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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中国加油站自 2000 年开始，经历了近 20 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加油站数量目

前已经超过 10万座。油罐数量达到近 40 万个。 

加油站油罐在长时间存储油品的过程中，会因温差变化而聚集冷凝水。这些

冷凝水会不断累积流入罐底，加快油罐中存储的燃油的乳化，腐蚀罐壁，滋生铁

锈及细菌，并逐渐增加附着在罐壁上的油泥。这些因素会导致罐底及内壁积存很

多油泥和污垢，不仅导致频繁堵塞加油机过滤器、影响加油速度，而且细菌污染

或油品相分离也会破坏油品质量。另外，由于罐底杂质和水分的增多，容易产生

静电积聚，甚至造成静电事故。因此，综合上述因素，不仅在油罐检修或更换新

油品之前要清洗油罐，更重要的是有计划地做好加油站油罐的定期清洗工作，目

前普遍的规定是，加油站油罐每 3-5 年至少需定期清洗 1次。 

加油站油罐通常为卧式埋地罐，油罐一般的埋地深度达地下 4~5 米且只有 1

或 2 个人孔法兰盘，位于油罐的端部。由于油罐不设排污孔，油罐的残油和清洗

污水必须通过油罐上部的人孔抽出，这种结构不易抽吸底部残油和清洗污水，对

清洗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目前，国内加油站油罐常采用人工清洗方式。也就是说，作业人员需要进入

罐中进行清洗操作。这种清洗方式十分费力且不方便，并且由于作业人员的局限

性而很难清洗干净。长期清洗不干净的油罐容易出现严重的安全事故。另外，油

罐内的有害物质较多，含有大量含油挥发气体，对于作业人员的人身安全来说是

极为不利的。 

许多加油站地处城市闹市，人员建筑密集。同时，加油站又不能长时间停止

营业。因此，作业时间紧，周围环境复杂，给清洗工作也带来较大的难度。  

鉴于传统人工清罐作业方式存在清洗效果差、安全性差、耗时长的弊端，因

此逐渐被机械清洗方式所替代。为了规范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的质量、安全性和

有效性，同时改善油罐机械清洗的作业环境和保障作业者的安全，建立完整统一

的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是有必要的。因此，我们建议制订加油站油罐机

械清洗作业规范的团体标准。 

通过借鉴和研究国外技术标准和目前国内相关行业成熟应用经验，经万博克

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组织专家研讨，形成了标准建议书，并报经中国工业

清洗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0 年工作会议讨论，予以批准立项（项目编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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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T-2019001）。 

2、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内容制定的准确性、实用性，且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保证标准

内容科学、合理，标准起草组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借鉴国内外成熟标准并确定标准结构 

为保证标准的制定能够对我国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行业面临的突出问题进行

有效应对，标准起草组对《储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 SY/T 6696)进行了系统学习，

参考了《成品油罐清洗安全技术规程》( Q/SH 0519-2013)、《石油储罐机械化清洗

施工安全规范》（DB11/T 754）及《关于有人进入和无人进入地下油罐进行清洗

和检查的壳牌标准》（GDS China 08.020）等行业、企业标准基础上确定了《加油

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标准各部分按照相关的章节内容进行划分，共分为 7

个部分： 

——第 1 部分：范围； 

——第 2 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 

——第 3 部分：定义与术语； 

——第 4 部分：基本要求； 

——第 5 部分：作业危险识别及防范； 

——第 6 部分：清洗作业准备； 

——第 7 部分：机械清洗作业； 

——第 8 部分：其他。 

（2）多次召开编制组会议，研讨标准内容 

2019 年 7 月，标准编制组对加油站储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进行立项评估，针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邀请了一些加油站油罐清洗施工单位及作业人员等进

行了研讨，明确了需要应对的问题。 

2019 年 10 月，项目组召开了标准修订的研讨会，确定了标准修订的原则，并

对共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 

2020 年 3 月，项目组组织专家对前期形成的标准初稿逐条进行了研讨，根据

专家意见形成了起草组讨论修改稿。 

2020 年 5 月，项目组完善标准修改稿，集合相关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及相关论据 

（一）标准制定原则 

标准本着内容科学、合理、协调、可行，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可操作性等原

则，标准在制定过程中主要借鉴国内标准，参考国外标准，根据国内加油站油罐

机械清洗作业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标准的内容，确保标准的可执行性和前瞻性。 

（二）相关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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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借鉴了《储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SY/T 6696)、《成品油罐清洗安全

技术规程》(Q/SH 0519-2013)、《石油储罐机械化清洗施工安全规范》（DB11/T 754）

及《关于有人进入和无人进入地下油罐进行清洗和检查的壳牌标准》（GDS China 

08.020）等行业、企业标准，在此基础上，根据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行业的实际情

况进行了部分调整。 

1、标准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的定义与术语，规定了加油站油罐机

械清洗作业的基本条件、安全规定以及清洗作业的各项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加油站埋地油罐和撬装油罐的机械清洗。 

2、标准条文说明 

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现行标准是完全针对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的。因此，

在编制本标准过程中，借鉴《储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 SY/T 6696)、《成品油罐

清洗安全技术规程》( Q/SH 0519-2013)、《石油储罐机械化清洗施工安全规范》

（DB11/T 754）及《关于有人进入和无人进入地下油罐进行清洗和检查的壳牌标

准》（GDS China 08.020）等行业、企业标准，将基本要求、作业危险识别及规范、

清洗作业准备、机械清洗作业加入本标准中，这些都体现在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

作业规范中。 

（1）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是指对加油站油罐进行机械清洗时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要求。清洗

队伍组织基本要求提出了组织和人员应该具备的资质证件，施工组织应该具备项

目管理组织体系，施工人员的身体条件要满足规定要求。安全监督基本要求提出

了施工作业组织在安全监督方面应该具备的要求，需配备安全员负责安全巡回检

查，现场需设置警戒区，停工期间需设置值班人员进行巡回检查。作业劳动防护

用品的基本要求提出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过程中应该配备劳动防护用品、工作

服和防毒口罩。作业工具用具的基本要求提出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过程中配备

的手持式工具、照明工具、气体检测仪、通讯工具、电气装置等都应防爆。清洗

作业的基本要求提出了可机械清洗的油罐、清洗场地、水源电源等的要求。 

（2）作业危险识别及防范 

作业危险识别及防范对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险源和应对

措施进行了分析论述。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源包括火灾和爆

炸、有毒物质、登高作业、有限空间、缺氧等。火灾和爆炸风险提出要防范明火、

可燃性气体、电气设备、静电等。有毒物质提出要防范硫化氢和一氧化碳。登高

作业和有限空间风险提出配备安全带。缺氧提出要对氧含量进行实时监测、采取

通风措施。其中火灾和爆炸风险、缺氧条文中出现的数据是参考了《成品油罐清

洗安全技术规程》( Q/SH 0519-2013)的相关要求以及结合了现场的实际经验得出。 

（3）清洗作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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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作业准备是指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前做的准备工作。现场勘查提出了在

油罐机械清洗前，要对现场实际情况、待清洗油罐数量体积、水源电源的位置、

应急救援措施和场所进行一个了解。编制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提出在清洗施工前

要编制作业方案和应急预案并得到业主方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安全预防措施提

出了在油罐机械清洗前应在现场配备好相关消防器材、防护工具。办理施工作业

手续提出了油罐机械清洗前应根据作业内容配合业主方办理施工作业手续。 

（4）机械清洗作业 

机械清洗作业是指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过程中的作业步骤和规范。入场检查

提出了在油罐机械清洗入场前对设备、人员、仪器仪表等进行检查。安全教育和

危害识别提出了在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前配合业主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考

核，针对具体的作业内容进行危害识别。作业许可证办理提出了在实际现场作业

过程中需要对涉及到的用火、用电、登高、有限空间等作业进行许可证办理。油

罐气体检测提出了在油罐机械清洗过程中需对气体进行有效监测并记录，提出了

气体检测的种类、位置、参数范围和检测规范步骤，其中涉及到的气体指标参考

了《成品油罐清洗安全技术规程》( Q/SH 0519-2013)、《石油储罐机械化清洗施工

安全规范》（DB11/T 754）的相关要求以及结合了现场的实际经验得出。油站设

备拆卸与清洗设备安装提出了油站设备拆卸需要的工具要求、需要拆卸的设备、

方法、清洗设备的安装步骤、方法和要求。设备调试提出了油罐机械清洗所涉及

到的设备进行调试的方法和要求。管线吹扫和封堵提出了对与油罐相连接的管线

进行吹扫封堵的方法和步骤。油品倒出提出了对待清洗油罐内的残余油品往油罐

车内进行倒入的方法、步骤和要求。油罐清洗提出了对加油站油罐机械的方法、

步骤、要求和作业规范。油罐通风提出了油罐机械清洗后进行通风的方法、步骤、

要求和作业规范。油罐验收提出了油罐机械清洗完后配合业主方进行验收的步骤

和验收标准。 

（5）其他 

本节主要提出了油罐机械清洗产生的污水处理后的循环水回用规范。其中涉

及到的要求参考了 GB 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相关要求和结合现场施工实际经

验得出。提出了油罐清洗产生的污水不得随意排放，建议采用循环水机械清洗工

艺。提出了油罐机械清洗产生的污废处理的规范。 

三、试验分析、技术论证、预期效果  

本标准中各项要求均能通过现场实际作业进行验证和判定。标准提出的基本

要求、作业危险识别及规范、清洗作业准备、机械清洗作业是借鉴国内外相关标

准，并依据实际作业生产应用的要求提出来的。基本要求、作业危险识别及规范

是油罐机械清洗作业的准备工作的规范要求。在进行油罐机械清洗作业准备阶段

提供了良好的作业指导。而清洗作业准备、机械清洗作业是直接反映了油罐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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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过程中的作业规范，该部分的作业规范的效果与否直接决定了油罐机械清洗

质量的好坏。所有的标准规范是为了更好的保障油罐机械清洗的安全性、有效性

和可靠性，可有效控制油罐机械清洗质量，提高油罐机械清洗水平。由此可见，

本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是可行的。 

根据调研统计分析本标准中有关产品要求，本项目调研了中石化河南分公司、

中石化云南分公司、延长壳牌、BP 等多家石化企业的油罐机械清洗现场实际应用。

本标准控制监控项目可达到标准要求，本标准是可行的。 

四、预期社会效益 

《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是我国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的作业标准，

是指导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现场施工的准则。《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 第

七部分 机械清洗作业》通过机械清洗作业标准描述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现场作

业的流程和规范要求，提升了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的安全水平，保障了加油站油

罐机械清洗的质量目标。 

五、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水平差距 

目前国内外对于油罐机械清洗的标准有《储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 SY/T 

6696)、《成品油罐清洗安全技术规程》( Q/SH 0519-2013)、《石油储罐机械化清

洗施工安全规范》（DB11/T 754），但是这些标准对于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并没

有特别的针对和指导，提供的内容只是广泛的概括，并没有深入的进行规范研究。

而壳牌的企业标准《关于有人进入和无人进入地下油罐进行清洗和检查的壳牌标

准》（GDS China 08.020）对于加油站油罐的机械清洗并没有给出作业过程中的规

范指导，有些条目讲的也是比较简要。本标准以以上的标准为参考，对加油站油

罐机械清洗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指导，使得本标准对于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更具

有适用性和针对性。 

六、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下列相关的国内外标准存在关系。 

SY/T 6340                  防静电推荐做法 

SY/T 6524                  石油天然气作业场所劳动防护用品配备规范 

SY/T 6696                  储罐机械清洗作业规范 

SY/T 6444                  石油工程建设施工安全规范 

SY/T 6820                  石油储罐的安全进入和清洗 

JGJ 46                     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11/T 754                 石油储罐机械化清洗施工安全规范 

SH/T 0164-1992             石油产品包装、贮运及交货验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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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H 0519-2013             成品油罐清洗安全技术规程 

Q/SY 1242-2009             进入受限空间安全管理规范 

GDS China 08.020          关于有人进入和无人进入地下油罐进行清洗和      

                            检查的壳牌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加油站数量的不断增多，需要清洗的加油站油罐

数量也越来越多。人工清洗逐渐被机械清洗所替代。加油站机械清洗已逐渐成为

加油站油罐清洗的主流。但是目前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存在技术要求不明确，缺

乏相应技术规范、没有统一行业标准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对加油站油罐机械

清洗，制定相应的技术要求，以指导加油站油罐机械清洗，提升加油站油罐机械

清洗质量。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该标准相关内容的实施，需要在中国工业清洗主管部门配合，进行广泛的标

准培训和宣贯。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