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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协标准《天然气掺氢混气站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标准化协会【2020】289 号文件，同意立项编制《天然

气掺氢混气站技术规程》，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城镇基础设施分会(北

京城市管理科技协会)组织实施编制工作。标准编制组结构完善，规

模适度充实，参编者来自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

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

公司，北京燃气集团研究院，等共计 26 家行业内单位，均具有多年

的工作经验，参编者都曾参与过相关技术标准的编写。 

1.2 编制背景和目标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于 2015

年 12 月签订了《巴黎协定》。协定要求，全球平均气温相当于工业

革命前水平升幅控制在 2℃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1.5℃以下，所有国家

级相关行业大幅度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自 1990 年以来，石油、煤

和天然气就是主要的二氧化碳排放源。2019 年，石油、煤和天然气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燃料燃烧排放量的比例分别为 33%、44%和

23%。 

我国在 2020 年年底宣布了“2030 碳达峰，2060 碳中和”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变现有的能源结构，大量推行低碳和无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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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而氢能正是最为符合的目标能源，并且应该尽快的从灰氢向蓝

氢和绿氢进行转变。 

截止 2020 年 6 月，全国范围内省及直辖市级的氢能产业规划超

过 10 个，地级市及区县级的氢能专项超过 30 个。目前国家也有相关

的政策支持氢能源产业的发展。 

天然气掺氢技术是指将氢气注入到天然气管道中与天然气混合

形成掺氢天然气，通过天然气管道将掺氢天然气输送至终端，并在终

端实现掺氢天然气应用，从而形成“制氢、混氢、输氢、用氢”的系统

化应用。截止 2019 年年初，据 IEA数据显示，全球各国有 37 个示范

项目正在研究天然气网络中掺氢。此外，国外当前的研究表明，掺氢

低于 20%（体积分数）时，不会对现有管网产生明显影响；掺氢小于

10%（体积分数）时，可直接输送。 

我国已经在天然气掺氢领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浙江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建筑大学等单位在掺氢天然气与

管材相容性研究、临氢材料寿命预测、掺氢天然气对终端用户的影响

等方面开展了相关的基础研究工作，并取得相应研究成果。 

2019 年 9 月 30 日，我国首个电解制氢掺入天然气项目——由辽

宁省朝阳燕山湖发电有限公司承接的国家电投天然气管道掺氢示范

项目第一阶段工程完工。目前，已经建成每小时 10 立方氢气的生产

线，采取电解制氢方法，通过把氢气经压缩，加储，掺混等环节进入

天然气管道。 

但我国天然气掺氢技术在工业及民用领域的相关产业政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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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规范几乎为空白，开展天然气掺氢的系统整体性及标准规范研

究是保障我国掺氢天然气管道安全提供重要理论指导。本标准编制完

成后在国内、国际具有重要示范意义和推广意义，可为氢气找到高效、

高价值的利用途径，开辟城市燃气能源革命转型的新路径。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立项阶段（2020.3-8） 

（1） 2020 年 3 月，向中国标准化协会提交立项申请。 

（2） 2020 年 8 月，召开立项论证会。 

1.3.2 准备阶段（2020.9-11） 

（1） 成立编制组：按照参加编制标准的条件，通过和有关单位

协商，落实标准的参编单位及主要起草人员。 

（2） 编制工作大纲（草案）。 

（3） 召开编制组工作会议（启动会）：2020 年 11 月 19 日中国

标准化协会城镇基础设施分会在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大厦 8 层会议室

组织召开了《天然气掺氢混气站技术规程》启动会暨编制组第一次工

作会议。会议明确了标准的主要内容。编制组成员对编制工作进行了

讨论，确定了工作分工和进度安排（分工见表 1）。 

表 1：编制组分工 

章节 承担小组 组长单位 

1.范围 

1 组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

公司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 

4.基本规定 2 组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



4 

 

司 

5.厂站布置 1 组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

限公司 

6.工艺及设施 1 组 欧科能源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7.消防与给水排水 2 组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8.电气、仪表与自控 2 组 西安市燃气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9.建（构）筑物与采暖通风 2 组 
中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

司 

10.施工与验收 1 组 
欧科能源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北京燃气集团研究院 

11.运行和维护 2 组 天津奥利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1 组： 

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欧科能源技术（天津）有限公司 

浙江大学 

朝阳燕山湖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四川亚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家口鸿华清洁能源设备有限公司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天津华迈燃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规划总院 

四川中核国兴科技有限公司 

2 组：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燃气集团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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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奥利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西安市燃气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管道科技研究中心 

乌海凯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济南能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3.3 编制阶段（2020.11-2021.8） 

标准编制工作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调研工作：包括对现行相关标准、规范的研究，对新科技、

新技术、新设备适用性和应用情况的调研，对相关工程案例的实地调

研。调研、编制中着重考虑本标准的普适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2）编写标准草稿及研讨工作：根据标准编制大纲确定的工作

原则及分工责任，逐级开展标准的研究编制工作。编制组按照编制工

作计划，召开了四次编制组和多次小组工作讨论会议，对标准编制过

程中的技术问题进行分析研讨，对已起草标准的主要章、节内容进行

深入细致地讨论，对标准各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标准

中大部分内容已在会议上取得了一致性意见，根据会议研讨的内容对

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3.4 征求意见阶段（2021.9-2021.10） 

经过 4 次全体编制组的讨论会，经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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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目前标准编制相对比较成熟，已形成征求意见稿，准备面向行

业征求意见，以期进尽快审查，完成标准。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充分调研分析总结天然气与氢气掺混现状的基础上，参

考了 GB 5002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516《加氢站技术规范》

GB 4962《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GB 50014《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52《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等标准中有关内容的编写，对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厂站布置、系统设

计及主要设备、消防与给水排水、电气、报警和紧急切断系统、建（构）

筑物与采暖通风、设备安装和验收、运行和维护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规

定，以确保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安全规范化建设和运行。 

2.1 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涵盖了不同气体来源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厂站布置、工

艺及设施、消防与给水排水、电气、仪表与自控、建（构）筑物与采

暖通风、施工与验收、运行和维护的要求，通用性较高。 

2.2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对于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建设具有指导

意义，可以填补我国在天然气掺混氢气领域内技术规范的空白，为天

然气掺氢行业提供可参考的技术指导。 

2.3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与国家、行业标准中的方法协调统一、互

不交叉。仅针对储氢总容量不大于 8000kg 的、掺氢比例不超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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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分数）、掺氢天然气压力不超过 4MPa 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建

设和运行进行具体规定。 

2.4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和要求充分考虑了城镇燃气和氢气行业常用

的工艺设施，具有普遍适用性。 

三、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厂站布置、工艺及设施、消防

与给水排水、电气、仪表与自控、建（构）筑物与采暖通风、施工与

验收、运行和维护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储氢总容量不大于8000kg的、掺氢比例不超过20%

（体积分数）、气体压力不超过4MPa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设计、

施工、验收及运行维护。 

本标准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系统边界为：输入端为天然气和氢

气，输出端为掺氢天然气；混气站内通过混气橇装置完成天然气与氢

气的掺混。 

2、混气站的等级划分 

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等级划分主要参考 GB 50516 的等级划分，

储氢容器总容量 5000＜G≤8000，并且单罐容量 1500＜G0≤2000 时，

为一级；储氢容器总容量 3000＜G≤5000，并且单罐容量 800＜G0≤

1500 时，为二级；储氢容器总容量 0＜G≤3000，并且单罐容量 0＜

G0≤800 时，为三级；站内无储氢容器时，为四级。当储氢容器总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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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单罐容量不能同时满足表中的要求时，应取较高级别。 

3、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进站氢气纯度不做要求，仅规定了进站

氢气的杂质上限值，质量要求中的氧、氮化氩、游离水参考

GB/T3634.1-2006 中工业氢合格品要求，总硫、硫化氢、二氧化碳要

求参考 GB55009-2021 和 GB17820-2018 二类气要求。掺氢天然气的

总硫、硫化氢和二氧化碳含量应符合 GB17820-2018 二类气的要求。 

4、工艺设施与站内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天然气工艺装置和掺氢天然气工艺装置的防火间距主要参照

GB50028 和 GB51102 执行。氢气工艺设施与站内外建、构筑物的防

火间距，考虑到天然气掺氢混气站内氢气工艺设施与加氢站内部分工

艺设施类似，且天然气掺氢混气站内氢气工艺设施的工作压力一般小

于加氢站内工艺设施，故主要参照 GB 50516 中的规定制定本规程氢

气工艺设施与站内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考虑到重要公共建筑的

特殊性和安全性，氢气工艺装置与重要公共建筑的间距与储氢容器的

要求一致。氢气工艺设施与铁路的防火间距参考《铁路工程设计防火

规范》TB10063 的要求制定。三级及以上掺氢混气站内的氢气工艺装

置与站内建构筑的防火间距参考了三级储氢容器的要求，基本和站内

天然气工艺装置与站内建构筑的防火间距的要求相协调。四级掺氢混

气站内无储氢容器，氢气工艺装置与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参照

站内同压力级制的天然气工艺装置执行，即满足 GB 50028 和 GB 

51102 的相关规定。 

5、工艺及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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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掺氢混气系统宜采用随动流量混气方式，天然气为主动气

源，氢气为随动气源，混气橇内分为天然气管线、氢气管线和掺氢天

然气管线，整体橇装，实现天然气和氢气两种气体不同比例混合。 

因掺氢天然气大部分是天然气，所以掺氢天然气管线的材质和附

件应符合 GB 50028 的要求。氢气管线的材质和附件应符合 GB 50516

的要求。 

6、消防与给水排水 

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消防用水量参照 GB 50794 的要求。本标准

规定了以下三种情况下站内储气设施区及工艺装置区可不设置消防

给水系统：a)总储气 V≤500 m3 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b)固定式总储

气容积的几何容积之和不大于 18 m3，且总储气容积 500m3＜V≤4000 

m3 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c)固定式总储气容积的几何容积之和不大于

18 m3，且总储气容积 4000m3＜V≤15000m3 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

长管拖车固定车位、管束式集装箱固定位置不大于 1 个且站址位于供

水流量不小于 20L/s 的市政消火栓保护范围 150 米以内，对于没有设

置消防给水系统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应根据储气规模配置灭火器，需

要时可利用城市或企业已建的消防给水系统。 

7、电气、仪表与自控 

在有可燃气体、火焰、烟等潜在危险存在的地方，应安装一些必

要的探测器，进行监测和预报，可以使工作人员能及时采取紧急处理

措施。天然气掺氢混气站内可采用以下几种检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

火焰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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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掺氢混气站的控制系统接收到混气橇传输的数据，可实时

对混气状况进行监控、动态调节、联锁报警和切断。 

四、主要验证情况 

本标准中所罗列出的技术指标和要求均依据现行国家、行业等标

准如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加氢站技术规范（GB 50516）、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GB 496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 50052）

等。 

2019 年 4 月，国家电投集团确定在朝阳燕山湖发电公司开展掺

氢示范项目建设，8 月 23 日，朝阳掺氢示范项目第一阶段工程破土

动工，该工程利用燕山湖发电公司现有 10Nm3/h 碱液电解制氢站新建

氢气充装系统，氢气经压缩瓶储后通过集装箱式货车运至掺氢地点，

厂外在朝阳朝花药业公司建设天然气掺氢设施，实现天然气掺氢示

范。目前示范项目已运行一年，掺氢比例已达到 10%（体积分数）。

示范项目的运行使本规范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对天然气掺氢领域的发

展具有指导意义。 

五、标准所涉及的专利 

无 

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将氢气掺入天然气管道中，可以解决一部分氢气利用的问题，拓

宽氢气的应用途径，刺激氢气的消费，对氢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

作用，同时也可以解决一部分氢气的输运问题，降低氢气输运的成本。



11 

 

氢能是一种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新能源，氢气逐步替代天然

气可以降低碳排放，对于国家 2060 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氢气掺入天然气中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天然气的需求，从

而降低天然气进口的依赖程度，保障国家的能源安全。 

本标准是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的，符合产业

发展的实际要求，科学合理，具有实操性。该标准的制定可以规范天

然气掺氢混气站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推进天然气掺氢技术

的发展，规范行业行为，有益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

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编写过程中未采用和引用国际标准。 

八、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已实施的天然气掺氢混气站在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行中主要参

照现行城镇燃气和加氢站的相关标准，但目前没有天然气掺氢领域的

标准能够完全适用于天然气掺氢混气站。 

本标准在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为专用标准，是天然气掺氢方面的

标准，填补了天然气掺氢技术标准体系中的空白。 

本标准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协调一致。在

技术内容上与《建筑防火设计规范》（GB 50016）所制定的防火规定

相适应；本规范与现行相关标准如《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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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氢站技术规范》（GB 50516）、《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GB 

496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GB 50014）、《供配电系统设计规

范》（GB 50052）等均协调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属于团体标准，是自愿性标准，供会

员和社会自愿采用。 

十一、贯彻《规程》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归口管理。 

2、实施标准的具体措施建议为： 

1）本标准发布后分会及全体参编单位会通过会议、活动、行业

专家视频公益讲课等方式贯彻实施； 

2）在官方网站公布标准和宣贯材料； 

3）对使用单位进行培训和宣传普及； 

4）对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与评估。 

5）及时收集整理实施过程中的意见。 

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十四、参编单位与参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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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编单位：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

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北

京燃气集团研究院，欧科能源技术（天津）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

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西

安市燃气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四川亚联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

奥利达环保设备有限公司，中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天

津华迈燃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张家口鸿华清洁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朝阳燕山湖发电有限公司，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中

国石油大学，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中核国兴科技有限

公司，济南能源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

责任公司管道科技研究中心，乌海凯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城市

管理科技协会、北京中质通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石油规划总

院。 

参编人员：兰雪影、孙晨、鲁仰辉、熊思江、蒋慧静、白亚奎、

常雪伦、范霁红、常华健、李松乔、孙明烨、王洪建、秦业美、乔佳、

于燕平、郭保玲、孙俊芳、韩民、王雨、杨罗、吴小平、郝蕴华、赵

青松、田溪、汪颖、王业勤、王子松、杨建兴、袁媛、荀浩亮、徐屹、

刘俊、唐绍刚、张华武、李颖、孙飞、付怀仁、宋占武、花争立、马

凡华、乔小刚、刘玉鹏、申建波、李亚松、彭世垚、闫锋、欧阳欣、

张雷、房昆、向勇、张建全、张宇航、张丽莉、赵立明、王璠、张雅

杰、王德强、王健、杨宏、徐雪、李淇、李璐伶、黄晓峰、王轶文、

万吉昌、马志鹏、院振刚、岳小文、朱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