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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性結構超強，使用壽命超長。

●焊接方式無組裝縫隙，密封性最好。

●全接液有效阻絕VOC達90%以上。

▼僅適用於槽罐建造時一同建造，舊槽罐要新增需開槽罐頂，需長時間使用明

火焊接，安裝施工期長。

▼整體重量超重，浮艙高度相對設計需在600–1,000mm之間，密封圈與罐壁間

距在150 250mm之間，相對高度大於間距很多，一旦浮頂晃動過大或浮艙有

洩漏等所造成之傾斜，加上結構強(撓曲性相對差)易形成卡盤問題。

▼因鋼性結構強加上重量，易於劇烈晃動下(如地震時)造成對槽壁撞擊產生罐

體變形。

優點

缺點

–

●重量輕盈，成本低廉。

●所有零部件均可從槽罐維修人孔進入。

●現場組裝方便，施工期短。

▼非全接液式，無法有效達到減少VOC標準。

▼浮筒浮力結構分散太開，容易於進出液時產生受力不一致，經常發生變形、

撕裂、沈船現象。

▼浮筒空隙與蒙皮及液面之間存在的空間，液體與空氣接觸，無固體壓制很容

易產生VOC，其空間裡的濃度值很容易超過安全標準。

▼因VOC濃度比標準高很多，相對儲存損耗越高。

優點

缺點

●部件幾乎皆為浮力元件，蜂窩板結構強。

●所有零部件均可從槽罐維修人孔進入。

●現場組裝方便，施工期短。

●全接液有效阻絕VOC達90%以上。

▼蜂窩芯與表板無法以焊接處理，須以粘著劑方式貼合。三明治式浮板周邊是

將異型件用膠黏著方式與蜂窩板貼合，經過儲存液體長時間浸泡容易使膠溶

解，進而使整塊浮板產生膨潤瓦解。

優點

缺點

各型式內浮頂問題

鋼製浮艙型內浮頂

浮筒型內浮頂

三明治式蜂窩內浮頂



磚式蜂窩內浮頂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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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強度蜂窩浮板，單就浮板浮力為4倍以上，平面壓力達
21.2t/ft  以上。

浮板底盒與液面接觸面，採一體折型，只需焊四個角邊，焊

縫100%氣壓測漏，保證蜂窩芯不會受液面浸潤，導致浮板瓦

解。

採用框架鏈接式設計，結構穩固。所有浮板無螺栓穿刺破

壞，實現所有浮板能獨立拆換。

通氣閥採用雙向透氣設計，平衡進出液時壓力，減少浮頂的

晃動。

所有零部件均可由槽罐體人孔進出，無須破壞槽罐頂。

浮頂上方可同時承受12人以內，任意行走，強度遠高於API  

650H之規範。

全接液有效阻絕VOC 達90%以上。

現場組裝方便，施工期短。

相關測試由第三方公證單位SGS實測。

符合 NFPA 11 認可的型式。

符合 API 650 H 標準。

s



●依照EPA-AP 42 Chapter 7，由EPA與API多年實際經驗得出的公式標準

●直徑：20 m ●儲液：naphtha（石腦油） ●概估溫差：平均最高溫為15 ℃ ，最低溫為3℃

3●容積：5000 m ●週期：7天一循環 ●日均太陽幅射能量：1135btu/ft   day. 

公式來源

計算依據

2

損失計算分為兩項： 

  ●1.儲存損失(standing storage loss)

  ●2.工作損失(working loss)

依計算公式年總揮發損失約  t/yr

無安裝內浮頂

205.3

由於接液面積太少，EPA-AP 42並無計算浮筒之公式，暫以下列數據進行計算參考:

  ●浮筒直徑：0.24 m    ●浮筒長度：2.9 m    ●浮筒數量：56根

2  ●按浮力標準為2倍，浮筒剛好沉入液面一半進行計算,其覆蓋面積為 D*L*Q = 0.24*2.9*56=38.976 m

2  ●20 m油槽截面積 = 314.159 m

  ●浮筒式實際覆蓋率僅 38.976/314.159 = 12.4 %

  ●因此約有85 %無覆蓋面積會產生揮發

以此推算浮筒式內浮頂的損失約為  t/yr

    (無安裝內浮頂之年度揮發量205 t，按比例計算：205*0.85=174 t)

無安裝內浮頂

174

有兩種工作情況:

  ●第一種(LT)為正常工作狀況（Normal operation），是內浮頂隨油槽內的介質上下浮動。分為四種損失：

◆邊緣密封損失（rim seal loss） ◆出槽損失（withdrawal loss）

◆浮頂部件損失（deck fitting loss） ◆浮頂表面密封損失（deck seam loss）

  ●第二種(LTL)為站立狀況（Roof standing），是指當油槽內介質存量降低到比

內浮頂支撐腿高度低時，內浮頂在油槽內處於站立狀態。下分為兩種損失：

◆閒置站立損失（standing idle loss） ◆入槽損失（filling loss）

基於公式計算損失約為  t/yr

磚式全接液蜂窩內浮頂

2.2

●換算體積(以比重1計算)每日損失高度0.47÷(10x10x3.1416) ≒ 0.0015m (1.5 mm)

●反推20 m儲油槽，使用液位量油裝置測量，每天油槽只要損失高度  mm，即損失了約  kg/day

●上述20 m浮筒式內浮頂揮發計算年損失≒174 t，換算每日損失，174÷365≒0.47 t

1.5 470

VOCs 公式計算



使用內浮頂 實際測試後

●地點：中國東北(盤錦)

●直徑：20 m

3●容積：5000 m

●儲液：naphtha（石腦油）

●週期：7天一循環

●概估溫差：平均最高溫為15℃，最低溫為3℃

2 ●日均太陽幅射能量：1135btu/ft day. 

環境條件

●地點：台灣宜蘭 ●日期：2015/03/19

3●直徑：17.38 m ●容積：3000 m

●儲液：M-xylene（間二甲苯）

●總儲存高12.127m，測量時高度9.5m

●罐體無環向通氣孔(會產生累積濃度)

●進液後靜置9天測量

●使用 Thermo Environmental Instruments TVA-1000 測量

環境條件

現今環保的要求。

●因罐內濃度降低非常多，相對增加消防安全度。

●經由計算公式及實際測量方式得出的數據，證明使用磚式全接液蜂窩內浮頂阻絕VOC效果顯著，絕對能達到

●採用磚式全接液，實際檢測比使用浮筒式多節省116 t /年，有效抑制揮發降低環境污染亦減少爆炸危險。

●採完全靜置，測量期間無進出料及任何作業。

量測數據表

儲液靜置液位損耗量測

VOC濃度測量

1414#

1412#

20ppm

1900ppm

1750ppm

2200ppm

次數 量測時間 量測液位高度(m) 損耗高度(m) 液體重量(T) 換算損耗重量(T)

1 2013/03/01 4.17 900.381

2 2013/03/09 4.157 0.013 897.652 2.729

3 2013/03/17 4.143 0.014 894.696 2.956

4 2013/03/25 4.129 0.014 891.683 3.013

5 2013/04/02 4.116 0.013 888.734 2.949

6 2013/10/01 8.36 1835.304

7 2013/10/09 8.345 0.015 1832.152 3.152

8 2013/10/17 8.331 0.014 1829.006 3.146

9 2013/10/25 8.317 0.014 1825.848 3.158

10 2013/11/01 8.302 0.015 1822.681 3.167

3月總損耗 高度(m): 0.054 重量(T): 11.647

10月總損耗 高度(m): 0.058 重量(T): 12.623

次數 量測時間 量測液位高度(m) 損耗高度(m) 液體重量(T) 換算損耗重量(T)

1 2013/03/01 4.24 909.899

2 2013/03/09 4.237 0.003 909.441 0.458

3 2013/03/17 4.235 0.002 908.984 0.457

4 2013/03/25 4.233 0.002 908.53 0.454

5 2013/04/02 4.231 0.002 908.08 0.45

6 2013/10/01 7.92 1723.542

7 2013/10/09 7.917 0.003 1723.031 0.511

8 2013/10/17 7.915 0.002 1722.522 0.509

9 2013/10/25 7.913 0.002 1722.004 0.518

10 2013/11/01 7.91 0.003 1721.482 0.522

3月總損耗 高度(m): 0.009 重量(T): 1.819

10月總損耗 高度(m): 0.01 重量(T): 2.06

1412#  浮筒式(直條排列型)內浮頂

1414#  磚式全接液蜂窩內浮頂



蜂窩浮板單元

支撐腿

密封圈裝置

人孔裝置

防旋轉裝置

導靜電裝置

雙向自動通氣閥

量油裝置／取樣裝置井

磚式蜂窩內浮頂圖解



蜂窩浮板

支柱腿
●

●強化組合框架結構設計 ，SGS荷重壓力測試，高達  kgf。

●支柱腿管 與 支柱腿井 和 底部鞋板之固定，插銷螺栓方向成 90°設計，利用些微活動縫隙

方向互補，自動修正調整角度以適應儲槽底板些微之變形；減少支柱腿管傾斜角度。

●支柱腿井上端部份，採適用儲存介質之材質製成軟襪套套住並用不銹鋼緊固環固定。

獨立支柱腿元件設計，不破壞蜂窩浮板完整結構。

2,988

浮頂結構體
●

承受重量可達  kgf 以上，結構超強，12人內於甲板上任意行走施工，絕對安全。

●甲板連結結構體，經SGS以上下擺動方式測試，從每分鐘60到110次頻率，持續一小時，總

共晃動 次，結束後檢測無任何變形異狀。

浮板與支柱腿使用連結梁鎖固後，形成連貫性高強度鋼架結構體，經SGS公證檢測，甲板

1,200

5,100

內浮頂設計實測數據

採用航太工藝技術設計的蜂窩浮板，結構支撐力度超強不易變形；慣用於飛機座艙板及高速動車(火車)車廂

與甲板支撐用，絕對可靠。

●第三方公證單位SGS實測，於200x200mm面積以油壓機平面均勻加壓，耐壓達  kgf 。

●不連續孔蜂窩浮板，質輕浮力好：API 650 比重基準 0.7 ÷ 標準浮板比重 (重量12500g ÷ 物體體積(5x 
358 x 290 )cm ) 計算出 浮力達 4.7倍。  

●蜂窩浮板下盒採一體折型，四角邊採滿焊處理，每片均做焊道氣壓壓力檢測合格，確認無漏並打上唯一編號

才可出貨。

●

1,267

單片蜂窩浮板



雙向自動通氣閥工作原理

在進油時，利用分開的局部浮板單獨浮力，自動通氣

閥會向上頂起，打開上端蓋子，使進入後的液壓有宣

洩的空間，減少浮頂的晃動。

在汲油時，液體往外抽，會在分開的局部浮板行成吸

力，自動通氣閥會向下拉，使空氣進入，讓汲油順

暢。

在浮頂停於最低使用狀態（或維修高度）時，因自動

通氣閥的局部浮板處於沒有任何的液體浮力下，自然

向下，開啟透氣空間。

¥

¥

¥

¥

全接液內浮頂密封性越好，於進出液時壓力的宣洩通常會往邊緣密封圈釋放，相對浮頂

本身傾斜晃動較大，雙向通氣閥能有效減少浮頂晃動並使浮頂在維修高度時強制排氣減

少累積濃度危險。

採用軌道式滾珠滑動雙向通氣設計，沒有金屬與金屬整面摩擦(危險值高且易卡)或潤滑

液式(易幹固卡死)等啟動方式缺點。

經SGS公證耐久測試，上下滑動5萬次，滑動功能正常，滾珠無任何磨損。

往上開啟壓力基本設定在1個大氣壓，可依照業主需求設定壓力值。

內浮頂用通氣平衡裝置



¥

¥

¥

¥

專利浮頂用全接液機械囊式密封圈系統，能隔絕儲液與空氣接觸，有效減少揮發。

渦捲式彈簧片設計，質量輕盈，適合各型浮頂。彈性優不變形，能有效達到浮頂與罐壁

間的緩衝功能，使用更長久。

多層隔絕設計，防止金屬與金屬間碰撞所產生的火花或溫度，安全更可靠。

無填充物設計，不擔心囊袋破洞後，海綿碎片或不同填充液對儲液的汙染。

全接液機械囊式封圈系統

內浮頂常用環向密封裝置類型比較

鋼製浮艙較不適用 只適用鋼製浮艙式 較適用鋼製浮艙

有揮發濃度累積空間

不安全

有揮發濃度累積空間

不安全

有揮發濃度累積空間

不安全

無金屬間撞擊摩擦可能

無溫度或火花產生

金屬間直接撞擊摩擦

可能會有溫度或火花產生

金屬間直接撞擊摩擦

可能會有溫度或火花產生

彈性差  抗震差 彈性佳  抗震好 受力節點多易變形抗震差

2 3年～ 10 12年～ 2 6年～

較適用鋼製浮艙

有揮發濃度累積空間

不安全

金屬間直接撞擊摩擦

可能會有溫度或火花產生

彈性佳  抗震好

10 12年～

密封性
全接液密封

阻絕揮發效果特好

全接液密封

阻絕揮發效果特好

全接液密封

阻絕揮發效果特好

耐用性

螺旋彈簧板回復力好

多重包覆層

一但囊袋有破裂

尚有非全接液的密封效果

內包覆海綿因發泡加工

易產生老化分解

一但囊袋有破裂

會汙染油品及管線

內包覆液體

一但囊袋有破裂

液體洩漏後

密封效果直接喪失

適用浮頂類型 全適用 全適用 鋼製浮艙較不適用

安全性
無揮發濃度累積空間

非常安全

無揮發濃度累積空間

非常安全

無揮發濃度累積空間

非常安全

火花產生率
所有金屬間均有囊袋隔絕

無溫度或火花產生

無金屬間撞擊摩擦可能

無溫度或火花產生

無金屬間撞擊摩擦可能

無溫度或火花產生

緩衝抗震 彈性均勻穩定  抗震好 彈性均勻穩定  抗震好 易體流動變形快  抗震差

使用壽命 10～12年以上 2 6年～ 2 6年～

密封型式

非全接液密封

有揮發累積空間

非全接液密封

有揮發累積空間

非全接液密封

有揮發累積空間

刮板彈性差

易跟隨上下運作

改變上下位置

下方空間大

配重塊超重

密封彈性特強

覆蓋密封層破裂後

即無阻絕揮發效果

交叉支臂單板簧片結構差

浮盤激烈運作後易毀損

覆蓋密封層破裂後

即無阻絕揮發效果

用後易產生局部下垂變形

非全接液密封

有揮發累積空間

彈簧板下垂設計

覆蓋密封層破裂後

即無阻絕揮發效果

機械彈簧囊式 海綿囊式 充液囊式 刮板式 配重機械鞋板式 交叉支臂彈簧鞋式 彈性壓板式



    網殼是油罐固定頂蓋的一種結構形式，是由桿件、結點組成空間球面形狀的罐頂。以其

空間強度、剛度大、穩定性好、重量輕、使用壽命長、經濟適用等特點，從而被廣泛應用於

石油化工行業。我公司主要生產的網殼有雙向子午線網殼、三角形板式節點網殼、三角形承
3 3插式網殼。材質有碳鋼、不銹鋼和鋁合金，主要適用於10,000M ～100,000M 各種規格材質的

大型儲油槽罐頂。

產品結構性能及特點
¥

¥

¥

¥

¥

¥

三角形鋁網殼

結構為空間三向傳力體系，整體的強度、剛度、穩定性好。

網殼結構對罐頂受力均勻、對罐壁的成型和穩定性極為有利。

結構對非均布荷載不敏感，在不對稱或集中荷載作用下結構的穩定性高。

所有部件實現工廠化、標準化生產、質量可以得到可靠保證。

現場安裝簡單、方便、快捷，具有自動找圓、自動成型的特點。除支座外，網殼安裝無

需任何焊接。

三角型板式節點網殼節點板

節點緊固件 專利三角板密封 專業的結溝分析

三角型板式節點網殼支座

三角型板式節點網殼杆件

三角型板式節點網殼的組裝

輕質鋁網殼 DOME



所建工程展示

中間往外安裝方式

由外往中間安裝方式

直徑60m 屋頂半徑R=60m，方便人員行走預製組件，現場安裝簡易迅速

質量輕盈，結構強健，不影響既有罐體結構 因應煤倉需求，D95.7m  屋頂R=57.6m

輕質鋁網殼 D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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