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

的基本要求，确立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前的准备、清洗作业、油罐验收、废物处理等

作业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加油站埋地油罐和撬装油罐的机械清洗。

本文件中的机械清洗作业适用于采用低压水射流的物理清洗方法。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

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58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AQ 3010—2007 加油站作业安全规范

GBZ 2.1—2019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JGJ 46—2005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NB/SH/T 0164—2019 石油及相关产品包装、储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SY/T 6524—2017 石油天然气作业场所劳动防护用品配备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埋地油罐 underground oil tank

指埋于地面以下，用于装载各类油品的储罐。常见于加油站。

3.2

撬装油罐 skid mounted oil tank

指安装于地面上，用于装载各类油品的储罐。

3.3

物理清洗 physical cleaning

利用力学、声学、热学、光学、电学等物理原理，产生清除污垢的作用力，如摩擦、破

碎、冲刷、振动、热胀、冷缩、蒸发、汽化等，将污垢从被清洗物上清除的方法。

[注：GB/T 39293—2020 工业清洗术语和分类 3.3.2]

3.4

低压水射流清洗 low-pressure-water-jet cleaning

压力范围在 0.6～1.6 MPa 的水射流清洗。

3.5

洗罐器 tank cleaning machine

指依靠流体驱动，具有两维异步旋转、360 度球面射流覆盖轨迹，用于清洗储罐内部的

机械装置。

3.6

循环水机械清洗 mechanical cleaning with circulating water

利用单个成套设备或多个设备在现场连接，在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过程中，能够实现清洗

水循环回用的清洗工艺。

3.7

生命或健康的危险 life or health risks



会对生命构成威胁，会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以及将要影响人自主逃离指定地点

能力的各种情况。

3.8

爆炸上限 upper explosive limited

空气中可燃气体浓度达到爆炸的最高浓度。

注:超过此浓度上限时，空气不足，导致火焰不能蔓延不会爆炸，但能燃烧。

3.9

爆炸下限 lower explosive limited

在空气中能够引起爆炸的最低可燃气体浓度。

注:低于此浓度不能发生爆炸，也不会着火。

3.10

缺氧 lack of oxygen

作业场所空气中的氧气含量低于 19.5%的状态。

3.11

氮气保护 nitrogen protection

氮气是一种无毒无色无味的气体，化学性质不活泼，在常温常压下很难与其他物质发生

反应，常在作业过程中被当作保护气使用。

3.12

操作孔 operation hole

包括人工量油口、潜油泵支撑立管、液位探棒支撑立管、卸油口等油罐人孔井内各种工

艺管孔。

4 基本要求

4.1 清洗队伍和组织基本要求

4.1.1 应具有工业清洗企业资质证书。

4.1.2 应具有安全生产许可证或工业清洗安全作业证书。

4.1.3 应具有完整的、功能齐备的技术、质量、安全和项目管理组织体系。

4.1.4储罐清洗作业人员应持有储罐机械清洗职业技能证书，作业监护人及安全负责人应持

有相应资格证书。作业中涉及其它特殊工种的，应持有有效的特种作业操作证。

4.1.5 应配备油罐机械清洗所需的专用清洗设备或装置。

4.2 安全监督基本要求

4.2.1 施工作业场所应设置警戒区，放置警戒线、警戒标志或安全围栏等。

4.2.2 安全员负责现场安全巡回检查，做好安全监督检查记录，及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严

禁非作业人员进入作业现场。

4.2.3 作业停工期间，为防止人员误入，作业现场应留设一名值班人员，并在施工区域设置

“危险！严禁入内！”警示牌。

4.2.4 作业结束后，应做好现场的安全检查、人员清点及作业器材清理等工作。

4.3 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的基本要求

劳动防护用品的配备，应满足标准 SY/T 6524—2017 中 6.4 的要求。劳动防护用品应

包括但不限于：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劳保鞋、防护手套、安全帽、呼吸防护用具、安全带、

安全绳等。

4.4 作业工具用具的基本要求

4.4.1 施工区域内的所有电气装置应具有防爆性能。

4.4.2 作业中的手持式工具应是防爆工具，不得使用铁质等非防爆工具作业。

4.4.3 作业中的照明灯具应是防爆灯具，且照明灯具的亮度应满足现场施工要求。



4.4.4 作业区域内的通讯工具应是防爆工具。

4.4.5 应配备两台同型号且在计量检定有效期内的气体检测仪，可检测氧气、可燃性气体、

硫化氢和一氧化碳的含量。气体检测仪的量程范围宜选择氧含量：0～30%；可燃气体爆炸

下限(LEL)：0～100%；一氧化碳浓度 0～1000 mg/m3；硫化氢浓度 0～100 mg/ m3。

4.4.6 作业时需要影像采集拍摄时，影像采集设备应是防爆设备或安置在现场作业区域外。

4.5 油罐机械清洗设备的基本要求

用于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的设备应满足以下要求：

a）洗罐器应具备低速稳定的旋转速度，可重复的全方位球面覆盖轨迹；

b）清洗泵应具备合适且稳定的工作压力和流量，以满足油罐的清洗距离和射流冲击力

的要求, 但工作压力不宜超过 1.6 MPa；

c）抽污系统应具备真空抽吸性能，吸程应大于 6 m，流量应大于清洗流量；

d）循环水处理工艺设备满足连续清洗的工作流量需求；

e）清洗软管应采用耐压带钢丝橡胶软管，耐压应大于 2 MPa，末端应采用金属铝管插

入油罐内并连接洗罐器；

f）抽吸软管宜采用透明带钢丝塑料软管，抽吸管路应设置观察孔，以便观察污水的洁

净度。插入油罐的抽吸管应采用金属铝管；

g）所使用电气应符合国家标准 GB 50058《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的

规定。

4.6 清洗作业环境要求

4.6.1 待清洗油罐应满足：

a）油罐内油品已经转移。

b）若油罐内部含有防爆阻隔材料，防爆阻隔材料已取出。

c）应具有能够满足安装洗罐器所需的结构。

d）应具有足够尺寸和数量的抽吸管口。

e）防雷、防静电装置应能够正常运行。

f）清洗作业过程中油罐不进行卸油作业。

4.6.2 待清洗油罐周边场地应满足：

a）加油站处于停业状态；

b）放置机械清洗作业所需设备和工具的场地；

c）能够设置必要的应急安全通道。

4.6.3 水源和动力电源应满足：

a）有供给机械清洗作业的足量水源，水源符合 6.8 中表 1、表 2 的要求；

b）有动力电源供应，且容量满足清洗作业要求。

4.6.4 其他相关要求

加油站现场能够存放待清洗油罐内的残油。

5 作业前准备

5.1 现场勘查

现场勘查的内容应包括：

a）勘查油罐机械清洗设备运输路线以及沿途交通相关要求；

b）勘查待清洗油罐的体积、结构、数量、罐内油品及剩余量、油罐清洗后的用途、业

主期望的清洗效果等信息；

c）勘查作业现场环境情况，确认现场附近的主要医院、应急机构的地理位置和联系方

式；

d）确定现场水源与动力电源的位置，重点是动力电源的电压、频率、容量；



e）确定与业主有关人员的联系方式，相关施工作业证书的办理要求和流程；

f）现场勘查宜形成记录性文件，作业单位和业主方双方签字确认。

5.2 编制清洗作业方案和现场应急预案

5.2.1根据现场勘查获得的现场信息和业主的清洗需求，清洗作业单位应编制油罐清洗作业

方案以及现场应急预案。清洗作业方案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编制依据、工程概况（含详细

作业范围）、作业人员、清洗设备、清洗工艺流程、清洗工期、安全防护措施等。现场应急

预案内容应包括编制的目的、原则和依据、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预警预防机制、应急响应、

后期处置等。

5.2.2油罐清洗作业方案以及现场应急预案，应经清洗作业单位内部预审、技术负责人签字

确认后，再送业主方批准。

5.2.3 经业主批准后的油罐清洗作业方案及现场应急预案，为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的主要依

据，清洗作业过程中若有修改变动，应及时提交业主方批准。

5.3 安全教育与危险危害识别

5.3.1 清洗作业单位应对拟参与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的员工进行施工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培

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作为拟入场清洗作业人员。

5.3.2 业主方应根据作业内容对清洗作业单位的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和油罐现场管理规

章制度培训，双方应做好记录。

5.3.3 业主方及清洗作业单位应共同对作业内容进行危险危害识别（常见作业危险可参考附

录 A），对包括清洗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和环境影响进行识别，制定应对措施，防止人员伤

害、设备损坏或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

5.4 作业许可证办理

清洗作业单位应根据油罐清洗作业内容，对涉及到用火、临时用电、登高、受限空间等

作业，按业主要求办理相应的作业许可证。

5.5 清洗作业入场前检查事项

清洗作业入场前应对以下事项进行检查：

a）油罐清洗设备应保持整洁、功能完好，各部件连接完好无泄漏；

b）电气设备接线无破损，无漏电、短路现象；

c）作业使用的金属管线和挠性管线，应无破损、无泄漏，且防静电接地可靠；

d）作业使用的仪器仪表应经国家认可的检定机构检定合格，检定证书在有效期内。

6 储罐机械清洗作业

6.1 清洗作业现场布置

6.1.1清罐作业前，应在作业区域的上风处配置适量的消防器材。

6.1.2清罐作业区域外应配备急救箱、空气呼吸器、供风式防护面具、救生绳等应急救护器

具，并派专人值守。作业区域出入口应保证畅通无阻，不得有障碍物。

6.2 油罐及现场气体检测

6.2.1气体检测的准备工作，应在作业区域外进行。气体检测时，检测人员操作应站立于上

风方向，呼吸平稳、动作平缓，以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

6.2.2 气体检测仪使用前应进行校准。

6.2.3 若现场两台气体检测仪检测数据相差较大时（误差超过 5%及以上），应更换仪器再次

进行检测。

6.2.4 气体检测的范围，应包括油罐内、人孔井内、人孔井附近作业区域等可能存留油气的

区域。清罐现场环境内若有其它通风不良处，也应进行油气浓度检测。

6.2.5 作业前应对作业区域进行气体检测，并做好记录。符合以下指标方可进行油罐清洗工

作：



——氧气含量 18～21%；

——可燃气体爆炸下限（LEL）读数应低于 4%；

——硫化氢气体浓度检测读数应低于 10mg/m
3
。

——一氧化碳气体浓度检测读数应低于 1mg/m
3
。

若气体指标不达标，严禁作业。进行通风，直到气体指标符合要求方可进行作业。

6.2.6 作业期间应对作业区域的气体监测宜优先选择连续监测方式。若采用间断性监测，间

隔不应超过 30min。气体监测不合格时，应立即停止作业。

6.2.7 出现作业中断，再次进行作业前应重新进行气体检测，若检测不合格，应进行通风，

直至气体指标符合要求时，方可继续进行作业。

6.2.8 气体检测位置及结果应形成记录，记录格式可参考附录 B 气体检测日志。

6.3 油站设备拆卸

6.3.1 油站设备拆卸前先切断电源开关。并挂警示牌上锁，以避免电源被误启动。

6.3.2 现场作业人员在人孔井内作业时，人孔井区域应设专职监护人员，一个监护人员同一

时间只能监护一个作业点。

6.3.3 油站拆卸下的设备（潜油泵、液位探棒、卸油管、量油管等），应放置在事先与业主

约定好的区域，摆放整齐并做好设备防护。

6.3.4 如果油罐清洗作业需移开人孔井大法兰盘，在移动人孔井大法兰盘之前，应先对油罐

内部的人孔大法兰盘下方区域进行惰性化处理。当油罐内部人孔大法兰盘下方区域的可燃气

体爆炸下限（LEL）读数降到 10%以下时，才可以进行人孔井大法兰盖移除作业。

6.4 清洗设备安装

6.4.1油罐机械清洗主体设备应放置在加油站油库防火墙外且通风良好、便于操作的地方。

6.4.2 洗罐器宜安装在大法兰盘上，洗罐器接地线要与油罐接地装置可靠连接。

6.4.3 清洗设备所用管线跨越现场设施或防火墙时，应使用挠性管线。

6.4.4 清洗设备及其管线应采取有效的接地措施。

6.4.5 清洗设备的电缆铺设与连接应符合 JGJ46 中第 7 章的规定，相关作业由专业持证电

工进行。

6.5 油罐清洗设备调试

6.5.1 油罐清洗设备的调试应在加油站油库防火墙外且通风良好的地方。

6.5.2 油罐清洗设备调试时应调试至设备各组成部分均运转正常。涉及电气设备的相关调

试，应由专业持证电工进行。

6.5.3 设备管线连接完成后，应采用压缩空气或水进行管线试压，确保无泄漏。

6.6 管线吹扫与封堵

6.6.1 油罐清洗作业前，应将卸油管线、油气回收管线、输油管线等与油罐断开隔离并进行

吹扫。

6.6.2 吹扫时应采用惰性气体进行吹扫，吹扫过程中要做好防护措施，以避免油品飞溅。

6.6.3 管线吹扫完毕后应按业主要求，在管线中注入清水或氮气，并采用法兰盲板进行管线

封堵。

6.7 油品倒出

6.7.1 倒油操作前，应确保油罐车到位，且油罐车接地线与罐区接地装置可靠连接。

6.7.2 倒油管线应做可靠接地，确保倒油过程中及时释放静电。

6.7.3 倒油管路应做好密封，将油罐内油气以及残油一起移送到油罐车内，防止泄露。

6.7.4 倒油操作前，应做好防油污措施并设置好消防器材。

6.7.5 倒油过程中，处于下风口的操作人员应佩戴呼吸防护用具。

6.7.6 倒油过程中，确保流速不能过快，并符合 AQ 3010 中 5.2 的规定。



6.8 油罐机械清洗

6.8.1 禁止在雷雨、大风天气时进行油罐机械清洗作业；汽油罐机械清洗作业时应避开夏季

中午等高温时段。

6.8.2 油罐机械清洗作业宜用生产水、生活自来水或符合表 1 要求的清水作为清洗水源，用

水量应根据油罐容积及清洗作业方案进行计算，保证用量及流量足够。

表 1 油罐机械清洗清水水质要求

指标 数值

pH 6.5～8.5

油含量，mg/L ＜5

浊度， NTU ＜3

6.8.3 采用循环水机械清洗工艺，处理后的水质符合表 2 要求时，可作为清洗用循环水，水

量不足时，补充水质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 2 油罐清洗循环水要求

指标 数值

pH 6～9

油含量，mg/L ＜10

浊度，NTU ＜10

6.8.4 油罐机械清洗时，污水不得随意排放，宜通过油水分离器及过滤设备进行处理，将污

水中的污油及固废分离并收集，处理后水质符合表 2 要求时可循环使用。

6.8.5油罐机械清洗操作的步骤为：

a）启动真空泵，待真空度超过-0.06 MPa 之后，再启动清洗泵；

b）清洗作业过程中，应保持真空泵连续工作，依据真空抽吸的能力（流量）大小，清

洗泵可采用连续工作或间歇工作方式；

c）清洗作业时，单个油罐的清洗时间应大于洗罐器球面覆盖周期的时间，并保证油罐

内部得到全方位的清洗；

d）作业完成时，应先关闭清洗泵和清洗管线阀门，保持真空抽吸系统继续工作，并适

当调整插入罐内抽吸铝管的位置，最后或更换小口径铝管进行抽吸，直到抽吸管线中流量下

降为零。

6.8.6清洗作业结束判定

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结束时，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a）清洗时间满足 6.8.5 条中第 c）款要求；

b）通过透明抽污软管或观察孔，目测抽污管线水质达到洁净或与循环清洗水质基本一

致。

6.8.6 油罐机械清洗作业清出的含油污物，不得随意倾倒或遗洒，应从清洗设备稳妥转移并

存放在加油站业主指定的容器内，并做好防雨措施。

6.8.7 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结束后，作业人员应对作业工具、材料等进行清点，妥善收集处理。

6.9 油罐通风

6.9.1 油罐通风之前，应确保油罐已清洗完毕。

6.9.2 油罐通风之前，断开与油罐相连的所有清洗管路，打开罐体所有人孔；如需要打开大

法兰，作业人员应在上风口进行操作。

6.9.3 油罐通风所用风管应使用电阻率不大于 108Ω·m 的材质；风管应与接地装置做良好

接地；应禁止使用塑料管通风。

6.9.4 油罐通风过程中，作业人员应在上风口进行操作。作业区域内应布置消防器材，并设

专人监护。



6.9.5 油罐通风时间应控制在 2 小时以上。从距罐底部 30cm 处测得的油罐内部的可燃气体

爆炸下限（LEL）读数低于 4%，油罐通风工作可结束。

7 油罐验收

7.1 定期清洗、不改储其他油品的油罐：目视罐底、罐壁及其附件表面无沉渣油垢。

7.2 为了检修及内防腐需要而清洗的油罐：目视油污、锈蚀积垢清除干净，露出金属本色。

7.3 油罐机械清洗作业工作结束后，油罐应交由业主方进行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应在油罐

清洗作业验收报告上签字确认，验收报告格式可参考附录 C。

8 废物处理

8.1 油罐机械清洗收集的含油污污垢应交由业主申报处理。

8.2 业主委托处理时，应选择当地具有相应危险品运输和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申报

处理。



附 录 A

（资料性）

加油站施工过程中常见作业风险

A.1 总则

装有石油产品的油罐在进行机械清洗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应提前进行作业风

险识别并做好防范。作业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火灾和爆炸；

—有毒物质；

—登高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

—缺氧；

A.2 火灾和爆炸

a）当作业场所油气浓度超过该油品爆炸下限的 20%，其半径 17.5m 范围内为火灾和爆

炸危险场所。

b）可燃性气体和空气达到一定比例混合后，在遇到明火或静电火花时就会发生火灾和

爆炸。

c）进行油罐机械清洗时，应对人孔井和作业区域进行气体监测，防止气体超标引发火

灾爆炸。

d）在清洗过程中，管道输送、清洗液喷射清洗等会产生静电累积。积累的静电有接受

对象时就可能产生静电能，当其能量超过爆炸混合气点火能时，引起火灾或爆炸。作业现场

防静电装置应良好。

e）现场作业人员携带非防爆手机，携带钥匙、手表等金属物品，引起火灾和爆炸。

A.3 有毒物质

a）有毒物质根据其毒性、浓度和暴露时间，可以造成刺激、伤害、疾病，甚至死亡。

b）根据有毒物质的特点和性质，有可能的接触途径是呼吸吸入、眼睛、皮肤等。

c）油罐机械清洗施工中，会产生的有毒物质为硫化氢、一氧化碳、苯类及甲醇等，有

毒物质的不良健康反应及职业接触限值可参考标准 GBZ 2.1。

A.4 登高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

a）由于加油站现场环境不同，罐区的不同，埋地油罐的人孔井深度不一致。

b）在深人孔井区域作业，深度超过 1.5 米及以上，应考虑到登高作业风险和有限空间

作业风险。

c）油罐机械清洗登高作业风险主要为高处坠落和物体打击。

d）油罐机械清洗有限空间作业风险主要为氧含量不足、可燃气体超标、有毒气体吸入

等。

A.5 缺氧

a）施工现场区域应对氧含量进行监测，氧含量 19.5%～23.5%为合格。如果氧含量低于

19.5%，即为缺氧。

b）缺氧也可能发生在油罐注入惰性气体（例如氮气）的情况下。

c）为保证人孔井区域空气流通和作业人员呼吸需要，可采用自然通风和强制通风，但

严禁直接充氧气。

d）工作在缺氧环境下且没有佩戴合适的呼吸防护用具的施工人员经常感觉不到缺氧现

象的存在，此时几乎没有任何警告。如果身体缺氧的话，可能会发生死亡或脑损伤。



附 录 B

（资料性）

气体检测日志

气体检测

气体探测器信息： 上次校准日期：

品牌： 型号： 序列号：

初次空气检测

日期 时间 O2 %LEL H2S CO 检测位置 检测员签名

定期空气检测

日期 时间 O2 %LEL H2S CO 检测位置 检测员签名



附 录 C

（资料性）

油罐机械清洗作业验收报告

单位名称： 记录人：

油罐编号 油罐类型 容积（m³） 储油品种

清洗日期 清洗方法
通风方

法

清除污物（t） 清罐工作现场负责人 参加人数

作业单位
作业单位负责

人
作业人数

验收人员

油罐清洗作业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