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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工艺灭火措施是扑救油罐火灾的有效方法。详细介绍了关阀断料、开阀导流、搅拌灭火、填充
物料、系统置换、排除积水、筑堤导流 7 项工艺灭火措施的工作原理和适用范围，提出了这些措施在
应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分析了工艺灭火措施运用不当引起的严重后果。通过采用简单、有效
的工艺灭火措施，成功扑救了大连石油储备罐区内输油管道爆炸起火引发的火灾，避免了巨大的经
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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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罐作为储存各类油品的大型容器，发生火灾
时，燃烧猛烈、火焰温度高、辐射热强、罐体易破坏，时

的情况，是减轻或消除事故危害的最有效手段之一，也
是火灾扑救中最先考虑采用的工艺灭火措施。

常造成火灾蔓延扩散，扑救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在

关阀断料时，必须注意几点：
①明确阀门的位置和

油罐火灾扑救中，如果灭火救援人员对工艺灭火措施

形状、物料的数量和流速、关阀时的技术要求，并在技

不熟悉，不能在第一时间快速、有效地控制住火势，容

术人员协助下进行；
②关阀时，操作人员着防护服、戴

易丧失扑灭火灾的有利时机；
如果工艺灭火措施使用

好手套；
③当温度高、辐射热强时，操作人员应在水枪

不当，也可能导致火灾蔓延，扩大事故。分析油罐工艺

掩护下实施操作；
④选择离燃烧点最近的阀门予以关

装置特点，掌握相应的工艺灭火措施，对提高灭火人员

断，并估算出要关闭的阀门位置到起火点之间所存物

的救援能力，有效控制和扑救油罐火灾意义重大。

料的数量，以确定所需灭火剂的量，必要时辅以导流等
措施[1]。

1 主要工艺灭火措施

1.2 开阀导流
开阀导流是通过减少着火油罐或受到火势严重威

在扑救生产装置、储罐、管道火灾中，工艺灭火措

胁的临近油罐中的物料，控制着火罐的燃烧时间和火

施往往起到关键性作用，运用得当，可以解决其他方法

势，降低临近罐受热被引燃引爆的可能性，为控火和灭

不易解决的问题，是火灾扑救过程中不可替代的科学、

火创造有利条件的工艺灭火措施。该措施应在关断着

有效的方法。工艺灭火措施是利用生产装置、储罐及

火罐进料阀的基础上，根据火灾的具体情况、灭火工作

管道本身的装备和特征，扑救火灾的技术手段，主要包

需要和油品输转条件，采用油品输转的方法，将着火油

括以下 7 项措施。

罐或受火势严重威胁的临近油罐内的可燃物料通过安

1.1 关阀断料

全装置导入安全储罐。

关阀断料是基于隔离法灭火原理，将着火油罐的

开阀导流时，必须注意几点：
①严格控制导流的速

油品输入与输出阀门关闭，隔断事故罐与相连工艺设

度，使被导流设备内的压力不低于 0.1 MPa，防止被导

备、罐体的油品联系，断绝着火罐的油量补充并消除燃

流设备内出现负压而吸入空气发生回火爆炸；
②向被

烧油品可能对下游设备或储罐内可燃物的影响，为集

导流储罐输入氮气或水蒸气等，以防止储罐内形成负

中力量扑灭着火罐创造良好条件。该措施常用于向油

压；
③当储罐受到其自身或周围火势作用时，慎用该措

罐输送油品时起火或工艺流程中的中间油品储罐起火

施，这是因为储罐受到的破坏程度与油品的液位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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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反比，储罐中的油品能够吸收火灾散发出的大部分

够空间，以防止射入泡沫时发生满溢；
②提升液位停止

热量，可防止储罐过热、变形及毁坏；
④在紧急输转、排

时，立即进行灭火。

放油品之后，采用水蒸气吹扫整个排放管道。

1.5 系统置换

1.3 搅拌灭火

系统置换基于窒息法灭火原理，将氮气、水蒸气、

搅拌灭火是基于冷却法灭火原理，采取搅拌降温

二氧化碳等惰性气体引入着火区，以稀释着火空间的

的方法，使可燃物料的温度降至燃点以下而停止燃

氧，达到使燃烧熄灭的目的。在油罐火灾灭火过程或

烧。原油、重质油品储罐火灾具有沸溢、喷溅的特点，

火灾后期处理中，为保障设备系统的安全，往往需要对

搅拌灭火措施可以破坏重质油品火灾中形成热波的条

系统加注保护氮气或水蒸气，以抑制或消除危险源。

件，防止沸溢、喷溅发生。该措施适用于扑救油罐内高

在扑救后期，一般对着火油罐、管道进行氮气或水蒸气

闪点的油品火灾，主要方法有：
①由罐底向上倒油，即

填充，逐步缩小危险区域；
火灾彻底扑灭后，为防止个

在罐内液位较高的情况下，用油泵将油罐下部的冷油

别部位残留物料复燃，也需使用惰性气体对相关油罐、

层抽出，再由油罐上部热油层注入罐内，进行循环[2]；

管道进行吹扫、置换。

②使用油泵从非着火罐内泵出与着火罐内油品相同质

系统置换时，必须注意几点：
①在系统置换前，制

量的冷油注入着火油罐；
③使用储罐搅拌器搅拌，将冷

定置换方案，绘制置换流程图，全面检查安全附件是否

油层与高温油层融在一起，降低油品表面温度。

灵活好用，压力调节系统是否可靠，防止发生超压爆炸

搅 拌 灭 火 具 有 一 定 的 危 险 性，必 须 注 意 几 点：

事故；
②根据置换介质密度的不同，选择置换介质进入

①由其他油罐向着火罐倒油时，选取与燃烧油品相同

点和被置换介质的排放点，确定取样分析部位，以免遗

或相近密度的冷油；
②在重质油罐倒油搅拌前，判断

漏，防止出现死角；
③利用氮气进行系统置换时，氮气

冷、热油层的厚度及液位的高低，计算倒油量和时间，

用量一般为被置换介质体积的 3 倍以上，氮气置换至

防止倒油超量，造成溢流；
③不得将罐底积水注入热油

氧含量小于 0.5％，并保证系统气体压力处于微正压状

层，以免造成发泡溢流；
④在倒油搅拌的同时，对罐壁

态，以防止空气窜入[3]。

加强冷却，以加速油品降温；
⑤充分做好灭火准备，倒

1.6 排除积水

油停止时，即刻灭火；
⑥密切注意火情变化，若有异常，

在燃烧过程中，原油、重油等沸溢性油品会发生喷

立即停止倒油搅拌。

溅，其原因主要是油层下部水垫气化膨胀而产生压力

1.4 填充物料

的结果。为了防止沸溢性油罐火灾喷溅的发生，必须

填充物料采取向着火罐油品液面下注入填充物
料，目的是适当提升油罐内的燃烧液面。该措施适用

排除油罐底部的水垫积水。通过油罐底部的虹吸栓将
沉积于罐底的水垫排除到罐外，即可消除险情。

于液面位置较低、敞开式燃烧的轻质油罐，罐盖、罐壁

排除积水时，必须注意几点：
①排水口处指定专人

出现局部塌陷或内卷而遮盖部分燃烧液面的火灾灭

监护，防止排水过量，出现跑油现象；
②排水与灭火同

火。在塌陷状燃烧的油罐火灾中，由于罐盖或部分金

时进行。

属构件塌入罐内或随燃烧液面以上罐壁受热软化内

1.7 筑堤导流

卷，一部分沉入液面下，另一部分却覆盖在液面上，导

当油罐形成大面积流淌火灾时，可利用有利的地

致灭火时出现死角或隐蔽火焰，造成灭火困难。同时，

形和油库现有设施，采取筑堤导流，阻止漫流，将流散

由于塌陷构件温度高、传热快，易导致复燃或着火的重

的燃烧液体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为灭火创造条件。主

质油品过早出现沸溢和喷溅。因此，当塌陷状罐内的

要方法包括：
①利用防火堤堵截。大量油品由罐内流

燃烧液面太低而不利于迅速有效扑灭火焰时，可由油

淌到防火堤内燃烧时，充分利用防火堤的作用，力争将

罐底部向罐内注入水或较重质的油，以提升液面，使燃

流淌油品控制在防火堤内。②导向引流。当油品发生

烧液面露出遮盖物。但是，需在液面之上留有相应的

沸溢，漫过防护堤燃烧时，可在防火堤外建立油品导向

灭火泡沫覆盖空间，以便向罐内喷射泡沫灭火。

沟，将燃烧油品疏导至安全地点。③筑堤堵截。未设

填充物料时，必须注意几点：
①对于重质油品，应

防火堤的油罐如果发生火灾，油品已经流散或有可能

注入同质油品，提升液位后的液面与罐口之间留有足

流散时，根据火场地形条件、流散油品的数量、溢流规
www.yqc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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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而且会使流淌火灾进一步蔓延扩大，难以控制[6]。

一道或数道坝形土堤，堵截油品流散，阻止火势蔓延。
④设围油栏。油品由罐内流散到水面上燃烧，会对水

3 实例分析

面及其下游的建筑物构成威胁，必须将水面漂浮燃烧
的油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通常用拦油栅将油品围起，
[4-5]

使油品控制在有限的水面范围内燃烧

。

大连石油储备罐区内输油管道爆炸后，流淌火不
断扩大蔓延。在大火烧毁了罐区配电设施，油罐阀门

筑堤导流时，应注意几点：
①利用防火堤堵截油品

无法快速关闭的情况下，采取了关阀断料的措施：
一方

流散时，应迅速组织人力、物力，关闭防火堤的排水阀

面选派精干人员组成攻坚组，在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进

门，防止油品流散到堤外；
②采用筑堤堵截油品流散

入罐区，手动关闭泄漏的主管道阀门；
另一方面调派电

时，可调用大型工程机械到场协助作业，先在地势较低

力应急队抢修配电设施，并采用移动发电机供电，关闭

区域筑堤，再在地势较高区域筑堤。筑堤区域与事故

罐区内其他 7 个 100×104 吨级油罐的阀门，从而成功

区应有一定的安全距离，以保证筑堤堵截的有效性和

切断了大火的燃料源，使火势得到了有效控制。

[4-5]

安全性

。

该罐区内 T103 号罐在大火的烧烤下，罐体北侧
上部迎火面受热变形，向内塌陷。罐内浮船（内浮顶）

2 工艺灭火措施运用不当的后果

下沉到最低位置（舱底距罐底约 1.8 m），塌陷的北侧
罐体将浮船北部挤压变形。罐内存油在罐壁热传导的

如果工艺灭火措施运用不当，会导致更大面积的
火势蔓延或其他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当开阀导流紧急输转与排放罐内油品时，如果

作用下被引燃，燃烧液面低于浮船舱底。油罐液面约
5 000 m2，浮船面积约 4 700 m2，燃烧的原油绝大部分
在浮船下方。由于罐体和浮船变形，灭火剂很难直接

控制不当，物料流速过快，液体上方气相空间扩大，罐

喷射到燃烧的液面上，造成罐内火势扑灭难度极大。

内压力减小，被导流油罐内可能出现负压而吸入空气，

因此，采用常规方法难以扑灭残火，故而采取了填充物

与油蒸气混合，导致发生回火爆炸。

料以提升油罐液面的工艺灭火措施，在强行冷却并稳

（2）在搅拌灭火时，如果使物料流动变快，会产生
一定的热量，对于闪点低的油品可能使没有燃烧的物
料也燃烧起来。此外，在搅拌灭火的过程中，若因搅拌

定燃烧的同时，对油罐强行注水、淹没残渣、抬高液面，
最后灌注泡沫，一举歼灭火势，取得了明显效果。
面对该罐区内近 2×104 m2 的流淌火，紧急调运沙

系统故障或传输过量而导致溢流，将导致火势扩大。

土和大型工程机械到场，先用泡沫灭火，然后在水枪掩

对重质油罐倒油搅拌时，若将罐底积水注入热油层，容

护下，用工程机械设备推土筑堤，层层推进，逐步缩小

易造成发泡溢流。因此，在搅拌灭火前，必须对搅拌系

流淌火的面积；
另一方面利用沙土筑堤导流，将燃烧油

统和搅拌方法进行评估，全程监控搅拌灭火过程，确保

品引导至安全地点集聚，控制燃烧范围，并用沙土覆盖

其安全性。

过火管道，防止发生复燃复爆[7]。

（3）实施填充物料操作时，应根据实际情况准确估
算需要填充物料的量。如果填充物过量，将造成罐中

4 结论

油品溢出，形成流淌火，使火灾蔓延扩大。
（4）实施系统置换措施，存在两个危险因素。一是

工艺灭火措施是扑救油罐火灾的有效手段，要快

采用氮气或水蒸气进行系统置换时，若压力调节失常，

速、合理地运用工艺灭火措施扑灭火灾，需要做到以下

油罐、管道内将发生超压爆炸事故；
二是若系统置换不

几点：

彻底，出现死角，容易发生回火爆炸事故。
（5）在排出油罐底部积水前，由于不能准确计算出
需要排出水垫的厚度、吨位及排水时间，容易造成排水
过量，发生跑油现象，导致火灾蔓延扩大。
（6）如果筑堤导流操作不当，不仅不能阻止油品漫
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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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灭火人员应熟悉储油罐及其管道的装备特征、
工艺流程、油品的火灾危险性与特点，并掌握常用的工
艺灭火措施，定期开展消防演练。
（2）在实施工艺灭火措施时，认真侦察，准确掌握
（下转第 7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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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构建了评价过程和方法，并举例对突发事件监测
及预警进行应用评价。在实际评价中，将 5 个阶段的
评价结果作为二级评价指标按图 1 进行评价，即可得
出应急管理的整体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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