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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文件由甲烷减排指导原则伙伴关系编写。每篇指南总结了截至发布之日已知的减排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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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甲烷减排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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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减排指导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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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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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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运营中用能过程的甲烷减排
最佳实践

尽可能使用电动、机械和压缩空气设备。

设施集中化。

油气运输采用管道方式。

回收甲烷再利用。

使用低排放和低维护的替代设备。

摘要

      工程与设计在甲烷减排中发挥至关重要的

作用，也是第一道防线。设计阶段的减排经济

效益通常大大超过后期系统调整或维护实现减

排的效益。许多情况下的甲烷排放都可以通过

设计来避免。即便直接减排不可行，也可以通

过有效的系统设计将放空和泄漏降至最低，包

括减少泄漏、放空和燃料用量的设计，或安装

控制装置作为减排的最后一道防线。  

甲烷减排的一般设计原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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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除甲烷排放源；

2. 减少甲烷排放量和燃料消耗量；

3. 控制现有的甲烷排放源。

 工程解决方案大都是针对某个公司的运营

和设施而制定的，并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发

展。设计通常优先考虑完整性、安全性、消

防和合规要求，而非甲烷排放。下文将详细

讨论整个天然气供应链中甲烷减排的有效设

计策略。

 1、尽可能使用电动、机械和压缩空气设备

 天然气气动装置是油气行业某些作业过程中

的重要甲烷排放源。使用电动、机械或压缩空

气设备可以完全消除气动设备的甲烷排放。

 如果远程站点没有市电供应，则可使用一台

燃气发电机或空气压缩机代替多台气动装置。

使用电动压缩机和电动泵代替燃气设备可以减

少天然气燃料并增加可供销售的天然气。电动

机也比燃气发动机更可靠，但如果现场没有市

电，则可能需要使用燃气发电机。

2、设施集中部署

 设施集中部署有助消除甲烷排放源，并使得

设备和工艺得到高效利用。例如，集中式设施

可以使用导热油加热器为设施里的所有设备供

热，避免每台设备单独配备加热器。

简介

 新设施投入运营之前或对现有设施进行改

造时，通过系统工程设计可帮助甲烷减排。设

计阶段是识别甲烷减排的最佳机会，此阶段的

减排成本通常低于设施改造的花费。系统工程

师应考虑以下甲烷减排策略(按优先级排序)  ：

       设施集中化还可提高甲烷减排或回收设备的

成本效益。例如，通过原油稳定器或多级分离系

统接收周边设施的油气产品，可以减少储罐需求

和排放。而同样的系统难以在每个站点单独配

置，因为规模较小不可行或不经济。

3、油气运输采用管道方式

 使用天然气管道出售甲烷，减少或完全避免

生产设施中的火炬燃烧和放空。天然气凝液管道

可以消除储罐和卡车装载中的甲烷排放，也有利

于设备的集中部署。

4、回收甲烷再利用

天然气的回收应优先于火炬燃烧或放空。天

然气可以用于出售或用作场站燃料。可安装闪蒸

气回收装置对低压气体加压用于销售，也可将天

然气引入低压燃料系统或本地集输管线。一些运

营商将天然气用于发电，运行空气压缩机，或向

当地电网供电。天然气还可以回注井中以提高油

气采收率。工程设计中应尽可能优先考虑天然气

回收。 

5、使用替代性的低排放、低维护设备

可以用零排放或低排放系统淘汰或替换某些

工艺或设备。只要能满足项目要求， 就应考虑使

用替代系统。例如，甲醇注入或干燥剂脱水机是

传统乙二醇脱水机的低排放替代品。此外，还应

考虑使用低维护的设备来减少维护过程中的天然

气放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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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排放

甲烷排放的量化体现为排放速率，比如质量/

时间(例：千克/小时) 或体积/时间 (例：标准立方

米/小时)，可以通过工程估算、直接检测，或模

型计算产生。在设计阶段， 有两种基本方法量化

甲烷排放，按准确度递减的顺序排列如下：

• 建模 (针对储罐闪蒸排放和乙二醇脱水再生

器排放)，使用流程模拟程序，根据第一性

原理和公式预测排放。

• 排放计算公式，可以使用多种信息，如设

备制造商提供的或当地收集的信息，用于估

算某些工艺流程或运营活动的排放速率。

       针对某些排放源和工艺流程，商业化的软件

程序和模型已得到广泛应用，用来模拟碳氢化合

物的处理、加工和操作工艺。软件模型包括 

ProMax © 或 Aspen HYSYS©，还有在此基础上

的简化估算工具，如美国石油协会(API)开发的

E&P Tanks程序。模型也可以用来描绘乙二醇脱

水器系统排气口的甲烷排放特征，该类的简化程

序有美国燃气技术研究院(GTI)开发的

GLYCalcTM。该模型的优点是可以输入场站具体

条件，从而精确模拟每个工艺流程。某些区域会

指定特定模型。例如，储罐闪蒸排放报告须符合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温室气体报告规则(GHG 

Reporting Rule)编制或根据美国新排放源性能

标准(US New Source Performance)

中“OOOOa” 的条款进行编制。

 使用较为粗略的排放估算方法也是允许的，

这些公式需要结合特定场站内的信息来描述排

放特征。计算公式可以使用本地收集的各种信

息来估算某些工艺过程或运营活动中的排放速

率。

     估算排放量最简易但最不准确的方法是基于

设备制造商提供的信息和“排放因子”，该方

法仅要求将每项活动的排放量 (例如该类设备每

年的排放量) 乘以设备件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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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设计策略示例

         本指南的目的并非在于详细介绍所有甲烷减排的设计建议，而是提供可效仿的甲烷减排的最佳实

践示例。其他最佳设计指南中的减排策略同样适用于工程设计，但不在本指南的介绍范围内。本指

南包含的减排策略见下表：

工程与设计减排措施 消除甲烷排放源 
、
减少放空泄漏
或能源消耗

控制甲烷排放量 策略类别 

1. 设施选址和集中部署 1、2、3

2. 模块化设计
5

3. 消除逸散性排放部件 5

4. 消防阀和隔离阀的位置 4

5. 二级和三级分离 4

6. 无储罐设计 3 、5

7. 储罐设计 5

8. 使用电动压缩机 1

9. 清管球与跨接管 4 、5

10. 使用甲醇防止形成
水合物

5

11. 富胺液闪蒸罐 4

12. 酸气控制装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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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设计策略示例

工程与设计措施1：设施选址和集
中部署
  石油和天然气产地偏远，通常受到集输管道

和电力供应的不足。许多设施的运营往往依赖以

天然气为燃料和动能的加热器、发动机和气动设

备。而且，有时也需要火炬燃烧或放空天然气。

在技术和经济可行的情况下，选址需要考虑

离现有电源和管道的距离，设施设计应减少使用天

然气为燃料的设备，换用电动设备。如果设施不能

布设在现有基础设施附近，那么在技术和经济允许

的条件下，应将电源和管道连接到该设施。

如可行，运营商应集中部署生产设施，便于

大规模开发。集中部署是指尽量避免在井场对烃

类液体进行处理、加工、储存和处置，而是通过

中心设施完成这些工序。集中部署设施有利于实

施对小规模设施来说不经济的减排措施。

运行要求

       如果经常发生断电，则应考虑使用备用系

统，如应急发电机、火炬燃烧和通过卡车运输天

然气凝液。此外，场站可能还需具备其他相关处

理工艺，如脱水、除酸和净化，以确保产品符合

管道运输标准。

减排效果与经济性评估

       需要接入电源的减排措施及其经济性评估在

其他工程与设计战略中作了详细介绍。

       就美国本土而言，2017年，直径小于20英寸

（500毫米）的管道成本为每英寸-英里29,000美

元到167,000美元（每毫米-千米710美元至4,086

美元）不等1。2013年，地上电源线成本估计为每

英里285,000美元至390,000美元之间（每公里

177,000美元至242,000美元）2。

工程与设计措施2：模块化设计

 油气井的产量随时间下降，非常规油气井尤

其如此。随着产量下降，为初始生产定制的生产

设备规格不再适用。模块化设计允许设备规模随

产量降低而缩小。缩减设备可减少逸散性泄漏和

气动设备天然气消耗。模块化设计的示例包括使

用易于拆卸和更换的撬装式设备，用数个小型储

罐代替单个大型储罐，用数个小型压缩机代替单

个大型压缩机。

运行要求

       设施需求足够大，以容纳多台设备，而不是

单独一台大型设备。运营商应定期评估生产率，

以决定何时移除设备。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减排量和成本取决于设备情况。有运营商估

算，每拆除一个储油罐，每年能节省4,200 

Mscf (千标准立方英尺) (每年120,000 m3 ）的

天然气3。由于需要购买额外设备，前期购置成

本可能略高于传统设施。对于大规模开发，模块

化设计可以节省成本，因为设备拆卸后可用于其

他设施上。

工程与设计措施3： 消除逸散性

排放
       螺纹连接和法兰一般用于连接管道、设备和

阀门等组件。螺纹连接通常用于直径不超过2英

寸(50毫米)的管道。法兰通常用于直径大于2英

寸的管道。天然气有可能从螺纹连接和法兰处泄

漏，部分连接可用焊接替代，降低泄漏的可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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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设计策略示例 

运行要求

       阀门和其他需要经常拆卸或更换的组件更

适合用螺纹或法兰连接，从而避免管道切割。

 减排效果和经济评估

       在设计阶段，用焊接替代法兰或螺纹连接的

成本最小。每个法兰每小时排放量为5.7 x 10-6 千

克至0.39 x 10-6 千克之间4。螺纹连接处的排放量

估计每小时1.0 x 10-5千克至0.75 x 10-5千克4。焊

接连接一般不会造成泄漏。

工程与设计措施4：消防阀和隔

离阀的位置
隔离阀用于隔离压缩机或分离器等设备，用

于设备维护和维修时的减压(放散)。让阀门尽可能

靠近设备可减少放散时的甲烷排放。

       消防阀用于在紧急停机期间隔离设施。将消

防阀尽可能靠近第一台和最后一台设备，也可以

减少紧急停机时的甲烷排放。

运行要求

      安全或消防法规中可能对阀门的位置有明确要

求。

减排效果与经济性评估

在设计阶段，重新安置阀门的成本最小。甲烷减

排主要取决于管道或设备压力，以及在紧急情况

或维护期间需要减压的管道数量以及放散频率。

工程与设计措施5：二级和三级

分离
      生产设施、压缩站和加工厂需要将石油和凝

液与天然气分离，分离通常在大于100 psig 

(700千帕) 的高压下进行。当石油或凝液在常压

下从高压分离器转移到储罐时，会释放出“闪蒸

气体”。闪蒸气通常从储罐放空或进入火炬燃

烧。二级和三级分离可回收部分或全部闪蒸气，

并最大程度减少储罐内的闪蒸。

       图1显示了生产设施中用作加热器处理器和

闪蒸气回收塔(VRT)的二级和三级分离。

来源：参考文献5

       二级分离和三级分离也可用于压缩机洗涤

塔，其中冷凝水被输送到低压容器而不是常压储

罐。图2示例为级联洗涤塔的配置，其中高压冷

凝水被引导至下一个低压塔，只有进气洗涤塔排

放液体被引导至储罐。

三项分离
器

分离器

蒸气控制系统

控制装置
热处理器
(可选)

VRT
(可选)

冷凝槽

水槽

减压阀 排气阀

减压阀 放散阀

取样孔

取样孔

VRU
(可选)

天然气
销售

图1：生产设施中的二级和三级分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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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设计策略示例 

Q Q

Q Q

QQ

进气

液体至储罐

常压储罐

Q

Q Q

Q Q

Q一级压缩

一级洗涤器

二级吸入
洗涤器

一级冷却器

QQ二级压缩

三级压缩

二级冷却器
三级
洗涤器

排放洗涤器

进管道

三级冷却器

运行要求

       从低压容器中回收气体需要使用蒸气回

收装置(VRUs)。优先使用电动VRUs，因为

它们的工作能力比压缩机驱动的天然气发动

机的流量范围更大。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西方石油公司(Occidental Petroleum)

的案例研究显示，二级分离器和配有闪蒸气

回收装置(VRUs)的闪蒸气回收塔(VRT)成本

为100,000到200,000美元6，投资回收期通

常为一至五个月6。

    级联洗涤塔的成本未知，但由于级联

洗涤塔对管道更改要求最少，其成本可能

最小，其减排量取决于气体的组分。Kent 

Pennybaker的案例研究显示，级联洗涤

塔可将储罐中的闪蒸气减少98.7%，可出

售的气量增加1.2%7。

工程与设计措施6：无储罐设计
      常压储罐用于储存原油、碳氢化合物凝液和

采出水(及其混合物)直至其运出场站。据EPA估

算，常压储罐的甲烷排放量约占石油和天然气产

业链甲烷排放总量的10%8。因此，消除储罐的

设计策略应运而生。无储罐设计可应用于生产、

集输和加工操作等工艺流程。生产、集输和加工

环节的无储罐设计示例如下。

• 生产 - 分离器中的液体通过LACT(井区自动转

输站)单元直接输送到管道或缓冲罐中，缓冲

罐运行压力接近大气压。缓冲罐的额定压力

远高于大气压。较大的操作范围使得该罐能

适应产量波动以及由于闪蒸引起的罐内压力

变化。缓冲罐中产生的闪蒸气经压缩输送到

管道中。图3显示了使用无储罐设计的生产设

施示例。

图 2: 压缩机上的级联洗涤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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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设计策略示例 

来源：参考文献9

• 集输 — 在压缩机站，段塞流捕集器中的液体通过

电动泵或吹箱直接输送到设备出口。然后，在下游

设施(例如天然气处理厂)中对液体进行处理。

• 加工 — 在天然气加工厂，来自段塞流捕集器的液

体进行稳定并与加压罐中的天然气凝液(NGLs)混

合，或直接作为天然气凝液输入管道。

运行要求

无储罐设计的运行需要接入管道。液体可能需

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进入管道运输，因此需要对未

达标的液体进行重新处理或储存。还可能需要配备

紧急储存罐，以便在设施管道关闭时作业井可以继

续生产。

       设施具备电力供应十分重要，因为能使用电动

泵和闪蒸气回收装置。压缩机站使用泵送技术的系

统可能需要更频繁地用清管球清洗管道。如在天然

气加工厂，将冷凝液添加到天然气凝液中，须逐个

场站进行评估，以确保天然气凝液仍然满足买方或

管道输送的规定标准。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通过无储罐设计几乎可以完全消除储罐排放。

有运营商报告说，无储罐设施减少了90％以上的排

放9。由于设备和场地的减少，其成本可能会低于传

统设施。

工程与设计措施7： 储罐设计
         储罐控制系统的工作压力范围很小，通常

低于1psig  (7 千帕)，增加了设计难度。速动

阀、柱塞提升系统和清管球可能会导致进入控制

系统的液体和闪蒸气流量发生变化。因此，设计

时须充分考虑常压储罐的控制系统，确保泄压装

置不会产生排放，并且确保在生产达到正常峰值

时，来自储罐的所有闪蒸气都被引导至控制装置

或VRU中。设计需考虑闪蒸气和液体的最大流

速，这可能与日常生产速率不同，特别是对于带

有速动阀或柱塞举升井的系统。设计应评估控制

设备规格以及闪蒸气收集管道的压降情况。

运行要求

       可能需要通过建模确定峰值储存的压力。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在美国本土，对储罐控制系统进行设计评估

的成本约为每场站550-360美元10。

工程与设计措施8：使用电动压缩

机
        压缩机用于管道中输送天然气，以及从低压

系统中回收天然气。天然气发动机通常是为了驱

动压缩机。可使用电动机来驱动压缩机。天然气

发动机最低只能以其最大功率的50％运转。带有

变频驱动器的电动机可以在非常低的负载下运

行。电动机相比天然气发动机所需的维护更少，

因此更加可靠。

运行要求

       电动压缩机的运行需要电力供应。大型压缩

机可能需要接入高压线。对于电源不可靠的区

域，可能需要备用发电机组。

油/气/水分离

井区自动转输站
及压缩机

油/水缓冲罐

储罐控制装置

图3: 使用无储罐设计的生产设施

油/气/水分离

油/气/水分离

紧急储存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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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设计策略示例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电动压缩机预期每马力可节省2.11Mscf的

天然气(每千瓦80,000m3)，成本取决于压缩机的

大小。案例研究显示，1,750马力(1,300千瓦) 发

动机的初始费用为1,500,000美元。其年度运营

成本大约等于初始资本成本，主要花费是电力供

应3。

工程与设计措施9： 清管球与跨

接管
       清管球(管道检查仪)用于检查管道，并将管

道中的积液推入下游设施。通过清管发球筒减压

将清管球推入管道，然后加压将其推出，被管道

另一端的收球筒接受。在收球装置中，清管球前

端表面会有积液。取下清管球时，截留的液体会

闪蒸，导致甲烷排放。清管球收球筒中的滑道设

计能在降压之前捕获清管球前端和表面的液体并

将其反输回管道，从而减少了闪蒸排放。而跨接

管可以使疏水阀部分减压，以减少清管操作的放

空。

运行要求

 清管球滑道主要是无源设备，但是从清管球

接收至拆除以便液体回流到管道这个过程可能需

要额外的时间。场站还需提供低压系统，以接收

来自清管球收发装置的气体。

 工程与设计措施10：使用甲醇

防止水合物
     天气寒冷时，管道中的水会冻结并形成水

合物， 抑制天然气的流动。通常使用乙二醇脱

水器除去天然气中的水份。而乙二醇会吸收部

分甲烷，并在其再生过程中释放。甲醇可以代

替乙二醇抑制水合物的形成。在天然气进入管

道之前注入甲醇，然后在下游将其去除。

运行要求

 需要用泵将甲醇从常压罐注入高压天然气

中。泵一般靠太阳能供电且易于操作。甲醇则

需要用卡车运送到各个设施。

      天然气加工过程中需要去除甲醇，通常在

正常脱酸过程中一并进行分离。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每个设施的减排量估计为800 Mscf(22,500 

m3)。每次的安装成本约为2,250美元，每百万

标准立方英尺天然气的运营成本为3.45美元(每

106立方米121美元)3。

工程与设计措施11：富胺液闪

蒸罐
 酸气中含有高浓度的硫化物，主要是硫化

氢和二氧化碳，需要进行脱酸处理。富胺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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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与设计策略示例 

装置可去除这些化合物。最常用的胺是甲基

二乙醇胺。胺在塔中循环，从加压天然气中

吸收酸性化合物，但也会吸收甲烷。然后胺

被送入再生合成装置，与二氧化碳和硫分

离，实现重复利用。去除的二氧化碳和硫被

称为酸性气体，通常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再

生器的上游可安装闪蒸罐，以回收由胺吸附

的甲烷。闪蒸罐的压力比塔低，当胺进入闪

蒸罐时压力下降，部分甲烷闪蒸。甲烷可以

回收到低压系统，如设施的燃料系统。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减排量取决于系统，预期减排量为

90%，类似于在乙二醇脱水装置上安装闪蒸

罐3。成本因罐的大小而异。

工程与设计措施12：酸性燃气

控制装置
      经胺处理后排出的酸性气体通常含有极高

的二氧化碳和硫以及少量的碳氢化合物。出

于安全原因或为了满足环境标准，须控制酸

性气体。二氧化碳含量高的酸性气体热量不

足(热值)，不能在火炬或燃烧器中燃烧。可以

向酸性气体中添加辅助气体，通常是燃料气

体，使热值达到至少300 Btu/ scf(11.2 MJ/

scm)12。辅助气体的需求量根据需回收的酸

性气体的体积确定，一般辅助气体的需求量

都相当大。直接热氧化器可以用来氧化甲

for a 1,750 horsepower (1,300 kW) engine. Annual 
operating costs were approximately equal to the 
initial capital cost and are mostly due to the cost of 
electricity3.

Engineering and design 
strategy 9: Pig ramps and 
jumper lines
A pig (pipe inspection gauge) is used to inspect 
pipelines and push accumulated liquids through 
them to downstream facilities. A pig trap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ipeline is depressurized to allow 
the pig to be inserted into the pipeline. The pig trap 
is then pressurized to send the pig down 
the pipeline. The pig is received into another pig 
trap at the other end of the pipeline (the receiver). 
In the receiver, some liquid is trapped in front of the 
pig as well as on the pig itself. When the pig is 
removed, methane is released due to flashing from 
the trapped liquid. Pig ramps allow liquids in front 
of and on the pig to be captured and sent to the 
pipeline before the pig trap is depressurized, 
reducing flashing emissions. Jumper lines can 
partially depressurize the trap to reduce venting 
from pigging operations.

Operating requirements
Pig ramps are mostly passive devices, but extra 
time may be needed from the pig being received to 
it being removed from the receiver to allow the 
liquids to drain back to the pipeline. A low-pressure 
system also needs to be available on-site to accept 
the gas from the pig trap.

烷，但是传统的热氧化器需要大量的燃料保证燃

烧室温度达标。回热式或再生式热氧化器是更加

经济的控制酸性气体的方法。该类控制装置回收

废热，可以减少燃烧室控温所需的燃料。

运行要求

       热氧化器需要针对腐蚀性气体(例如酸性气

体)进行特殊设计。热氧化器也需要电源来运行风

扇、控制装置及阀门。

减排效果和经济性评估

       减排量取决于富胺液装置的大小。某公司报
告显示，通过用蓄热式热氧化器代替原热氧化

器，每年可节省高达750,000美元的燃料成本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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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清单

以下清单可用来评估系统设计甲烷减排的进展。

活动 已完成
此项目在所有
设备或流程中
所占百分比

将甲烷减排纳入标准设计实践。

可行的情况下使用电力、机械和压缩空
气驱动设备。

设施集中部署。

 采用管道输送油气。

可行的情况下回收甲烷。

 无法回收时，控制甲烷排放量。

使用替代性的低排放设备和流程。

 使用替代性的低维护设备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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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设计阶段可使用的减排策略

排放源 减排策略描述 参考指南

1. 火炬燃烧 回注
将天然气回注到油气藏以提高采收率。

 火炬燃烧

压缩天然气卡车运输
生产压缩天然气并用槽车运输离开场站。

回收天然气凝液
使用系统回收天然气凝液。

天然气发电
使用燃气轮机或往复式发动机发电。

2. 储罐：闪蒸气 使用闪蒸气回收装置(VRUs)
安装闪蒸气回收装置，实现天然气利用、销售或火炬燃烧。

放空 

减少上游设施的作业压力

在设备上游安装稳定塔或闪蒸气回收塔(VRT)，降低气体压力。

放空 

取消生产现场的储罐   

将压力释放装置的起动压力设定在等于或接近储罐设计压力。

放空

添加液位自动计量系统

使用LACT系统将液体直接从分离器输送到管道。

放空

3. 储罐：装卸排放
添加液位自动计量系统

液位自动计量系统无需打开舱门，就可以在正常操作

和液体卡车装载外输时进行计量。

放空

引进系统实现储罐与槽车之间的气相平衡和交换

槽车装车时，气相回流管收集卡车中排出的蒸气，或将

其送回储罐中(气相平衡)或将其发送到控制设备。

放空

 火炬燃烧

 火炬燃烧

 火炬燃烧

 火炬燃烧

 火炬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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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减排策略描述 参考指南

4. 压缩机：离心式 使用干式密封

只购买干式密封压缩机(大约90%的压缩机都有干式密
封)。干式密封一般耗电少、可靠性高、维护要求少。 

放空

5. 压缩机：起动器 使用电动起动器
使用电动起动器替代天然气驱动的气动起动器可以消除排
放。 

放空 
能源利用

使用压缩空气起动器

使用压缩空气而不是天然气驱动的起动器可以消除排放。 
放空 
能源利用

将起动器的天然气排放接入蒸气回收装置(VRU)或火炬
气动起动器排放的天然气被引导至VRU，以便使用、销 

售、或被输送至火炬进行燃烧。 
放空

6. 乙二醇脱水
器：再生器排气口

使用零排放脱水系统
干燥剂脱水系统在正常运行期间无排放。 放空

使用电动贫乙二醇泵

电动泵无需使用天然气。 
放空

使用闪蒸罐分离器
在抵达再生器之前，闪蒸罐将甲烷与富乙二醇分离，使甲
烷重返生产过程或得到利用(例如，作为燃料)。

放空

7. 气动装置
使用电动或机械驱动设备
使用电动或机械驱动设备可以消除对气动装置的需求。 

气动装置

使用压缩空气系统
用压缩空气而非天然气来驱动气动装置。 

气动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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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 减排策略描述 参考指南

使用间歇排放或低排放装置

间歇排放和低排放装置比高排放装置使用的天然气更少。
气动装置

8.燃料使用 安装电动压缩机

使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的设备会排放未燃烧的甲烷。电动压
缩机不需要天然气燃料。

能源利用

更换气缸卸荷器

卸荷器通过o形环、阀盖和压力密封等造成甲烷泄漏。
能源利用

安装空气-燃料比例控制装置
在压缩机发动机上安装空气-燃料比例控制器来控制燃料的
使用量已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 以此提高内燃机的效率，
减少燃料消耗。

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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