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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工程公司)的前身是上海医药工业设计院,创建

于1953年。六十多年来,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铸就了企业深厚的文化底蕴,在诸多工程

技术领域创下了永志史册的“全国第一”。众多创新成就在各个领域跻身先进行列,为我国国

民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上海工程有限公司本次受全国工程硕士教指委、上海市教委和华东理工大学的委托,负责

编写工程硕士实践教学用书《油气储运工程设计》。上海工程有限公司集六十多年企业工程建

设实践与理念为一体,组织多名设计大师和国家注册资深设计专家,融入了多年工程建设的智

慧和经验,吸收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最新创新成果,依据既注重基本理论,更着力于实践应用的

原则,使教材基于理论,源于实践,学以致用,力求将专家、学者、行家里手在长期工程实践活动

中积累的心得体会和经验介绍给广大的青年学子,借此希望能对工程硕士培养教育和工程实

践企业基地建设工作有所启发、借鉴和指导。
全书共11章,主要介绍石油化工储运工程设计、石油库储运工程设计、石油储备库储运工

程设计、低温储运工程设计、输油输气管道工程设计、钢制石油储罐防腐蚀和绝热工程设计、汽
车加油加气站工程设计、油气储运消防设施、油库区储运环境保护基本设计、油库区储运节能

设计基本要求等内容。本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具有应用性强、章节分明、解释准确等特点,
既可作为相关领域工程硕士实践教学用书,亦可供从事油气储运工程的工程技术人员作参考。

本书的出版获得全国工程硕士教指委“提升实践教学质量,培养社会需求人才”课题和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课题立项支持,在此表示感谢。同时,编
者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许多文献,引用了一些行业资料和数据,亦在此向相关作者致谢。本书

编委会的各位专家在编写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和努力,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油气储运工程博大精深,涉及知识浩如烟海,且在工程建设实践中不断充实、完善和

发展,因此书中的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师生、同行专家和其他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

建议,以便我们提高水平,不断改进。

编者

201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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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 论

近年来,随着油气储运工程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油气储运工程的规模越来越趋于大型

化,大量新工艺、新设备、新方法不断涌现,其安全性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建设一个油气储

运工程,首先要有可靠的工程设计。油气储运工程设计的内容相当广,主要包括石油化工企业

的储运设施、石油库及石油储备库(地上原油储备与地下水封洞库)的储运设施、低温液化烃与

低温液化天然气的储运设施、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汽车加油加气站、油气储运的消防设施、储
罐的防腐和绝热、油库区的环境保护与节能要求等。

石油化工企业的储运设施:化工品种名目繁多,大多属于易燃、易爆及有毒介质。石油化

工液体物料(包括原料、中间原料、成品及辅助生产物料)的储运系统设计技术要求包括储罐的

选型、储罐容量、储罐数量、物料的储存天数、储罐附件的选用及布置与安装、储罐的防腐等,设
计主要遵循GB50160—2008《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和SH/T3007—2014《石油化工储

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
石油库的储运设施:石油库是指收发、储存原油、成品油及其他易燃和可燃液体的独立设

施。特级石油库是指储存原油与非原油类易燃和可燃液体,且储罐计算总容量大于或等于

1.2×106 m3 的石油库。其储运设施的总图平面及竖向布置、库区道路、储罐的选择(根据介

质的沸点与饱和蒸气压)、安全储存的要求、爆炸危险区域的划分、储罐附件等的设计主要遵循

GB50074—2014《石油库设计规范》。
石油储备库(地上石油储备库与地下水封洞库)的储运设施:专用于储存原油、库区总容量

大于或等于1.2×106m3,且单罐公称容量一般不小于105m3的油库称为地上原油储备库。地

下水封洞库是在稳定的地下水位以下的岩体中开挖出的用于储存原油的地下空间系统,其设

计库容量不小于106m3。地下水封洞库由一个或几个相互连通的洞室组成,洞室之间相互连

通的通道可以保证储存的原油在洞室间相互流通,并保持液位等同。石油储备储运设施的工

程勘察、总图平面及竖向布置、库区道路、防火堤设置的要求、储运工艺流程及管道、输油泵站、
主要设备及器材选用、大型储罐的设计要求、给排水及污水处理、消防设施、仪表自动控制、库
区供配电与防雷防静电、库区的火灾报警系统及电视监控等的设计主要遵循GB50737—2011
《石油储备库设计规范》和GB50455—2008《地下水封石洞油库设计规范》。

低温液化烃与低温液化天然气的储运设施: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消费带来的环境问题

日趋明显,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在能源供应中的比例大幅上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低温液

化烃与低温液化天然气的储存条件有了很大的进步,技术也日趋成熟。我国在这一领域起步

虽晚,但发展迅速。近几年,我国已在洋山、福建、宁波、山东、广西等沿海地区建成或规划建设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其储运设施的总图布置、卸船与装船工艺系统、储存系统、蒸发气冷冻回

收系统、气化工艺系统、管道输送系统、装车工艺系统、外输计量系统、火炬排放系统等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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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遵循GB51156—2015《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工程设计规范》。
长距离输油输气管道:管道输送是石油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是石油工业的动脉。管道

输送是继铁路、水路、公路、航空运输后的第五种运输方式。与铁路和公路的运输相比,管道输

送具有运量大、能连续运行、对环境污染小、便于管理、工作效率高等特点。长输管道具有输送

距离长(常穿越多个行政区、省、市),中途大多设有加压站、穿跨越工程多、绝大部分为埋地敷

设等特点。管道有可能通过各种环境与地质条件的地区,如穿越沙漠、沼泽、湿陷性黄土、永久

冻土层、地震带及泥石流等条件险恶地段,并有可能穿越高山、河流、公路和铁路。对长输管道

要作好选线工作,根据选择的最佳线路,精心设计,妥善处理各种不利的地理环境带来的影响。
设计主要遵循GB50253—2014《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和GB50251—2015《输气管道工程

设计规范》。
汽车加油加气站:汽车加油加气站是油气储运设计中的重要一环,项目虽小,但量大面广,

涉及城市中的千家万户。油气站主要分为加油站、液化石油气(LPG)加气站、压缩天然气

(CNG)加气站和液化天然气(LNG)加气站。具有储油(气)设施,既能为机动车加注车用燃

油,又能加注车用燃气的称之为加油加气合建站。加油站、加气站、加油加气合建站统称为加

油加气站。设计主要遵循GB50156—2012(2014年版)《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油气储运的消防设施:油气储运储存的多为易燃、易爆的介质,因此,针对不同的储运设施

及化学危险品种,科学有效地设置消防设施是发生火灾时得以及时控制、扑灭的重要手段。消

防设施主要包括消防给水系统、泡沫灭火系统、灭火器材配置及消防站设置。设计主要遵循现

行的国家有关消防的标准规范。
储罐的防腐和绝热:钢制石油储罐的防腐蚀技术和绝热技术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优

质材料和新型结构不断涌现。合理地选择材料,不断优化的结构,采取高效的防腐和绝热措

施,可以保证储罐正常地运行。提高储罐的安全系数、延长其使用年限,对油气储运的可持续

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设计主要遵循GB50393—2008《钢质石油储罐防腐蚀工程技术规范》
和GB50264—2013《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油库区的环境保护:油库区在储存、收发油品过程中会产生含油污水、油气排放等环境污

染物。因此加强油库区的环境保护,对保障油品装载系统作业安全、改善库区工作环境的条

件、减少资源浪费、促进技术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油库区的环境保护主要涉及含油污水处

理、油气回收装置、储罐基础及罐区防火堤内地面防渗设计、罐区水体污染防控设计等。设计

主要遵循GB50759—2012《油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和GB/T50934—2013《石
油化工防渗工程技术规范》。

油库区的节能要求:能源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直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影响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贯彻国家对能源实行开发和节约并重的方针,工程设计应尽量采用

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以减少能耗、降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库区的节能工作主要涉及储

罐的选型是否正确,储罐的储存温度是否合理,输油泵的流量和扬程计算是否满足生产需要

等。设计主要遵循SH/T3002—2000《石油库节能设计导则》。
油气储运工程设计工作质量好坏,作业计划是否缜密,方案确定是否周详,委托资料或条

件是否及时、准确、完整,各专业信息的传递是否及时、准确等,无不关系着整个工程设计工作

的进展和设计成品的质量,油气储运工艺专业在该工程设计中起着主导作用。一个油气储运

工艺专业的设计人员若没有数年的工作实践和项目锻炼经验,不可能具备独当一面的工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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