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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则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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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氢气输送管道工程设计建设工作，保证氢气管道工程设计质量，落实国家现行的有关方针政

策，统一技术要求，在结合现行国内外输氢管道工程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编制组广泛征求意见，认真总

结输氢管道的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维护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和修改完善，并参考了国内外

先进技术和经验，起草本文件。

本文件在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基础上，参考借鉴国内外先进案例，结合国内大量工程实

践，系统性地规范了氢气输送管道设计流程，使设计、施工有章可循，明确了输氢管道建设的安全性和

生态性保护的要求，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具有良好循环的工程指导和工程应用社会价值的充

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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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输送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氢气输送管道工程设计的基本规定，规定了氢气输送管道工程的输氢工艺、线路工程、

管道和管道附件的结构设计、输氢站、防腐与保温、仪表与自动控制、电力、通信、辅助生产设施、焊

接与检验、清管、测径与试压、干燥与置换、应急抢修救援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陆上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氢气、天然气掺氢（摩尔分数大于 3％）长距离输送管道工

程。本文件不适用于 30 km 以内的石油化工厂际管道及化工园区内管道。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836（所有部分） 爆炸性环境

GB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T 5117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6722 爆破安全规程

GB/T 8110 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

GB/T 9711 石油天然气工业 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

GB/T 10045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药芯焊丝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T 20801（所有部分） 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

GB/T 21447 钢质管道外腐蚀控制规范

GB/T 21448 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

GB/T 31032 钢质管道焊接及验收

GB/T 39280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T 50050 工业循环冷却水处理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061 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范

GB 50073 洁净厂房设计规范

GB/T 50102 工业循环水冷却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T 34542.1—2017 氢气储存输送系统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50251 输气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GB 50264 工业设备及管道绝热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48 安全防范工程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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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0470 油气输送管道线路工程抗震技术规范

GB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GB/T 50538 埋地钢质管道防腐保温层技术标准

GB 50540 石油天然气站内工艺管道工程施工规范

GB 50545 110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82 室外作业场地照明设计标准

GB 50665 100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T 50698 埋地钢质管道交流干扰防护技术标准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991 埋地钢质管道直流干扰防护技术标准

GB 51309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CJJ 51 城镇燃气设施运行、维护和抢修安全技术规程

JB 4732 钢制压力容器分析设计标准

NB/T 47013.2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2 部分：射线检测

NB/T 47013.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第 3 部分：超声检测

SY/T 4108 油气输送管道同沟敷设光缆（硅芯管）设计及施工规范

SY/T 4127 钢质管道冷弯管制作及验收规范

SY/T 5257 油气输送用钢制感应加热弯管

SY/T 6848 地下储气库设计规范

SY/T 7473 油气输送管道通信系统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输氢管道工程 hydrogen transmission pipeline project

用管道输送氢气的工程。
注：一般包括输氢管道、输氢站、管道穿（跨）越及辅助生产设施等工程内容。

3.2

输氢站 gas transmission station

输氢管道工程中各类工艺站场的总称。
注：一般包括氢气站、掺氢天然气管道输氢站。

3.3

明火地点 open flame site

室内外有外露的火焰或炽热表面的固定地点（民用建筑内的灶具、电磁炉等除外）。

3.4

散发火花地点 sparking site

有飞火的烟囱或室外的砂轮、电焊、气焊（割）等固定地点。

3.5

泄压放空系统 relief and blow-down system

对超压泄放、紧急放空及开工、停工或检修时排放出的可燃气体进行收集和处理的设施。泄压放空

系统由泄压设备、收集管线、放空管和处理设备或其中一部分设备组成。

3.6

放空立管 vent stack

为把容器、管道等设施中危害正常运行和维护保养的可燃气体，不经过燃烧集中排放至大气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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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竖管。

3.7

阻火器 fire traile

防止外部火焰窜入可燃气体管道、设备或阻止火焰在管道、设备中回火的一种安全措施。

3.8

弹性敷设 pipe laying with elastic bending

利用管道在外力或自重作用下产生弹性弯曲变形，改变管道走向或适应高程变化的管道敷设方式。

3.9

冷弯弯管 cold bends

用模具将管子在不加热状态下弯制成需要角度的弯管。

3.10

热煨弯管 hot bends

管子加热后，在弯制机具上弯曲成需要角度的弯管。

3.11

线路截断阀（室） block valve station

油气输送管道线路截断阀及其配套设施的总称。
注：也称为阀室。

3.12

设计压力 design pressure；DP

在相应的设计温度下，用以确定管道计算壁厚及其他元件尺寸的压力值。
注：该压力为管道的内部压力时称为设计内压力，为外部压力时称为设计外压力。

3.13

设计温度 design temperature；DT

管道在正常工作过程中，在相应设计压力下，管壁或元件金属可能达到的最高或最低温度。

3.14

管输气体温度 pipeline gas temperature

气体在管道内输送时的流动温度。

3.15

操作压力 operating pressure；OP

在稳定操作条件下，一个系统内介质的压力。

3.16

最大操作压力 maximum operating pressure；MOP

在正常操作条件下，管线系统中的最大实际操作压力。

3.17

最大允许操作压力 maximum allowable operating pressure；MAOP

管线系统遵循本文件的规定，所能连续操作的最大压力。
注：最大允许操作压力小于或等于设计压力。

4 基本规定

4.1 应保护环境、节约能源、节约用地，处理好与铁路、公路、输电线路、河流、城乡规划等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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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4.2 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及新材料。

4.3 优化设计方案，确定经济合理的输氢工艺及最佳的工艺参数。

4.4 扩建项目应合理地利用原有设施和条件。

4.5 分期建设项目应进行总体设计，并制定分期实施计划。

5 输氢工艺

5.1 基本要求

5.1.1 输氢管道的设计输送能力应按设计委托书或合同规定的年或日最大标准状态输氢量计算。

5.1.2 进入输氢管道的气体应明确氢气纯度及其他物质的含量。

5.1.3 输氢管道的设计压力应根据气源条件、用户需要、管材质量及管道附近的安全因素，经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5.1.4 输氢管道应设清管设施，清管设施宜与输氢站合并建设。

5.2 工艺设计

5.2.1 工艺设计应根据气源条件、输送距离、输送量、用户的特点和要求以及与已建管网和地下储气

库容量和分布关系，对管道进行系统优化设计，经综合分析和技术经济对比后确定。

5.2.2 氢气压力范围根据管材耐氢能力确定，应提供各类材料、设备的耐氢蚀试验结果。

5.2.3 工艺设计应确定下列内容：

a） 输氢总工艺流程；

b） 输氢站的工艺参数和流程；

c） 输氢站的数量和站间距；

d） 输氢管道的直径、设计压力及压气站的站压比。

5.2.4 工艺设计中应合理利用气源压力。当采用增压输送时，应结合输量、管径、输送压力、供电及

运行管理因素，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选，按经济和节能的原则合理选择压气站的站压比和确定站间距。

5.2.5 输氢管道气源站、末站应设置气质监测设施，中间（分输）站宜设置气质监测设施。

5.2.6 输氢管道的强度设计应满足运行工况变化的要求。

5.2.7 输氢站宜设置越站旁通。

5.3 工艺分析

5.3.1 输氢管道工艺设计至少应具备下列资料：

a） 管道气体的组成；

b） 气源的数量、位置、供气量及其可变化范围；

c） 气源的压力、温度及其变化范围；

d） 沿线自然环境条件和管道埋设处地温范围；

e） 沿线用户压力需求、用气量等资料。

5.3.2 氢气输送管道水力计算遵守下列规定。

a） 当管道纵断面的相对高差Δh≤200 m 且不考虑高差影响时，应按式（1）计算。

  5.052
2

2
1

V 1051 











TLZ
dPPq


（1）

式中：

qv——气体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

P1——氢气管道计算段的起点压力（绝），单位为兆帕（MPa）；

P2——氢气管道计算段的终点压力（绝），单位为兆帕（MPa）；

d——氢气管道的内径，单位为厘米（cm）；



T/CSPSTC XXX—202X

5

λ——水力摩阻系数；

Z——气体的压缩因子；

Δ——气体的相对密度；

T——氢气管道内气体的平均温度，单位为开（K）；

L——氢气管道计算段的长度，单位为千米（km）。

b） 当考虑管道纵断面的相对高差影响时，应按式（2）计算。

  
5.0

1
1

52
2

2
1

V

)(
2

1

11051























 







iii

n

i
Lhh

L
TLZ

dhPPq



（2）

TZR
g



 


2

式中：

qv——气体的流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

P1——氢气管道计算段的起点压力（绝），单位为兆帕（MPa）；

P2——氢气管道计算段的终点压力（绝），单位为兆帕（MPa）；

a——系数，单位为负一次方米（m
-1
）；

Δh——氢气管道计算段的终点对计算段起点的标高差，单位为米（m）；

d——氢气管道的内径，单位为厘米（cm）；

λ——水力摩阻系数；

Z——气体的压缩因子；

Δ——气体的相对密度；

T——氢气管道内气体的平均温度，单位为开（K）；

L——氢气管道计算段的长度，单位为千米（km）；

n——氢气管道沿线计算的分管段数。计算分管段的划分是沿线氢气管道走向，从起点开始，当其中相对高差小于

或等于 200 m 时划作一个计算分管段；

hi——各计算分管段终点的标高，单位为米（m）；

hi-1——各计算分管段起点的标高，单位为米（m）；

Li——各计算分管段的长度，单位为米（m）；

g——重力加速度，g = 9.81 m/s
2
；

Ra——空气的气体常数，在标准状况下，Ra = 287.1m
3
/（s

2
·K）；

c）水力摩阻系数宜按式（3）计算，当氢气管道工艺计算采用手算时，宜采用附录 A 中的公式。











 Re
51.2

71.3
lg01.2-1

d
K

（3）

式中：

λ——水力摩阻系数；

g——重力加速度，g = 9.81 m/s
2
；

K——管道内壁绝对粗糙度，单位为米（m）；

d——管道内径，单位为米（m）；

Re——雷诺数。

5.3.3 沿线温度按式（4）、式（5）计算。

   axxax
x e

ax
PJetttt  


 1010 （4）

式中：

tx——输氢管道沿线任意点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0——输氢管道埋深处的土壤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t1——输氢管道计算段起点的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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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自然对数底数，宜按 e = 2.718 取值；

a——系数，单位为负一次方米（m
-1
）；

x——输氢管道计算段起点至沿线任意点的长度，单位为千米（km）；

J——焦尔—汤姆逊效应系数，单位为摄氏度每兆帕（℃/MPa）；

△Px——x长度管段的压降，单位为兆帕（MPa）。

PC
KDa





v

6

q
10256.225

（5）

式中：

a——系数，单位为负一次方米（m
-1
）；

K——输氢管中气体到土壤的总传热系数，单位为瓦每平方米摄氏度（W/(m
2
·℃)）；

D——输氢管外径，单位为米（m）；

qv——输氢管流量（P0 = 0.101325 MPa，T= 293K），，单位为立方米每天（m
3
/d）；

△——气体的相对密度；

Cp——气体的定压比热，单位为焦每千克摄氏度（J/(kg·℃)）。

5.3.4 稳态和动态模拟的计算软件应经工程实践验证。

5.4 输氢管道安全泄放

5.4.1 进、出输氢站的输氢管道应设置截断阀，并应能在事故状况下易于接近且便于操作。输氢站宜

在进站截断阀上游和出站截断阀下游前设置泄压放空设施。

5.4.2 输氢管道相邻线路截断阀（室）之间的管段上应设置放空阀，并应结合建设环境可设置放空立

管或预留引接放空管线的法兰接口。放空阀直径与放空管直径应相等。

5.4.3 放空的气体应安全排入大气，禁止将氢气系统内的氢气排放在建筑物内部。

5.4.4 输氢站放空设计需要遵守下列规定。

a） 输氢站应设放空立管，需要时还可设放散管。

b） 输氢站氢气宜经放空立管集中排放，也可分区排放。高、低压放空管线应分别设置。不同排放

压力的氢气放空管线汇入同一排放系统时，应确保不同压力的放空点能同时安全排放。

c） 当输氢站设置紧急放空系统时，设计应满足在 15 min 内将站内设备及管道内压力从最初的压

力降到设计压力的 50％。

d） 从放空阀门排气口至放空设施的接入点之间的放空管线，用管的规格不应缩径。

5.4.5 放空立管和放散管的设置需要遵守下列规定：

a） 可能存在点火源的区域内不应形成爆炸性气体混合物；

b） 放空立管和放散管设置的位置应能方便运行操作和维护；

c） 放空时形成的噪声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d） 放空立管直径应满足设计最大放空量的要求；

e） 放空立管和放散管防火设计应遵守 GB 50183、GB 50516 的规定；

f） 可燃气体放空立管口应保持向上，顶端不应加装向下的弯管；

g） 管口应装设阻火设施；

h） 排放气体含有饱和水蒸气时，应装设惰性气体或静电消除装置，保证排放安全；

i） 应设有防止雨雪侵入、水气凝集、冻结和外来异物堵塞的措施；

j） 放空立管和放散管应有稳管加固措施；

k） 放空立管底部应有排除积水的措施。

5.4.6 阀室放空设计需要遵守下列规定。

a） 阀室周围环境不具备氢气放空条件时，可不设放空立管，该阀室上下游管段内的氢气应由相邻

的阀室或相邻输氢站放空。

b） 阀室应具备外接氮气吹扫的功能。

c） 存在超压可能的管道、设备和容器，应设置安全阀或压力控制设施；安全阀排放的气体应接入

放空系统，或引至室外。

5.4.7 氢气放空管道应采用无缝钢管，不应采用铸铁管道；当管道设计压力大于 0.1 MPa 时，阻火器

后的管材应采用不锈钢管。

5.4.8 安全阀的定压应经系统分析后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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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压力容器的安全阀定压应小于或等于受压容器的设计压力。

b） 管道的安全阀定压（P0）应根据工艺管道最大允许操作压力（P）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 当 P≤1.8 MPa 时，管道的安全阀定压（P0）应按式（6）计算。

P0＝P＋0.18 MPa （6）

2） 当 1.8 MPa＜P≤7.5 MPa 时，管道的安全阀定压（P0）应按式（7）计算。

P0＝1.1P （7）

3） 当 P＞7.5 MPa 时，管道的安全阀定压（P0）应按式（8）计算。

P0＝1.05P （8）

5.4.9 安全阀泄放管直径应按下列要求计算：

a） 单个安全阀的泄放管直径，应按背压不大于该阀泄放压力的 10％确定，且不应小于安全阀的

出口管径；

b） 连接多个安全阀的泄放管直径，应按所有安全阀同时泄放时产生的背压不大于其中任何一个安

全阀的泄放压力的 10％确定，且泄放管截面积不应小于安全阀泄放支管截面积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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