烧炉18，焚烧炉18产生的废气通过第九输料管19

输送至尾气处理装置20内进行处理；储运罐体2上的气相输出管端连接第二输料管4，第二

输料管4连接至第二真空泵10输入端，第二真空泵10输出端设置第五输料管11，且第五输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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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11连接至焚烧炉18；储运罐体2上的气相输出管端连接第三输料管5，第三输料管5连接第

一真空泵8输入端，第一真空泵8输出端设置第四输料管9，第四输料管9连接至焚烧炉18；储

运罐体2顶部设置有用于将储运罐体2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刮下的清理装置23。

[0027] 请参照图1所示，为了有利于实现对第一输料管3、第二输料管4和第三输料管5实

现通断控制，第一输料管3、第二输料管4和第三输料管5上均设置有单向阀6和控制阀门7。

[0028] 请参照图1所示，为了有利于实现焚烧炉18将危险化学品彻底焚烧，焚烧炉18上设

置有用于输送氧气的送风管21，送风管21与风机22的输出端相连接。

[0029] 请参照图2、图3、图4所示，为了有利于实现将储运罐体2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

学品刮下，清理装置23包括机架体2301，机架体2301顶部内壁上间距设置有液压缸2302，液

压缸2302的伸缩轴端固定连接活动架2304，活动架2304下方间距转动设置有横向丝杆

2305，横向丝杆2305上活动设置有用于刮除储运罐体2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学品的刮

壁组件2306，横向丝杆2305的一端转动设置于安装座2303上，横向丝杆2305的另一端与运

送电机2307输出轴端相连接，且运送电机2307安装设置于活动架2304下方的支撑框架2308

上，横向丝杆2305之间通过传动皮带2309相传动连接，驱动运送电机2307，相平行设置的横

向丝杆2305均作旋转运动。

[0030] 请参照图2、图3、图4所示，为了有利于实现将储运罐体2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险化

学品刮下，刮壁组件2306包括活动设置于横向丝杆2305上的横移丝杆螺母23062，横移丝杆

螺母23062底部连接设置固定板23063，固定板23063上设置有刮壁电机23061，且刮壁电机

23061输出轴端连接纵向丝杆23064，纵向丝杆23064向下竖直贯穿固定板23063的一端设置

有纵移丝杆螺母23065，纵移丝杆螺母23065上设置有升降块23066，升降块23066呈矩形块

状结构且两侧端部均铰接设置有上连杆23069，上连杆23069与下连杆23072相铰接，上连杆

23069的端部设置有弧形带空槽的滑动板23070，滑动板23070的一端与上连杆23069相固

定，滑动板23070另一端的空槽套设于另一上连杆23069外表面的套柱上，滑动板23070上设

置刮板23071，下连杆23072的下端均铰接设置于套筒23073上，套筒23073与纵向丝杆23064

之间设置有轴承23074。

[0031] 请参照图2、图3、图4、图5所示，为了有利于实现将储运罐体2内壁上的残余液态危

险化学品刮下，刮板23071呈弧形板状结构，且刮板23071固定设置于滑动板23070的侧面，

当纵向丝杆23064做旋转运动时，纵移丝杆螺母23065和升降块23066做竖直升降运动，滑动

板23070实现在两上连杆23069之间做弧形摆动运动，刮板23071对储运罐体2内壁上的残余

液态危险化学品进行刮除。

[0032] 请参照图2、图3、图4所示，为了有利于实现对升降块23066的升降运动进行导向，

升降块23066端面上固定设置导向套23067，导向套23067内竖直设置有导向杆23068，且导

向杆23068上端固定设置于固定板23063底部。

[0033] 一种用于槽罐车危险化学品残留物的处理方法，它包括以下处理方法：

[0034] 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对槽罐车上储运罐体内储存的危险化学品进行判断，如果为液

态，检验机构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液相输出管端与第一输料管相连接，打开第一输料

管上的控制阀门，工作人员驱动第一抽液泵，将液态的危险化学品抽取输送至存储罐内进

行储存；然后工作人员打开储运罐体的顶盖，启动清理装置对储运罐体内壁上残留的液态

危险化学品进行刮内壁操作，使液态危险化学品能够充分从存储罐内排出；如果槽罐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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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运罐体内储存的危险化学品为气态，工作人员检测槽罐车上储运罐体内的压力，若储运

罐体内压力大于0.2MPa时，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与第三输料管相连接，

并且打开第三输料管上的控制阀门，驱动第一真空泵，将气态危险化学品抽取送至焚烧炉

内进行焚烧处理，打开风机并通过送风管向焚烧炉内输送氧气；若储运罐体内压力小于或

等于0.2MPa时，工作人员将储运罐体上的气相输出管端与第二输料管相连接，并打开第二

输料管上的控制阀门，驱动第二真空泵，将气态危险化学品抽取送至焚烧炉内进行焚烧处

理，在焚烧处理过程中，工作人员打开第二抽液泵，将存储罐内储存的液态危险化学品作为

助燃剂抽取输送至焚烧炉内，打开风机并通过送风管向焚烧炉内输送氧气；焚烧炉内焚烧

处理产生的废气通过第九输料管送入尾气处理装置，进行尾气处理，尾气处理装置为本领

域常规的尾气处理设备,  储运罐体内压力大于0.2MPa的取值依据，是根据检验机构工作人

员多年的工作经验所得，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通过多次反复试验获得。

[0035]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

他性的包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

且还包括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

的要素。

[0036] 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例的说明

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

当指出，由于文字表达的有限性，而客观上存在无限的具体结构，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

术人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润饰或变化，也可以将

上述技术特征以适当的方式进行组合；这些改进润饰、变化或组合，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

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应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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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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