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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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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国外先进标准 并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 制定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内容是 总则 术语 燃气质量

加气站分级和站址选择 液化石油气加气站主体设施 压

缩天然气加气站主体设施 加气站配套设施 施工及验收

等

本规范由建设部城镇燃气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中国市政工程华

北设计研究院归口管理 授权由主编单位负责具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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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规范汽车用燃气加气站 以下简称加气站 的建设

符合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确保质量的要求 制定本

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充装液化石油气工作压力不大于

表压 环境温度 充装天然气工作压力不大于

表压 环境温度 的新建 扩建及与加油站

合建的加气站 以下简称合建站 工程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

本规范不适用于 燃气汽车换瓶供气 液化石油气流动加气

车供气 天然气汽车低压气囊式充装供气和直接使用液态天然气

充装供气

加气站的设置应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合理布置

加气站的设计 应采用先进成熟的技术和采取防止燃气

泄漏的安全措施

加气站的工程施工 安装应按设计文件施行 修改设计

或材料代用应经原设计单位确认 并报审批部门备案

加气站的设计 施工及验收 除执行本规范外 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术 语

一 般 术 语

燃气汽车

采用以液化石油气或以压缩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

加气岛

主要安装加气机 供停靠在加气车位处的燃气汽车进行充装

操作的平台

加气机

给燃气汽车贮气瓶充装燃气 并带有计量 计价装置的专用

设备

加气枪

附属加气机 直接给燃气汽车贮气瓶充装燃气的手工操作专

用工具

挠性支架

为防止燃气汽车在充装过程中 司机错误驱使汽车 拖拽软

管 导致软管附带插头脱离支架 警示司机停车

拉断阀

安装在加气机出口 一旦被拉分成两节后 在节的端头具有

自密封功能的阀门

快速切断阀

从全开至全关阀门转动小于一圈 并能关严

射线照相检验

对钢材加工的设备和钢制管道的全部对接圆周焊缝和纵焊缝

所作的射线检验

压力试验

以液体或气体为介质 对单体设备或系统逐步加压 达到规



  

  

定的压力 以检验设备或系统的强度和严密性的试验

泄漏性试验

以气体为介质 在设计压力下 采用发泡剂 显色剂 气体

分子感测仪或其他专门手段等检查单体设备或系统中泄漏点的试

验

液化石油气加气站术语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

经过加工符合燃气汽车用能标准的液化石油气

地上贮罐

罐体直接安装在地面基座上的露天卧式液化石油气贮罐

地下贮罐

直接覆土 细沙 埋设在地下的卧式液化石油气贮罐

半地下贮罐

罐底埋设在地下的深度不小于罐高的一半 且全部覆土 细

砂 的卧式液化石油气贮罐

贮罐首级控制装置

液化石油气贮罐的进 出口管道 含测量控制仪表 在首级

接口处所设置进行控制流量或流向的装置

首级控制装置分为内置式 在贮罐内 和外置式 在贮罐

外 两种

贮罐次级控制装置

液化石油气贮罐的进 出口管道 含测量控制仪表 在贮罐

外 再次进行控制流量或流向的装置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术语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

经过加工符合燃气汽车用能标准的压缩天然气



  

  

加气母站

除自身具有给天然气汽车加气功能外 并可通过车载贮气瓶

运输系统为子站供应压缩天然气的加气站

加气子站

依靠车载贮气瓶运进天然气进行加气作业的加气站

瓶库贮气

贮气瓶集中汇联在一起 进行压缩天然气贮存的一种方式

井管贮气

通过钻井 将钢管竖直埋在地下 进行压缩天然气贮存的一

种方式

限压阀

限制系统内燃气在某一设定压力值下运行的阀门



  

  

燃 气 质 量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质量

汽车用液化石油气质量除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汽车用

液化石油气 的规定外 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烯烃含量应小于或等于 体积

丁二烯含量应小于或等于 体积

丙烷和丁烷的含量 应按地区的使用条件和季节气温的

变化进行调整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质量

引入加气站的天然气质量不得低于现行国家标准 天然

气 的 类气质指标

汽车用压缩天然气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车用压缩

天然气 的规定



  

  

加气站分级和站址选择

一 般 规 定

液化石油气加气站 油气合建站的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

和表 的规定 在油 液化石油气合建站内 液化石

油气贮罐的总容积不应大于相应级别液化石油气加气站的总容积

表 液化石油气加气站的等级划分

级 别
液化石油气贮罐

总容积 单罐容积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注 为总容积 本表贮罐容积系指水容量

表 油 液化石油气合建站的等级划分

级 别
汽油 柴油 液化石油气贮罐

总容积 单罐容积

一 级 汽油 柴油 液化石油气

二 级

三 级

注 为总容积 本表贮罐容积系指水容量

柴油贮罐容积按 折算

不同级别的液化石油气加气站与加油站合建时 应分别

按其等级划分规定来确定各自的级别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的等级划分 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的等级划分

级 别 贮气装置总容积
一 级

二 级

三 级

注 本表贮气装置总容积 系指水容量 系指压力在 温度在

状态下的体积



  

  

一 二级压缩天然气加气站不应与加油站合建 三级压

缩天然气加气站可与加油站合建 合建站的汽油 柴油贮罐总容

积不应大于 单罐容积不应大于 柴油贮罐容积按

折算

在城市建成区内不应建一级加气站和一级合建站 在城

市人员稠密区设置的加气站和合建站的规模宜为三级

对重要公共建筑和涉及国计民生的其他重要建 构筑物

周围 范围内不得建加气站 合建站

在城市建成区内所建的液化石油气加气站和合建站 宜

采用地下或半地下贮罐 在城市偏僻地区所建的液化石油气加气

站和合建站的贮罐设置方式 应根据站址和周围环境条件确定

在合建站内 汽油 柴油贮罐的设置除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小型石油库及汽车加油站设计规范 的有关规

定外 对油 液化石油气合建站还应符合本规范第 条 第

条的规定 对油 压缩天然气合建站还应符合本规范第

条 第 条的规定

站址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站址的选择和分布应符合城市规划和区域道路交通规划

符合安全防火 环境保护 方便使用的要求

城市建成区内所建的加气站和合建站 应靠近城市交通

干道或车辆出入方便的次要干道上 郊区所建的加气站和合建

站 宜靠近公路或设在靠近建成区的交通出入口附近

在城市建成区内进行液化石油气加气站和合建站站址选

择时 液化石油气槽车的运行应符合城市易燃易爆危险物品交通

运输的有关规定

天然气加气站 加气母站 和合建站 宜靠近天然气高

中压管道或储配站建设 供气参数应符合天然气压缩机性能要

求 新建的加气站 加气母站 和合建站不应影响现有用气户与

待发展用气户的天然气使用



  

  

液化石油气加气站

加气站内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防火间

距 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合建站内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

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和民用建筑保护物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相同级别加气站防火间距再增加 的规定值

表 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地上贮罐 地下贮罐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与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

民用建筑

物保护

类别

一类保护物

二类保护物

三类保护物

生产厂房

及

库房类别

甲 乙类

丙 丁

厂房 类

丁 库房

戊类

站外甲 乙类液体

贮罐 易燃材料堆场

室外变配电站

铁路

地铁

隧道

出 入 口

内角面

出 入 口

外角面及

通风口

排气口 内

墙壁

电力沟 暖气
管沟 下水道

公 路

高速 级

级

级



  

  

续表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地上贮罐 地下贮罐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架空电力线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架 空

通信线

国家 级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一般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民用建筑物保护类别分级 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类保护物应包括下列建筑

高层民用建筑

地市级以上 含地市级 的机关办公楼 图书馆 书库

博物馆 展览馆 文物古迹等建筑

建筑面积超过 或每层建筑面积超过 的居住

建筑和多层商住楼 商业楼 市场 旅馆 饭店等公共建筑

建筑面积超过 的其他建筑

学校 幼儿园 老人院 医院 中小型体育馆 场 和

建筑面积超过 的车站 客运站等人员密集的场所

注 液化石油气加气站 合建站的一级保护物范围尚应包括地下建筑

二类保护物应包括下列建筑

县级机关办公楼

建筑面积在 或每层建筑面积在

的居住建筑和多层商住楼 商业楼 市场 旅馆 饭店等公共建

筑

建筑面积在 的其他建筑

一般桥梁 含高架路

建筑面积小于 的车站 客运站和市区公交车站等

人员较为密集的场所



  

 

三类保护物应为一 二类保护物以外的建筑

计算液化石油气贮罐等设施与建 构筑物的防火间距起

算点 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气站 站区围墙外壁

贮罐 罐外壁

井管 外壁

卸车点 中心线

加气机或加油机 边缘

建筑物 生产用房 外墙壁

明火及散发火花点 散发火花点

道路 路肩

铁路 中心线

变压器 外缘

电力线 通信线 边线

管线 外缘

管沟 沟外壁

加气站内液化石油气贮罐总容积大于 或单罐容积大

于 合建站内液化石油气贮罐总容积大于 或单罐容积

大于 时 其防火间距要求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燃气设

计规范 的规定执行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建筑面积

不超过 独立的民用建筑 其防火间距可按表 的三类

保护物减少 但不应小于三级站的规定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高层厂房

的防火间距 应按表 的规定增加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建筑面积

不超过 的丁 戊类生产厂房及库房的防火间距 可按表

的规定减少 确定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不超过



  

  

的箱式变压器和杆装变压器的防火间距 可按表

的室外变配电站减少 确定

采用小于或等于 的地上液化石油气贮罐整体装配式

的加气站 其贮罐与站外建 构筑物的防火间距 可按表

的地上贮罐三级站减少 确定

半地下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外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和民

用建筑保护物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 地下贮罐相应防火间

距再增加 的规定值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卸车点 贮罐放散管

管口和加气机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液化石油气卸车点 贮罐放散管管口和

加气机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名 称 液化石油气卸车点

贮罐放散管管口
加 气 机

与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

民用建筑

物保护

类别

一类保护物

二类保护物

三类保护物

生产厂房

及

库房类别

甲 乙类

丙 丁 厂房 类

丁 库房 戊类

站外甲 乙类液体贮罐 易燃

材料堆场

室外变配电站

铁路

地 铁

隧 道

出入口 内角面
出入口 外角面
及通风口
排气口 内墙壁

公 路
高速 级 级

级

架空电力线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续表

项 目

名 称 液化石油气卸车点

贮罐放散管管口
加气机

架 空

通信线

国家 级 倍杆高 倍杆高

一般 倍杆高 倍杆高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卸车点 贮罐放散管

管口和加气机与站外建筑面积不超过 独立的民用建筑 其

防火间距可按表 的三类保护物减少 但不应小于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卸车点 贮罐放散管

管口和加气机与站外不超过 箱式变压器和杆装变压器

的防火间距 可按表 的室外变配电站减少 确定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

加气站内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防

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合建站内压缩天然气贮气装

置与站外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和各类建筑保护物的防火间距 不

应小于表 三级站防火间距再增加 的规定值

表 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瓶库贮气 井管贮气 地下贮瓶间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与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

民用建筑

物保护

类别

一类保护物

二类保护物

三类保护物

生产厂房

及

库房类别

甲 乙类

丙 丁

厂房 类
丁 库房

戊类



  

 

续表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瓶库贮气 井管贮气 地下贮瓶间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站外甲 乙类液体

贮罐 易燃材料堆场

室外变配电站

铁路

地铁
隧道

出 入 口
内角面
出 入 口
外角面及

通风口
排气口 内

墙壁

公 路

高速 级

级

级

架空电力线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架 空

通信线

国家 级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一般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外建筑

面积不超过 独立的民用建筑 其防火间距可按表 的

三类保护物减少 但不应小于三级站的规定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外高层

厂房的防火间距 应按表 的规定增加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外建筑

面积不超过 丁 戊类生产厂房及库房的防火间距 可按表

的规定减少 确定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外不超

过 箱式变压器和杆装变压器的防火间距 可按表



 

  

的室外变配电站减少 确定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压缩机间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三级站井管贮气的规定值 对加气子

站的压缩机间 其防火间距可减少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天然气放散管 进站天然气管道

和贮气装置上所设置的安全阀 紧急放散 管口和加气机与站外

建 构筑物等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天然气放散管管口 加气机与站外建

构筑物等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名 称
放散管管口 加 气 机

与明火 散发火花地点

民用建筑

物保护

类别

一类保护物

二类保护物

三类保护物

生产厂房

及

库房类别

甲 乙类

丙 丁 厂房 类

丁 库房 戊类

站外甲 乙类液体贮罐 易燃材

料堆场

室外变配电站

铁路

地 铁

隧 道

出入口 内角面

出入口 外角面

及通风口

排气口 内墙壁

公路
高速 级 级

级

架空电力线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倍杆高

架 空

通讯线

国家 级 倍杆高 倍杆高

一般 倍杆高 倍杆高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天然气放散管 进站天然气管道

和贮气装置上所设置的安全阀 紧急放散 管口和加气机与站外

建筑面积不超过 独立的民用建筑 其防火间距分别不应小

于 和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天然气放散管 进站天然气管道

和贮气装置上所设置的安全阀 紧急放散 管口和加气机与站外

不超过 的箱式变压器和杆装变压器的防火间距 分别

不应小于 和



  

  

液化石油气加气站主体设施

设 计 规 模

在加气站和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贮罐设计容积应根据

车辆充装用量 液化石油气供给条件 来源 运输条件 站址

环境等因素确定 液化石油气贮罐设计容积宜按 的供应量

计算 距供应气源较远的加气站 可适当提高贮存天数

平 面 布 置

加气站 合建站的平面宜按贮存和经营的功能分区布置

贮存区内应设置液化石油气贮罐 汽车槽车卸车点 泵 或

泵房 压缩机 或压缩机间 和汽油 柴油等燃料贮罐 经营

区应由加气区 营业室 仪表和配电间等组成

液化石油气贮罐和罐区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地上贮罐组外围应设置高度为 的非燃烧实体防护墙

贮罐之间的净距不应小于相邻较大罐的直径

地下或半地下贮罐之间应采用防渗混凝土墙隔开 贮罐

之间距离不应小于

加气站 合建站内严禁设置地下和半地下建 构筑物

地下贮罐 操作井 消防水池和必要的埋地式室外消火栓 消

防水泵接合器除外

经营区宜布置在站内前沿 且便于车辆出入方便的地方

加气站 合建站与站外建筑物相邻的一侧 应建造高度

不小于 的非燃烧实体围墙 面向车辆进 出口道路的一侧

宜开敞 也可建造非实体围墙 栅栏

加气站 合建站内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内设施的防火间

距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内设施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地上贮罐 地下和半地下贮罐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汽

柴
油
贮
罐

地上罐

地下罐

通气管管口

卸车点

加气机 加油机

烃泵房 压缩机间

燃气热水炉间

站房

消防泵房 水池吸水口

道路

防火隔墙

站区围墙

注 括号内值为液化石油气贮罐设有固定喷淋装置 且面向设施侧设有防火隔墙

当地上液化石油气贮罐与站内设施之间设置防火隔墙时

贮罐与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可按绕过防火隔墙两端的距离测量值

计算

防火隔墙应具有阻止液化石油气渗透的非燃烧实体墙 顶部

不得低于贮罐上设置阀件高度

采用小于或等于 的地上液化石油气贮罐整体装配式

的加气站 其贮罐与充装泵 卸车点和加气机的防火间距可减少

至 与站房的防火间距可减少至

在合建站内 液化石油气贮罐与汽油 柴油贮罐之间未

设置防火隔墙时 不宜将这两类贮罐分为地上 地下方式布置

经设置防火隔墙后 可按地上贮罐防火间距规定执行

在合建站内 宜将柴油贮罐布置在液化石油气贮罐与汽



  

 

油贮罐之间

在合建站内 汽油 柴油贮罐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汽油 柴油贮罐的通气管管口宜布置在液化石油气贮罐

和卸车点的上风侧

地下汽油 柴油贮罐的操作井口应高出周围地坪不小于

顶盖口应具有一定的防渗漏功能

应采用密封式卸油和量油位

操作井内应设置液化石油气检漏报警探头

加气站 合建站内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加气站 合建站内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名 称 液化石油气

卸车点
加气机

烃泵房

压缩机间

燃气热

水炉间

汽 柴油贮罐

地上罐

地下罐

通气管口

液化石油气卸车点

加气机 加油机

烃泵房 压缩机间

燃气热水炉间

站房

消防泵房 水池吸水口

道路

站区围墙

车辆进 出站口宜分开设置 站区内总图布置应按进站

槽车正向行驶设计

加气站 合建站内的停车场和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站内行驶槽车的道路转弯半径不应小于 一般道路

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道路坡度不应大于 且应坡向站

外 在槽车卸车停位处 宜按平坡设计

站内场地坪和道路路面不得采用沥青路面 宜采用可行

驶重载汽车的水泥路面或不产生火花的路面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的有

关规定

一级加气站和一级合建站宜在经营区外设置停车场 其

大小视所在位置的充装汽车量和车型确定

加气站 合建站站房室内地坪标高 应高出周围地坪

以上

贮 罐 装 置

加气站内液化石油气贮罐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气站内贮罐宜采用卧式罐

贮罐应按照现行国家标准 钢制压力容器

钢制卧式容器 和 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的

有关规定进行设计 制造

加气站内液化石油气贮罐应按充装丙烷气质设计

贮罐设计压力应为

贮罐内允许充装的液化石油气质量应按 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 第 条执行

贮罐的开孔与接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贮罐人孔应设于罐体顶部 容积小于或等于 的贮罐

可设置一个人孔

贮罐的出液管道端口接管位置 应按选择的充装泵要求

确定 其他管道端口接管宜设置在罐顶 进液管道和液相回流管

道宜接入贮罐内的气相空间



  

  

地下贮罐与半地下贮罐的罐顶应按吊装要求设置吊装环

地上贮罐应按罐顶接管要求设置管架支撑板

贮罐的首级关闭控制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进液管 液相回流管和气相回流管上所选用的止回阀

宜设置在贮罐内

在出液管上所选用的过流阀宜设置在贮罐内 所选用的

紧急切断阀可设置在贮罐外

人孔和备用管口应为盲板或丝堵

放散通道应为全关阀

当首级关闭系统采用贮罐外控制方式时 在止回阀 紧

急切断阀前应设置阀门

贮罐的管路系统和附属设备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阀门及附件应按系统设计压力提高一级配置 并应采用

液化石油气介质专用阀门及附件

液化石油气贮罐必须设置全启封闭式弹簧安全阀 安全

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按贮罐介质 大工作压力的

倍 且不得大于设计压力 阀口总通过面积应符合 压力

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的有关规定

安全阀与贮罐之间必须装设相应口径的阀门

安全阀应垂直安装在贮罐的 上部 且应设置在便于操

作 维护的地方

安全阀应装设相应口径的放散管 地上贮罐放散管管口

应高出贮罐操作平台 以上 且距地面不应小于 地下

贮罐的放散管管口应高出地面 以上 放散管管口与围墙的

距离不应小于 且应设有防雨罩

贮罐应设置检修用的放散管 并宜与安全阀接

管共用一个开孔

紧急切断装置包括紧急切断阀 远控系统和易熔塞金属

自动切断装置 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紧急切断阀宜选用气动型 控制部分壳体和活塞密封耐

压不应小于

控制气源必须为不间断气源 紧急切断阀关闭响应时间

不得大于 在控制间的气路管道上宜设置电磁阀 采取断电

放气关闭紧急切断阀

电磁阀操作按钮的设置位置应为阀前 加气区和控制间

等处

安装在紧急切断阀上的易熔塞金属的熔断温度范围应为

过流阀的 小关闭流量不应小于 大工作压差时流量的

倍

止回阀应是高灵敏度 适应液化石油气介质使用

贮罐排污管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从贮罐顶部引出的排污管与贮罐的气相空间宜设置旁通

管及旁通阀

从贮罐底部引出的排污管的根部管线与阀门 寒冷地区

应加装伴热或保温装置

在贮罐外的排污管上应设置两道截止阀 阀间宜设排污

箱

液化石油气贮罐外的第一道法兰 应采用高颈对焊法兰

金属缠绕垫片 带外环 和高强度螺栓紧固的组合 不得选用石

棉橡胶垫片 平面或突面密封面法兰和低碳钢螺栓组合 金属缠

绕垫片 带外环 密封面光洁度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或设计

规定

内置式首级关闭控制装置宜采用自密封螺纹连接方式

当采用法兰连接时 宜选用非通透螺纹孔 螺纹有效连接长度不

得小于 倍的螺纹孔径 螺纹表面硬度不应低于 罐体

内的紧固件宜选用不锈钢材质

首级关闭控制系统与罐体端口采用圆锥管螺纹连接时

管螺纹尺寸公差和光洁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用螺纹密封的管



  

  

螺纹 的规定 表面硬度不应低于 螺纹类型

应与连接阀件配套 并具有自密封功能

贮罐测量仪表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液化石油气贮罐必须设置就地指示的液位计 压力表和

测量液化石油气液相或气相的温度计 应设置液位上 下限报警

装置 并宜设置液位上限限位控制和压力上限报警装置 就地指

示的仪表宜安装在地面上便于直接观察的地方

在一 二级站内 贮罐液位和压力的测量宜设置远传二

次仪表

贮罐测量仪表的选用和安装宜符合下列规定

液位计

应是能确保液位传感器不会被卡住的产品

地上贮罐可采用板式光学反射玻璃液位计 气液两相的

色差必须明显

地下贮罐应采用内置式液位计 使用带远传二次仪表的

液位传感器 应为本质安全型防爆产品 二次仪表应直接指示液

位高度 误差不应超过

压力表和压力传感器

压力表必须安装在罐体顶部气相空间引出管上 使用的压力

表应符合下列规定

必须适用于液化石油气

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级

进入线性范围的 小值不应大于 测量范围的

上限值宜为 表盘直径不宜小于

表盘上对应于介质温度 和 的饱和蒸气压处 应

分别标有警戒绿线和红线

使用带远传二次仪表的压力传感器 应为本质安全型防

爆产品 二次仪表应直接指示压力值

温度计的测量范围应为 并应在 和

处标有警戒红线 精度等级不应低于 级



  

 

地下液化石油气贮罐可采用下列三种接管方式

在罐体上直接焊接人孔管箱 伸向地面 在人孔盖板上

安装贮罐的各种接管

在罐体顶部的人孔盖板上安装贮罐的各种接管 通过操

作井引出

各种管道接管和人孔接口直接焊接在罐体的顶部 穿过

覆盖层引至地面

采用本规范第 条第 款接管方式时 管箱顶应高

出地面 以上

采用本规范第 条第 款接管方式时 宜将各类控

制阀门 仪表传感器等安装在操作井内 操作井的设置应符合下

列规定

井壁应以不小于 的钢板制作 顶盖口应具有一定的

防渗漏功能

操作井直径应满足施工安装和维修要求

操作井内应设置液化石油气检漏报警探头 宜设置自然

通风吸风口和排气放散管 放散管管口处应设置风力扇排气装置

或防雨罩

操作井及其接管应按罐体防腐绝缘结构同级处理

管道井与罐体间 管道穿越井壁 盖 处宜设置填料密

封圈

采用本规范第 条第 款接管方式时 其连接管道

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未安装内置式首级关闭控制装置的阀门 法兰和丝扣

接头不得埋地设置

所有埋地段管道防腐绝缘结构应按罐体防腐绝缘结构同

级处理 且应高出地面 以上

贮罐系统的土建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贮罐基础和支承

贮罐基础应为钢筋混凝土 承载力应按其充水和覆土后



  

  

的重量计算 并应严格控制基础沉降

卧罐的安装 应使其一端的支座可滑动 其工艺管线应

布置在固定支座一端

卧罐应坡向排污端 坡度应为

地下和半地下贮罐

地下贮罐不宜布置在车行道下

地下和半地下贮罐采用的罐池应符合下列规定

罐池应采用抗渗钢筋混凝土结构 回填中性细砂或采用

砂包填实 罐顶的覆盖厚度 含盖板 不应小于 周边填

充厚度不应小于

贮罐顶盖口应具有一定的防渗漏功能

池底一侧应设有排水沟 沟内布碎石 上覆盖两层无纺

布 引至抽水井 抽水井内不得设置非防爆型电气设备 池底面

坡度应按 坡向排水沟

地下和半地上贮罐采用直埋时 罐顶的覆土厚度不应小

于 覆土层应能承受消防水的冲刷

地下和半地下贮罐的防腐绝缘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贮罐外表面应采用特加强级的防腐绝缘保护层和阴极保

护措施 当贮罐采用牺牲阳极保护时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镁

合金牺牲阳极应用技术标准 的规定

贮罐在吊装前和安装结束后 都应进行防腐绝缘保护层

质量的检查 用电火花检漏仪检测涂层的绝缘性 其检测要求应

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

采用牺牲阳极等电化学防腐措施的地下和半地下贮罐

在其引出管的阀门后 应安装绝缘法兰

泵 和 压 缩 机

加气站内液化石油气泵主要包括卸车泵和向燃气汽车加

气的充装泵 二 三级站可统一在液化石油气槽车上设卸车泵

并宜由站内供电 电气开关与插座必须采用防爆型 当站内设置



  

  

卸车泵时 应与充装泵分别设置

充装泵可采用具有快速引液功能的抽吸泵 地下贮罐宜

采用潜液泵

充装泵的计算流量应根据所供应的加气枪数量确定 在

扬程为 时 泵的排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供应 只加气枪时 不应小于

供应 只加气枪时 不应小于

供应 只加气枪时 不应小于

加气站内所设置的卸车泵宜选用低扬程大流量的烃泵

在 扬程下的流量不应小于

充装泵和卸车泵宜安装在罐区 充装泵采用抽吸泵时

应设置防晒罩棚

贮罐的出液管设置在罐体底部时 充装泵的管路系统设

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泵的进 出口宜安装长度不小于 的耐液化石油气高

压挠性管或采取其他防振措施

从罐体引至泵前的液相管道 应坡向泵的进口 且不得

有窝存气体的地方

泵前阀门宜选用球阀 过滤器滤网眼的流通面积应大于

管道截面积 倍以上

在泵的出口阀门前的高位旁通管路上应设置回流阀 回

流阀应具有扬程调节功能 有效调节范围为

在泵的出口阀门后应设置止回阀

在泵的进 出口管道上应安装液体阻尼型压力表或在压

力表前安装液体阻尼装置

贮罐的出液管设置在罐体顶部时 抽吸泵的管路系统设

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条第 款和第 款的规定外 尚应

符合下列规定

在罐体内的吸液管管口处 应设置止回阀或符合液化石

油气要求的底阀



  

泵前的液相管道应坡向贮罐 罐顶的水平管道总长度不

宜大于

潜液泵的管路系统设计应符合本规范第 条第

款的规定外 并应在安装潜液泵的筒体下部设置切断阀和过流

阀 切断阀应在罐顶操作

潜液泵宜设有自动停车保护装置 电机运行温度至

时 应自动切断

一 二级站的卸车可选用液化石油气压缩机 压缩机活

塞排气量应按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公式

计算

液化石油气压缩机进 出口管道阀门及附件的设置应符

合下列规定

进 出口管道应分别设置阀门

进口管道应设置过滤器

出口管道应设置止回阀和安全阀

进口管道和贮罐的气相之间应设置旁通管及旁通阀

槽 车 卸 车 点

连接槽车的液相管道上宜设置拉断阀和紧急切断阀 气

相管道上宜设置拉断阀

拉断阀在外力作用下分开后 两端必须自行密封 由此引发

的液相管道上的液体泄漏量和气相管道上的气体泄漏量分别不得

大于

与槽车连接的软管快装接头应直接安装到全关阀所附设

的接头上 全关阀与接头的距离不应大于 快装接头分开

后的泄漏量不得大于

加 气 区

加气汽车停车位的地面纵向坡度应按 设计

加气岛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高度应高出加气汽车停车位地面

宽度不应小于



  

  

同一加气岛上两台加气机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加气岛应设置非燃烧材料的罩棚 罩棚净高不应小于

距加气机的投影距离不宜小于 多排加气岛应设置

整体型防护罩棚

加气岛上的罩棚支柱距加气岛端部不应小于

加气区应设照明灯 光照度不得小于

加气机设置的数量应依据加气站的规模 加气汽车数量

等因素确定 加气枪的设置数量应符合表 的规定

表 加气站内加气枪的设置数量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一 级 站 二 级 站 三 级 站

加气枪数量 台

汽车加气时间可按 车次来计算

加气机应具有充装和计量功能 其技术要求应符合下列

规定

加气系统设计压力应为

加气速度

在额定工作压差下的单枪加气速度不宜小于

双枪加气速度不宜小于

在 小工作压差为 时的单枪加气速度不宜小于

双枪加气速度不宜小于

在 大工作压差为 时的单枪加气速度不应大于

加气机计量精度不应低于 级 加气计量显示应以升

为单位 小分度值为

加气机主机箱内的电力装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

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爆炸性环境用

电气设备 的有关规定 机箱下部应按爆炸危险场所

区设计 经采取防渗漏隔板的上部可按爆炸危险场所 区设



  

  

计

在寒冷地区所选用的加气机 应考虑当地的环境温度要

求

加气机主机箱内液化石油气系统应包括过滤器 气液分

离器 流量传感器 气相回流管 电磁控制阀 回流阀和气量标

定接口等

当计量系统采用体积流量传感器时 宜在气液分离器后设置

液相温度传感器

采用双枪加气和计量装置时 应在气液分离器后设置分流

阀

加气机主机箱内的过滤器应能阻止粒度大于 的固

体杂质通过 过滤器滤网眼的流通面积必须大于管道截面积 倍

以上

加气机主机箱内液相支管路上所设置的回流阀 应具有

压力调节功能 回流阀的控制压力应比充装泵出口回流阀的控制

压力低 液化石油气通过回流管引至贮罐

充装泵的起动应与加气枪的操作状态进行联锁 并在泵

的扬程达到 时 电磁控制阀打开 加气枪放入枪座或泵

起动后 内不加气 泵即应停止运行 电磁控制阀关闭

加气机附设的加气软管 挠性支架 拉断阀和加气枪应

符合下列规定

加气软管

加气软管必须耐液化石油气腐蚀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液化石油气 橡胶软管 的规定 承压不应

小于

加气软管有效服务半径不应小于 加气软管管长不

应大于

挠性支架

挠性支架宜安装在靠近软管安装端的加气机顶部

挠性支架应能承受在弯曲成 角时 使用 次不发

生脆裂

安插在挠性软管卡环上的夹紧拉力应为 卡



  

  

环在脱离支架前 拉断阀不应承受拉力

拉断阀

拉断阀在外力作用下分开后 两端必须自行密封 由此

引发的液体泄漏量不得大于

当加气软管内的液化石油气工作压力为 时

分离拉力不得大于

加气枪

加气枪与汽车受气口连接的加气嘴型式和尺寸公差应符

合液化石油气汽车有关标准

加气嘴应配置自密封阀 卸开连接后应立即自行关闭

由此引发的液体泄漏量不得大于

加气枪上的手执开关 应在人工操作扳机后方可动作

每台加气机处应配备加气枪和汽车受气口的密封帽 密

封帽结构应与所用的连接接口相配套 但不得顶开加气嘴的自密

封阀

加气机及其管路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加气机应通过地脚螺栓固定在基础上 加气机被撞时

其基础不得被掀动

每台加气机的液相管道上应设置紧急切断阀或过流阀

紧急切断阀 过流阀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加气机被撞时 设置的紧急切断阀应具有立即关闭的

功能

设置的过流阀 小关闭流量不应小于 大工作压差时流

量的 倍

紧急切断阀或过流阀宜设置在加气机侧面阀门手井内

阀后管道必须牢固固定 当加气机被撞时 该阀的管道系统不得

受损坏 阀门手井地下空间不应大于

引至每台加气机的液化石油气液相和气相分支管道上应

设置阀门

加气机应设置防撞护栏 防撞护栏高度不应小于



  

  

管材 管件及其他

加气站内液化石油气管道应选用 号钢或具有同等

性能以上的无缝钢管 其技术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输送流

体用无缝钢管 的规定 管道阀门及附件应符合本规

范第 条第 款的有关规定

加气站内液化石油气管道宜采用焊接连接 管道与贮罐

容器 设备及阀门的连接 宜选用法兰型式 连接处的密封材料

应符合介质使用要求

当管道附件与管道采用焊接连接时 两者材质应符合焊

接要求

液化石油气管道系统上的胶管应采用耐液化石油气介质

腐蚀的钢丝缠绕高压胶管 承压不应小于

非焊接连接的液化石油气管道不得直接埋在地下 采用

管沟敷设时应充填中性砂

埋地管线应埋设在土壤冰冻线以下 且 小覆土厚度

路面至管顶 不得小于 穿越车行道时 宜加设套管

管道采用高支架跨越道路时 其管 管架 底与地面的

净距不应小于

埋地敷设的管道应作特加强级防腐绝缘保护层 当采用

阴极保护系统时 应与贮罐的阴极保护系统分开设置 受阴极保

护的管道与其他设备相连处均应使用绝缘法兰

液态液化石油气在管道中的 大流速 泵前不宜大于

泵后不应大于 气态液化石油气在管道中流速

宜为

检 漏 报 警

加气站和合建站内的贮罐区 卸车点 泵和压缩机间

配电控制间 加气岛等危险场所应设置液化石油气检漏报警探

头 报警装置宜集中设置 并与加气站供电系统 消防泵除外

联锁和配有不间断电源



 

  

检漏报警装置的安装和使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爆炸

性环境用电气设备 的有关规定



  

 

压缩天然气加气站主体设施

设 计 规 模

商业性加气站宜采用贮气装置快速充装加气工艺

加气站的设计规划应根据车辆充装用气量和天然气管道

对该加气站的供气能力确定

加气母站的设计规模应根据母站 子站合计的车辆充装

用气量和天然气管道对该加气母站的供气能力确定

加气子站的设计规模应根据车辆充装用气量和母站的供

应条件确定

系统组成和平面布置

加气站和加气母站宜由天然气引入站管道和脱硫 脱水

调压 计量 压缩 贮存 加气等主要生产工艺系统及循环冷却

水 废润滑油回收 冷凝液处理 供电 供水等辅助生产工艺系

统组成

加气子站宜由压缩天然气的接受 贮存 加气等系统组

成 在子站内可配置小型压缩机用于瓶组之间天然气的转输

加气站内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内设施的防火间距

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站内设置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贮气瓶库 贮气井管 地下贮瓶间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汽 柴

油贮罐

地下罐

通气管管口

压缩机间 或防爆隔墙

调压器间 或防爆隔墙



  

 

续表

项 目

加气站级别 贮气瓶库 贮气井管 地下贮瓶间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燃气热水炉间

加气机 加油机

站房

道路

围墙

三级加气站的站房可附设在压缩机间一侧 两者门 窗

或开敞口 的距离不得小于 一 二级加气站和合建站的

站房宜独立设置

在合建站内宜将柴油贮罐布置在压缩天然气贮气装置与

汽油贮罐之间

在合建站内 汽油 柴油贮罐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采用地下直埋卧式罐

汽油 柴油贮罐的通气管管口宜布置在压缩天然气贮存

装置和放散管管口的上风侧 距地面不应小于 且应比站

内天然气放散管管口低 以上

地下汽油 柴油贮罐的操作井顶盖口应具有一定的防渗

漏功能

应采用密封式卸油和量油位

操作井内宜设置燃气检漏报警探头或排气放散短管

加气站 合建站内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的规定

表 加气站 合建站内设施之间的防火间距

项 目

名 称 调压器间

压缩机间

燃气热水

炉 间
加气机

放散管

管口

车载贮

气 瓶

汽 柴

油贮罐

地下罐

通气管管口

站房

车载贮气瓶



  

  

续表

项 目

名 称 调压器间

压缩机间

燃气热水

炉 间
加气机

放散管

管口

车载贮

气 瓶

加气机 加油机

燃气热水炉间

消防泵房 水池吸水口

道路

围墙

调压器间 压缩机间

注 主要系指进站天然气管道 贮气装置上所设置的安全阀 紧急放散和冷

凝液释放气放散管管口

车辆进 出站口宜分开设置

加气站 合建站与站外建筑物相邻的一侧 应建造高度

不小于 的非燃烧实体围墙 面向车辆进 出口道路的一侧

宜开敞 也可建造非实体围墙 栅栏

加气站 合建站内的停车场和道路设计应符合下列规

定

单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双车道宽度不应小于

在加气母站 子站内行驶大型装载贮气瓶汽车的道路转

弯半径不应小于 一般道路转弯半径不宜小于 道路

坡度不应大于 且应坡向站外

合建站内场地坪和道路路面不得采用沥青路面

天然气引入站管道和调压计量装置

天然气引入站管道的设计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城镇

燃气设计规范 第 节和第 节的有关规

定 在接管附近应设置支管阀门井

进站天然气管道上应设置快速切断阀和全启封闭式弹簧

安全阀 快速切断阀应设置在操作方便的地方 安全阀的设置应

符合下列规定

安全阀的开启压力应小于站外天然气输配系统允许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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