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烷减排：最佳实践指南

甲烷减排指导原则

 翻译：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Beijing Gas Group Company Limited
 校译： 美国环保协会 

 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 

     能源利用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免责声明
       本文件由甲烷减排指导原则伙伴关系  (MGP) 编写。本指南总结了截至发布之日已知
的减排措施、成本和现有技术，上述内容随时间推移可能改变或改进。文中包含信息为作
者已知最准确的信息，但不代表MGP 签字方或支持机构的观点或立场，读者需自行对所
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估。SLR国际公司及其承包商、MGP或其签字方或支持机构对本指南中
包含信息的完整性或准确性不提供任何保障。

       本指南描述了甲烷排放管理的相关措施。指南不包含任何强制性的行动或措施建议，
只提供甲烷排放管理的有效办法。在特定的条件或情况下，其他方法可能同样，甚至更加
有效。读者的选择通常取决于具体情况、需要管控的特定风险，以及适用法律。 

       译校团队尽量忠实原文并提供准确信息，如有不清楚之处，请参考英文原文。译校团
队对本指南中文版中包含信息的完整性或准确性不提供任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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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电力或其他能源代替天然气；

• 提高工艺效率，减少能源 ( 以天然气的形式)

的使用量；

• 当必须使用天然气燃料时，提高内燃机效降

低燃料成本意味着减排成本可能在几个月

到一年内收回。

油气作业能源利用中的甲烷减排最佳实践

准确记录天然气用作燃料的情况。

使用电力驱动或压缩空气/氮气等气动能源。

提高作业以及设备的能效。

如果需要使用天然气燃料，应提高内燃
机燃烧效率。

跟进减少天然气用作燃料的进展情况。

摘要

       天然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在油气行业作

业过程中广泛用作燃料，用于压缩、发电、加

热、脱水和脱除酸性气体。使用天然气作为燃

气内燃机的设计燃烧效率通常为98%以上 (即

至少98%的天然气完全燃烧)，因此会释放部

分未燃烧的甲烷，产生甲烷排放。尽管此类甲

烷排放通常只占所用燃料的一小部分，但在大

能耗的作业中，这可能成为主要的排放源。天

然气充当燃料也会造成与发动机燃烧相关的排

放，例如来自气缸或抽油杆盘根的排放。减少

石油和天然气作业中的天然气燃料有助于减少

甲烷排放，并可能降低能源成本。

       以下措施可减少油气行业能源利用中的甲

烷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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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指南提供石油和天然气作业中能源利用

相关的甲烷减排措施。另有气动设备、放空

和设备泄漏等系列减排最佳实践指南。总体而

言，减少能源利用可以从不同方面减少甲烷排

放。在某些环节减少天然气燃料的使用量可能

会导致其他环节的排放量增加 (例如，使用电

动引擎取代内燃机，而发电使用的是天然

气)。

      减少天然气燃料的消耗也能降低能源成本。

简介

      天然气主要由甲烷组成，在石油和天然气作

业过程中作为燃料，用于压缩、发电、加热、脱

水和脱除酸性气体。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气内燃机

通常设计燃烧效率为98%以上 (即至少98%的天

然气完全燃烧)，因此会释放部分未燃烧的甲烷，

产生甲烷排放。

此类甲烷排放量通常通过估算得到，而非测

量。估算值因估值方式而异。例如，在美国，美

国环境保护署的排放因子汇编 (AP-42)1和美国温

室气体排放和碳汇清单 (GHGI)2中的甲烷排放估

算值相差不大，但远远高于美国温室气体报告计

划33C子项中的估算值。由于上述排放因子存在

差异，应客观谨慎看待所有排放估算数据。

       通常甲烷排放在用作燃料的天然气中占比很

小，但当部分供应链大量使用天然气燃料进行压

缩、脱酸、脱水等工艺时，该排放可能成为主要

的甲烷排放源。天然气充当燃料也会造成与发动

机燃烧相关的排放， 例如来自内燃机或气动装置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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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电力或压缩空气或氮气驱动的气动装置替代天然气驱动可避免甲烷排放。

• 提高能源效率可减少能耗和甲烷排放。改善集输作业效率，可减少能耗。

• 提高燃料燃烧效率，可以减少甲烷排放。

• 由于减排策略旨在避免或减少天然气用量，部分项目在一年内可收回成本。

以下方式可减少油气行业能源利用 (天然气

用作燃料)过程中的甲烷排放：

• 使用电力，或压缩空气/氮气驱动的

气动装置；

• 提高能效，减少燃料用量；

• 必须使用天然气时，提高燃烧效率。

      下表总结了各项减排策略，后续有各项减排

策略的详细说明。其中一些策略是通过系统设

计提高能效而减排，因此在工程设计最佳实践

指南中详细描述。气动装置、放空和设备泄漏

的最佳实践指南也包含部分能源使用相关的减

排策略。更多信息链接见附录1。

减排策略 描述

1. 使用电力或其他类型能源代
替天然气

1a 安装电动压缩机。

1b 用电力起动机或空气/氮气起动器代替压缩机的天然气起动器。 

2.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燃料
用量 提高集输管线的能源利用效率。

3. 提高燃料燃烧效率
3a 替换气缸卸荷器。

3b 安装空燃比自动控制器。

       由于减排策略旨在避免或减少天然气的使用，成本回收期取决于能源价格，部分项目一年时间内能回收减
排成本。

减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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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策略

减排策略1a：安装电动压缩机4

       天然气集输中使用的天然气驱动的压缩

机，在有电力供应的情况下，可替换为电动压

缩机。如果现场没有电力供应，可以安装发电

机，为压缩机和其他设备供电 (见气动设备最

佳实践指南)。电动设备避免了未燃烬天然气排

放问题，不会造成甲烷排放，但如果发电以天

然气为燃料，则不一定会减少甲烷排放总量。

       美国环保署天然气之星合作伙伴4报告指

出，电动压缩机比燃气压缩机的维护成本低，

因此在有电力供应和维护成本较高的偏远地区

整体成本效益更高。

图1：天然气压缩机

资料来源：BP

减排效果和成本回收

      某场站使用电动压缩机取代了总额定功率

超过15000马力的天然气压缩机。报告称，初

始投资为600万美元。甲烷减排量按照每马力

每年60立方米的甲烷排放率计算，该场站每

年减排量约为100万立方米4。因此，该场站收

回减排成本的时间为1-5年及以上不等，具体

取决于天然气价格、电价等因素。

h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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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策略

减排策略 1b：用电力起动机或
空气/氮气起动器代替压缩机的
天然气起动器 5, 6

        在天然气行业中，内燃机通常使用燃气透

平来起动。起动机使用储罐中的高压天然气。

为了起动压缩机，天然气通过起动透平膨胀，

然后排出。

       每100马力的电动机每起动一次大约需要

1.4立方米的燃气。具体气量取决于起动器的设

计。排放量还取决于天然气的储存压力，后者

决定了透平时所释放的能量。用压缩空气或氮

气代替天然气可以消除甲烷排放。如果具备电

力供应，可以使用电动机取代燃气透平。如减

排策略1a所述，该策略可消除甲烷排放，但总

排放量将取决于发电方式或气动动力的产生方

式。

减排效果和成本回收

   根据天然气之星合作伙伴报告，按每年起动

10次计算，通过用空气/氮气气动起动机或电力

起动机替代燃气起动器透平5,6，每3000马力压

缩机每年可减排4万标准立方米。电动起动器的

成本取决于发动机的大小，通常价格在1000美

元至1万美元之间。成本和减排效果取决于压缩

机的规格、起动次数以及替代产品为电机还是压

缩空气、氮气的气动机。相关报告显示，更换为

气动机几个月可回收成本。电机初装费较高，回

收时间可长达数年。

减排策略 2：提高集气管线的能
源利用效率7

集气系统将天然气从井网输送到加工厂。

由于产品变化、集气管线中液体和水合物的积

聚、燃气成分的变化，大气和天气条件变化，

天然气加工量和管网容量都会发生变化。有时

可能需要进行额外压缩和用能，才能使管网正

常运行并避免火炬燃烧。

       通过经常清理管线 (清管)和加热管线或化

学注入减少液体和水合物积聚，可以提高集气

系统的容量，减少能源消耗，避免火炬燃烧 

(参见火炬最佳实践指南)。总之，应尽量避免

集气管道出现多相流7，可以通过在井场分离气

体和液体 (参见放空和火炬燃烧的最佳实践指

南)来实现。然而，清管、化学注入、分离和凝

液储存也会排放甲烷，因此应仔细核查供应链

中的甲烷排放总量。

减排效果和成本回收

       某些减排策略，如减少集气管线压降和减

少集气管线输气过程中的能耗，既能减少能源

利用中的排放，但也可能导致额外排放。例

如，频繁清管可以减少能源消耗，但也可能导

致清管过程中的放空。如果采用天然气驱动的

气动泵实施化学注入，可以减少水合物的形

成，但又可能造成放空量的增加。减排策略可

以减少或消除上述排放 (参见气动设备和放空

的最佳实践指南)。减排的经济效益取决于场站

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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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策略

排气口

抽吸口

活塞
气缸盖

可调节卸荷口

图2a和2b：清管作业

资料来源：BP

减排策略 3a：更换压缩机气
缸卸荷器8

      气缸卸荷器通过调整气缸容积来调节往复式

压缩机出力。气缸卸载器会通过O型环、阀片

和密封盘根泄漏甲烷。泄漏情况可通过红外线

摄像机探测得知。卸荷器需要频繁维护，也会

导致甲烷排放和停机。

图3 ：气缸卸载器

减排效果和成本回收

 天然气之星合作伙伴8报告指出，更换一台

压缩机的卸荷器成本为4万至5万美元，成本回

收期一般为一年，具体时间取决于燃料价格。其

他好处有降低维护成本和减少意外停机。合作伙

伴方表示，每台压缩机每年的平均减排量超过

10万标准立方米。 

减排策略 3b：安装空燃比自
动控制器9

      天然气供应链中的发动机在多种负载和空燃

比情景下运行。需要高功率时，使用低空燃混合

气 (浓燃)。需要低功率和更高的燃油效率时，使

用高空燃混合气 (稀燃)。浓燃排放未燃烬的燃料

更多 (主要是甲烷)，氮氧化物 (NOx)排放较少。

稀燃甲烷排放少，而氮氧化物排放较多。安装空

燃比自动控制器，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发动机的

性能。自动控制器还能将捕获的碳氢化合物排放

物，通过进气输送到引擎中用作燃料。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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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策略

则根据进气中烃化合物的含量调整燃料的使用

量。

    额定功率超过1000马力的发动机将会更加受

益于空燃比自动控制器。1000马力到3000马力

的浓燃、高速涡轮增压发动机9改进效果最好。

减排效果和成本回收

 据报告显示，空燃比自动控制器的平均节气

量约为每台发动机每年100万标准立方米9。如

果发动机的平均燃烧效率为98%至99%，则每

台发动机每年的甲烷减排量约为1万至2万标准

立方米。初装费通常是每台发动机14万美元，

回收期一般约为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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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下列检查清单可用于评估能源利用排放的进展。 Activity 

涉及设备或场地所
占百分比

准确记录天然气用作燃料的情况。

  使用电动压缩机。

使用电力驱动或压缩空气/氮气起动起动器代替天然气
起动器。

经常清理管线 (清管)、通过管线加热或化学注入减少液
体和水合物的积聚，减少集气作业中的能源使用。

 替换气缸卸荷器。

安装空燃比自动控制器。

活动清单 是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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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减排策略的更多信息可参考链接

减排策略 描述 参考文献 

1. 使用电力或其他类型能源代替天然气。 安装电动压缩机 (4)

用空气或氮气压缩机起动马达替代天然
气起动器

(5)

安装电动起动器 (6)

2. 提高能效减少燃料消耗。 提高集气管线的能源利用效率 (7)

3. 提高燃料燃烧效率。 替换气缸卸荷器 (8)

安装空燃比自动控制器 (9)

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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