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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系统性地减少甲烷排放，做到排放最小化

2. 减少火炬燃烧的甲烷排放

3. 减少能源利用造成的甲烷排放

4. 减少设备泄漏造成的甲烷排放

5. 减少放空造成的甲烷排放

6. 减少天然气驱动的气动设备的甲烷排放

7. 减少与检维修作业相关的甲烷排放

8. 通过持续改进系统优化甲烷排放管理

每种最佳实践都附有详细的指南及摘要，为最佳实践的实施提供参考。本手册汇编

了八项摘要内容。指南和减排工具的完整版本详见：

 www.methaneguidingprinciples.org

简介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有效保障能源供应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之

一。天然气在满足当今全球能源需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天然气的主要成

分是甲烷，一种强势的温室气体，因此天然气在未来低碳转型中的作用将受 

到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甲烷减排成效的制约。

      油气行业需要共同行动，采取覆盖全产业链的甲烷管理措施，坚定减排决心，提高减排绩效。

为此，由油气行业、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共同组成的“甲烷减排指导原则”（MGP）伙

伴方，制定了八项最佳实践，聚焦以下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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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减排:
最佳实践
提高天然气的环境公信力

工程设计与施工

系统地实现甲烷排放最小化

减排的工程和设计措施包括：

• 尽量减少逸散性和放空排放源；

• 优化燃烧和运营效率；

• 设备选择和未来升级的考量。

能源利用

减少能源利用造成的甲烷排放

使用智能计量和控制来减少终端用户的能

源消耗和排放（如燃气轮机和锅炉）。

维护天然气燃烧设备，保证按设计运行。

更换设备时，使用成熟的最新高能效型

号。

考虑监测升级，采纳持续性或预测性排放

监测。

火炬燃烧

减少火炬燃烧造成的甲烷排放

尽可能地熄灭或减少火炬燃烧。

在有必要进行火炬燃烧的情况下，实现燃

烧效率最大化。

检查火炬燃烧系统是否按设计运行。

设备泄漏

减少甲烷逸散性排放和油井排放

系统地执行逸散性排放检查并优先维修。

建立逸散监测维修能力及相关技能，包括

操作规范守则。

考虑采用新技术，如泄漏检测、量化、运

行状态监测和预测性维修。

在建设下游输配管网时，应考虑现代、高

完整性材料和连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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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

减少工艺流程排放和未经火炬燃烧的直

接放空

如果必需排放甲烷，相比放空，优先选择

回收或火炬燃烧。

避免或减少储罐、压缩机密封和其他潜

在排放源（如烃蒸气回收）。

定期监测放空式排放源（如压缩机密封和

储罐）。

尽量减少完井和设施维护活动过程中的甲

烷排放（如，实施绿色完井）。

运营维修

减少设备维修过程中的甲烷排放

将减少排放作为维修规划的主要目标之

一。

规划和维修注重及时性与安全性。

通过后续泄漏监测调查，核查维修是否成

功。

当设备减压时，在可行情况下通过回收或

火炬燃烧尽量减少放空。

气动设备

减少天然气驱动的气动设备甲烷排放

在可行情况下（如具备电力供应），用

压缩空气、电气设备或机械设备替代天

然气驱动式气动设备。

确认气动设备按设计运行，修理或更换

故障设备。

在可行的情况下，淘汰停用高泄漏气动

控制设备。

持续改进

系统性地优化甲烷管理

优化运行和维护方案中的排放监测频率。

将减排考虑纳入整体商业和运营战略。

在公司内部和全行业分享经验教训。

在可行情况下，逐步采用最新成熟低排

放的技术和方法。

定期审查排放报告的覆盖面、报告质量和

频率。

甲烷减排: 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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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工程设计与施工中的甲烷减排方法

气动控制器、泵和发动机等设备
中，尽可能选择电力驱动、机械动
力或仪表风驱动。

尽可能集中和整合设施。

使用管道输送液态和气态产品。

尽可能将天然气回收利用。

无法回收时，天然气经燃烧或火
炬燃烧处理。

考虑使用可替代低排放设备/工艺。

考虑使用维护需求更低的替代设

施/工艺流程。

    在新设施投入运行以前，或对现有设施进行

改造时，可通过工程设计减少甲烷排放。设计环

节是识别减排机会的最佳时机。

     在设计环节实施减排策略通常相比运营后对

设施进行改造成本更低。工程师应按照以下优先

顺序考虑和安排减排策略：

1. 消除甲烷排放源；

2. 如果排放源无法消除，则减少甲烷排放量和

燃料使用量；

3. 控制剩余的甲烷排放源。

大多数工程解决方案都是针对特定企业运营

情况和特定设施制定的，并随技术进步而调

整。任何设计都必须优先考虑完整性、安全

性、消防措施和监管要求，甲烷减排优先性次

之。 

  以下详细讨论在天然气全产业链的运营维护

工作中，有效减少甲烷排放的整体设计策略。

1. 优先使用电气 、机械和压缩空气驱动的设备。

2. 集中和整合设施。

3. 使用管道输送液态和气态产品。

4. 将甲烷回收利用作为重点工作。

5. 考虑使用低排放和低维护需求的设备。

摘要
甲烷减排：工程设计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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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和工程技术运用中实际采纳上述策略

的例子如下：

1. 将设施部署在现有的管道和电力线路附近，或

将设施连入管道和电网。

2. 上游设施采用模块化设计，产量下降时拆除设

备。

3. 用焊接代替螺纹连接和法兰连接。

4. 将防火门和隔离阀安装在最靠近设施的位置。

5. 从凝析油和原油中回收二次、三次分离的天然

气。

6. 通过使用井区自动转输站 （LACT），将设施

周围的液态烃类物质用泵注入加压罐中储存，

以避免使用储罐。

7. 正确设计储罐控制系统。

8. 使用电动压缩机。

9. 使用清管球滑到和跨接管，减少清管作业过程

中释放的甲烷。

10. 用甲醇代替乙二醇脱水，避免生成水合物。

11. 胺液系统中使用闪蒸罐。

12. 用再生或回热式热氧化剂控制胺酸气流。

设计与施工策略
优先使用电气、机械和压缩空气驱动的设备

      对于部分企业来说，气动设备是油气行业排

放的重要来源。用电气、机械或压缩空气装置替

代气动设备可以完全消除此类排放，包括使用电

动压缩机和电泵，可减少燃料消耗，同时提高压

缩机稳定性。

集中和整合设施

 设施的集中和整合可提高设施、流程的效

率，相比许多小型设施更加经济。例如，原油稳

定器可以从周边设施生产的天然气获取燃料，从

而消除储罐的放空，但如果设施规模较小则稳定

器不适用，或成本过高。

使用管道输送油气产品

 使用管道确保天然气正常销售，减少或消除

天然气火炬燃烧或放空。液态产品运输管道可基

本避免使用常压储罐和卡车装载。

将甲烷回收利用作为重点工作

 相比火炬燃烧或放空，应优先考虑天然气回

收利用。天然气可用于销售或施工现场的燃料。

可安装烃蒸气回收装置，提高低压天然气压力用

于销售，或注入低压燃料系统。尽可能设计天然

气回收装置。

考虑使用低排放设备

 可以直接淘汰或以低排放措施替换某些工艺

或设备。只要能满足项目要求，应优先考虑使用

替代性的低排放系统。例如，甲醇注入或干燥剂

脱水机可以用于替代传统乙二醇脱水机。

摘要 – 甲烷减排: 工程设计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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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火炬燃烧相关的甲烷减排方法

准确记录火炬燃烧活动。

通过设计无废气系统来避免火炬燃烧。

回收废气作为产品销售。

向油气藏注入废气。

寻找火炬燃烧气体的替代用途，如发
电。

在必需火炬燃烧时，提高燃烧效率。

持续跟进减少火炬燃烧和放空的进展
情况。

 易燃气体如果未经火炬燃烧则会被直接排

放。上游油气作业由于难以使用所生产的天然

气，或因常规排放作业需求，从安全角度出发，

需要进行火炬燃烧。全球油气作业中，每年火炬

燃烧的天然气量高达1450亿立方米，贡献了全

球油气行业甲烷排放量的2%。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减少火炬燃烧。理想情况

下，可以防止废气产生。如果难以实现，那么可

选择废气回收销售，增加收入。否则，在油气藏

中储存（回注）废气也是一种方法。如果废气不

能回收作为天然气或天然气凝液产品销售，或无

法储存，则可以用于发电。如果火炬燃烧不可避

免，应提高燃烧效率减少甲烷排放。

摘要
甲烷减排: 火炬燃烧

• 通过设计无废气系统（例如，在井场引入

高低压分离器）。

• 从储罐、试井和完井中回收废气，并将废

气再利用纳入场站产品流。

• 回收目前通过火炬燃烧的废气，并将其运

至附近的天然气处理设施作为天然气和天然

气凝液产品进行回收。

• 将原计划火炬燃烧的天然气注入油气藏储

存（这也可能增加油气产量）。

• 寻找天然气的其他用途，通常用于发电。

• 提高火炬燃烧的燃烧效率。

  减少火炬燃烧排放的方法与放空环节减

排、工程设计环节减排最佳实践有许多异曲

同工之处，上述环节最佳实践在其他指南中

得到了总结。 

 持续跟进减少火炬燃烧排放应与减少放空

相协调，因为有时放空减少会导致火炬燃烧

增加。 

可通过以下方式减少因火炬燃烧排放的甲

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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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废气注入油气藏中

 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将原计划进行火炬燃烧

的废气注入原油气藏或其他油气藏，也可以储存

备用，这也有可能提高石油产量。

将废气转化为电能  

 燃气轮机和“往复式活塞发动机”可以将原

本用于火炬燃烧的气体转化为电能，从而为现场

设备（包括控制器、泵和压缩机）供电，也可以

出售给电网。

提高火炬燃烧效率

  如果无法避免火炬燃烧，则可以通过提高火

炬燃烧效率来减少甲烷排放。由于火炬燃烧设施

的设计取决于燃气流量大小和变化，因此不同体

积火炬燃烧设施效率改善的方法有所不同。部分

措施涉及对火炬燃烧设备进行改造，而其他措施

则涉及改变操作方法。

甲烷减排方法
通过系统性设计避免火炬燃烧

当凝析油或原油的生产油井将烃类液体从加

压分离器输送到非加压凝析油罐时，甲烷会从油

罐的液体中“闪”出，需要进行火炬燃烧。通过

在井场安装高压和低压分离器，可以显著减少这

种“闪蒸气”的火炬燃烧。

利用闪蒸气装置回收废气

  闪蒸气回收装置可以从储罐中捕获闪蒸气并

将其压缩到输气管道中用于出售，而不是排放到

大气中或火炬燃烧。

试井完井中的废气回收

       新井钻井后须通过完井过程中投入生产，这

一过程可能导致完井返排气体的放空或火炬燃

烧。在竣工期间可使用分离器来收集天然气，虽

然部分天然气可能会被火炬燃烧，但仍有部分天

然气可以回收出售。

井场废气回收，卡车运至天然气加工厂

       对原计划火炬燃烧的废气进行脱水、脱硫和

脱碳处理，然后在井场生产压缩天然气（CNG）

和天然气凝液（NGL）产品。为满足管道和产品

要求，通常必须对压缩天然气和天然气凝液进行

进一步处理。上述操作均可通过卡车将产品运输

到天然气处理厂完成。

摘要 – 甲烷减排: 火炬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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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与能源利用相关的甲烷减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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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动设备。

提高集中作业及其他设备的能效。

如果需要使用天然气，应提高燃料燃
烧效率。

跟进燃料消耗减少的情况。 

       天然气主要由甲烷组成，在石油和天然气作

业中用作燃料，用于压缩、发电、加热、脱水和

脱除酸性气体。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设备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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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

气，产生甲烷排放。尽管此类排放通常只占所用

燃料的一小部分，但在大能耗的作业中，该排放

可能成为主要排放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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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助于

减少甲烷排放，并可能降低能源成本。

      以下措施可减少能源利用过程（使用天然气

作为燃料）排放的甲烷：

• 使用电力或其他能源代替天然气。

• 提高工艺效率，减少能耗。

• 当必须使用天然气燃料时，提高内燃机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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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烷减排方法
安装电动压缩机

 将天然气采集和输送使用的天然气驱动的

压缩机替换为电动压缩机（如果有电力供

应），从而消除现场甲烷排放。利用天然气供

电可能并不会减少全供应链的总甲烷排放量。

但通过天然气为电动压缩机供电，仍有可能降

低作业过程中的总排放量。使用电动压缩机还

可以消除发动机部件产生的甲烷排放。

用电力起动器或空气/氮气气动式起动器代替压

缩机的天然气起动器

      在天然气行业中，起动内燃机时通常使用燃

气透平。起动马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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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方米的天然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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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可以使用电动机代替燃气透平。

提高集气管线中的能源利用效率

      集气系统将天然气从井网输送到加工厂。由

于生产变化、集气管线中凝液和水合物的积

聚、天然气成分的变化以及大气环境和天气条

件的变化，天然气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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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能源

消耗，以使管网正常运行并避免天然气火炬燃

烧。频繁清理管线（清管），加热管线或化学

摘要 
甲烷减排：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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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入可减少液体和水合物积聚，提高集气系统的管

容量，减少能耗，尽管其中部分操作可能导致放

空。

      增加集气系统管容也可避免火炬燃烧（见火炬

燃烧最佳实践指南）。

更换压缩机气缸卸荷器

     气缸卸荷器通过调整气缸容积来调节往复式发

动机排气量。气缸卸荷器通过O型环、阀片和密封

盘根释放压力排出甲烷。需要频繁维护的卸荷器也

会导致甲烷排放和停机。   

      更换卸荷器可以减少甲烷排放，同时可减少维

护和计划外停机。

安装空燃比自动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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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低空燃比混合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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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燃排放未燃尽的燃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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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调节进气压力和温度， 

提高燃料向燃烧室的输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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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用作燃料。对排放量的总体评估应综合考虑甲

烷、二氧化碳、未燃尽的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等

指标。

摘要 – 甲烷减排: 能源利用



10

检查清单
设备泄漏相关甲烷减排方法

准确记录泄漏设备排放。

执行定期泄漏检测和维修计划。

 考虑采取替代监测项目。

更换或拆除持续泄漏的部件。

      油气作业中使用的压力设备泄漏可能导致

气体排放。设备泄漏导致甲烷排放主要是由于

密封接头（如法兰垫圈、螺纹连接、阀杆填

料、减压阀阀座或阀座不正确的开口阀）的缺

陷或普通磨损引起的，有时（尽管少见）也来

自容器或管道的壁面。

通过以下步骤可以减少设备泄漏排放的甲烷。

• 通过筛查或测量分析，准确记录设备泄漏造成

的甲烷排放。

• 对地面上的所有设施和地下管道进行定期泄漏

检测和修复（LDAR），以识别并修复泄漏。

• 实行重点项目，如“预测性维护和状态监

测“、“定向检查和维护”（DI&M）或“替

代性监测项目”。

• 更换或拆除长期泄漏的部件。

这些减少泄漏的方法包括检测和修复泄漏，

摘要
甲烷减排:设备泄漏

或者在重点项目下，集中修复可能产生大泄漏的

某些设备或组件，或者只修复那些低成本高收益

的泄漏部件。泄漏部分的操作维修详见有关该主

题的单独指南。

   为确保有效执行，所有泄漏检测和修复方法

都应纳入公司管理体系。

甲烷减排方法
泄漏检测和修复（LDAR） 项目

     每隔一段时间应进行泄漏检测和修复调查，

以识别和维修泄漏。泄漏检测修复项目可自愿安

排，在某些地区则须根据监管条例要求进行安

排。调查频率各不相同（一般从每月一次到每年

一次不等）。

 检测和维修程序的分支是“智能LDAR”项

目或定向检查和维护（DI&M）项目，只调查已

知泄漏最严重的设备和部件，或调查所有设备和

部件，但仅在具有成本效益高的情况下修复泄

漏。

替代项目

      减少设备泄漏可采取“替代项目”或“等效

LDAR项目”，用于替代单一定期泄漏调查。案

例多种多样，包括：
• 更频繁的远程筛查，结合较少的地面泄漏检

测调查；

• 持续监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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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方案往往以新技术为基础建立，通常处于

创建和测试阶段。因此，替代方案与现行办法

之间的替代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替代方

案可相对传统LDAR办法更加经济高效。

更换或拆除长期泄漏的部件

    对于长期泄漏的部件，不必重复修理，可

以用优质部件进行更换，也可以彻底拆除该部

件。

      《运营维修指南》介绍了在修理泄漏时减

排的其他方法。选用的任何泄漏检测和修复方

法都应纳入管理备案系统。详情请见《持续改

进指南》。

摘要 – 甲烷减排: 设备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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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放空相关的甲烷减排方法

准确记录放空活动。

调整设施设备和操作方法减少排放。

尽可能捕获排放的天然气。

如需排放甲烷，优先选择火炬燃烧而
非放空。

跟进记录放空减少的情况。

    放空简单地说就是将工艺流程或生产活动

中产生的天然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石油和天

然气行业有大量的放空源，本文覆盖的主要设

备源包括储罐、压缩机（密封和起动机）和乙

二醇脱水机。本概要中涉及的主要放空活动是

气井排液和完井作业。 

      可通过以下方式减少主要放空源释放的甲

烷：

• 记录放空释放的甲烷。

• 避免或减少以下设备或工艺放空：

–碳氢化合物液体储罐

–压缩机密封和起动机

–乙二醇脱水机

–清除气井积液

–完井作业

–油井套管头放空。

• 如需释放甲烷，烃蒸气回收或火炬燃烧方

法优于直接放空。 

   放空减排与火炬燃烧减排、工程设计减排

的最佳实践有许多共同之处， 详见相应文

件。

甲烷减排方法
减少储罐放空

       储罐，尤其是在生产过程中，会排放大量

的天然气。减排策略取决于场站放空需求，包

括：

• 安装烃蒸气回收系统；

• 停用并拆除生产场站的储罐；

• 在储罐上安装自动计量器和蒸气平衡系统；

• 增加储罐压力监测器；以及

• 将储罐纳入常规泄漏检测和维修计划。如果

不能减少放空，选择火炬燃烧罐中释放的天

然气可以减少甲烷排放。

减少压缩机密封件放空

       将盘根放空口纳入常规泄漏检测和维修方

案，或将其列入定期更换部件范畴，可以减少

往复式压缩机抽油杆盘根的甲烷排放。

       将放空口纳入泄漏检测和维修方案，或改

湿封为干封，可以减少湿封离心式压缩机的放

空量和泄漏。

       在无法减少放空的情况下，通过火炬燃烧

可以减少甲烷排放。

减少压缩机起动机放空量

       可以将天然气驱动的压缩机起动机替换为

电动或压缩空气驱动式起动机。如果不能替

换，将需释放的天然气引入烃蒸气回收系统或

摘要 
甲烷减排：放空



13

进行火炬燃烧可以减少甲烷排放。

减少乙二醇脱水机放空

       干燥剂系统等替代技术可减少排放，或通过

采用电动贫乙二醇泵、安装闪蒸罐以便回收和再

利用天然气以减少排放。

减少完井过程中的放空

       通过使用“绿色”完井技术，如大型临时加

压返排设备，可以减少完井过程中的放空和返排

液甲烷排放。

减少气井排液放空

       通过改变手动操作流程，缩短放空持续时

间，可减少气井排出天然气凝液过程中（俗

称“气井排液”）的放空，变更油井和井下设

备，以消除有放空需求的工艺流程，或者使用自

动排液系统，可减少放空。

减少油井套管头放空

      通过使用蒸气回收系统或火炬燃烧，可以减

少油井口从环形套管头部分的放空。

摘要 – 甲烷减排: 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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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气动设备甲烷减排方法：

准确记录气动控制器和天然气驱动泵

信息。

在可行情况下，用电动或机械装置替

代气动设备。

如果使用气动设备，用压缩空气取代

天然气驱动可以消除排放。

天然气驱动式设备是最佳选择时，选

用低泄漏替代品替换高泄漏控制器。

将气动设备纳入检查和维护项目，并在

年度清单中报告这些装置的排放量。

   气动设备由气压驱动，主要用于没有电力

供应的地方。油气行业使用的两种主要气动设

备包括：

• 气动控制器，用于控制液位、温度和压力等

条件；以及

• 气动泵，用于将化学品注入油气井和管道或

循环脱水器液体。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使用数百万的气动设备，

主要是气动控制器。上述装置中使用天然气驱

动的装置，可能是油气供应链中最大的甲烷排

放源之一。

      气动设备的甲烷排放来自驱动这些装置时

的天然气放空。因此，防止或减少放空具有经

济效益。据国际能源署（IEA）估计，通过采用

最佳实践，全球气动设备的甲烷排放量可减少

11000千吨（kt），其中气动控制器可减排

7000千吨，气动泵可减排4000千吨。这相当于

全球石油和天然气运营甲烷排放总量的15%。

      气动设备甲烷减排方法包括杜绝排放，减

少排放和修理排放量高于预期的装置。

 气动设备的甲烷减排可通过以下方式：

• 用电动泵或电动控制器替代气动设备；

• 用机械控制器替代气动设备；

• 用压缩空气取代天然气驱动气动设备；

• 用间歇式或“低泄漏”装置替换“高泄

漏”气动设备；以及

• 检查并修复排放量高于预期的装置。

甲烷减排方法
用电动泵或控制器代替气动设备

     在电力供应不足的偏远地区，乙二醇脱水装

置中的循环泵和用于向油井和采气管线中注入化

学品的注入泵通常由高压天然气驱动。化学注

入泵的流量相对较低（井场的甲醇注入泵每天排

放约10立方米天然气），而乙二醇脱水装置的

循环泵每天可能排放数百立方米天然气。

      这些泵可以用太阳能电动泵和标准电动泵代

替。

摘要 
甲烷减排：气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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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地，气动控制器也可以在有电的地方

用电动装置代替。

用机械控制器代替气动设备

       可以选用机械控制器代替用于控制压力水

平的气动设备。

    针对低压、低排量井，在垂直分离器上安

装机械排放阀（而不是气动排放阀）已是常见

做法。机械控制器也被用于中游脱水设施。

    在高压和高容量运行的分离器中，排放阀

需要持续节流，以便液体不断地流出容器。随

着压力和产量下降，气动节流控制的需求可以

通过能进行机械卸料的分离器满足。

用压缩空气而不是天然气来驱动气动设备

    使用压缩空气而不是压缩天然气来消除甲

烷排放。出于压缩空气系统成本考量，目前压

缩空气驱动装置主要用于需要气体比率较高的

气动设备的场所。

用间歇性或低排放装置替换高排气（高排放）

的气动设备

    高排气的气动控制器的排气速率通常超过

每小时1标准立方米（scm/h）。以这种排放

水平，每年每个高排放气动设备的使用造成的

天然气损失价值超过1000美元。如果运营条件

允许取缔高排放装置，使用平均排放速率在

0.03到0.4scm/h 之间的低排放或间歇性排放

气动设备将可显著减少甲烷排放和天然气损

失。

检查并修理那些排放量高于预期的装置

      有研究发现气动控制器排放的大部分甲烷

往往来自其中一小部分装置。虽然并非所有的

高排放控制器都存在故障，但排放模式显示

部分高排放控制器没有按设计运行。气动设

备的检查和维护项目可以有效地减少未按设

计运行的高排放装置。应为这些设备设计新

的检修维护程序，也可以将这些设备添加到

现有的检修维护程序中，如纳入检测和修复

泄漏的程序。

摘要 – 甲烷减排: 气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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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运营维修相关的甲烷减排方法

针对泄漏检测:

执行定期泄漏检测调查。

尽快修复泄漏。

检查维修是否成功。

跟进未执行的维修。

保存并分析泄漏和维修记录。

针对日常维护和维修：

管道和大型容器使用抽空措施。

尽量减少必须减压的天然气量。

清管时使用烃蒸气回收装置。 

避免排放，例如，通过管道不停输

带压开孔封堵、进行非侵入性检查

以及协调维修和维护时间安排避免

排放。
如必需放空，则可将放空天然气进

行火炬燃烧。

     运营维修对于甲烷减排至关重要，既能修

复泄漏设备，又能将日常维护和维修过程中产

生的排放降至最低。本指南涵盖的维修针对作

为泄漏检测和维修项目一部分的检查期间发现

的泄漏，以及由于其他维护和维修而可能发生

的泄漏。

通过以下措施可以减少设备泄漏排放的甲烷：

• 准确记录设备泄漏排放信息（包括泄漏持

续时间），并作为泄漏检测和维修项目的

一部分进行检查（泄漏检测可参考设备泄

漏最佳实践指南）。

• 进一步减少泄漏排放,方法如下：

–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维修，并

跟进全部需推迟的维修；

– 开展检查以确保维修成功；

– 准确记录泄漏和维修情况；以及

– 定期分析泄漏和维修记录。

定期检修维护中的甲烷减排措施如下：

– 大型容器或管网需要减压操作时，提

前规划减少放空；

– 如果放空不可避免，则选择火炬燃烧。

摘要 
甲烷减排:运营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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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设备泄漏的甲烷减排方法
执行泄漏检测和维修项目

      实施泄漏检测和维修项目，定期进行检查

以发现泄漏并进行维修。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修复泄漏

      在合理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进行维修对于

减排至关重要。

维修后进行检查以确保成功修复泄漏

      只有在后续检查表明设备不再泄漏后，才

可以认定泄漏已经完成维修。

跟进未执行的维修

     尚未维修的泄漏须记录在“延迟维修”列

表，标明泄漏发生的位置、发现泄漏的日期、

预期维修日期，以及延迟维修的原因。

准确记录泄漏和维修情况

      应记录每个设施发现的全部泄漏、每次维

修日期、维修方法说明、确认维修成功（必须

保证确认）。记录必须足够详细，以便未来分

析同一部件是否再次发生泄漏。

分析泄漏和维修记录，并采取必要措施

      定期分析泄漏和维修记录信息，分析应保

持与检测泄漏相同频率，可以识别不断泄漏的

部件或部件类型。针对这些部件应进行矫正或

采取预防性维护措施。

针对日常维护和维修的甲烷减排

方法
尽量减少必须减压的体积

     为了减少需要通过释放气体来减压的管道

或容器的内部体积，可使用临时的管道止动器

来隔离需要修理的部分。

通过使用蒸气回收装置收集释放的气体来减少

管道清管造成的排放

   当起动和接收清管球时，天然气被排出。

储罐接收天然气凝液和清管清除的过程中，也

会释放天然气。

      通过使用蒸气回收装置或火炬燃烧，可以

减少排放。

避免排放

      在某些情况下，可通过以下方式完全避免

排放：

• 使用管道不停输带压开孔封堵；

• 进行非侵入性检查（例如，使用带有传感

器的清管球）；以及

• 充分协调时间，只需一次性停工就可完成

维修和维护，减少放空次数。

如果无法避免放空，则火炬燃烧需放空的天然

气

      如果无法避免放空，则火炬燃烧天然气可

减少放空的影响。

摘要 – 甲烷减排: 运营维修



18

检查清单
持续改进甲烷管理

实施甲烷管理计划。

提高甲烷减排能力，以防止、识别和
修复泄漏，并采用有效的工程和设计
方法。

制定强有力的甲烷减排目标。

报告甲烷减排工作和成果。

将甲烷管理纳入企业文化。

      持续改进甲烷管理工作最终将实现“甲烷卓

越”，即实现石油和天然气运营甲烷低排放。甲

烷卓越可以使油气行业成为甲烷减排主要的贡献

者之一，成为全球低碳能源供应者。

      实现甲烷卓越的最重要因素是企业从高管

层到一线员工的坚定承诺。

      在此承诺之下，可通过以下方式持续改进

甲烷管理：

• 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管理系统，如规划-执行-

查核-行动循环，系统地改进甲烷管理。

• 通过改进预防、识别和修复泄漏的过程来减

少甲烷排放。

• 从现有实践中吸取经验，通过项目工程和设

计方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甲烷排放。

• 为运营资产设定强有力的甲烷减排强度目标

• 报告集团层级的甲烷排放量（Mte）和

甲烷强度（%）。

• 同时以二氧化碳当量和甲烷指标报告甲烷

排放量。

• 将甲烷减排纳入企业文化。

系统改进甲烷管理
     企业从满足法律基本要求转变为实现甲烷

卓越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技术、组织和领

导技能。这项工作需要有系统的方法。甲烷管

理的持续改进需要一个管理系统，如“规划-

执行-核查-行动”循环，应用于甲烷减排各要

素。

提高甲烷监测和减排能力 

     提高甲烷管理能力的起点是准确记录甲烷

的来源及其排放量。以此确定减排优先顺序，

增加泄漏检测频率，启动改进修复和防止泄漏

等工作。随着甲烷减排技术的发展，以及运营

拓展和变化，系统性的持续改进可确保持续应

用最佳实践。

制定强有力的甲烷减排目标

甲烷减排目标能够推动甲烷管理持续改

进。甲烷减排目标应该宏大且可行。现行设定

强有力目标的最佳实践包括为运营资产设定强

度目标。未来推荐的最佳实践包括：减排目标

兼顾天然气和石油生产；涵盖运营和非运营资

产；既设立减排绝对目标也设立强度目标；严

格开展排放测量和分析，支持目标制定并验证

减排水平。

摘要 
甲烷减排：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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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报告

       真实透明地报告甲烷排放量和减排目标以

及这些目标所依据的信息，对于建立内部和外

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甲烷减排努力的信心至关

重要。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者对企业在气候变

化管理方面关注度不断提高。当前实现减排报

告透明化的最佳实践包括：汇报集团级的甲烷

排放量（Mte）和排放强度（%），并以二氧化

碳当量（CO2e）和甲烷（CH4）两种计量方式

汇报甲烷排放情况。未来，建议按照资产来编

制甲烷排放报告、采用区域排放系数、并应用

直接甲烷检测和测量技术，最终提交经第三方

验证的甲烷绩效报告。

将甲烷管理纳入企业文化

      石油和天然气企业可以通过不断提高对整个

业务范围内甲烷管理战略的认识，促进企业积

极地实现甲烷卓越、让甲烷管理根植于企业文

化。具体最佳实践包括：

• 将甲烷减排纳入现有业务和运营流程。

• 为技术和非技术人员提供减排学习机会。

• 通过鼓励团队沟通，设定团队目标和边

界，跟踪和奖励积极成果，促进实现甲烷

卓越和创新。

摘要 – 甲烷减排: 持续改进



更多信息：
MGP Website: 
www.methaneguidingprinciples.org

OGCI: 
https://oilandgasclimateinitiative.com

CCAC OGMP: 
https://www.ccacoalition.org/en/activity/ccac-oil-gas-methane-partnership

IEA Methane Tracker: 
https://www.iea.org/weo/methane

Natural Gas STAR Program: 
https://www.epa.gov/natural-gas-star-progr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