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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协标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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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埋式燃气调压

工程技术规程》，由中国标准化协会城镇基础设施分会暨北京市城市管理科技协

会组织实施编制工作。标准编制组结构完善，规模适度充实，参编者来自北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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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燃

气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

公司、青岛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北燃环

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博洋德燃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北京中质通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共计

11 家行业内单位，均具有多年的工作经验，参编者都曾参与过相关技术标准的

编写。 

1.2 编制背景和目标 

随着城市土地资源的匮乏,以及城市景观的要求越来越高，直埋式燃气调压

工程成熟的技术被引入国内，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从试点应用，到局部地区推广

应用发展较快，但是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应用仍缺少技术标准的指导和规范，

不利于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技术的推广和发展，还可能存在隐患。 

因此急需制定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等内容的标准，提高

工程质量，统一验收标准，以保证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安全有效地运行。 

现行城镇燃气工程的设计标准不能适用于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工程，主要体

现在：1）城镇燃气标准中规定的地下调压箱不是本标准提出的集成式直埋式燃

气调压装置；2）城镇燃气标准中规定的地下调压箱进口压力不适用于本标准提

出的进口压力不大于 1.6MPa 的直埋式燃气调压装置；3）《城镇燃气调压箱》中

明确表示不适用于地下调压箱。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可规范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运行

和维护，同时有助于推进直埋燃气调压工程的发展。 

1.3 主要工作过程 

主编单位在接到通知后，立即启动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技术规程》的编

制工作，经过一年的努力，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工作阶段如下： 

1.3.1 准备阶段（2020.12-2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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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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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召开编制组工作会议（启动会）：2021 年 8 月 10 日中国标准化协会

城镇基础设施分会组织召开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技术规程》编制组第一次工

作会议（启动会），会议采取线上腾讯会议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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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技术规程》编写分工 

章节 内容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1 范围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所有参编单位共同确定 

2 
规范性引用文

件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所有参编单位共同确定 

3 术语和定义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所有参编单位共同确定 

4 基本规定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青岛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市燃气

热力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5 总平面图布置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上海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燃气燃气工

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青岛能源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西安市燃气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 

6 
计算选型和设

备要求 

西安市燃气规划设

计院有限公司 

武汉市燃气热力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

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燃气燃气工程设

计研究有限公司、北京博洋德燃气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司、特

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燃环能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7 
土建、电气与仪

表 

武汉市燃气热力规

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7.1 土建：北京博洋德燃气设备有限责任公

司、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司            

7.2 电气与仪表：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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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北京北燃环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8 
施工安装与设

备调试 

青岛能源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8.1 施工与安装：北京博洋德燃气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8.2 设备调试：北京北燃环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司 

9 运行与维护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北京北燃环能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盛伟燃气科技有限公

司、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附录 资料性附录 
北京市煤气热力工

程设计院有限公司
所有参编单位共同确定 

 

1.3.2 编制阶段（2021.8-2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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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了三次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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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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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的内容对初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充分调研分析总结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现状的基础上，参考了 GB 

55009《燃气工程项目规范》、GB 50028《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16《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 27791《城镇燃气调压箱》等标准中有关内容的编写，对直

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站址选择、平面布置和工艺设计、土建、电气与仪表、施工

安装与设备调试和运行与维护等方面作了较详细的规定，以确保直埋式燃气调压

工程的安全规范化设计、建设和运行。 

2.1 通用性原则 

本标准规定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与设备调试、运行与维

护全生命周期的要求，通用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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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导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要求对于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同时

对于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安全运行也具有指导和参考作用，填补了城镇燃气工

程建设标准中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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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

针对运行压力不大于 1.6MPa，额定流量不大于 5×104m³/h，工作温度范围在-20℃

~60℃的直埋式天然气调压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和运行维护进行具体规定。 

2.4 兼容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和要求充分考虑了城镇燃气行业常用的工艺设施，具有普

遍适用性。 

三、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主要内容和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基本规定、站址选择、平面布置和工艺

设计、土建、电气与仪表、施工安装与设备调试、运行与维护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运行压力不大于 1.6MPa，额定流量不大于 5×104m³/h，工作

温度范围在-20℃~60℃的直埋式天然气调压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和运行维护。 

2、等级划分 

参考《城镇燃气输配工程设计规范》征求意见稿中对于调压站等城镇燃气输

配场站等级划分概念，结合 IGEM 中对于“小型”调压设施的具体要求，对直埋

式燃气调压工程进行分级。分级依据，《城镇燃气输配工程设计规范》征求意见

稿七级调压站为：最大供气规模小于等于 300 m³/h，最高设计压力小于等于

0.4MPa，同时调研直埋式调压装置厂家对于产品规格的设置，及目前设置的最大

规模，综合考虑确定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分为三级。在进行等级划分时，应按表

2中两个条件分别对应的等级最高者确定。 

3、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与建、构筑物的水平间距 

二级、三级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与建、构筑物的水平间距与《城镇燃气设计

规范》GB 50028-2006（2020 版）中对地下调压箱的间距控制要求一致，一级直

埋式燃气调压工程与建、构筑物的水平间距为《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2006（2020 版）中次高压 A级调压箱距建、构筑物的水平间距的 0.75。  

4、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站址选择 

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选址应设置在具有适宜的交通、供电、给排水、通信及

工程地质条件，并应满足耕地保护、环境保护、防洪、防台风和抗震等方面的要

求；宜设置在绿地、草坪或机动车不能到达的空旷铺装地面的实土区；应避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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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断裂带、地基沉陷、滑坡等不良地质构造地段；应避开架空电缆和根系发达的

植物；不应设置在地表水积聚的位置；不应设置在城镇车行路下。 

一级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选址宜远离居住区、学校、医院、大型商场等人

员密集场所，并应设置在专用场地内。 

直接向用户供气的专供直埋式燃气调压装置与用户的燃具或用气设备之间

应具有使调压器出口燃气压力稳定所必要的距离。 

5、平面布置和工艺设计 

本节规定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围墙、直埋过滤器、直埋计量箱体、电控

箱（室）、放散管、通风装置等平面布置的要求。 

规定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在工艺上应为双路设计，互为备用，确定了直埋

式燃气调压装置的安全配置形式。并分别对过滤器、计量箱体、直埋式调压装置、

通风装置等不同模块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6、土建、电气与仪表 

在本标准第 7张规定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基础形式，直埋式燃气调压工

程的结构形式及回填要求。并提出了为日后智慧升级所预留的相关条件。 

7、运行与维护 

结合 GB 55009 中对于燃气管道及调压箱的最小控制范围、最小保护范围，

本标准与 GB 55009 相关条款一致，规定了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运行与维护相

关要求。 

四、主要验证情况 

本标准中所罗列出的技术指标和要求均依据现行国家、行业等标准如燃气工

程项目规范（GB 55009）、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城镇燃气调压箱（GB 

27791）等。 

2020 年新发布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中第十一条规定：燃气工程的设

计应当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符合景观环境和方便用户的要求。在城市主干

道、繁华商业地段、历史文化保护区等设置燃气调压装置的，应当逐步采用地下

等隐蔽设置方式。 

目前北京、天津、雄安新区等多地已经开始应用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以上

已经应用的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从站址选择、平面布置和工艺设计、土建、电气

与仪表、施工安装与设备调试、运行与维护的等设计方案与本标准的要求是一致

的，目前项目已完成施工，已投产试运行中。 

五、标准所涉及的专利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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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的情况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使直埋式燃气调压装置从传统工艺向综合技术应用

方向发展，可带动材料创新、机器加工工艺提高、仪表自动化等发展。目前，北

京、天津等多地已试点应用，雄安新区正在推广使用，市场前景光明。 

本标准是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的，符合产业发展的实际

要求，科学合理，具有实操性。该标准的制定可以规范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设

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推进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的发展，规范行业行为，有

益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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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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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实施的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在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行中主要参照现行城

镇燃气的相关标准，但现行城镇燃气工程的标准不能完全适用于直埋式燃气调压

工程。 

本标准在工程建设标准体系中为专用标准，是直埋式燃气调压工程方面的标

准，填补了城镇燃气工程建设技术标准体系中的空白。 

本标准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协调一致。本规范与现行

相关标准如《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 50028）协调一致。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中国标准化协会推荐性标准，属于团体标准，供会员和社会自愿采

用。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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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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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三、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十四、参编单位 

参编单位：北京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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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燃气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燃气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青岛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盛伟燃气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北燃环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博洋德燃气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特瑞斯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肇庆佛燃天然气有限公司、北京中质通标准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