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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防治汽

油油气大气污染，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检测的有关要求和规范。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为指导性标准。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08 年 4 月 15 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08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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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技术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储油库、加油站油气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工作流程中资料收集、执

行标准选择、现场检查、现场检测和验收检测报告编制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有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工作，新（改、扩）建储

油库和加油站油气回收项目验收的检测工作也需按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

标准。 
GB 20950 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0952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HJ/T373  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治理项目 control project 

现有储油库、加油站汽油油气大气污染治理项目。 

3.2 

储油库  bulk gasoline terminal 

由储油罐组成并通过管道、船只或油罐车等方式收发汽油的场所（含炼油厂）。 

3.3 

加油站  gasoline filling station 
为汽车油箱充装汽油的专门场所。 

3.4 

油气  gasoline vapor 

汽油储存、装卸、销售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气体（非甲烷总烃）。 

3.5 

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  vapor recovery system for gasoline filling station 

在汽油密闭储存的基础上，由卸油油气回收系统与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在线监测系统和

油气排放处理装置中的若干项组成的总称。 

4 验收检测工作流程 

储油库、加油站汽油油气大气污染治理项目（以下简称治理项目）环境保护验收检测工

作流程分为 4 个阶段，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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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收集

图件批复文件报告 资质及认证 环境管理

现场调研

现场检查

环境管理落

实情况

核对图件及

基本情况
环保设施

现场检测

检测内容

检测步骤

质量控制

质量保证

检测方法

检测工况

编制验收检

测报告

调研、检查

结果分析

治理项目概

况
概述

检测结果分

析
结论及建议

检测结果

 

图 1  验收工作流程图 

5 资料收集 

治理项目业主单位提供验收检测基本情况表（见表 B.1 和表 B.2）和相关资料并用 A4
幅面装订成册，对照基本情况表核对所提供相关资料的名称和数量。相关资料如下： 

5.1 报告资料 

治理项目设计和治理工作总结报告。 

5.2 批复文件 

治理项目设计批复。 

5.3 图件资料 

地理位置图，生产场区平面布置图，环境敏感目标分布图及照片，治理工艺流程图，主

要治理设备照片。 

5.4 资质及认证 

提供以下资质和认证文件的复印件： 

a） 业主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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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资质； 

c） 供应商或代理商授权书，产品合格证书； 

d） 电气设备防爆认证； 

e） 通过认证的产品或系统认证文件，油气回收系统、处理装置的技术评估报告。 

5.5 环境管理资料 

环境保护规章制度，检查和检测计划。 

6 储油库现场调研、检查和检测 

6.1 现场调研 

a） 核对图件。距生产场区边界 500m 范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生产场区生产设施、建

筑物、油气回收管网布局及以上变更情况，油气回收方法治理工艺流程图，主要治

理设备照片； 

b） 核对基本情况表。汽油储罐数量、容积； 
c） 汽油收、发输送方式（管道、火车、汽车、船舶）和数量； 
d） 汽油发油方式（顶部泼洒或浸没装油方式、底部装油方式）和数量； 
e） 生产工况（年设计生产规模、上年度实际生产规模、上年月和日最大生产负荷、每

天最大生产负荷的时间区间）； 
f） 环境管理落实情况。 

6.2 现场检查 

6.2.1 检测条件现场检查 

按 GB20950 附录 B 的 B.2 条，检查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的检测条件。 

6.2.2 环保设施现场检查 

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内容见表 B.3，对照 GB20950 逐项填写检查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

标准没有要求的按检查内容填写。 
6.3 现场检测 

6.3.1 检测内容 

a） 气体泄漏； 
b） 油气处理装置； 
c） 液体泄漏。 

6.3.2 检测步骤 

a） 首先检测气体泄漏项，油气收集系统任何泄漏点的泄漏浓度超过标准限值 100 倍时

可结束下面检测； 
b） 然后任意检测油气处理装置或液体泄漏项。 

6.3.3 气体泄漏检测 

检测油气密闭收集系统任何可能泄漏点的油气浓度。 
6.3.3.1 检测方法、点位和频次 

按照 GB20950 附录 A 规定的方法、点位和频次进行检测。 
6.3.3.2 检测工况 

发油相对集中的时段。 
6.3.3.3 检测提示 

a） 检测时的环境风速小于 3m/s； 
b）可能泄漏点包括密封式快接头，气体管线连接处、阀门、焊接处、管道锈蚀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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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烃类气体探测器定期由质检部门和使用者自行校准。按照 HJ/T373 有关内容执行。 

6.3.3.5 检测结果记录 

气体泄漏检测结果记录表参见 GB20950 附录 C 表 C.1。 
6.3.4 油气处理装置检测 

检测油气回收处理装置进、出口油气质量浓度和效率。 
6.3.4.1 检测方法、点位和频次 

按照 GB20950 附录 B 规定的方法、点位和频次进行检测。 
6.3.4.2 检测工况 

发油相对集中时段。 
6.3.4.3 检测提示 

a） 进口检测接头安装截流阀； 
b） 由于气体中油气浓度较高，建议用高纯度氮气定量稀释方法采集样品； 
c） 发油相对集中时段的采样时间不少于 1h，每台处理装置的有效样品不少于 3 个； 
d） 检测时的环境温度不低于 20℃。 

6.3.4.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按照 HJ/T373 有关内容执行。 

6.3.4.5 检测结果记录 

油气处理装置检测结果记录表参见 GB20950 附录 C 表 C.2。 

6.3.5 液体泄漏检测 

检测底部装油密封式快速接头断开时的汽油泄漏量。 

6.3.5.1 检测方法、点位和频次 

按照 GB20950 中 4.2.3 条，在装油过程中连续 3 次开启和关闭油泵，测量每次断开快速

接头时的汽油泄漏量，取 3 次平均值。 
6.3.5.2 检测工况 

油罐汽车装油过程中进行泄漏检测。 
6.3.5.3 检测提示 

保持液体泄漏检测的连续性，检测时间不宜过长，以免造成被收集的汽油过多蒸发损失。 
6.3.5.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按照 HJ/T373 有关内容执行。 
6.3.5.5 检测结果记录 

液体泄漏检测结果记录表参见 GB20950 附录 C 表 C.3。 

7 加油站现场调研、检查和检测 

7.1 现场调研 

a） 核对图件。距生产场区边界 50m 范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生产场区生产设施、建筑

物、油气回收管网布局及以上变更情况，油气回收方法治理工艺流程图，主要治理

设备照片； 

b） 核对基本情况表。汽油、柴油地下及地上储罐数量和容积，汽油加油机型号、数量，

汽油加油枪型号、数量； 
c） 生产工况（年销售汽油量、每天销售量最大和最小的时间区间、每天卸油的时间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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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加油机采用自吸泵或潜泵； 
e） 环境管理落实情况。 

7.2 现场检查 

7.2.1 检测条件现场检查 

a） 预留在加油油气回收立管上的三通检测接头； 

b） 带有切断阀的短接管路（在测量油气回收系统密闭性时，要了解直到每支加油枪末

端的密闭情况，如果油气回收管线上使用了单向阀或所采用的真空辅助装置使气体

不能反向导通，则采用带有切断阀的短接管路加以解决）； 

c） 按 GB20950附录 B 的 B.2 条，检查油气回收处理装置的检测条件。 

7.2.2 环保设施现场检查 

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内容见表 B.4，对照 GB20952 逐项填写检查结果为合格或不合格，

标准没有要求的按检查内容填写。 

7.3 现场检测 

7.3.1 检测内容和检测步骤 

a） 液阻； 
b） 密闭性； 
c） 气液比； 
d） 处理装置排放浓度； 
e） 在线监测系统校准和数据比对； 
f） 噪声。 

7.3.2 液阻检测 

检测油气回收管线通畅程度。 
7.3.2.1 检测方法、点位和频次 

按照 GB20952 附录 A 规定的方法、点位和频次进行检测。如果储油罐与油气排放处理

装置的进气连接管线长度超过 8m，出气连接管线超过 5m，参照附录 A 进行液阻检测。 
7.3.2.2 检测工况 

a）检测期间不能加油和卸油； 
b）关闭油气排放处理装置。 

7.3.2.3 检测提示 

a） 对每台加油机至埋地油罐的地下油气回收管线进行液阻检测； 
b） 开启被检加油机对应储罐的卸油油气回收接口阀门，使其接通大气； 
c） 从最低氮气流量开始，分别检测 3 个流量对应的液阻。 

7.3.2.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按照 GB20952 附录 A 和 HJ/T373 中有关内容执行。 

7.3.2.5 检测结果记录 

液阻检测结果记录表参见 GB20952 附录 F 表 F.1。 
7.3.3 密闭性检测 

检测加油站油气回收系统的密闭程度。 

7.3.3.1 检测方法、点位和频次 

按照 GB20952 附录 B 规定的方法、点位和频次进行检测。 
7.3.3.2 检测工况 

a） 检测前 24h 没有进行气液比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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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检测前 3h 和检测过程中不得有大批量油品进出储油罐； 
c） 检测前 30min 和检测过程中不得为汽车加油； 
d） 检测前 30min，储油罐油气空间压力不超过 125Pa； 
e） 关闭排放处理装置，所有加油枪都正确挂在加油机上； 
f） 单体油罐的最小油气空间为 3800L 或占油罐容积的 25%，二者取较小值。连通油罐

的最大合计油气空间不超过 95000L； 
g） 确认储油罐的油面至少比浸没式卸油管出口高出 100mm； 
h） 如果排气管上安装了截流阀，要求在检测期间全部开启。 

7.3.3.3 检测提示 

a） 打开油气回收管线上用以连通单向阀或真空辅助装置两端气路的、带有切断阀的短

接管路； 

b） 用公式 B.1 先计算将系统加压至 500Pa 大约所需要的时间； 

c） 如果油气回收系统由若干独立的油气回收子系统组成，那么每个独立子系统都应做

密闭性检测。 

7.3.3.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按照 GB20952 附录 B 和 HJ/T373 中有关内容执行。 

7.3.3.5 检测结果记录 

密闭性检测结果记录表参见 GB20952 附录 F 表 F.2。 
7.3.4 气液比检测 

检测回收的气体体积与同时计量的汽油液体体积之比值。 
7.3.4.1 检测方法、点位和频次 

按照 GB20952 附录 C 规定的方法、点位和频次进行检测。如果加油枪具有多挡位功能，

应对各档进行检测。“一泵带四枪”油气回收系统，三支枪同时被检测的系统抽检比例不低

于 50%；“一泵带多枪（＞4 支枪）”油气回收系统，四支枪同时被检测的系统抽检比例不低

于 50%。 

7.3.4.2 检测工况 

a） 允许未被检测的加油机进行加油，但不能在检测气液比过程中卸油； 
b） 如果有其他加油枪与被检测加油枪共用一个真空泵，气液比检测应在其他加油枪都

没有被密封的情况下进行。 
c） 所有加油枪都正确挂在加油机上； 

7.3.4.3 检测提示 

a） 谨慎地把加出的汽油倒回相应的汽油储罐内，并且在倒油之前一直保持检测用油桶

接地。在没有得到加油站业主的同意，不要在油桶中混合不同标号的汽油，如果造

成混合，应将混合汽油倒入低标号储油罐； 
b） 装配好检测用油桶和气液比检测装置之后，向油桶中加油 15～20L，使油桶具备含

有油气的初始条件； 
c） 检测完毕后，注意对检测设备的运输和保管，将气体流量计的入口和出口小心地密

封上，以防止外来异物进入流量计。 
7.3.4.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按照 GB20952 附录 C 和 HJ/T373 中有关内容执行。 
7.3.4.5 检测结果记录 

气液比检测结果记录表参见 GB20952 附录 F 表 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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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处理装置排放浓度检测 

检测油气排放处理装置出口油气质量浓度。 
7.3.5.1 检测方法、点位和频次 

参照 GB20950 附录 B 规定的方法、点位和频次进行检测。也可使用在线检测仪器。 
7.3.5.2 检测工况 

加油相对集中时段和处理装置启动期间。 
7.3.5.3 检测提示 

a） 非处理装置自身问题而不经常启动，可采用符合 GB20950 附录 A 的 A.3.1 条要求的

在线监测仪器进行检测，仪器检测分辩率体积分数不低于 0.1%； 
b） 由于气体中油气浓度较高，建议现场用高纯度氮气定量稀释方法收集样品； 
c） 如果处理装置安装了气体流量计，则收集数据。 

7.3.5.4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按照 HJ/T373 有关内容执行。 
7.3.5.5 检测结果记录 

处理装置检测结果记录表参见 GB20952 附录 F 表 F.4。 
7.3.6 在线监测系统校准和数据比对 

在线监测系统的校准由供应商完成。由检测单位完成在线监测记录的气液比数据与实测

气液比数据同步比对，以实测数据为准。 
7.3.7 噪声检测 

油气收集动力系统和处理装置运行时检测噪声，噪声检测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 

8 编制验收检测报告 

验收检测报告依据 GB20950 和 GB20952 中有关要求，结合汽油储、运、销行业特点，

按照资料收集和现场检查、检测的实际情况，汇总检查结果和检测数据，通过分析得出结论，

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验收技术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8.1 概述 

治理项目设计批复简述，治理项目试运行时间和运行情况，验收检测和检测报告编制承

担单位简介，现场检查、检测时间和情况叙述。 

8.2 治理项目概况 

8.2.1 基本情况 

简述企业性质、所属关系、生产规模、生产工况和方式。 
8.2.2 地理位置及敏感目标 

在地图上标注治理项目地理位置，并做简单描述。描画治理项目周边关系图，对敏感目

标进行简单描述，并提供现场照片。 
8.2.3 生产场区平面布置 

以图的方式标注各种生产设施、环保设施、建筑物，以及治理前后变更情况，并做简单

描述。 

8.2.3 治理工艺 

治理工艺流程图和地下工艺管线施工图，并做简单描述。 

8.2.4 资质及认证 

a）承担治理项目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工作的单位具有石油和成品油储运专业的相

关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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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检测工作承担单位具有相关检测内容的计量认证和实验室认可或机构认可； 

c）计量仪器或设备具有定期计量检定/校准证书； 

d）与治理项目和技术有关的电气设备具有防爆认证； 

e）GB20950、GB20952 中要求具备的油气回收系统和处理装置技术评估报告。 

8.2.5 环境管理资料 

描述规章制度、管理责任、检查记录、检测计划等情况。 

8.3 调研、检查结果分析 

8.3.1 调研结果分析 

按调研内容逐项分析调研结果。 
8.3.2 检查结果分析 

按检查表格内容分析判定检查结果。 
8.4 检测结果分析 

8.4.1 数据整理 

a） 按照标准规定的检测要求，以实际检测数据为准； 
b） 异常数据分析与取舍； 
c） 对照标准判定是否达标及超标原因分析。 

8.4.2 结果表示 

用表格方式给出检测结果。 

8.4.3 工况分析 

a） 描述检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b） 异常工况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分析； 
c） 其他情况。 

8.4.4 检测提示的处理 

简述处理检测提示的情况。 
8.4.5 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简述执行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的情况。 
8.5 结论及建议 

8.5.1 调研、检查结论 

重点是落实情况的结论。 

8.5.2 检测结论 

按照标准规定的限值，逐项给出结论。 
8.5.3 建议 

a） 调研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处理建议； 
b） 检查内容不符合要求的处理建议； 
c） 检测内容不达标的处理建议； 
d） 不具备检测和工况条件的处理建议； 
e） 其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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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验收检测报告编排结构、内容及要求 

A.1  编排结构 

封面、封二、目录、正文、附件、附表、封底。 

A.2  验收检测报告章节 

A.2.1  概述 

A.2.2  治理项目概况 

A.2.3  调研、检查结果 

A.2.4  检测结果 

A.2.5  结论及建议 

A.3  报告中的图表 

A.3.1  图件 

A.3.1.1  各种图件均用中文标注，图中简称要有注释说明 

A.3.1.2  用框图表示治理工艺流程图中的工艺设备或处理装置 

A.3.2  表格 

A.3.2.1  表格内容 

A.3.2.1.1  治理项目基本情况表 

A.3.2.1.2  治理项目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内容一览表 

A.3.2.1.3  检测结果记录表 

A.3.2.2  表格要求 

开放式表格 

A.4  报告正文要求 

A.4.1  正文 4 号宋体 

A.4.2  3 级以上标题宋体加黑 

A.4.3  1.5 倍行间距 

A.5  其他要求 

A.5.1  报告的编号方式由各承担单位制定。 

A.5.2  页眉中注明治理项目名称，位置居中，小五号宋体，斜体，下划单横线。 

A.5.3  页脚注明报告编制单位，小五号宋体，位置居左。 

A.5.4  正文页码采用阿拉伯数字，居中；目录页码采用罗马数字并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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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验收检测报告参考表 

 

下列表格仅供参考，使用时可结合实际增减。 
储油库基本情况见表 B.1 
加油站基本情况见表 B.2 
储油库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内容一览表见表 B.3 
加油站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内容一览表见表 B.4 

 

表 B.1  储油库基本情况表 

储油库名称  

储油库地址  

储油库负责人  电话：  

储油库上级  

储油库上级地址  

上级负责人  电话：  

上年度汽油收、发

油量 
 汽油标号  

汽油储罐编号       

储罐容积（m3）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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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加油站验收基本情况表 

加油站名称  

加油站地址  

加油站负责人  电话：  

加油站上级  

加油站上级地址  

上级负责人  电话：  

汽油加油机型号、

数量 

 汽油加油枪型号、数量  

上年度汽油销售量             （吨） 汽油标号  

汽油地下、地上储

罐编号 

      

储罐容积（L）       

储罐投入使用日期       

上年度柴油销售量             （吨） 柴油标号  

柴油地下、地上储

罐编号 

      

储罐容积（L）       

储罐投入使用日期       

序号 资料名称 备注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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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储油库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内容一览表 

序

号 
储油库污

染源 环保设施 现场检查主要内容 标准 检查结果 

底部装油情况 ∕  
油气密闭收集

系统 
测压记录 ≤4.5kPa  

进、出口气体流量监测设

备，气体流量监测设备运

行情况和流量记录 
∕  

油气回收处理

装置 

排气筒高度 ≥4m  

防溢流控制系

统 

系统灵敏度定期检测记

录 ∕  

1 
发油台 
（油罐汽

车装油） 

密封式快速接

头 
尺寸 DN100  

油气密闭收集

系统 密闭收集情况 ∕  

进、出口气体流量监测设

备，气体流量监测设备运

行情况和流量记录 
∕  2 

发油台 
（铁路罐

车、船舶装

油） 
油气回收处理

装置 

排气筒高度 ≥4m  

3 储油罐 浮顶罐 密封方式等 5.1、5.2、5.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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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加油站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内容一览表 

序

号 
加油站污

染源 环保设施 现场检查主要内容 标准 检查结果 

浸没式卸油方

式 
卸油管出油口距罐底

高度 ≤200mm  

油气回收接口 
截流阀、密封式快速接

头和帽盖 
DN100  

溢流控制措施 类型、品牌、型号 ∕  

管线坡度 ≥1％  

1 卸油 

地下油气管线 
直径 ≥DN50  

压力/真空阀 品牌、型号 ∕  
2 储油 

电子式液位计 是否具有测漏功能 宜选择测漏功能  

油气回收系统 逐项检查技术评估报

告包含的设备 ∕  

回收型加油枪 品牌、型号 ∕  

真空辅助方式

密闭收集 
加油时真空泵是否运

转 ∕  

管线坡度 ≥1％  
油气回收管线 

直径 ≥DN50  

拉断截止阀 品牌、型号 ∕  

在线监测系统 查看在线监测记录、预

警和警告范围 5.4.1、5.4.2 条  

方法、品牌、型号、运

行、启动方式和范围、

进口流量计及记录流

量和流量对应的时间 

∕  
排放处理装置 

排气筒高度 ≥4m  

3 加油 

未装在线监测

系统和排放处

理装置 
预先埋设管线 5.5.2 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