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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防腐、精准计量，本质安全、绿色环保，是储罐罐区始终不变的追求。
尽心尽力、成就价值，全程无忧、放心托付，是澳科中意始终不变的承诺。

澳科中意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坚持聚焦行业需求、与行业共同发展，
以新材料和传感器物联网等技术，赋能化工仓储及油库领域、
助力行业转型升级！ 

让永恒的时间，见证我们不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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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澳科中意

需求背景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

广泛适配于各种直径的储罐

密封系统

浮盘附件

资质及认证

案例展示

Wolftank大罐罐底及罐壁防腐技术

目录

河北澳科中意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澳科中意），是由青岛澳科技术有限公司和

冀州中意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2011年共同合资组建的高新技术企业，总部位于

河北省衡水市。

得益于青岛澳科多年以来服务于石油化工行业的经验积累，和冀州中意国内卓越的复

合材料生产规模及工艺能力，澳科中意已经发展为通过复合材料技术向石油化工行业

提供复合材料方案的专业供应商，致力于将新型复合材料应用到石油化工领域，为客

户提供高效防腐、本质安全、绿色环保的危化液体产品存储解决方案。

关于澳科中意

主要业务

立式储罐 卧式储罐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
Wolftank大罐罐底及罐壁防腐
······

3DFF®全复合材料双层储油罐
凤凰系统在役油罐内衬改造技术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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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能源化工行业诞生以来，大型立式储罐一直是液体化工产

品以及油品存储的主要容器。近年来，伴随着国家一系列文

件的陆续发布，标志着我国对于大型储罐罐区的安全环保要

求，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作为大型储罐的附属设施⸺浮

盘，其材料和结构等性能，对储罐能否同时满足安全环保的

要求和生产运营的需求，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

其中，《关于加快解决当前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突出问题的通

知》环大气〔2021〕65号文件中明确要求（如右图）：

新型高效浮盘的核心，在于解决传统浮盘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背景需求

那如何定义新型高效浮盘呢？

新型高效浮盘的根本目的：

* SH/T 3046 《石油化工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设计规范》
* SH/T 3194《石油化工储罐用装配式内浮顶工程技术规范》

澳科中意参编的部分标准

*GB 50074《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341《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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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容积占用
无拼接缝
耐腐蚀
易于改造
耐火抗爆
全盘提供浮力
整体强度
液密可靠性
有效控制排放
维护简单
满足环保需求
满足安全需求
满足生产需求

传统钢制焊接浮盘 传统轻型浮盘 新型高效浮盘

环保需求
源头治理、

有效控制VOCs排放；
全接液、无拼接。

安全需求
高强度；

全盘提供积极浮力；
耐火抗爆。

生产需求
综合成本低；

适应工况能力强；
储罐利用率高。

VAP-O-LOC ®全复合材料浮盘
澳科中意独家引进了新加坡Dynaglass公司的卓越技术，将VAP-O-LOC®高性能浮盘引入中国。

▶VAP-O-LOC®浮盘主体为全复合材料制成的蜂巢三明治结构，工厂预制的模块经热固连接技术整

体成型，无拼接缝，全接液，集安全、环保、防腐、耐火抗爆等多项优势为一体。

▶全复合材料技术的VAP-O-LOC®高性能浮盘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市场检验，以媲美钢制焊接浮盘的

安全环保性能和超越传统轻型浮盘的高可用性和不可比拟的防腐性能，获得了储罐业主的广泛美

誉，同时，也拥有长期应用于外浮顶的市场应用。



优势一：一体单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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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复合材料一体成型，可靠性强：

依靠复合材料独有的热固成型技术，确保模块与模块之间，以及蜂巢材料和上下盘板之间可靠连接。

解决了拼接式浮盘可能在接缝处易松脱、易失效的隐患。

源头减排，消除拼接缝隙处的VOCs排放。

单元化液密结构，安全性高：

构成浮盘的数百个单元模块均为独立的液密结构，同时这些单元又都由数十万个既独立又紧密的蜂

巢结构组成。

意外情况下，浮盘上任意单点泄漏所导致的进液将被限制在蜂巢单元内。

一体单元化设计⸺树脂的聚合固化

优势

一体
单元化

耐腐蚀

耐火抗爆

质轻高强

安装便捷

本质安全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
拥有六大技术优势：

面板连接顶部连接层 耐火填充材料

面板面板连接底部
连接层1

面板连接底部
连接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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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胶管 密封胶 预制体 脱模布

模具

导流网 真空袋 抽气管 真空表

树脂收集器树脂

真空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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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腐蚀：

浮盘采用全复合材料制成，不会像金属一样被氧化，解决了金属浮盘易被腐蚀的问题，同时

保证储罐液体化工产品远离铁锈等污物。

具备良好的介质兼容性：

可满足绝大多数液体化工产品的存储要求。     特殊应用场合，可针对性调整复合材料配方。

高浮力：

额外浮力负载可达36kg/m2。

高强度：

可承受917kN/0.1m2的集中载荷，

超过国标要求数百倍。

低截面：

常规盘体厚度仅为60~80mm，在减少储罐

容积占用的基础上，提高储罐利用率。

高安全系数：

在12.5%的浮盘支撑失效时，浮盘变形仅为

许用条件下的7%，安全系数超过14。

终身免维护。                                       使用寿命超过20年。

采用真空导入技术，保证浮盘密封性、一致性：

模块质量至关重要：新型浮盘大多采用模块化设计，一旦模块发生液体泄漏，仓储液体进入浮盘

模块中，就会成为重大危险源。（注：行业内的多次事故均与浮盘模块液体泄漏相关。）

澳科中意创造性的采用真空导入的工艺技术来生产构成浮盘的模块，从而确保浮盘模块长久的密

封性和一致性。

整体气密性测试，保证浮盘整体结构稳固：

澳科中意利用独特的结构专利[1]对浮盘拼接气密性进行测试，配合环形密封的气密性检测，构成

了闭环的整体气密性测试，确保浮盘整体结构密封可靠。

采用全盘降阻工艺，保证浮盘静电安全：

澳科中意采用独特的全盘降阻工艺，通过石墨烯等助剂确保浮盘整体电阻率在106~109Ω·m之间，

符合GB 12158中关于静电亚导体的要求。

浮盘表面磨损及局部破坏均不影响静电导出。

注[1]：

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复合式内浮顶储罐浮盘结构，专利号：ZL 2020 2 1570899.8

实用新型专利名称：一种高效全补偿密封系统，专利号：ZL 2020 2 0993796.6

优势二：耐腐蚀 优势四：本质安全

优势三：质轻高强

厚度：60~80mm



工期短、效率高、成本低
不动火、不动电、更安全

1.罐顶开孔或人孔进出 2.模板搭设 3.构建工作平台

5.标记预制面板位置

9.分段拆卸模板平台

6.预制面板吊装 7.吊装就位

10.泄漏测试 11.导静电率测试 12.密封件安装

8.面板连接

4.划线放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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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阻燃：

浮盘整体符合BS476 Part7、ASTM E84、NFPA、UFGS等相关标准的要求，浮盘耐火时间

超过2小时。

早在2009年，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就已通过了由SGS、TüV认证、LastFire认可的

耐火试验。

2021年，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再次通过由天津消防研究所主持的《新型高效浮盘

耐火性能评价大纲》中耐火性能评审。

整体抗爆：

浮盘通过充分的模拟实验及仿真计算证明，发生闪爆时能够承受超过1.5MPa的瞬态压力，

安全可靠。

浮盘通过大连理工大学的模拟爆炸试验验证。

澳科中意已开展与中国石油大学、东北石油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勤务学院合作的新

型高效浮盘抗爆评价体系研究。

灵活、便捷的安装方式：

工厂预制：
浮盘建设的90%工作量可在工厂内预制完成。

更快的综合工期、更稳定的成型质量控制。

旧罐改造：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也可适配人孔进出的小模块施工方式。

避免油罐罐体切割，更安全、更便利的旧罐改造方案。

优势五：耐火抗爆 优势六：安装便捷

耐火实验中 耐火实验后

0.8MPa爆炸实验 1.5MPa爆炸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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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补偿弹性密封系统

盘体全接触无油气空间

高补偿弹性密封系统

采用高弹性合金板配合聚四氟乙烯密封材料设计的密封系统：

可有效补偿储罐变形、有效抵抗静电及腐蚀、具有良好的气密性。

可有效抑制液体挥发、实现蒸发的源头治理，可满足严格的排放管控要求。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兼容所有已知类型的边缘密封安装，包括囊式密封、机械鞋型密封、舌型密

封、高补偿弹性密封等。

各类型密封性能对比如下：

二次密封系统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兼容GB 31570、GB 31571、GB 20950等标准规定的二次密封

或双重密封要求。可选用高补偿弹性密封+舌型密封、囊式密封+舌型密封等形式。

尤其适合大直径储罐

目前我国较大的内浮顶储罐⸺直径78m的10万m³原料油内浮顶储罐，使用的浮盘类型就是

复合材料浮盘。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

的海外业绩中，5000m³及以

上罐容储罐占比超过80%，而

20000m³及以上罐容储罐在其

中又占绝大部分。

密封系统

密封种类

密封效果

补偿空间

定心能力

介质兼容性

使用寿命

价格 最低 最低 高 高低

囊式密封 充液密封 舌型密封 鞋式密封 高补偿密封

广泛适配于各种直径的储罐

箱梁加强结构，保证浮盘整体强度高

VAP-O-LOC®全复合材料浮盘依靠持久可靠的热固体系进行安装，

具备与浮盘一体成型的箱梁加强结构，整体强度高。

每个工厂预制模块的每一条边均与箱梁加强结构可靠连接，无薄弱环节。

5000m³以下 5000m³及以上 20000m³及以上

20% 80% 3/4

尤其适合大直径储罐尤其适合大直径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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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盘附件 资质及认证

SGS认证

TüV认证 船级社浮盘密封性认证

天津消防研究所耐火性能评审报告 大连理工大学模拟爆炸试验报告

浮盘支腿

材料：浮盘支腿由全复合材料制成；

高度：固定高度或可调高度两种形式可选；

*注：当采用可调高度支腿时，配套专用的

支腿连接密封结构。

浮盘人孔/通气阀

采用全复合材料浮盘人孔/通气阀二合一结构；

通气阀开启压力可调，满足环保要求；

也可采用独立人孔、独立通气阀结构。

计量立管/防旋转装置

兼容传统的计量立管和金属管防旋转装置；

可选计量立管囊套密封结构；

可选用钢缆防旋转装置。

取样装置

兼容多种取样装置；

可选全复合材料取样孔；

符合环保型取样装置要求。

边缘密封气压平衡装置

具备全复合材料边缘密封气压平衡装置；

平衡气压范围可调；

兼容氮封系统。



针对旧罐防腐改造，根据使用环境、容装液体介质和腐蚀情况的不同，澳科中意提供来自
Wolftank的厚度从30µm到4mm的一系列多种大罐罐底及罐壁防腐技术。

预制板吊装 预制板进罐 平台搭建 平台校准 浮盘安装平台

浮盘模块定位

浮盘底部 密封件 多功能人孔 静电导出 防旋转

密封层施工 结构层施工 导静电层施工 浮盘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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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层衬里罐底改造技术DOUBLE  FLOOR  DOPA®

罐底翻新

DOUBLE FLOOR DOPA®双层衬里罐底改造技术：

•可修复储罐原有的穿孔损坏，阻断腐蚀；

•可与几乎所有石油化工介质兼容；

•可形成二次保护空间、可持续监测密封性能；

•底涂层附着强度高达6~8MPa； 

•具备弹性的衬层断裂延伸率为80~120%；

•特别适合锥形罐底及可能存在的变形；

•配合实时渗漏监测系统（最高级I级⸺真空法监测），符合欧洲标准EN 13160-7，
  符合国家标准GB/T 30040-7标准。

既有罐底

衬里外层

衬里中间层

衬里内层
5.加强层

（EPOFLEX 6N)

6.导静电层
（Adapox L)

已在舟山、黄山油库等库区进行应用。

腐蚀防护

基于环氧树脂的罐底防腐衬层，可有效防止因点蚀或底层

腐蚀而导致的罐底完整性失效，延长罐底寿命。

双层结构

创新性的分区域间隙构建和高压无气喷涂技术所创造的双

层结构，使衬层具备冗余二次保护空间（可选）。

在线监测

配合双层结构，可在罐底衬层中实施24小时的真空渗漏检

测，通过具备远程报警功能的仪表提供在线监测功能。

案例展示

国内安装现场案例

Wolftank大罐罐底及罐壁防腐技术

经DIBT(德国建筑委员会)和
TüV双重认证的双层衬里罐
底防腐改造技术。

认证：

3.3D压花铝板

2.基础层
(EPOFLEX 590)

1.既有罐底
（喷砂）

4.玻璃纤维层
（Lamination 6N)

合作客户



罐外防腐： 适用于罐顶、罐壁、管路等防腐

EPOFLEX 6N®单层衬里罐底改造技术：

•可修复储罐原有的穿孔损坏，阻断腐蚀；

•可与几乎所有石油化工介质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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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墙地面密封防渗

储罐环墙密封修复

单层衬里罐底改造技术EPOFLEX  6N®

钢板锈蚀穿孔修复技术
弹性衬里涂层可防止因点蚀和严重腐蚀的穿孔而导致的涂层完整性失效，避免渗漏风险。

1.罐底钢板（喷砂）

2.玻璃纤维层
Lamination 6N

3.加强层
EPOFLEX 6N

4.导静电层
Adapox L

修复过程：

•表面处理；

•EPOFLEX SK使用快速固化塑钢胶泥，

  修补穿孔，60~90秒快速固化；

•使用玻璃纤维增强层加强。

Before After

认证：
EPOFLEX 6N®经过德国
建筑委员会DIBT认证。

认证：
经TüV认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