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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化天然气水运领域标准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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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梳理了我国液化天然气（LNG）行业现行标准体系，并根据目前 LNG 水运领域新形势、国家产供储销等

行业发展趋势，明确了我国 LNG 水运标准体系的新发展方向，为我国 LNG 水运行业的发展提供标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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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发展的新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大气污染治
理的关注度不断提高，LNG 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在各个行业
推广应用得到了高度重视，尤其随着国际能源供给格局的变

2 水运领域 LNG 标准及标准体系现状
2.1 我国 LNG 标准管理机构
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石油工业标准化技

化和我国能源结构的战略调整，LNG 供给大幅增加。
LNG 在水运行业的应用属于新生事物，涉及港口、海事、

术委员会（简称“油标委”），对口国家标准委和国家能源

船舶建造、航运、能源、船东等政府、企业、个人等多层次；

局管理国内的石油专业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油标委下设

涵盖燃料运输、接收、加注等多个环节；以及基础设施建设

液化天然气专标委（TC355/SC1）归口管理液化天然气专业的

建造、相关设备安全运行、产品技术质量保证等多个方面，

国家和行业标准。该机构成立于 2009 年，秘书处挂靠于中海

需要系统的技术标准规范，保障水运行业应用 LNG 的健康发

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共有来自中海油、中石油、中

展。

石化、民营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 51 位委员。
本文通过总结分析我国现行 LNG 水运领域标准及标准体

系，提出了近两年我国 LNG 水运领域标准的发展及标准体系

2.2 水运领域 LNG 标准体系现状
2017 年 LNG 标准体系以层次、门类、序列的层级构建而

表 1 LNG 水运标准体系收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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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实施日期

1

GB/T 24964-2010

冷冻轻烃流体 液化天然气船上贸易交接程序

2010/12/1

2

GB/T 24957-2010

冷冻轻烃流体 船上膜式储罐和独立棱柱形储罐的校准 物
理测量法

2010-12-01

3

GB/T 24958.1-2010

冷冻轻烃流体 船上球形储罐的校准 第 1 部分：立体照相
测量法

2010-12-01

4

JTS 165-5-2016

液化天然气码头设计规范

2016/11/1

5

JTS 165-2013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2014/5/1

6

SY/T 10040-2002

浮式结构物定位系统设计与分析的推荐作法

2002/8/1

7

GB/T 20368-2012

液化天然气 (LNG) 生产、储存和装运 ( 目前正在修订中 )

2013/7/1

8

SY/T 6928-2012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运行规程（将 SY/T 6928-2012 和 SY/
T 6929-2012 整合）

2019/3/1

9

GB/T 24963-2010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船岸界面 ( 修订版已报批，2019
年可发布实施 )

2010/12/1

10

SY/T 6986.1-2014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 船用输送系统的设计与测试 第 1
部分：输送臂的设计与测试

2015/3/1

11

SY/T 6986.2-2016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 ――海上输送系统的设计与测试第 2
部分：输送软管的设计与测试

2016/6/1

12

SY/T 6986.3-2016

液化天然气设备与安装――海上输送系统的设计与测试第 3
部分：海上输送系统

2016/6/1

13

船级社指导文件

天然气燃料动力船规范

2019/9/1

14

交通运输部文件

船舶载运液化天然气可移动罐柜安全运输条件

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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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并与天然气标准体系相融合衔接，按层级共计收录了现

输配送体系，进一步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LNG 罐

行的 42 项标准，其中水运领域 12 项，如表 1 我国 LNG 水运

箱需发挥“宜储宜运”和作为“移动储气库”的优势。LNG

领域现行标准表。

水上加注方面，国内关于 LNG 船舶燃料加注方面的相关标准

3 LNG 水路运输新发展
3.1 LNG 罐箱多式联运
LNG 罐箱多式联运在国际上已实现商业化运营，海陆联
运线路主要集中在葡萄牙和美国，以岛屿间、小批量运输为
主；铁路运输主要在日本，日本自 2000 年开始通过铁路运输
LNG，尚未发生过一次安全事故；2018 年中国海油成功进行
两次 LNG 罐箱水陆联运试运工作，总结了基础设施、专用设

很少，《液化天然气燃料水上加注设施作业安全规程》（正
在起草）和《船用液化天然气燃料储罐》等标准，鲜有 LNG
船舶加注方面的标准规范。目前 LNG 分会已开始着手 LNG 罐
箱联运和 LNG 水上加注等方面的前期探讨研究工作，在配合
天然气标准体系发展的同时，提升标准制定的前瞻性，为标
准的前期研究工作提供明确的方向。

4 标准体系发展方向建议

备改造、操作规程、风险防控、物流运营、物联网监控方面

为推进 LNG 罐箱水陆联运规模化、常态化运营，需不断

的经验，为将来国家出台标准规范和法规提供理论依据和实

健全和完善其技术规范和监管规定。对 LNG 罐箱水陆联运的

践支持；国内中石油、中化国际、陕西液化天然气投资发展

规范进行系统化研究，编制和制定较成熟化运营环节的规范

有限公司、中国国储、振华物流、辽宁宇卓、中集安瑞科、

草案，为早日出台石油天然气行业 LNG 罐箱水陆联运相关规

北京天海等能源企业、物流公司和罐箱厂家纷纷进行了海陆

范奠定基础。

联运的尝试，LNG 罐箱多式联运必将是继气态管网、液态槽车、
小船转运后新型的物流中转运输模式。
3.2 LNG 船舶加注

5 结束语
多年来，LNG 国家和行业标准逐渐从采标为主向自主制

2013 年 9 月起，国务院陆续印发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

定转换，体现出我国 LNG 产业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促进了我

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国 LNG 标准体系的形成及发展，并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不断

设的意见》《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 年）》《加

与标准体系相生相长、互为补充。本文结合我国现行标准管

快推进天然气利用的意见》等文件。这些文件从污染防治、

理机构及标准体系现状，提出了我国近两年水运领域标准体

清洁能源利用等多个角度提出了船运行业采用天然气作为燃

系的新发展。在今后的标准工作中，提出以下两点建议性意见：

料的必要性及相关的优惠政策。
目前，国内船舶 LNG 加注行业尚处起步阶段。内河方面，

一方面，调研国内 LNG 水运各环节规范现状，开展缺失
环节规范分析研究。另一方面，应建立 LNG 行业与交通运输

全国已建成内河 LNG 动力船舶 280 艘，大部分为干散货船，

行业深入得沟通，取长补短，共同为 LNG 水运行业的发展提

其中 LNG 单燃料动力船约占 45%，主要航行于长江干线、京

供帮助。

杭运河及西江等水域。目前国内基本建成内河 LNG 加注站 19
座，主要为岸基站和 LNG 加注趸船，其中长江干线 8 座、京
杭运河 9 座、西江干线 1 座、长三角水网地区 1 座。由于验
收时间等问题，目前投入试运行的仅有 4 座。2017 年实际加
注 LNG 约 2000 吨。沿海方面，新奥能源在浙江舟山建设国
际航运船舶 LNG 加注站试点项目，已于 2018 年 8 月建成投
产。中国海油已有在运行 LNG 燃料港作拖轮 4 艘，正在推进
12 艘 LNG 动力三用工作船的建设工作。
3.3 标准研究的前瞻性
近两年，LNG 接收站调峰保供成为新态势，LNG 大型及
超大型储罐开工建设，LNG 储备罐建设政策发布，LNG 罐箱
转运新业务形成，诸多 LNG 行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出现，标
准制定的前瞻性迫在眉睫。由于 LNG 引进国内只有十几年的
时间，监管机构对其安全性的认知度不够，对 LNG 罐箱的了
解更少，因此 LNG 罐箱多式联运各环节的规范大多处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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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即便是有关于危险货运的相关规范，其中提到 LNG 罐
箱作业和操作方法的条例寥寥无几。鉴于国家能源战略，需
要创新发展 LNG 罐箱运输模式，构建全方位、多渠道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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