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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协标准《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技术规程》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根据中国标准化协会【2021】167 号文件，同意立项编制《氢气

输送工业管道技术规程》，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城镇基础社会分会及其

服务机构组织实施编制工作。标准编制组结构完善，规模适度充实，

参编者来自北京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

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心、中国石油天然气

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优奈特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佛山环境与

能源研究院、广东佛燃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城市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北京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

院有限公司、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公司科技中心、深圳市燃气

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安科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乌海凯洁燃

气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西部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天然气管

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燃气热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特瑞斯能

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原有限公司、重庆市特

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共计 22 家行业内单位，均具有多年的

氢能领域工作经验，参编者曾参与过多项相关技术标准的编写。 

1.2 编制背景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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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发布《氢能产业发

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 年）》提出：氢能是助力国家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目标的重要路径，对于深入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

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明确了氢的能源属性,

是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能清洁低碳特点,推动交通、

工业等用能终端和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绿色低碳转型。同时,明确能

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是构建录色低碳产业体系、打造产业

转型升级的新增长点。 

国家能源局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发布《2022 年能源工作指导意

见》提出：因地制宜开展可再生能源制氢示范,探索氢能技术发展路

线和商业化应用路径。加快新型储能、氢能等低碳零碳负碳重大关键

技术研究。 

随着我国氢能源技术应用的逐渐成熟，加氢站、氢气站、制氢站

等氢能源基础设施也需要同步配套建设，氢能源的应用才能快速推广，

尽早实现我们的碳排放目标。 

目前，我国的佛山、上海、张家口、北京等几个地区的加氢站及

氢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率先在全国大力发展，但建设过程中，涉

及到加氢站、氢气站、制氢站、氢气储备站氢气输送工业管道与管道

接头没有氢气工业管道选型专门标准可以使用，也没有统一标准可参

考。国内氢能标准 GB50177-2005《氢气站设计规范》、GB4962-2008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和 GB50516-2010(2021 版本)《加氢站技

术规范》，对氢气工业管道的要求提出的参数和数据非常少，仅提出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采用无缝管钢管或无缝不锈钢管，管道连接宜采用

焊接方式，对氢气工业管道材质标号、尺寸系列型号、压力适用范围、

施工方法、检验方法、验收方法、维护方法等均没有规定。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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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氢能场站用氢气输送工业管道设计、制造、安装和验收的需要。 

在国内氢气输送工业管线工程设计、制造、验收工作中，有采用

GB50177-2005《氢气站设计规范》和 GB4962-2008《氢气使用安全

技术规程》，也有采用美标 ASME B31.12-2011 Hydrogen Piping and 

Pipelines 和 ANSI/API SPECIFICATION 6A，标准的混用增加了氢气

输送工业管道工程设计、制造、施工、防腐、检测、验收和维护等工

作的实施难度和建设成本。 

本标准的制定，填补了我国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标准空白，为加氢

站、制氢站、制氢站、储氢储运站、混氢能源站等氢能场站基础设施

建设起到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推动作用，对石油炼化厂、化肥厂、化

工厂、火力发电站和核电站的氢气工业管道建设提供参考作用。氢气

输送工业管道标准的编制有利于提升氢能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推动

氢气输运工业管道的设计、制造、施工、防腐、检测、验收和维护等

行业的工作走向规范化和标准化。 

 

1.3 主要工作过程 

1.3.1 立项申报阶段（2021.1-2021.6）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1月向中国标准化

协会城镇基础设施分会提交立项申请，2021 年 6月批复立项。 

1.3.2 准备阶段（2021.7-2021.9） 

（1） 成立编制组：按照参加编制标准的条件，通过和有关单位

协商，落实标准的参编单位及主要起草人员。 

（2） 编制工作大纲（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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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写标准条文（第一稿）。 

（4） 召开编制组工作会议（启动会）： 

2021年 8月 12日中国标准化协会城镇基础设施分会组织召开了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技术规程》编制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启动会）。

会议确定了主编单位、参编单位和主要起草人。会议明确了标准的主

要内容。编制组成员对编制工作进行了讨论，确定了工作分工和进度

安排（分工见表 1）。 

  表 1：编制分工 

章 节 章节分工 

1.总则 1.范围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规范性引用

文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北京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优耐特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3.术语与定义 3.术语与定义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心 

4.基本规定 4.一般要求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中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5.材料 
5.一般规定、材料使用温度

和使用要求 

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心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安科工程技术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 

6.设计与计算 

6.1设计条件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管道

科技研究中心 

中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6.2设计标准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 

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6.3管道组件的设计 

北京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环境与能源研究院 

6.4管道柔性设计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6.5管道支吊架设计 
北京优耐特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燃气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7.施工安装和 7.1总则 北京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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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 章节分工 
验收 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北京优耐特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7.2管道加工 

安科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中交城市能源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乌海凯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7.3管道安装 

广东佛燃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燃气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乌海凯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 

7.4检查检验和试验 
中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7.5吹扫与清洗 
贵州燃气热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西部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7.6管道验收和交接 

重庆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佛燃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8.运行与维护 8.运行与维护 

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广东佛燃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原有限公司 

北京市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 

 

1.3.3 编制阶段（2021.10-2022.8） 

标准编制工作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1）调研工作：包括对现行相关标准、规范的研究，对新科技、

新技术、新设备适用性和应用情况的调研，对相关工程案例的实地调

研。调研、编制中着重考虑本标准的普适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2）编写标准草稿及研讨工作：根据标准编制大纲确定的工作

原则及分工责任，逐级开展标准的研究编制工作。编制组按照编制工

作计划，召开了五次编制组和多次小组工作讨论会议，对标准编制过

程中的技术问题进行分析研讨，对已起草标准的主要章、节内容进行

深入细致地讨论，对标准各部分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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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征求意见编制阶段（2022.9-2022.11） 

经过交叉审稿及二次征求意见会，标准中大部分内容已在会议上

取得了一致性意见，根据会议研讨的内容进行完善修改，最终形成了

征求意见稿。 

面向全行业内征求意见，为标准的审查报批做准备。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分析研究了国内标准 GB50177《氢气站设计规范》、GB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GB50516《加氢站技术规范》、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GB/T34542《氢气存储输送系统》、和

GB50156《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等标准执行情况，经过走

访、调研和总结；参考了国内标准： 

GB50184《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35《工业金

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316《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2008

年版）》、 GB50236《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GB/T20801.1～GBT20801.6《压力管道规范工业管道》、GB/T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21448《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

护技术规范》、GB/T 17116《管道支吊架》GB/T 3733～GB/T 3760《卡

套式管接头》、GB/T 8163《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GB/T 40297《高

压加氢装置用奥氏体不锈钢无缝钢管》、GB/T 14976《流体输送用不

锈钢无缝钢管》、SH∕T3022《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标

准》、TSG-D0001《压力管道安全技术监察规程-工业管道》、NB/T 47013

《承压设备无损检测》、 NB/T 47014《承压设备焊接工艺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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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T 47015《压力容器焊接规程》、NB/T 47016《承压设备产品焊接

试件的力学性能检验》、CJJ 95《城镇燃气埋地钢质管道腐蚀控制技

术规程》。 

 

2.1 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考虑了使用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各个行业差异性及使用习

惯，涵盖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全寿命周期内容，通用性较强。 

2.2 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对于氢气输送工业管道技术工程的设计、

选材、施工、验收、运行与维护具有指导意义，填补了氢气输送工业

管道工程技术标准的空白。 

2.3 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与国家、行业标准中的方法协调统一、互

不交叉。 

2.4 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和要求充分考虑了氢能行业氢气输送工业管

道工程设施，具有普遍适用性。 

三、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适用范围 

（1）设计温度范围-40℃～65℃，设计压力不大于100MPa（表压）

的气态氢气的生产、储备、分装、加注和使用氢气工业管道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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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包含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材料选择、设计、施工、验收、

运行维护的基本要求。 

2、主要内容 

本规程规定了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材料选择、设计、施工、验收、

运行维护的基本要求。 

（1）材料选择 

对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和管道附件的选材及执行的标准进行了规

定。 

（2）设计和计算 

根据管道压力、使用温度和受力等使用条件，计算选用满足性能

要求和经济合理的氢气工业管道和管道附件型号进行规定。 

（3）施工安装和验收 

对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的安装施工、竣工验收、工程竣工验收

资料内容和档案管理进行规定。 

（4）运行和维护 

对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设施管理、用户管理和氢气输送工业管道

设施维护过程、档案管理进行规定。 

四、技术创新说明 

（1）根据需求引入新术语，氢脆、氢致应力开裂、气态氢

气系统和工业管道组成件等。 

（2）规定了氢气的品质等级，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用氢气的

品质等级应符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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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引入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根据材料的不同、设计压力

不同，选用不同的临清材料性能系数，为氢气工业管道设计提供

更准确的安全系数。 

（4）规定了氢气的压力等级，根据氢气的压力等级的不同，

推荐了氢气工业管道的接头方式、敷设方式和可选用材料。  

（5）推荐了氢气工业管道和管道组成件可选材料列表，非

列表材料推荐了材料性能与测试方法。 

（6）推荐了氢气工业管道组成件标准选用列表，不在标准

列表内的管道组成件提出了试验和性能测试方法。 

（7）提出了氢气工业管道持续荷载和位移应变引起的计算

应力限值计算公式、偶然荷载引起的计算应力限值和管道组成件

设计计算公式。 

（8）明确氢气放散管道系统设计要求。 

（9）明确氢气工业管道柔性设计和管道支撑设计规定。 

（10）明确氢气工业管道施工安装和验收的有关规定。 

（11）明确氢气工业管道运行与维护规定进行。 

五、主要验证情况 

1、本标准在加氢站适用情况 

广东省佛山市佛燃能源集团南庄制氢加氢加气一体站项目，

该项目天然气重整制氢 500m3/h，电解水制氢 50m3/h；储氢能力

为1080kg，加氢能力1000kg/d。该项目站内制氢压力为1.6MPa，

初级压缩机压缩到 20MPa，储存到初级氢气储罐内，然后采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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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压缩机压缩到 45MPa，储存到氢气高压储罐内，氢气加氢机从

氢气高压储罐内取气，加入燃料电池汽车氢气储罐内，燃料电池

汽车氢气储罐内最后的压力为 35MPa。该项目的制氢装置、压缩

机、氢气储罐和加氢机之间的连接管路是氢气输送工业管道，该

项目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的设计、选型、施工、检验和

维护等采用本标准。 

2、本标准在制氢站适用情况 

电投（黄骅）电力有限公司在河北省黄骅市南排河镇光伏电

解制氢项目，该项目白天采用光伏电站电源和夜间采用网电源为

电解制氢电源，电解制氢能力为 8000 m3/h，储氢能力为

16000kg/d，配备 20 辆氢气长管拖车充装外运。该项目电解制氢

装置、氢气压缩机组、氢气储罐和氢气充装站之前的连接管道是

氢气输送工业管道，该项目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的设计、

选型、施工、检验和维护等采用本标准。 

3、本标准氢气站适用情况 

空气化工产品气体生产(上海)有限公司江苏南京汉拿世科

特氢气站项目。本项目是氢气站和液氢汽化站的合建站，氢气站

工艺两辆氢气长管拖车作为氢气源，经过卸气住和调压阀组后直

接向工厂供给氢气；液氢站工艺是液氢采用液氢槽车运输到现场

后写到液氢储罐内，液氢储罐靠自增压系统把液氢输送到液氢气

化器，转变为氢气后通过调压装置输送到工厂供气。该项目氢气

长管过车，氢气调压装置和工厂之间的氢气管路，以及液氢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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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氢气调压装置和工厂之间的氢气管理均为氢气输送工业管道，

该项目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和管道组件的设计、选型、施工、检验

和维护等采用本标准。 

 

六、标准所涉及的专利 

无。 

七、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在国家标准体系标度下，规范氢气工业管

道工程的材料选择、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的基本要求，确保

氢气工业管道工程全寿命周期内系统安全、质量可靠、功能有效、高

效稳定运行。 

本标准规定了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相关内容，符合产业发展的实际

要求，科学合理，具有实操性，有益于氢能产业的健康发展。 

八、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水平的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

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编写过程中未采用和引用国际标准。 

九、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总体与创新内容符合《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GB 50184、《氢气站设计规范》GB 50177、《工业金属管道工程

施工规范》GB 50235、《现场设备、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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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36、《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程》GB 50316、GB 50516《加氢站技

术规程》和《压力管道规范 工业管道》GB/T  20801.1~ GB/T20801.6

等上位标准要求。关于氢气输送工业管道工程建设有关标准、导则的

原则与要求，针对氢气输送工业管道的临氢材料性能系数 Mf内容填补

了国内工程技术规定的空白。 

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一、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标准，是团体标准，供会员和社会自愿

采用。 

十二、贯彻《规程》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归口管理。 

2、实施标准的具体措施建议为： 

1）本标准发布后分会及全体参编单位会通过会议、活动、行业

专家视频公益讲课等方式贯彻实施； 

2）在官方网站公布标准和宣贯材料； 

3）对使用单位进行培训和宣传普及； 

4）对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与评估。 

5）及时收集整理实施过程中的意见。 

十三、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四、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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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十五、参编单位与参编人员 

参编单位：北京公用工程设计监理有限公司、中机国际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南

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科技大学腐蚀与防护中心、中国石油天

然气管道工程有限公司、北京优奈特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佛山环

境与能源研究院、广东佛燃科技有限公司、中交城市能源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北京煤气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

设计院有限公司、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公司科技中心、深圳市

燃气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安科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乌海凯

洁燃气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西部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石油天然

气管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燃气热力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特瑞

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原有限公司、重庆

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城市管理科技协会。 

参编人员：徐明星、郝蕴华、赵青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