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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1）为规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

2020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知》（环办法规函〔2020〕320号），《海上油

气生产设施弃置限定技术要求》（立项号：2020-55）标准的制订列入了 2020年国家生态环

境标准制修订计划，由生态环境部海洋生态环境司归口管理。

（2）本标准项目的编制与起草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海洋中心）牵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和海油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协作

完成。

1.2 工作过程

自 2005年，海洋中心依据原国家海洋局的有关要求，就海上油气平台及其附属设施的

弃置技术要求与评估程序开展了相关文件资料的搜集工作，重点梳理了国际公约和其他国

家的法律法规与技术指南，主要包括：国际海事组织的《撤除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内沿海

设施与结构的指南与标准》（以下简称 IMO《指南与标准》）、OSPAR《奥斯陆巴黎保护东

北大西洋海洋环境的公约》（以下简称《OSPAR公约》）、英国的《1998年石油法有关海上

设施和管道退役的行业指南》等。同时，为了解和掌握我国弃置有关技术与管理状况，开

展了国内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的搜集与调研工作，并组织行业专家成立标准编制组。

2006年，根据原国家海洋局《关于下达 2006年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

知》（国海环字〔2006〕514号），由海洋中心承担国家标准《海洋石油平台弃置评价程序》

的编制任务（计划项目编号: 20077144-Q-418）。此后，编制组根据原主管部门要求，在前

期资料搜集与调研的基础上，于 2007年年底完成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

2008年，编制组就标准草案内容征求了相关管理部门、监测部门、标准技术管理单位、

科研院所以及大专院校和标准应用单位的有关意见，并于 2008年年底根据反馈意见，完成

了对标准内容的修改，形成标准送审稿。

2009年，根据标准制订管理程序的有关要求，海洋中心提交标准送审稿至原全国海洋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查，并于 2009年年底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2010年，原国家海洋局基于现行法律体系及实际管理需求考虑，暂时中止了该标准的

制订工作。

2018年，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职责调整至

生态环境部。同时，由于近年来海上油气生产设施新老交替情况日益凸显，大量老化的油

气生产设施弃置需求愈发紧迫。为此，海洋中心应生态环境部海洋司要求，结合海上油气

开发现状及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新要求，重新开展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标准的研究工作。

2020年，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 2020年度国家生态环境标准项目实施工作的通

知》（环办法规函〔2020〕320号）的有关要求，《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限定技术要求》

制订列入了 2020年国家生态环境标准制修订计划，由海洋中心牵头，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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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和海油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协作共同成立标准编制组。

在国内外研究进展的基础上，开展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其他国家弃

置生态环境保护技术文件资料的调查与研究，分析并整理了各国对于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和

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的相关内容，探究适用于我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生态环境保

护技术。

2021年 2月，根据生态环境部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和管理要求，生态环境部海洋司组

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开题论证会。经审查认为，本标准项目研究进展符合开题必要条件，同

意开题。审议组就标准草案内容、研究方法、适用范围等提出了修改意见与建议。同年

3~5月，编制组根据专家所提意见对本标准项目草案稿内容进行修改与完善，重点完成以

下内容：

一是，进一步搜集并整理了国内外既有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案例资料；

二是，在国内外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技术要求的研究进展基础上，采取“分区

管理、分类界定”的原则，对不同海域、不同类型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提出相应的弃置处

置技术要求。具体来说，基于我国海洋油气行业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能力，通过借鉴国

际先进经验，规定了不同海域海上油气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浮式生产系统、开发井、海

底管道和电缆等不同设施的弃置处置技术要求；

三是，根据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产污环节和污染物排放特征，提出环境影响因素

识别、环境现状与回顾性分析的要求，并重点围绕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两个阶段明确了弃

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析要点；

四是，结合弃置活动的不同过程和产污环节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和监测计划。

2021年 5~9月，编制组针对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和生态环境影响评估

技术要点，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并在此基础上对标准草案进行了

修改完善。9月 30日，根据生态环境部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和管理要求，生态环境部海洋

司组织召开了本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技术审查会，论证委员会通过该标准的审查，并提出遵

循合法合规、体系协调、科学可行、程序规范等原则，进一步梳理本标准内容，依据相关

法规完善环境保护措施内容，进一步完善论证报告大纲内容，重点解决论证报告的适用性，

同时衔接完善相关监测方面的技术要求。

2021年 10~11月，编制组依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形成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经主管部门审议通过后进一步修订，并将标准名称

调整为《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环保技术要求》。

2 标准制订的必要性分析

2.1 切实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必然要求

国际公约层面，相关公约包括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伦敦公约》及其

《1996年议定书》。其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在人工岛屿、设施或结构的弃

置中的撤除义务，同时要求考虑“一般可接受的任何国际标准”。此外，还要求沿海国在撤

除上述设施时应考虑到捕鱼、海洋环境的保护和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由此可见，《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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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洋法公约》要求各沿海国在开展海上设施弃置过程需考虑海洋环境保护。

《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框架下的“倾倒”定义明确包含平台与人工构造

物的原地和异地弃置。议定书要求平台与人工构造物的弃置需获得缔约国的事先许可，除

特殊情形外，须满足其附件 2规定的评估框架，同时，议定书出台《平台及人工构造物专

项评价指南》，对平台与其他人工构造物海洋处置评价提出技术要求。具体来看，《1996年

议定书》第 4条规定：缔约当事国倾倒公约允许倾倒物质应颁发许可证，并应确保许可证

的颁发和许可证的条件符合附件 2；附件 2中第 13条规定：倾倒评估应综合有关废物特性、

拟倾倒海域状况、拟处置技术等，分析对人体健康、生物资源、休闲场所和其他海洋功能

的潜在影响。

综上，基于国际公约的履约要求，我国有必要制订出台相应技术规范，为落实海上油

气生产设施弃置许可制度提供技术支撑。

2.2 落实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与监管要求的需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国家海洋环境主管部门负责海洋环境监督管

理，组织开展海洋环境的调查、监测、监视、评价和科学研究，并负责防治全国海域海洋

工程建设项目对海洋的污染与损害。其中，第五十五条规定，海洋倾倒必须事先发放许可

证；第五十六条规定：主管部门根据废弃物的毒性、有毒物质含量和对海洋环境影响程度，

制定海洋倾倒废弃物评价程序和标准。

在法规层面，依据《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倾倒”包括向海洋弃置船舶、航空器、平

台和其他海上人工构造物，同时，根据《海洋倾废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向海洋弃置船舶、

航空器、平台和其他海上人工构造物的，应执行倾废许可的管理要求；《防治海洋工程建设

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海工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海洋工程需

要在海上弃置的，应当拆除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或者影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部分，

并按照有关海洋倾倒废弃物管理的规定进行”。 此外，依据原国家海洋局 2002年发布的

《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平台原地弃置应提交对周围海域的环境影响评估论证

报告，异地弃置的应提交临时性海洋倾倒区选划论证报告。

基于此，从我国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来看，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应按海洋倾废进行管

理，遵循海洋倾废管理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海洋倾倒物质名录制度、许可制度、海洋倾

倒物质分类评价制度、海洋倾倒区选划制度、倾倒监测评价制度等。此外，2010年发改委

印发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企业计提的弃置费应用于

井及相关设施的废弃、拆移、填埋、清理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前期准备等所发生的专项支

出，该规定也为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因此，本标准的制订与出台是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履行防控弃置活动污染海洋环境

的法定职责和管理需要，从技术层面支撑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审批与监管工作。

2.3 妥善解决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迫切需求

近十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建设步伐加快，能源需求不断提高，海上油气勘探开发产量

也不断攀升。根据《中国海洋石油年报》统计结果，2018年我国海上石油净产量达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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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桶/天、天然气净产量达到 8.25亿立方英尺/天，合计油气产量（油当量）达 85万桶/天；

2019年合计海上油气净产量超过 138万桶/天，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以渤海油气产量占

比最高，约占全国油气总产量的 50%以上。2018年，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在《中国

海油强化国内勘探开发未来“七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十四五”结束，中海油勘探工

作量和探明储量要翻一番。

持续高速发展的海洋油气开发活动势必面临油气生产设施新老交替的情形，根据我国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使用寿命估算，近年来我国将面临大量老化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

的迫切需求。根据不完全统计，2013~2020年间，我国境内需要拆除和废弃的油气田数量

就多达 80余个、平台 160余座、海底管道 3000km以上、弃井数量 2000口以上。为进一步

掌握全国范围内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需求，2020年编制组通过实地调研和函调的形式

搜集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的弃置需求，结果表明，近五年中海油在全国范围内将有

34套海上油气生产设施亟需进行弃置处置，类型涉及平台、水下生产系统、单点系泊、井

口、FPSO、海底管线等，具体见表 1。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过程涉及拆卸、切割、清洗等环节，可能导致残留油或气体泄

漏，海水腐蚀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入海，失效结构崩坏等，对海洋生态环境和其他海洋功

能存在潜在的不利影响。因此，需要尽快出台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相关技术标准以指

导和规范弃置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并从科学、安全、合理和环境友好等方面为出发点，

为主管部门妥善开展弃置审批管理工作做好技术支撑。

表 1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需求表

序号 单位 油气田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类型
预测海洋弃置需求量

（数量/体积/重量/长度）

1 深圳分公司
惠州 32-5

油田
水下系统和井口 3套水下系统和井口，3条 3.5km的保温生产管线

2 深圳分公司
惠州 26-2

油田
水下系统和井口 1套水下系统和井口，1条 8.7km的输油生产管线

3 深圳分公司 流花油田 南海挑战 FPS 数量：1

4 深圳分公司 流花油田 南海胜利 FPSO 数量：1

5 深圳分公司 流花油田
流花 11-1油田水下生产系

统、油田海管、脐带缆

1套水下生产系统；3条海管，长度约 2.5km；4条
脐带缆，长度约 457.2m

6 湛江分公司 文昌油田
南海奋进号 FPSO单点水下

设施

中水浮筒 2个，每个重量 60 t；单点浮筒 1个，重

量 252t；水下基盘 4套；海底管线、海底电缆各 1
条，长度 2.5km。

7 湛江分公司 涠洲油田 WZ11-4D-A平台

1座四腿平台，总重 1987t； 原油混输管、注水管

1.2km；2条天然气管线，总长 44.6km；一条海缆

7.9km。

8 天津分公司
歧口 18-2

平台

1座平台，1条 6.3km混输管

线，12根隔水套管

6.3km混输管线；1座 6腿 6桩平台，组块重约

2860t。

9 上海分公司

丽水 36-1
气田中心

平台

固定式生产平台 1座/12寸
海底管道一条

一座四桩腿平台，5555t，127km 12寸海底管道一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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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内外弃置管理与技术要求情况研究

3.1 国外弃置管理与技术要求情况

自上世纪 50年代起，国际社会开始广泛关注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问题，至上世纪

末，部分涉海国际公约与专项指南陆续开始对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做出规定。公约方

面主要包括《联合国大陆架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

书》、《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指南主要为 IMO《指南与标准》。

弃置处置技术要求方面，《联合国大陆架公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缔约国提

出撤除弃置海上设施的要求，对免责情形做出了一般性要求；《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

议定书》、《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两部公约则参照海洋倾倒的管理模式，建立

了包括弃置许可制度、弃置评估制度、协商制度、弃置监测和报告制度等一系列海上油气

生产设施弃置的管理制度，并对弃置活动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做出了一般性管理要

求；IMO《指南与标准》对成员国提出了弃置处置最低限度的管理与技术要求。这些国际

公约和指南的颁布与使用，对海上油气设施的弃置技术要求做出了专项规定。

生态环境保护要求方面，《联合国大陆架公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各缔约国仅

提出了弃置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原则性环保要求，要求“弃置撤除活动应充分的考虑到渔

业资源捕捞、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其他国家的一般权利和义务”；《伦敦公约》及其《1996

年议定书》、《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两部公约对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

活动则提出了较为详细的环保要求，并参照海洋倾倒管理模式的有关要求提出了弃置活动

需要重点关注的生态环境保护内容；IMO《指南与标准》则围绕留置设施对海洋生态环境

的影响内容，提出了评估分析的要点。

在上述国际公约与指南的框架背景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也依据

上述公约的原则要求，在国内建立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管理程序，提出了弃置要求。经查

阅研究，编制组梳理了世界范围内 13个地区 35个沿海国家关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

管理现状（具体见表 2），根据各国所依据的行动指导文件的级别划为 3类，分别为国际公

约（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区域性公约（如

《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国家级法律层面（如澳大利亚的《海上石油和温室

气体储存法》、新西兰的《皇家矿产法》）。

总体来说，尽管各国实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指导文件形式各异，但处置原则基本

一致，即，弃置后的油气设施不能干扰所在海域的其他海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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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主要国家和地区海上设施弃置的行动文件

国家和地区
联合国大陆

架公约 1958
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 1982 伦敦公约 1996年议定书
区域海洋公约

或行动计划
巴塞尔公约

东北大西洋

丹麦 生效国 生效国 缔约国 缔约国 OSPAR公约 巴塞尔公约

荷兰 生效国 生效国 缔约国 缔约国 OSPAR公约 巴塞尔公约

挪威 生效国 生效国 缔约国 缔约国 OSPAR公约 巴塞尔公约

英国 生效国 生效国 缔约国 缔约国 OSPAR公约 巴塞尔公约

地中海

阿尔及利亚 - 生效国 - - 巴塞罗那公约 巴塞尔公约

埃及 - 生效国 缔约国 缔约国 巴塞罗那公约 巴塞尔公约

意大利 - 生效国 缔约国 缔约国 巴塞罗那公约 巴塞尔公约

里海

阿塞拜疆 - 生效国 缔约国 - 里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 巴塞尔公约

哈萨克斯坦 - - - - 里海海洋环境保护公约 巴塞尔公约

中东

阿曼 - 生效国 缔约国 - 科威特公约 巴塞尔公约

卡塔尔 - 生效国 - - 科威特公约 巴塞尔公约

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
- 签署国 缔约国 - 科威特公约 巴塞尔公约

西非

安哥拉 - 生效国 - 缔约国 阿比让公约 巴塞尔公约

赤道几内亚 - 生效国 缔约国 - 阿比让公约 巴塞尔公约

加蓬 - 生效国 缔约国 - 阿比让公约 巴塞尔公约

尼日利亚 生效国 生效国 缔约国 缔约国 阿比让公约 巴塞尔公约

几内亚共和国 - 生效国 - - 阿比让公约 巴塞尔公约

南亚

印度 - 生效国 计划中 - 南亚海行动 巴塞尔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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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主要国家和地区海上设施弃置处置技术要求

国 家
油气平台及生产设施 油气管道 是否需要

弃置计划处置技术要求 监管文件依据 处置技术要求 监管文件依据

东北大西洋

丹麦
全部移除，但可视情

况减损
OSPAR公约 - - 是

荷兰
全部移除，但可视情

况减损
OSPAR公约 视情况决定 《荷兰矿产法》，2003 是

挪威

全部移除，但可视情

况减损，保证 55m上

覆水水深

OSPAR公约 视情况决定 第 47号议会白皮书 是

英国

全部移除，但可视情

况减损，保证 55m上

覆水水深

OSPAR公约

视情况决定

挖沟填埋的，保

证填埋深度不小

于 0.6m

《石油法》，1998；
1998年石油法有关海

上设施和管道退役的行

业指南，2018；
海底管道安全条例

是

地中海

阿尔及利亚 全部移除 巴塞罗那公约 全部移除/掩埋 巴塞罗那公约 否

埃及（地中

海）
全部移除 巴塞罗那公约 全部移除/掩埋 巴塞罗那公约 否

埃及（红

海）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 - 否

意大利 全部移除 巴塞罗那公约 全部移除/掩埋 巴塞罗那公约 是

里海

阿塞拜疆 视情况决定

生产共享协议

（PSA）
设施退役管理条例

1999

视情况决定
生产共享协议（PSA）
设施退役管理条例，
1999

是

哈萨克斯坦 全部移除
生产共享协议

（PSA） 全部移除 生产共享协议（PSA） 是

中东

阿曼 视情况决定
科威特保护海洋环境

合作区域公约
视情况决定

科威特保护海洋环境合

作区域公约
是

卡塔尔 视情况决定
科威特保护海洋环境

合作区域公约
视情况决定

科威特保护海洋环境合

作区域公约
否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视情况决定

科威特保护海洋环境

合作区域公约
视情况决定

科威特保护海洋环境合

作区域公约
否

西非

安哥拉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阿比让公约

- - 是

赤道几内亚 视情况决定
《碳氢化合物法》第

32条，2006年 - - 是

加蓬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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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油气平台及生产设施 油气管道 是否需要

弃置计划处置技术要求 监管文件依据 处置技术要求 监管文件依据

尼日利亚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阿比让公约

尼日利亚石油工业环

境指南和标准

内陆和近岸水

域，视情况决

定，近海无要求

尼日利亚石油工业环境

指南和标准
是

几内亚共和

国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阿比让公约

- - 是

北印度洋

印度 视情况决定

1948《油田管理和开

发法》

1959石油和天然气规

则

2008《石油和天然气

（海上作业安全）规

则》

视情况决定

1948《油田管理和开发

法》

1959石油和天然气规

则

2008石油和天然气

（海上作业安全）规则

是

东亚

文莱

在<50m水深时或一

些其他条件下全部移

除，其余情形视情况

决定。

文莱达鲁萨兰国陆上

和海上设施退役和恢

复指南，2016

水深<30m处全部

移除，其余视情

况决定

文莱达鲁萨兰国陆上和

海上设施退役和恢复指

南，2016
是

印度尼西亚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东盟石油理事会行动

指南，2012

主干管道原地弃

置，支线管道根

据评估结果决定

东盟石油理事会行动指

南，2012 是

马来西亚

视情况决定，保证

55m上覆水水深。全

部拆除应切割泥面下

1m，井口应切割至泥

面下 2m。

海上油气设施弃置指

南，2014

视情况决定，掩

埋深度至少泥面

下 1m。

海上油气设施弃置指

南，2014
PETRONAS上游活动

程序和指南

是

缅甸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东盟石油理事会行动

指南，2012

主干管道原地弃

置，支线管道根

据评估结果决定

东盟石油理事会行动指

南，2012 是

泰国
视情况决定，切割深

度要求泥面下 4.6m

《 石 油 法 （ 第 6
号 ） 》 , 2007 ，
Section 80/1

视情况决定
《石油法（第 6

号）》，2007，Section
80/1

是

大洋洲

澳大利亚

原则上全部移除，但

部分移除和原地弃置

也可酌情考虑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

体储存法》，2006

原则上全部移

除，但部分移除

和原地弃置也可

酌情考虑

《海上石油和温室气体

储存法》，2006 是

新西兰 视情况决定
《皇家矿产法》，

1991 视情况决定 《皇家矿产法》，1991 是

大加勒比地区

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 - 是

委内瑞拉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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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家
油气平台及生产设施 油气管道 是否需要

弃置计划处置技术要求 监管文件依据 处置技术要求 监管文件依据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北极

加拿大 全部移除

加拿大-纽芬兰和拉

布拉多开发计划指南

C-NSOPB开发项目

所需计划和授权指

南，1995

没有具体的指

导，但原则上要

求不得影响捕鱼

和航行状态

加拿大-纽芬兰和拉布

拉多开发计划指南

C-NSOPB开发项目所

需计划和授权指南，
1995

是

美俄

美国

除非获得进行其他活

动的或转为人工礁的

特别批准，

否则移除。一般要求

拆至泥面以下 4.6m。

国家人工礁计划

太平洋大陆架法案

如果弃置管道不

构成对航行或商

业捕鱼的危害，

则可以原地弃

置，要求两端填

埋泥面以下 1m

联邦法规第 30篇 250
章 Q部分

是

俄罗斯 全部移除 《大陆架法》，1995 全部移除 《大陆架法》，1995 是

拉丁美洲

阿根廷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IMO《指南与标准》

海洋法公约
- - 否

巴西

仅在水深和重量符合

条件时全部移除，留

置设施的评估需要结

合实际情况而定。

巴西国家石油管理局

27/2006修正案
- - 是

从弃置处置技术要求方面来说，对于水深较浅的区域原则上应全部拆除弃置设施；对

于水深较深的区域可适当降低弃置要求，但仍需以不影响其他海洋功能为基本原则。具体

来说，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包括三方面：一是提出限定水深条件下设施可原地弃置的情形；

二是明确需全部拆除的设施的最低切割深度；三是明确留置设施的上覆水水深。

从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方面来看，尽管各国对于弃置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和评价对象等有所不同，但整体的环保要求和关注的重点基本一致。即，通过对

不同的弃置设施类型以及不同的弃置产污环节提出了相应的环保关注要点。例如，美国通

过联邦法规针对不同类别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如甲板、导管架、油气管缆等提出了相应

的弃置要求，并明确给出了具体的产污环节与污染因子；英国则通过《石油法》明确提出

了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应重点关注弃置活动对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和冲淤环境的影

响，还应重点关注对珍稀濒危或受保护物种及其栖息地造成污染或损害的可能性。

从全球范围来看，各国对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技术管理体系已趋于成熟，从弃

置处置技术要求和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析技术要点两个方面对我国弃置标准规范的制

订与出台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借鉴价值。

3.1.1 国际公约和专项指南

（1）《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联合国大陆架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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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公约仅对海上设施的弃置提出了一般性的原则要求，这种一般性的要求已作为各

国制定其本国法律及管理程序的基本原则性要求。主要内容为：

已被放弃或不再使用的任何设施或结构，应予以撤除，以确保航行安全…。这种撤除

也应适当地考虑到捕鱼、海洋环境的保护和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尚未全部撤除的任何

设施或结构的深度、位置和大小应妥为公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凡经废弃或不再使用的设施必须全部拆除。（《联合国大陆架公约》）

（2）IMO《指南与标准》

IMO《指南和标准》的核心原则是撤除废弃或不再使用的近海设施和构架，例外情形

应符合其下述规定：

①任何废弃或不再使用的设施和构架，所在水深不足 75m或在大气中不足 4000t的

（不包括甲板和上层结构），应全部撤除；

②1998 年 1 月 1 日后布设的，任何废弃或不再使用的设施和构架，所在水深不足

100m或在大气中不足 4000t的，应全部撤除；

③若全部撤除在技术上不可行，或成本过高，或可能对作业人员和海洋环境具有较高

风险，可不全部撤除；

④设施和构架撤除后残留的部分位于海面以下的，应确保其上覆水体不受阻隔且满足

通航安全需求，水深不得少于 55m。

IMO《指南和标准》明确提出了海上设施的弃置处置的最低技术要求，并成为国际各

国实施海上设施弃置依据和应用最为广泛的国际指南之一。这一要求也将作为本标准制订

各类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技术要求的重要参考原则之一。同时，指南对于弃置后的

留置设施还提出了相应的环境保护要求：一是留置设施主体结构材料的腐蚀速率及其可能

对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二是留置设施结构对海洋环境与生物资源可能造成的损害；三是

提出对于留置设施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评估应当基于科学的调查评估方法，包括对

水质、沉积物与水文，珍稀濒危物种以及对生物栖息地和渔业资源的影响分析等。

（3）《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

《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将海底管道之外的拟弃置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分为

上部设施和下部设施，其中上部设施必须拆除上岸，下部设施根据其质量、材料和所在水

深分别提出技术要求，这为各国实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提供了技术依据。对于留置设

施则要求各成员国遵守 IMO《指南和标准》，即“水深不得少于 55m”。在弃置影响评估要

求方面，《OSPAR公约》还出台了“海上设施废弃处置评估建议框架”，提出了弃置设施清

洗过程的环保要点，设施弃置过程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评估内容，对珍稀物种、重要生境的

影响评估要求以及为减轻弃置活动对环境的不利影响所需采取的环保措施等。

（4）《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

《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是专门管理海洋倾废的国际性公约。根据《1996

年议定书》要求，海上油气平台及其附属油气生产设施被列入其附件 1中，即，属于允许

进行海洋倾倒的物质之一。在此基础上，《1996年议定书》为指导和规范各缔约国的废弃

物海洋倾倒管理工作，发布了《废物评价通用指南》和《平台及人工构造物专项评价指南》，

并提出缔约国可根据废弃物对人体健康和海洋环境的潜在影响，出台本国的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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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筛分水平。《平台及人工构造物专项评价指南》对于平台与其他人工构造物的弃置处置

管理技术要求和《OSPAR公约》基本一致，重点考虑了弃置过程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主

要内容包括：

一是，尽管弃置作业前会依据相关要求对拆除设施进行严格的清洁，但在海上拆除过

程中，仍可能会释放污染物，例如，以碳氢化合物为主的石油烃类、天然气以及生产中使

用残留的化学品等。为此，应建立有效的监测计划，一旦发现海面出现有明显的油污膜，

则需要启动比最初预期更为密集的监测工作，或采取其它减缓措施。

二是，提出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应重点关注弃置活动对其他海上漂浮物、生态环境

敏感区域（如产卵场、育幼场和索饵场）、生物重要栖息地、鱼类迁徙路径和其他海洋功能

的影响。明确了生物效应，包括栖息地的改变（物理和化学变化）、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等内

容应作为影响评估的技术要点。

三是，从海洋污染防控的角度提出，应重点关注与油气生产过程更为密切的海上油气

生产设施的拆除处置。例如油气管道设施及储池（包括钻井泥浆的保存/再加工容器）中的

石油烃类物质、放射性和其他污染物的释放；油气生产过程贮存化学原料（包括消泡剂、

破乳剂、防腐剂、杀菌剂）的储池；生产设备润滑剂、冷却剂、燃料等的存放设备。此外，

对于留置设施，要求将评估重点放在留置设施对所在海域周边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敏感目

标和周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

3.1.2 英国

英国海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主管机构是商业、能源与工业战略部下属的海上石油环

境和弃置管理局（OPRED），其弃置相关技术要求主要以“辛特拉决定”为主要技术框架，

同时遵守 IMO《指南和标准》中的留置设施深度要求；此外，其国内的《1998年石油法有

关海上设施和管道退役的行业指南》（2018年）和《海底管道安全条例》对海底管道弃置

提出具体技术要求。

海上油气平台设施弃置方面，要求：①1999年 2月 9日前布设的，在大气中超过 10

000t的大型混凝土结构平台和导管架平台可原地弃置，其他海上设施必须拆除上岸；②对

于嵌入海床的桩体，经评估允许原地弃置的，应将其削至海床以下一定深度，以确保残留

物处于覆盖状态，具体深度主要取决于海床的一般条件和水动力条件；③设施弃置后水下

残留部分的最高点至海面至少为 55m，以确保通航安全；④井口、管汇和阀门等必须拆除；

⑤设施弃置后应清理垃圾，清理范围通常是以设施为中心、500m内的区域。

海底管道弃置方面，主要考虑管道的长度、管径、构造、埋藏或深挖的位置和程度以

及管道稳定性和完整性等因素，包括全部拆除和原地弃置 2种方式。

全部拆除的海底管道包括：①未挖沟或填埋的小直径海底管道，如柔性和脐状软线；

②活动范围超过 0.8m高和 10m长的海底管道。

原地弃置的海底管道包括：①已挖沟填埋，且随时间推移相对稳定的海底管道；②未

挖沟填埋，在一定时间内有回淤覆盖，且能达到足够高度的海底管道；③对暴露部分的挖

沟填埋能达到足够高度，且长期稳定的海底管道；④未挖沟填埋，经评估表明原地弃置是

最佳处置方案的海底管道；⑤因结构损坏和变质等特殊和意外情况，不能安全和有效回收

的海底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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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原地弃置的海底管道必须进行清洁和填埋，以保证其无害，尤其不能影响通航安

全，挖沟填埋的，应保证管顶距泥面不小于 0.6m。

在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方面，英国《海上石油生产和管道环境影响评估条例》（2007

年）建立了相应的环境管理体系（EMS），实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前，执行环境影响评

估制度，并提出一系列环境影响因素及评估要点内容，以确保弃置活动过程遵循最佳的环

境实施方案，并实现高标准的环境保护目标和要求。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评估应重点围绕弃置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或

潜在的损害。评价对象应主要包括沉积物与水体质量、底栖生物、鱼类产卵/繁殖区、海鸟

敏感性、海洋哺乳动物敏感性、受保护的生境和物种、受国际或国内立法保护的海域（如，

特别保护区、海洋保护区）、海洋资源集中开采区（渔业、矿产、能源、风力资源等）和其

他海洋功能（包括休闲娱乐、捕鱼、航运、近海可再生能源和综合开采等方面）。并在环境

状况变化趋势的分析评估基础上，明确污染因子，提出减缓措施。

二是，油气管道弃置的评估应基于科学的论证分析结果，明确弃置活动对海洋环境造

成的任何的潜在环境影响。评估要考虑的因素应包括：对水质、沉积物质量和水文特征的

影响；对珍稀濒危、受威胁或受保护物种存在的影响；对重要栖息地、重要渔业资源区造

成的影响或损害；管道残留产品（石油烃类物质）对海洋生境造成污染或损害的可能性。

为减小管道弃置带来的潜在环境影响，明确管道残留物和实施有效的清洗作业是至关重要

的。对于海底管道留置的，应明确自管道铺设以来对海洋环境或其他海洋功能造成的影响

或潜在影响。因此，研究过程可适当援引历史的监测数据资料，实施环境状况的回顾性评

估。

三是，弃置作业完成后应开展所在海域的监测调查与清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评估

和明确弃置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或损害程度，要点包括：监测海水和沉积物中石油

烃类物质的含量，重金属或其他污染物的浓度水平，了解留置设施对海洋生态、渔业捕捞

和其他用海的影响或潜在风险；另一方面，进行海底油气设施碎片的清理和清除工作，为

确保设施弃置切割后碎片、残留物不会引发其他用海风险，提出弃置活动完成后在弃置设

施附近 500m范围以内海域进行调查和清理工作。

表 4环境影响因素及关注重点

活动（环境因素） 重点关注

船舶载具施工过程/燃料的燃烧。

水质和沉积物质量；底栖

（海底）生物生态；鱼类

和贝类质量；渔业捕捞活

动；大气环境；废水、废

料、重金属等

施工过程产生的水下噪声。 海洋哺乳动物

化学品的使用和排海，包括堵塞连接管缆的化学品和与缓蚀剂。
海水、沉积物；浮游生

物；底栖生物

管缆与设施弃置过程中，因倾倒或挖掘产生的海底扰动和污染物释放。
海水、沉积物；底栖生

物；鱼和贝类

在弃井封井作业期间，化学品的使用和排放到海洋或海底。 海水；沉积物和海底特征

弃置拆除结构、油管、井口和导管底座产生的海底干扰，污染物的排放。
海水、沉积物；底栖（海

底）物种；鱼和贝类

（突发）大量碳氢化合物泄漏到海上。 海鸟和水鸟；海岸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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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美国

美国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主管部门为安全与环境执法局（BSEE），其他管理工

作由矿产管理局、国家海洋与渔业局、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管理局、

美国环境保护署、美国海岸警卫队以及交通部管道安全办公室共同负责监督管理，并通过

建立联邦、州和地方的三层管理体系，出台了一系列弃置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包

括《国家环境政策法》《大陆架油气管理条例》《石油污染法》《国家消除污染排放系统

（NPDES）许可计划》和地方法规《加州环境质量法》等。这些法律规划对于留置设施和

海底管道原地弃置填埋深度等提出了明确的技术要求，具体包括：

（1）主管部门提出除特殊情形或要求外，所有海上油气设施的弃置均需拆除至泥面以

下 4.6m；

（2）留置设施或具有极好的稳定性和抗腐蚀性以及不会妨碍其他海洋功能，或水深大

于 800m，满足其一即可酌情调整拆除深度；

（3）如不影响渔业生产、通航和其他海上活动，海底管道可原地弃置，但须涂刷管道

外壁和清洗管道内部油污，用海水填充管道，之后经分段剪切、填充惰性物质和封堵后，

将管道两端填埋于海床 3英尺（1m）以下的位置，或用混凝土防护垫将其覆盖，且为避免

干扰其他海洋功能，必须拆除所有管道阀门和其他配件。

从弃置环境影响管控要求来看，美国政府提出弃置活动前需要对平台周围的环境条件

进行评估，分析论证弃置活动可能对周围的海洋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并列出了弃置过程

中应当关注的潜在污染物清单。

表 5弃置环境污染因子

区域与设施类别 污染因子

油气田周边沉积物
沥青、苯系物（苯、甲苯、乙苯、二甲苯）、化学残留物、石蜡、盐、焦

油和/或风化油。

钻井泥浆 木质素磺酸铁、高浓度的铬。

火炬 原油燃烧产生的灰烬将含有重金属，形成重金属盐污染。

油气井 必须适当废弃，以防止石油气体的泄漏。

油气管道 石油烃类物质的泄漏

储水池 沥青、化学废料、钻井泥浆、盐、焦油、工业垃圾、废润滑油、废水等。

储油（气）罐

沥青、化学品、化学残留物、腐蚀产物、原油、原油稀释剂、柴油、钻井

泥浆、滤砂和砾石、消防用发泡剂

储气罐中的瓦斯、汽油、乙二醇和/或乙二醇残留物、海绿石、树脂，铁

绵、润滑油、盐、砂、固化油、焦油和废水。

水处理设施 使用的化学品包括破乳剂、凝固剂、聚合物、杀菌剂、阻垢剂和缓蚀剂。

3.1.4 挪威

挪威海上油气设施弃置工作由本国《石油法》、IMO《指南与标准》、《OSPAR公约》

及其“辛特拉决定”统筹进行监督与管理。同时，油气设施弃置工作被认为是“油气活动”

的一部分，受到《石油法》的监管，依据石油与能源部颁布的《石油法》第 5章执行，相

关内容必须与《OSPAR公约》相符，并且规定，弃置前需要递交弃置计划书（方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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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弃置许可，同时要求弃置申请中应包含弃置方案与弃置环境影响评价 2部分内容。挪

威气候与污染局作为海上弃置技术咨询部门，可以提供相关的污染控制技术方案意见等。

挪威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技术要求主要依据《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

定”、IMO《指南与标准》的部分内容开展。

（1）遵循《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条款内容包括：

——所有海上设施必须拆除上岸，水下结构或导管架平台（不超过 1万 t）都要拆除并

运至陆地，1999年 2月 9日前布设的超过 1万 t的大型混凝土结构平台和导管架平台可以

原地弃置；

——钻屑堆如经检验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显著影响，一般可以原地自然降解；

——井口、管汇、阀门等必须移除；

——海底管线如需原地弃置必须清洁和掩埋，且保证其无害，特别是不能影响航运。

（2）依据 IMO《指南与标准》的主要条款包括：

——设施弃置后水下留置部分最高点至海面不少于 55m，以确保通航安全；

——为避免航行障碍，留置设施应在海图中注明位置、深度、面积和残留部分，必要

时做出声明；

——明确留置设施监测和助航责任人；

——明确未来可能出现损害的处理责任人；

——1998年 1月 1日后，除非保证设施废弃后全部移除是可行的，否则不得在大陆架

或专属经济区布设该设施或结构。

对于弃置过程的环境保护要求方面，挪威方面提出，如果在技术上可行，弃置设施在

切割移除前应在海上实施清洗工作，去除设施表面上的污垢。通常来说，对于远海的油气

田直接实施污垢的清洗和冲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这是因为在开阔的远海海域营养盐、有

机物等污染物的扩散不会有任何问题。然而，在近岸的、封闭的浅水区，这可能会导致海

底有机质含量过高，造成氧气耗尽，甚至引发赤潮等。此外，在执行桩腿切割时，必须要

重点关注周边沉降的钻屑、泥浆和其他沉积物，这其中可能包含一系列有机的或无机的污

染物，一旦扰动，可能造成水体的污染。因此，在实施弃置切割前应充分评估由此带来的

生态环境影响，获取主管部门的批准，并相应的提出减缓办法与补偿措施等。

3.1.5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以国家石油公司 PETRONAS为监督管理主体，以

《PETRONAS上游活动程序和指南》（PPGUA）为技术依据，同时遵守 IMO《指南和标准》

中的留置设施深度要求，具体包括：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部分拆除和原地弃置必须确保留置设施上覆水水深不得少于

55m；

——全部拆除设施的切割深度应低于泥面 0~1m；

——井口应全部拆除，根据海床淤积和侵蚀速率，切割深度应低于泥面 0~2m；

——立管、弯管和设施桩基以下至少 12m的海底管道应全部拆除；

——海底管道如原地弃置应进行冲刷、海水填充、切割和封堵，最后填埋深度为低于

泥面至少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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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泰国

泰国油气行业由能源部下属的矿物燃料局（DMF）监督管理，2006年 DMF开展海上

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研究项目，2009年借鉴美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技术要求发布指南

草案，具体包括：

——所有井口须切割至泥面以下约 4.6m；

——桩基和其他设施须拆除至泥面以下约 4.6m；

——在海床上突起，且妨碍渔业生产、通航或其他用海的海底管道和相关设施必须拆

除上岸，并清除污染。

3.2 国内弃置管理情况

我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相关标准和规范文件主要有《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

办法》《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海洋弃井作业规范》《海上油气生产设

施的废弃处置》《海上固定设施及海管海缆弃置发证检验指南》共 5项，其中：

——《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属于规范性文件，适用范围是海洋石油平台

及其配套设施的弃置活动。存在的不足为弃置处置技术要求较少，所包含的生态环境保护

要求内容不足，并且对于海底管道和海缆等的弃置未提出明确要求。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属于规范性文件，该文件要求：海

上油气田投资者应按投资比例承担设施废弃处置的责任和义务，在海上油气田进入商业生

产后，负责及时、足额提取设施弃置费作为环境保护、生态恢复专项资金。

——《海洋弃井作业规范》（SY/T 6845）属于行业标准，适用范围是海洋油气勘探开

发的弃井作业。存在的不足是仅包含井口封堵和废弃的有关要求。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属于行业标准，适用范围是海上

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除人工岛和陆地终端），存在的不足是缺少弃置生态环境保护的

有关内容，且部分技术要求较 IMO《指南和标准》较为宽松。

——《海上固定设施及海管海缆弃置发证检验指南》属于指导性规范，适用范围是海

上固定设施、海底管道和海缆弃置活动，涵盖的弃置设施类型较少，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和

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内容不足。

整体来说，目前，我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技术要求主要从以下七个方面做出规定：

（1）总体要求为：①妨碍海洋功能的油气生产设施必须全部拆除；②全部拆除的，在

领海以内海域，应切割至泥面以下 4m；领海以外海域，留置设施不得妨碍其他海洋功能；

③未全部拆除的留置设施上方应有至少 55m的无障碍水域，以确保通航安全和其他海洋主

体功能。

（2）针对钢质固定平台的弃置要求为：①领海以内海域，钢质平台下部结构的所有桩

和隔水导管应切割至海底泥面以下 4m；②领海以外海域，在大气中低于 4000t且水深小于

100m的平台，下部结构应全部拆除，所有桩和隔水导管应切割至海床；③领海以外海域，

在大气中不低于 4000t或水深不小于 100m的平台，下部结构可部分拆除，水下残留部分的

最高点至海面应有至少 55m，以确保通航安全。

（3）针对井口的弃置要求为：①永久弃井的最后 1个水泥塞的长度不应小于 50m，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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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塞顶面位于海底泥面以下 4-30m；②领海以内海域永久弃井的所有套管、桩和井口装

置等应切割至海底泥面以下 4m，领海以外海域残留的井口设施不得妨碍其他海洋功能。

（4）针对浮式装置的弃置要求为：浮式装置应与系泊系统解脱，并拖运到指定地点。

（5）针对系泊系统的弃置要求为：①领海以内海域的系泊系统应拆除至海底泥面以下

4m；②领海以外海域，水深小于 60m的系泊系统应拆除至海床，水深大于 60m的系泊系

统（包括锚链、锚缆和锚基）可留置海底，但应确保其稳定性。

（6）针对连接管缆的弃置要求为：①领海以内海域的软管、海缆和脐带缆应拆除至海

底泥面以下 4m；②领海以外海域，水深小于 60m的软管、海缆和脐带缆应拆除至海床，

水深大于 60m的软管、海缆和脐带缆应尽量拆除，如留置海底应在解脱后进行必要的清洗，

并确保其稳定性。

（7）针对水下生产系统的弃置要求为：①领海以内海域的水下生产系统应拆除至海底

泥面以下 4m；②领海以外海域，水深小于 100m的水下生产系统应拆除至海床，水深大于

100m的水下生产系统在清洗后可留置海底，但应确保其稳定性。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弃置管理

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法律效力较低、且过于分散，涵盖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类型不够全面，

可操作性较弱；另一方面，对于弃置过程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匮乏，尤其是对弃置生

态环境影响评估内容和方法未做明确。上述问题导致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于海上油气

生产设施弃置活动的审批与管理缺乏有力的标准技术依据，现行标准体系无法满足实际管

理的需要。

因此，本标准以实际管理审批需求为出发点，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目的，在充分参

考国内现行标准规范要求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既有弃置处置成功案例，通过梳理、研究

和吸纳国际先进管理技术经验后，汇总制订。本标准提出的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

点、环境保护减缓措施内容要点以及环境监测管理等一系列技术要求，能够在有效对接国

内现行标准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技术要求，为弃置活动的审批与管理提供有力的支

撑。

4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技术路线

4.1 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

合法与支撑原则。符合国际公约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相关要求，针对不

同类型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提出相应的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并重点围绕弃置作业期和弃置

后两个不同阶段提出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为主管部门开展海上油气生产设施

弃置的审批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科学可行性原则。以我国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为基础，充分借鉴国际公约与其他国家关

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与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要求，结合国内外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

置案例的先进经验，通过广泛调研、座谈、研讨等方式确保技术要求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分期分区分类原则。基于弃置设施所在海域自然环境特征、设施种类，采取分区管理、

分类指导的制订原则。即对处在不同海域、不同类型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提出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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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弃置处置技术要求，针对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两个阶段，按照不同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

类型识别环境影响因素，提出弃置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

4.2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4.2.1 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图

（1）根据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需求情况，开展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的相关技术数

据、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2）开展国内外既有处置案例、国内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需求情况以及国内外标准

与政策法规研究；

（3）采取资料搜集、实地调研、专家咨询等方式开展本标准编制的主要工作。具体包

括：国内外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技术研究、我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需求调研、

确定不同海域及不同类型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处置技术要求、确定弃置活动环境影响

因素识别重点内容和生态环境影响论证分析要点等；

（4）开展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的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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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弃置处置需求评估 国内外标准与法规政策研究国内外既有弃置处置案例研究

数据、文献、资料搜集与整理生态环境保护管理需求情况

资料搜集 实地调研 专家咨询

编制标准及其编制说明

标准技术内容确定

国内外海上

油气生产设

施弃置技术

要求研究

我国海上油气

生产设施弃置

需求调研

确定不同处置

方式的环境影

响因素识别

确定不同类

型海上油气

生产设施弃

置技术要求

弃置

技术

要求

环境

影响

因素

识别

适用

范围

弃置

总体

要求

影响

评估

分析

要点

环境保

护措施

与监测

计划

环境

现状

与回

顾性

分析

术语

定义

图 1标准制订的技术路线

4.2.2 明确制订过程中的技术难点及解决途径

（1）如何确定不同类型不同海域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技术要求

解决途径与考虑：编制组基于对国际公约和发达国家在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方面的

研究基础，综合分析考虑我国既有弃置处置的相关案例、处置经验和技术能力，分类确定

海上油气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浮式生产系统、开发井、海底管道和海底电缆等不同类型

设施弃置处置的技术要求。同时，根据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两个阶段的产污环节与环境影

响特征，明确了环境影响要素，提出了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环境保护措施以

及监测计划等重点内容。

（2）如何做好与国内现行标准规范内容的有效衔接

解决途径与考虑：本标准重点围绕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和弃置生态环

境影响论证分析要点两方面内容，建立了一套层次清晰、科学全面的弃置技术要求内容。

在处置技术要求方面，以 IMO《指南与标准》关于弃置的要求为基本处置原则，在汇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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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国内现行标准相关处置技术要求的基础上，明确了不同设施在不同海域的处置技术要

求；在生态环境影响论证方面，以国内外既有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案例为基础，借鉴

了国际公约和其他国家的有关要求，重点参考并依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

纲》（HJ 2.1）和《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中总体要求、评价方

法、评价内容等技术要点，提出了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析要点内容。

5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5.1 标准结构框架

标准目前共包含 7章 16节内容，规范性引用文件 8个，涉及术语和定义 14个，附录 2

个，具体内容如下：

1 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总体要求

5 弃置处置技术要求

5.1 一般原则

5.2 固定式平台

5.3 可移动式平台

5.4 水下生产系统

5.5 浮式生产系统

5.6 开发井

5.7 海底管道

5.8 海底电缆

6 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

6.1 一般要求

6.2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6.3 环境现状与回顾性分析

6.4 弃置作业期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析要点

6.5 弃置后留置设施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析要点

6.6 留置设施风险分析

7 环境保护措施与监测计划

7.1 环境保护措施

7.2 监测计划

附录 A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论证报告大纲

附录 B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及现状调查要素参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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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管辖的其他海域

进行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活动。本标准涵盖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包括固定式平台、可

移动式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浮式生产系统、开发井、海底管道、海底电缆，以及其他水

上、水下油气生产相关的辅助配套设施。本标准不适用于人工岛、陆岸终端的弃置。

制订依据 1——标准适用的海域范围：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的有关

规定，以及《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内容，本标准适用范围与之保持一

致，即本标准适用于在我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管辖的其他海

域进行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活动。

制订依据 2——标准适用的设施类型：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第三

条内容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要求，本标准涉及的海上油气生

产设施类型包括：固定式平台、可移动式平台、水下生产系统、浮式生产系统、开发井、

海底管道、海底电缆，以及其他水上、水下油气生产相关的辅助配套设施。

制订依据 3——标准中关于其他油气生产设施类型弃置要求的考虑：根据《海洋弃井

作业规范》（SY/T 6845）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海上油井、气

井和水井的海上废弃处置要求可统一表述为开发井的废弃处置，因此不再分别描述；

根据《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单点系泊属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

中的系泊系统，可划归至浮式生产系统中，因此不再单独列出单点系泊，而是在系泊系统

中统一表述；

本标准不适用于人工岛、陆岸终端的弃置。尽管在国家能源局出台的《海上油气生产

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中提出了油气生产设施应包括人工岛和陆岸终端，但该规范

性文件主要规定设施退役后弃置费的计提等要求，从海洋环境保护与管理角度来说并不适

用，此外，国家能源局后续出台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明确指

出该标准不适用于人工岛和陆岸终端的废弃处置。从海洋环境保护实际管理考虑，陆岸终

端的主体结构位于海岸线向陆一侧，陆岸终端的拆除不会在海洋环境中形成留置设施，因

此，陆岸终端的废弃处置应根据海洋工程拆除管理的有关要求开展，在本标准中不做要求。

目前，我国人工岛油气生产设施数量较少，且主要分布在离岸距离较近的海域，其拆除也

仅限于移除上部设施后另作他用，因此，人工岛的废弃处置应根据海洋工程管理的有关要

求开展，在本标准中不做要求。

制订依据 4——关于其他水上、水下油气生产相关的辅助配套设施弃置要求的考虑：

其他水上、水下油气生产相关的辅助配套设施弃置如立管设施等的弃置要求在“5.1一

般原则”予以总体阐明，不再另行规定。

5.3 术语和定义

5.3.1 弃置 decommission and abandonment

以废弃为目的，对海上油气生产设施进行处置，包括原地弃置、异地弃置和改作他用。

制订依据：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弃置包括：原地弃置、异地弃置

和改作他用三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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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原地弃置 abandonment in situ

废弃设施按要求处置后原地留置，或部分设施于原安装地翻倒处置。

制订依据：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弃置包括原地弃置、异地弃置和

改作他用三种方式，根据《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倾倒是指仅为故意处置目

的在现场对平台或其他人工构造物的任何弃置和任何倾覆。因此，在原地弃置中是包括原

地留置和原地倾覆两种情形的。为了提升本标准的普适性，便于理解，在编制标准内容过

程中将原地倾覆的概念囊括于原地弃置中，并将相关处置技术要求合并阐述。

5.3.3 异地弃置 abandonment not in situ

废弃设施按要求处置后，部分或全部拆除设施拖/运离原地进行海上处置。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

弃处置》（SY/T 6980）的术语和定义。

5.3.4 改作他用 serving a subsequent new use

废弃设施经改造后作为其他用途继续使用。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

弃处置》（SY/T 6980）的术语和定义。

5.3.5 留置设施 remaining structures at sea

废弃设施按要求处置后，留置或翻倒于原安装地的部分设施。

制订依据：根据《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和《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

办法》要求，留置设施是指海上油气生产设施按要求进行拆除处理后，留置于安装地的部

分设施以及在原安装地翻倒处置的部分设施。

5.3.6 上部设施 topside facilities

平台的生产、生活和钻机模块，及用以承受各种作业机械、设备、材料和其他荷载的

层间结构和甲板等。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和《海上固定设

施及海管海缆弃置发证检验指南》的术语和定义，结合国内有关情况统筹考虑确定。

5.3.7 下部结构 substructure

平台除上部设施之外的基础结构部分，包括导管架、沉箱、井口保护架和桩结构等。

制订依据：定义基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和《海上固定设

施及海管海缆弃置发证检验指南》的术语和定义，结合我国海上油气平台实际情况确定。

5.3.8 水下生产系统 subsea production system

由水下井口等整套水下生产设备及相关的配套设施组成的水下油气生产系统，包括井

口、采油树、管汇、管道终端、管端管汇、脐带缆水下分配装置、基础和保护结构等。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的术语和定义。

5.3.9 浮式生产系统 floating produ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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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浮式装置、系泊系统以及连接管缆等。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的术语和定义。

5.3.10 浮式装置 floating unit

浮于水面且系泊于海上用于油气处理、储存及装卸的海上设施，或只具备其中某些功

能的海洋油气生产设施。浮式装置包括半潜式浮式装置、船型浮式装置等。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的术语和定义。

5.3.11 系泊系统 mooring system

用于系泊海上浮式装置的系统。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的术语和定义。

5.3.12 开发井 development well

为油气田开发服务的井，包括生产井（采油井、采气井）、注入井（注水井、注气井）

和特殊井（水源井、回注井和资料井等）。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的术语和定义。

5.3.13 海底管道 submarine pipelines

位于大潮高潮线以下的输水、输气、输油的管状设施。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和《海上固定设

施及海管海缆弃置发证检验指南》的术语和定义，不包括立管部分，将立管归为“其他水

上、水下油气生产设施的辅助配套设施”。

5.3.14 海底电缆 submarine cables

用绝缘材料包裹的导线，主体铺（埋）设在海底，用于电力和信号传输。

制订依据：定义参考《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和《海上固定设

施及海管海缆弃置发证检验指南》的术语和定义，考虑到部分电缆并不位于海底，为保证

术语定义的准确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强调“主体”铺（埋）设在海底的相关导线。

5.4 总体要求

一般意义上来说，海上油气生产设施退役后的废弃处置主要包括四种处理方式：原地

弃置、异地弃置、改作他用和全部移除。

首先，研究认为，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过程从本质上应区别于全部拆除或改

作他用，弃置过程应包含留置过程，不包含留置设施或留置过程的都不应属于弃置。对于

改作他用的，根据《海工条例》第三条，应纳入海洋工程管理范畴；对于全部拆除的，根

据《海工条例》第二十八条，同样应该纳入海洋工程管理范畴。

其次，根据弃置处置方式不同，弃置又分为原地弃置和异地弃置。本标准草案目前重

点围绕原地弃置和异地弃置的原地弃置部分，提出了处置技术要求和生态环境影响论证技

术要点。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异地弃置的，除应满足标准要求外，还

应根据海洋倾废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倾倒区选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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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为妥善解决弃置需求，最大限度地降低弃置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保护海洋

生态环境，并力求本标准内容能够与国内现行弃置有关的标准规范内容有效衔接，编制组

研究考虑将 IMO《指南与标准》中关于拆除和弃置的有关要求作为本标准弃置处置技术要

求的原则和底线，具体如下：各类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原则上不得低于

IMO《指南与标准》的相关要求，同时，做好与现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

（SY/T 6980）等国内标准要求的衔接。低于 IMO《指南与标准》要求的，调整内容与之

一致；符合 IMO《指南与标准》最低要求的，保持处置技术要求与国内标准要求一致。

5.5 弃置处置技术要求

5.5.1 一般原则

废弃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妨碍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应全部拆除，不得翻倒处置。内水

和领海以内海域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应拆除至相关弃置管理规定要求的切割深度；领海以外

海域留置设施不得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的使用。

当发生极端状况（如：台风、海啸、地震等）导致废弃设施的结构损坏，可能给拆除

作业人员带来人身伤害时，可全部或部分原地弃置，或者异地弃置；弃置前应尽可能关闭

所有油舱（柜）的阀门和通水（气）孔。

编制考虑 1——有关翻倒处置的考虑：废弃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妨碍海洋主导功能使

用的应全部拆除，不得翻倒处置，即如后续管理过程中有原地翻倒处置的需求，若不妨碍

海洋主导功能使用，则允许进行。

编制考虑 2——有关切割深度的考虑：基于切割深度的实际可操作性和海洋生态环境

影响，同时考虑未来《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针对切割至泥面以下 4m的要求

可能会进一步调整，标准文本对于弃置设施切割深度的要求引用弃置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

规定，并未直接明确切割至泥面以下 4m。

编制考虑 3——关于领海以外留置设施不得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的使用相关表述的

考虑：领海以外，废弃设施弃置未拆至海床的留置设施均不得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的使

用，例如对于海底管缆、系泊系统等一些设施部分结构可能与导管架相连形成立管结构或

直立于海床，在进行拆除时同样需要确保留置设施不得对其他海洋功能产生影响。

编制考虑 4——特殊情形的编制考虑：对于弃置作业过程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情况（如

台风、海啸、地震等极端情况）导致废弃设施的结构损坏，可能给拆除作业人员带来人身

伤害时，可全部或部分原地弃置，或者异地弃置；弃置前应尽可能的关闭所有油舱（柜）

的阀门和通水（气）孔。该内容是基于《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相关原则，

针对特殊情形下提出的特殊的处置要求，此外，根据《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及其

《实施办法》第三十、三十一条的有关要求编制本条款。

5.5.2 固定式平台

固定式平台弃置，其上部设施应清洗干净、全部拆除，并进行无害化处理、回收或再

利用。

钢质固定式平台下部结构弃置，根据其所在海域水深和在空气中重量分为不同的处置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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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平台的下部结构可不全部拆除，具有储油功能的下部结构弃置前应进行清洗。

制订依据 1：参考借鉴 IMO《指南和标准》、《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将

海底管道之外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分为上部设施和下部设施，其中上部设施必须拆除上岸，

下部设施根据其质量、材料和所在水深分别提出技术要求。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

暂行办法》中的要求，内水和领海以内海域，弃置设施的全部拆除应切割至泥面以下 4m；

根据 IMO《指南和标准》要求，留置设施上覆水水深不得小于 55m。对于领海以外海域，

将 100m作为分界，分别提出了拆除与切割的最低要求。

制订依据 2：混凝土平台的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参考借鉴 IMO《指南和标准》、《OSPAR

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英国的《海上设施和管道撤除指南》的相关要求，即混凝土平

台下部结构可不全部拆除，具有储油功能的下部结构弃置前应进行清洗。

5.5.3 可移动式平台和浮式装置

可移动式平台在油田终止一切生产活动后，应清洗干净、浮起并拖运到指定地点。

浮式装置在油田终止一切生产活动后，应清洗干净、与系泊系统分离，拖运至指定地

点。

上述两类设施弃置过程中尽量做好清洗工作。

制订依据：与国内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相关要求保持一

致。

5.5.4 水下生产系统和系泊系统

水下生产系统和系泊系统的弃置，根据其所在海域水深分为不同的处置要求。

制订依据：水下生产系统和系泊系统的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同油气平台下部设施的弃置

要求相类似，具体技术要求借鉴了 IMO《指南和标准》、《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

的相关要求，将 100m作为分界，分别提出了拆除要求。

水下生产系统和系泊系统在经过弃置拆除后，剩余结构一般无法稳固的立于海床之上，

因此，与平台导管架不同，留置设施多数不存在上覆水水深一说。但也有特殊情况其结构

附着于平台导管架上，其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则应参照一般原则的要求，即领海以外海域留

置设施不得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的使用。

5.5.5 开发井

应拆除一切可能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或影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的设施，其回收、封

隔、封堵执行 SY/T 6845的相关要求。内水和领海以内海域的弃置，所有套管、桩、井口

装置等结构物应拆除至相关弃置管理规定要求的切割深度；领海以外海域的弃置，留置设

施不得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的使用。

制订依据：尽管在《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和《海上油气生产设

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中，弃井均包括海上油井、气井和水井等不同类型，但在弃

置处置技术要求中则并未做出区分而是统称为开发井废弃处置，并将技术要求引向《海洋

弃井作业规范》（SY/T 6845），同时，根据其有关要求，永久弃井作业要求中也并未对开发

井进行区分，仅做总体规定，因此，在本标准中将其统称为开发井的弃置，其弃置处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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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参考《海洋弃井作业规范》（SY/T 6845）确定。

5.5.6 海底管道

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海底管道应全部拆除。不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

海底管道可原地弃置，弃置前移除所有管道阀门和其他配件，对管道进行油污清理、填充、

留置段断开、端口封堵后维持原状，并视情采用压块或两端掩埋等方式保证弃置海底管道

的稳定性。

制订依据 1——海底管道全部拆除的弃置要求：海底管道全部拆除的不存在留置设施，

根据《海工条例》应执行海洋工程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拆除。

制订依据 2——海底管道原地弃置的弃置要求：经调研，我国海底管道水深小于 60m

的多以挖沟埋设为主，其上部覆盖沉积物层厚度超过 1.5m，因此，为了减轻海底管道弃置

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水深小于 60m的海底管道弃置可采取原地弃置的方式，但实

际可能存在由于地质条件限制导致挖沟掩埋的海管部分区段裸露（无法保证其掩埋深度），

因此，从最大程度降低弃置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角度考虑，提出原地弃置的海底管道

在进行清理、填充（海水、淡水、氮气等）、留置段断开、封堵等措施后维持原状的要求，

即原状态为掩埋的保持掩埋状态，原状态为铺设的保持铺设状态，但应保证弃置海管的稳

定性。

5.5.7 连接管缆与海底电缆

软管、海缆及脐带缆等连接管缆的弃置，应清洗干净后全部拆除，如果全部拆除存在

困难，可原地弃置，但不得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的使用。

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海底电缆应全部拆除，不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

海底电缆可原地弃置。

制订依据：经调研，软管、海缆及脐带缆等连接管缆在海上多采取铺设方式，位于泥

面及以上，拆除难度较小，建议全部拆除。此外，根据《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

书》、《平台及人工构造物专项评价指南》的要求，对于传输污染物的管缆设施在弃置前应

做好清洗工作。如连接管缆与海底电缆的拆除的确存在困难的，在不影响海洋主导功能的

前提下可原地弃置。对于其配套设施的弃置，可执行弃置处置技术要求中“一般原则”的

有关内容。

表 6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本标准中的条款 依据或引用的国际公约或国内外法规中的条款
第 5.2.1条上部设施

“固定式平台弃置，其上部设施应清洗干净、

全部拆除”

英国，《1998年石油法有关海上设施和管道退役的行业指南》

（2018.11版）中的第 7.7条

第 5.2.2.1条 钢制固定式平台

第 5.5.3条连接管缆

“软管、海缆及脐带缆等连接管缆的弃置，应

清洗干净后全部拆除，…”

第 5.4条水下生产系统

a) 内水和领海以内海域，应拆除至相关弃置管

理规定要求的切割深度

泰国，泰国石油学会《泰国上游设施退役指南草案》（2008）
“桩基和其他设施应拆除至泥面以下约 4.6m；所有井口须切割

至泥面以下约 4.6m”

马来西亚，《PETRONAS上游活动程序和指南》（PPGUA）“全

部拆除设施的切割深度应低于泥面 0~1m；井口应全部拆除，根

据海床淤积和侵蚀速率，切割深度应低于泥面 0~2m”
美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工作依据《联邦法规》30 CFR
Part 250.“除主管部门提出特殊要求外，所有海上设施需拆除至

泥面以下 4.6m”

《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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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中的条款 依据或引用的国际公约或国内外法规中的条款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的第 5.3.1.2，第

a条

第 5.2.2.1条 钢制固定式平台

“上覆水水深不得小于55m”

IMO《指南与标准》

马来西亚，《PETRONAS上游活动程序和指南》（PPGUA）“海

上油气生产设施的部分拆除和原地倾倒必须确保留置设施上覆

水水深不得少于 55m”

英国，《海上设施和管道撤出指南》“设施弃置后水下残留部分

的最高点至海面至少为 55m”

第 5.2.2.1
固定式平台 2)条
1) 水深小于 100m，且平台在空气中重量低于

4000t的

IMO《指南与标准》中的第 3.1条、3.2条、第 3.4.1条、第 3.5
条和第 3.6条

第 5.2.2.1
固定式平台 3)条
水深不小于 100 m，或在空气中重量不低于

4000 t的废弃平台

美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工作依据《联邦法规》30 CFR
Part 250.“留置设施或具有极好的稳定性和抗腐蚀性以及不会妨

碍其他海洋功能，或水深大于 800m，满足其一即可酌情调整拆

除深度”

IMO《指南与标准》中的第 3.4.2条和第 3.6条
第 5.2.2.2条 混凝土平台

“混凝土平台的下部结构可不全部拆除，具有

储油功能的下部结构弃置前应进行清洗。”

《奥斯陆和巴黎公约》中的第 3（b）条“1999年 2月 9日前布

设的，在大气中超过 10000t的大型混凝土结构平台和导管架平

台可原地弃置”

第 5.3条 可移动式平台

第 5.5.1条浮式装置

“可移动式平台在油田终止一切生产活动后，

应清洗干净、浮起，拖运至指定地点。”

“浮式装置在油田终止一切生产活动后，应清

洗干净、与系泊系统分离，拖运至指定地点。”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SY/T 6980）的第 5.3.2、
5.3.3和 5.3.4.1条

第 5.5.2条系泊系统

第 5.4条 水下生产系统

“水深小于 100m的，应拆除至海床；水深不

小于 100m的，可不拆除至海床，但留置设施

不得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的使用。”

IMO《指南与标准》3.6条，以及《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

置》（SY/T 6980）的第 5.3.4.2,和 5.3.4.3条

第 5.7条 海底管道

“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海底管道应全

部拆除。不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海底

管道可原地弃置，弃置前移除所有管道阀门和

其他配件，对管道进行油污清理、填充、留置

段断开、端口封堵后维持原状，并视情采用压

块或两端掩埋等方式保证弃置海管的稳定性。”

英国，能源和气候变化部《海上（石油和天然气）设施和管道

的退役》（2012）“实施原地弃置的海底管道必须进行清洁和填

埋，以保证其无害，尤其不能影响通航安全，挖沟填埋的，应

保证管顶距泥面不小于 0.6m”

马来西亚，《PETRONAS上游活动程序和指南》（PPGUA）“海

底管道如原地弃置应进行冲刷、海水填充、切割和封堵，最后

填埋深度为低于泥面至少 1m。”
美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工作依据《联邦法规》30 CFR
Part 250.“将管道两端填埋于海床 3英尺（1m）以下的位置”

IMO《指南与标准》3.6条以及《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废弃处置》

（SY/T 6980）的第 5.3.5条“将管道两端掩埋于海床 0.9m以下

的位置”

第 5.8条 海底电缆

“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海底电缆应全

部拆除，不妨碍其他海洋主导功能使用的海底

电缆可原地弃置。”

美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工作依据《联邦法规》30 CFR
Part 250.1701-1754

5.6 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

5.6.1 技术要点主要内容确定的总体思路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生态环境影响因素与疏浚物等废弃物海洋倾倒应有所区别。

依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要求，平台原地弃置应编制环境影响论证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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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包括弃置作业期对海洋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分析、弃置后漂离原地的风险分析、弃置

后腐蚀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的影响分析、弃置后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分析等内容。为此，

编制组结合《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有关内容及其修订思路，针

对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两个阶段，提出应重点围绕弃置活动对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海

洋生态和其他用海的影响开展评估。主要考虑与编制思路如下：

一是，根据《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框架下的《平台及人工构造物专项评

价指南》，平台在海上弃置处置的，应重点关注对人类健康、海洋资源以及其他合法用海的

影响，为此，对于生态环境敏感区域也是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的重要对象，包括海岸线、

滨海浴场、风景区或具有重要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区域、保护区、航道、军事禁区等的影响；

二是，根据《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主管部门应避免倾倒活动对渔业资源和

其他海上活动造成影响。现行《海洋倾倒区选划技术导则》（HY/T 122）中要求的倾倒环境

影响评价的重点评估对象包括对渔场、自然保护区、滨海游乐场、航道、锚地、军事禁区

等，评估内容要求对航道淤积及航运交通安全的影响评估。由此可见，海上油气生产设施

弃置活动作为海洋倾废的管理范畴，其对航行安全、军事活动等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也是

应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

综上，本标准将弃置活动分为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两个重要阶段，重点基于不同阶段

的产污环节、污染物排放特征、环境影响因素识别等，从弃置活动对海水水质、海洋沉积

物、海洋生态、其他海洋功能等方面的影响提出评估分析要点。

5.6.2 一般要求

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应基于弃置前环境现状调查与回顾性分析，重点围绕弃置作

业期和弃置后两个阶段，分析论证弃置的生态环境影响。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应重点关

注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留置设施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由于弃置阶段是海上油气活

动全生命周期的最后环节，因此，油气开发过程中的历史监测资料与评价分析结果对于弃

置活动的影响分析至关重要。

弃置过程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可适当简化弃置环境影响评估内容。该内容的

编制考虑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指弃置工艺简单、不涉及泥面下切割等对环境影响

较大环节的设施弃置，如领海外水深不小于 100m的设施的弃置；二是弃置过程不涉及产

污环节、或产污环节中污染物的产生和释放量较小的弃置过程，如清洗废水集中收集处置、

不排海的；三是对于领海以外海域设施弃置的，由于弃置所在海域环境自净能力较强，海

洋生态敏感区相对较少。因此，少量污染物的释放不会对海洋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诸如

此类，可适当简化弃置环境影响评估的内容。

5.6.3 环境影响因素识别

由于目前国内尚未出台有关弃置环境影响评估的标准规范，为了明确海上油气生产设

施弃置环境影响特征因素，编制组广泛查阅、梳理和借鉴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和典型案

例，据此，提出了弃置活动环境影响参考因素列表。关于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内容的编制过

程与考虑如下：

国外方面，重点分析梳理了《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OSPAR公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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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特拉决定”、IMO《指南与标准》，3部国际公约指南以及英国、美国、挪威等国家关

于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的有关要求内容；

国内方面，分析研究了国内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案例（见附表 1），涵盖黄渤海、东

海和南海海域的不同弃置设施类型，包括固定式平台、可移动式平台、浮式装置、系泊系

统、连接管缆、井口、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缆等。研究提出了不同弃置设施类型以及不

同弃置环节（清洗、封堵、拆除和留置）的环境影响因素识别要点和内容。具体如下：

（1）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清洗阶段

为避免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过程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损害，弃置前均需清洗，

清洗过程中产生的固体碎片、污油污泥、油棉纱、凝结油块及锈渣和砂等含油杂质等废物

以及附着在设施表面、残留在容器管缆内部的污染物可能伴随富含清洗剂的清洗液进入海

洋环境，因此，须重点关注海水海洋环境中特征污染物含量的变化。目前，根据国内外相

关典型弃置案例情况，提出了海上油气生产设施清洗过程主要环境影响因素：

悬浮物是各类弃置设施在清洗过程中产生的一类物质，海上油气设施常年矗立于海水

中，平台下部设施、连接管缆、水下生产系统和海底管道等的表面不可避免的生长或附着

大量的生物体、有机碎屑和悬浮物，在清洗和冲刷过程可能进入海水中。

石油烃类物质和化学品是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特征污染物，一般附着在平台或生产设

施表面，以及残留在海底管道、连接管缆和井口中，在清洗过程中可能进入海水。

重金属主要以锈渣/残存的形式或伴随钻屑、泥浆和清洗水等进入海水，主要包括汞、

镉、铁、锌等。

其他物质如化学药剂或清洗剂等也会伴随清洗废水进入海水。

（2）井口的封堵和废弃

实施海上油气井口的封堵与废弃过程应重点确保封井设施具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在井

口封堵和废弃过程中，可能会有少量石油烃类物质从封井缝隙或空隙中泄漏到海洋环境中，

因此，海水中石油类物质的含量应作为首要关注的污染要素。

（3）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拆除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拆除是弃置作业的重要环节。根据拆除切割原理的不同分为聚能

切割法和非聚能切割法两大类。聚能切割法适用于水下导管架桩腿的切割，实施切割时会

在确定位置安装炸药爆破切割，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损害均较大。该方法的使用将

产生较为强烈的水下冲击波和水下噪声，应重点关注对海洋生物的影响与损害。此外，在

炸药安装前还需要对桩腿周边的淤泥进行冲水清淤，由此产生海底扰动所造成的悬浮物含

量的增加以及海底污染物再悬浮是环境影响评估的要点。非聚能切割法是目前使用范围更

为广泛的切割方法，可用于上部设施、下部设施以及海底管道、海底电缆等的切割。根据

切割工艺不同分为金刚石绳锯切割法、水力切割法、机械切割法和热切割法等；根据切割

位置的不同又可分为内部切割和外部切割。非聚能切割法对海洋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且

主要发生在水下切割的实施过程和准备过程中。具体来说环境影响因素重点关注内容包括

以下两方面：

一是悬浮物。在拆除切割准备与实施过程中，因油气平台下部设施及其附属设施或海

底管缆周边的清淤、挖掘、切割等过程造成的海底扰动（冲刷、掩埋）导致海水悬浮物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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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或海底污染物的再悬浮。

二是石油烃类物质、化学品和重金属。在切割油气管道、油气井等生产设施的过程中，

因切割导致结构破碎，而造成的石油烃类物质、化学品等残存污染物的泄漏，或切割产生

的重金属（铁屑等）进入海洋环境。

（4）设施的留置

弃置设施经拆除后，留置部分会在海水的长期腐蚀和冲刷作用下发生崩坏和破损，并

向海洋环境中释放重金属、石油烃类物质等污染物。此外，可能因占用海域资源，对其他

海洋功能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弃置设施留置部分需要重点关注的环境影响因素包括：

一是重金属、石油烃类物质等污染物。留置设施受海水腐蚀作用，会将结构中重金属

释放到海洋环境中，此外残留的石油烃类物质或其他化学品等污染物也可能同时发生泄漏。

二是留置设施所在海域位置对其他海洋功能可能产生干扰。

5.6.4 环境现状与回顾性分析

油气活动停止后的现场调查及评价对于分析和评估弃置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至关重

要，并可作为弃置活动开始前，弃置所在海域生态环境状况的背景状况资料。因此，现状

资料调查内容包括水文动力及地形地貌、海水水质环境、沉积物质量环境和海洋生态环境

等，并应至少包括一次油气活动停止后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海水水质、沉积物质量和海

洋生态）调查，样品采集和分析检测应符合 HJ 442和 GB 17378的要求，调查范围基于弃

置的产污环节与污染物排放量确定，应覆盖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范围，调查站位布设应符合

GB/T 19485的相关要求，调查要素和因子依据不同类型弃置设施的环境影响因素识别结果

确定。环境现状分析方法参见 HJ 2.1和 GB/T 19485。

回顾性分析应包括弃置设施的生产情况、运行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事故或事件、污染物

排放情况以及周边海域海水水质、沉积物质量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总体上，回顾

性分析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弃置设施的生产情况及运行过程中的环境污染事

故或事件、污染物排放情况，当弃置设施在以往的运行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损害事故或事

件的，应重点关注污染位置、污染要素和污染程度等重要信息，并对弃置方案做出调整，

避免弃置活动造成海洋环境的二次污染；另一方面是弃置设施所在海域海水水质环境、沉

积物质量环境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情况和趋势性分析，为弃置活动的生态环境影响

分析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5.6.5 弃置作业期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析要点

（1）海水水质环境影响分析

弃置作业期设施的清洗、井口的封堵和废弃、设施拆除等过程所产生的各类主要污染

物将进入到海水环境中，对海水水质产生影响。因此，弃置作业对海水环境的影响分析至

关重要。总体上，海水水质环境影响分析应在水文动力现状分析、海水水质环境现状调查

与回顾性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和预测弃置作业对海水水质的影响，论证弃置活动对海水水

质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根据产污排污情况和工程规模的不同，弃置对海水水质的影响分

析分两个层级（定性/定量分析和定量预测）。基于清洗废水排海量和施工工程规模（开挖/

回填量、挖沟长度等）、设施所在海域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情况，参见 GB/T 19485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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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涉及对海水水质环境影响较大的弃置过程的，应定量预测海水悬浮物、石油类的浓

度变化及空间分布；对海水水质环境影响相对较小的弃置过程，定性或定量分析评估弃置

作业产生和释放的污染物对海水水质造成的影响。具体来说，弃置活动对海水水质可能造

成的影响或潜在威胁的大小，需参见 GB/T 19485的相关要求（评价等级划分及不同评价等

级的影响预测要求）确定，即清洗废水排海量、施工规模（如开挖/回填量、挖掘长度等）

较大的或弃置设施所在海域周边存在生态环境敏感区的，应开展定量分析预测，其他设施

弃置可仅进行定量/定性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本标准影响分析技术要求的可行性，编制组对现有国内案例进行分析，

具体见附表 2。结果表明，多数弃置项目工程规模和产污排污量均较小，一般来说可以适

当简化影响分析评估内容、无需开展定量分析预测，但由于部分弃置项目毗邻自然保护区、

海洋生态红线区以及重要渔业水域，邻近海域的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相对较多，因此，需

开展定量分析预测。因此，整体来看，对于弃置所在海域位于内水及领海以内海域的，影

响评估要求一般高于领海以外海域。

（2）海洋沉积物环境的影响分析

弃置作业对海洋沉积物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设施拆除过程产生的海底扰动，因此，沉积

物质量环境影响分析应在沉积物质量现状调查与回顾性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分析弃置作业

期因清淤、挖掘等产生的海底扰动，造成海洋沉积物环境的变化，明确弃置活动对海洋沉

积物质量的影响，论证弃置对海洋沉积物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3）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弃置作业对海洋生态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海水和栖息地的影响间接产生的，因此，对

于海洋生态影响分析应在水文动力及地形地貌现状调查、海水水质环境影响分析、沉积物

质量环境影响分析、海洋生态环境现状与回顾性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和预测弃置作业期对

海洋生态的影响，论证弃置活动对海洋生态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海洋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应包括对海洋生物质量、生物生态状况、海洋渔业资源、其他珍稀濒危海洋生物和生态环

境敏感区的影响分析。具体来说，海洋生物质量影响分析应在生物质量的现状调查与回顾

性分析的基础上，分析生物体内重金属、石油烃等污染物含量可能出现的变化，分析论证

弃置作业对生物质量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弃置作业对海洋生物生态的影响主要来自于悬浮物和石油烃类物质等污染物的向海排

放，因此，海洋生物生态的影响分析应基于海水水质环境影响分析结果，涉及需要对海水

水质进行定量预测的，应参见 SC/T 9110评估污染物浓度变化对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

栖生物、游泳动物等的影响与损害；反之，影响不大的，定性或定量分析评估弃置作业对

海洋生态的影响。

弃置作业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分析，应在渔业资源种类组成、分布、群落数量、密

度和多样性等调查和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分析弃置作业的影响，因此，海洋渔业资源的影

响分析应基于海水水质环境影响分析结果，涉及需要对海水水质进行定量预测的，参见

SC/T 9110评估污染物浓度变化对鱼卵、仔稚鱼等海洋渔业资源的影响与损害。反之，影响

不大的，定性或定量分析弃置作业对渔业资源，包括鱼卵、仔稚鱼的生长繁殖，渔业资源

栖息地（重要渔业水域）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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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置作业对珍稀濒危海洋生物等的影响来自于悬浮物和石油烃类等污染物的向海排放，

因此，对于其他海洋生物的影响分析可基于水质分析结论，并结合周边海洋哺乳动物、珍

稀濒危海洋生物的种类组成、分布、群落数量、密度和多样性等的历史调查结果，分析阐

明弃置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或损害，并论证弃置作业的影响是否可以接受。

对于弃置活动的影响可能涉及海洋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特殊生境等生态环境敏感

目标的，应基于敏感区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分析阐明弃置活动的影响。

（4）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分析

依据海洋倾废影响论证关注重点，弃置活动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应重点论证弃置作

业期因船舶载具的施工对周边海域其他海洋功能或用海的干扰，应当关注的内容主要包括

弃置作业过程和弃置设施的拖拽或翻倒处置造成的对水上水下通航、渔业捕捞和军事活动

等的影响。

5.6.6 弃置后留置设施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分析要点

留置设施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于设施腐蚀、污染物释放，以及留置设施由

于自身结构的损害、崩坏、漂离原地或因留置设施占用海域空间对其他海洋功能产生影响

等几个方面。

留置设施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应在对留置设施所在海域生态环境状况的回顾

性分析基础上，结合留置设施所在海域海水质量和沉积物质量的现状调查结果，类比分析

留置设施的腐蚀速率、重金属和残留污染物等的释放速率等，分析评估留置设施对海洋生

态环境的影响。水/泥温、pH、Eh、Fe3+/Fe2+、电阻率、碳酸盐、硫化物和硫酸盐还原菌等

可作为判别海洋环境腐蚀强度的主要因素。同时还可以采取类比周边其他同类海上油气设

施评估重金属腐蚀释放速率、残存污染物释放强度等。具体来说，留置设施在海洋环境中

受到的冲刷与腐蚀作用较为复杂，国际上对于海洋沉积物的腐蚀性评价尚无统一的标准，

原因在于腐蚀评价因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般来说，影响海洋沉积物腐蚀强度的因素可

大体分为三类，包括物理因素（水文动力、沉积物类型、电阻率和温度），化学因素（Eh、

Es、pH、重金属含量以及有机物的含量）和生物生态要素（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等）。近

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各国学者针对不同的油气田的沉积物腐蚀性状况开展了

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分析，但在研究结论的系统性和普适性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为此，在

本标准的编制中并未直接提出海洋环境腐蚀强度的评价因子，仅在编制说明中给出了相关

的建议。

留置设施对其他海洋功能产生的影响，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分析留置设施

对渔业生产和渔业捕捞活动的潜在影响；二是分析留置设施对水上水下通航活动的潜在影

响；三是分析留置设施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如对军事活动的干扰和影响等。对于留置

设施可能对生态环境敏感目标造成损害或潜在影响的，还应基于设施腐蚀释放污染物强度

的评估结果，分析留置设施是否会对敏感目标造成影响或损害。

5.6.7 留置设施风险分析

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应关注留置设施漂离

原地的风险。留置设施在海水长期腐蚀、冲刷作用下，设施表面和结构会发生腐蚀、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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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洋动力作用下漂离原地。因此，弃置风险分析应在留置设施结构稳定性的回顾性分析

结论基础上，将留置设施漂离原地的可能性及其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作为分析的重点。

5.7 环境保护措施和监测计划

5.7.1 环境保护措施

为进一步降低弃置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编制组提出，实施弃置活动的，应执行安

全、科学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方法，建立配套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案，重点围绕周

边海域生态环境敏感目标，针对不同弃置过程、阶段及其产污环节提出有效的减缓措施与

弃置作业方案。重点内容包括：

一是，根据《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的有关要求，结合《防止拆船污染环

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为了确保海上油气生产设施

弃置作业安全，避免弃置过程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污染损害，涉及石油烃类物质、化学品

等物质传输、存储等的各类设施在弃置前需进行清洗。清洗应重点关注石油烃类物质或其

他可能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的物质，清除易燃、易爆和有毒物质，移除能够产生漂浮垃圾的

材料，并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防止溢出、散落水中的油类和其他漂浮物扩散。同时，清洗

时应使用对环境无害、可生物降解的清洗剂。实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清洗时，应做好冲洗

废水的集中回收与处置工作，所有含油污水未经处理不得直接排海，排放应符合GB 4914

的有关要求，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废物应妥善处理，涉及污油污泥、凝结油块、油纱布

等应做好集中回收与处置工作。

二是，实施油气井封堵废弃时，确保封堵油气井设备具备良好的工作状态，封堵后的

油气井口不得出现石油烃类污染物“跑、冒、滴、漏”的现象。油气井口封堵过程中宜通

过加装隔水管和集油槽、在作业区域下方铺垫吸油毛毡、使用吸油材料等方式避免油污入

海，出现少量油污时，应尽快使用吸油材料吸除后回收。

三是，应根据不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类型，选择科学合理的切割方法。在切割准备与

切割过程中，清淤、挖掘、桩腿内排泥或海底扰动（冲刷、掩埋）等过程，会造成海水悬

浮物含量的增加，应采取围挡、减轻扰动等方式减少悬浮物的产生；设施的切割与拆除过

程中，会有破碎的设施结构碎片散落，对其他海洋功能产生干扰，应尽量做好切割结构碎

片的清洗与收集工作；采取聚能切割方式的，在实施弃置设施拆除前，应做好海洋生物的

驱离工作，控制爆炸剂量和范围，降低对海洋生物的损害。此外，对于弃置设施在以往的

运行过程中出现环境污染损害事故或事件的，应重点关注污染位置、污染要素和污染程度

等重要信息，并对弃置方案做出调整，避免弃置活动造成海洋环境的二次污染。

四是，设施留置时应提高留置设施结构的稳固性，在海浪、海流、潮流、风暴或其他

可预见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不会漂离原地，降低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

五是，实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船舶载具和施工人员，应落实、做好污染防治与

减排措施，船舶载具污染物排放与处理执行GB 3552要求，人员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执行

GB 4914要求，生产垃圾禁止排海，并依据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有关要求集中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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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合理安排施工作业计划，施工作业应尽量避让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物种的繁殖

期、越冬期、迁徙（或洄游）期等关键活动期，选取施工工艺时应取消或调整可能对海洋

生态环境造成显著不利影响或损害的工艺等。

表 7环境保护措施考虑依据

内容 考虑依据

a)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前，应清理石油烃

类化合物或其他可能导致海洋环境污染的物

质，清除易燃、易爆和有毒物质，移除能够产

生漂浮垃圾的材料，并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防

止溢出、散落水中的油类和其他漂浮物扩散。

b)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停产后应立即进行清

洗，并使用对环境无害、可生物降解的清洗

剂。清洗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废物应妥为处理，

包括清洗废水、污油污泥、凝结油块、油纱布

等的集中回收与处置工作，含油污水未经处理

不得直接排海，确需排放的，应符合GB 4914
的有关要求。

1、《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框架下的《平台及人工构

造物专项评价指南》提出，尽管弃置作业前会依据相关要求对拆除设

施进行严格的清洁，但在海上拆除过程中，仍可能会释放污染物，例

如石油烃类物质、天然气以及生产设施中残留的化学品和清洗剂等。

为此，在弃置中应明确和实施监测计划或采取其他减缓措施。

2、参考《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要求拆船单位在废船拆

解前，必须清除易燃、易爆和有毒物质；关闭海底阀和封闭可能引起

油污水外溢的管道。垃圾、残油、废油、油泥、含油污水和易燃易爆

物品等废弃物必须送到岸上集中处理，并不得采用渗坑、渗井的处理

方式。

3、《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GB 4914）规定了

我国管辖海域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生产水、钻井液等其他污染物的排

海管理要求，生产垃圾和其他垃圾禁止排海。

c) 实施油气井封堵废弃时，确保封堵油气井

设备具备良好的工作状态，避免封堵后的油气

井口出现石油烃类污染物“跑、冒、滴、漏”

现象。油气井口封堵过程中，宜通过加装隔水

管和集油槽、在作业区域下方铺垫吸油毛毡、

使用吸油材料等方式避免油污入海。

1、根据美国海上油气井废弃封堵要求以及海上弃置案例分析结

果，美国提出了在实施油气井的封堵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封堵方式，

防止石油烃类物质的泄漏。

2、《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GB 4914）规定了

我国管辖海域石油勘探开发过程中生产水、钻井液等其他污染物的排

海管理要求，生产垃圾和其他垃圾禁止排海。

d)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拆除过程，可采取围

挡、减轻扰动等方式减少悬浮物的产生，做好

切割结构碎片的清洗与收集工作，避免散落、

破碎的设施结构碎片对其他海洋功能产生干

扰；采取聚能切割方式的，应控制爆炸剂量和

范围，减低对海洋生物的损害；对于弃置设施

在生产运营期间出现环境污染损害事故或事件

的，应重点关注污染位置、污染要素和污染程

度等重要信息，并对弃置方案做出调整，避免

弃置活动造成海洋环境的二次污染。

e) 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过程中，一旦出现

溢出、散落水中的油类和其他漂浮物，必须及

时收集处理。

1、根据美国和英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案例，设施在拆除准备

过程和切割过程中会对设施周边进行清洗和冲刷，由此会造成海底悬

浮物质的再悬浮，因此，提出应采取有效措施降低悬浮物质的产生

量。同时，油气田周边海洋沉积物可能因污染事故/事件出现石油类

等污染物含量超标的情形，因此，拆除处置过程应尽量减小海底扰

动。

2、根据美国和英国的弃置案例，采取聚能切割方式的，爆炸过程

可能对海洋生物产生影响和损害，因此，应控制爆炸剂量和范围，减

小生态环境影响。

3、根据英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管理要求，退役活动完成后，

应进行适当的调查，以识别和回收海底的任何碎片或其他障碍物。调

查区域将取决于每个退役项目的具体情况，最低要求是在任何安全区

的设施半径500m内进行调查，或覆盖退役管道两侧50m的区域。

4、参考《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要求在水上进行拆船作

业的拆船单位和个人，必须事先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防止溢出、散落

水中的油类和其他漂浮物扩散。在水上进行拆船作业，一旦出现溢

出、散落水中的油类和其他漂浮物，必须及时收集处理。

f)留置设施应进行清理、清洗或防腐蚀处

理，作业过程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油类、油性

混合物或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洋环境。

g)设施留置时应提高留置设施结构的稳固

性，降低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

1、《OSPAR公约》、《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和《平

台及人工构造物专项评价指南》均要求开展留置设施对其他海洋功能

的影响评估。

2、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需要开展留置设施

漂离原地对其他海洋功能影响的风险评估。

3、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弃置平台的海上留

置部分，应当进行清洗或防腐蚀处理。海上清洗或者防腐蚀作业，应

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油类、油性混合物或其他有害物质污染海洋环

境，清洗产生的废水必须经过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h) 实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船舶载具和

施工人员，应落实、做好污染物防治与减排措

施，船舶载具污染物排放与处理执行GB 3552

1、《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GB 3552）
2、《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GB 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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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考虑依据
要求，人员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执行GB 4914
要求，生产垃圾禁止排海，并依据固体废物污

染防治有关要求集中处置。

i) 施工作业应避让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物种

的繁殖期、越冬期、迁徙（或洄游）期等关键

活动期，取消或调整产生显著不利影响的施工

工艺等。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GB/T 19485 ）及其最新修

订内容

5.7.2 监测计划

监测计划应能够有效反映弃置作业期及弃置后留置设施对海水水质环境、沉积物质量

环境、海洋生态环境等的实际影响。

因此，为有效了解、掌握和监督管理弃置过程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编制组研究提

出，应结合弃置设施类别、工艺和产污特征等，明确弃置作业期及弃置后监测计划。监测

计划应重点围绕三个方面：一是针对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过程排污情况的监测，内容应

基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产污环节和污染物排放特征确定，主要包括监测因子、监测频

次、监测数据采集与处理、分析方法等，同时，应明确监测内容，重点考虑清洗废水、生

活污水、船舶排放污染物的油类含量、化学需氧量等；二是针对弃置活动所在海域生态环

境状况的事中事后跟踪监测，内容应基于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可能对海水水质环境、沉积

物质量环境和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主要包括监测范围、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测

频次、分析方法等，此外，考虑到油气田所在海域自然状况的差异性，编制组提出，对于

领海以外海域且不涉及清洗废水排海的，可降低跟踪监测要求；三是，针对留置设施状况

的监测，根据《海洋石油平台弃置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要求，对于留置设施完整性和稳

定性等情况的调查与监测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本标准提出，对于留置设施所在海域的海

底状况应明确相应的监测计划，内容包括留置设施完整性和稳定性、留置设施距海底表面

距离、留置设施上覆水水深等。

5.7.3 附录 B

在参考和借鉴《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

书》，美国、英国和国内既有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案例的基础上，编制组根据海上油气

生产设施弃置活动的弃置作业期和弃置后两个阶段分清洗、井口封堵与废弃、设施拆除和

留置等过程分类提出弃置环境影响因素，重点参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OSPAR公约》及其“辛特拉决定”通过出台“海上设施废弃处置评估建议框

架”，提出了弃置设施清洗过程中需要关注的环保要点以及弃置过程对海洋生态环境和其

他海洋功能的影响，并提出应考虑弃置设施留置后，污染物从装置中逃逸的速率。

（2）《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出台了《海洋倾倒物质评价指南》，用于指

导和规范海洋倾倒活动，其中《平台及人工构造物专项评价指南》提出尽管弃置作业前会

依据相关要求对拆除设施进行严格的清洁，但在拆除过程中，仍可能释放以碳氢化合物为

主的石油烃类物质、天然气以及生产中使用残留的化学品等污染物。同时，进一步提出弃

置过程应重点关注对其他海上设施、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如产卵场、育幼场和索饵场）、

生物重要栖息地、鱼类迁徙路径和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其中，还应包括栖息地环境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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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质量变化情况等重点内容。此外，油气管道及储池等存储污染物的设施弃置过程

还应关注其贮存污染物（包括消泡剂、破乳剂、防腐剂、杀菌剂、润滑剂、冷却剂）的排

海情况；应将评估重点放在留置设施对所在海域周边生态环境、生态环境敏感目标和周边

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

（3）美国主管部门针对不同油气生产设施如甲板、导管架、管道等均提出了相应的弃

置要求，并给出了具体的产污环节与污染因子。其中，油气井口的封堵应重点考虑石油烃

类物质的泄漏；海底管道的拆除应关注石油烃类物质；平台上部设施的储水池应关注沥青、

化学废料、焦油、工业垃圾、废润滑油和风化油等。

（4）英国通过《海上石油生产和管道环境影响评估条例》建立了相应的环境管理体系

（EMS），要求实施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前，执行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并提出一系列环

境影响因素及评估要点内容。具体内容包括：

一是，执行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影响评估制度，重点围绕弃置活动可能对生态环境

造成的影响或潜在的损害，评价对象应主要包括海水水质环境、沉积物质量环境和海洋生

态环境，以及对其他海洋功能的影响。

二是，油气管道弃置的影响评估，要考虑的因素应包括：对海水水质环境、沉积物质

量环境和水文特征的影响，对珍稀濒危、受威胁或受保护物种的影响，对重要栖息地、重

要渔业资源区造成的影响或损害。为了减小管道弃置的潜在环境影响，实施有效的管道残

留物清洗作业是至关重要的。

三是，弃置作业完成后，应开展所在海域的监测调查与清理两方面工作。一方面，评

估和明确弃置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或损害程度，要点包括监测海水和沉积物中石油

烃类物质的含量、重金属或其他污染物的浓度水平。另一方面，进行海底油气设施碎片的

清理和清除工作，为确保设施弃置切割后碎片、残留物不会引发其他用海风险，要求弃置

活动完成后在弃置设施附近500m范围以内海域进行调查和清理工作。

（5）为评估本标准确定的环境影响因素的适用性与全面性，编制组广泛查阅、梳理并

分析研究了7份国内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案例，涵盖黄渤海、东海和南海海域不同的弃

置设施类别，包括固定式平台、系泊系统、连接管缆、井口、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缆等，

基于此提出将弃置过程分为设施清洗、井口封堵、设施拆除和留置四个环节，并针对不同

弃置设施类型提出相应的环境影响因素（附表1）。

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和依据形成附录B（资料性附录），主要包括海上油气生产

设施弃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及现状调查要素参考表的有关内容。鉴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类

型的多样性、弃置情形或环节的复杂性，附录B有关内容及要求仅为弃置环境影响因素识

别及现状调查要素的基本要点，因此，在实际开展环境状况调查与分析过程中的调查要素

和因子应包括但不限于附录B的有关内容，同时，附录B还对弃置活动的一般情形或部分特

殊情形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6 弃置环保技术要求的适用性分析

弃置处置技术要求方面，为了提升本标准弃置处置技术要求内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编制组参考并借鉴了《联合国大陆架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OSPAR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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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和IMO《指南与标准》等5项国际公约与指南，并统筹

梳理了世界范围内13个地区35个国家的相关要求。出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降低弃置活动

对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的考虑，并力求本标准内容能够与国内现行弃置有关的标准规范内容

有效衔接，将IMO《指南与标准》中弃置有关要求作为本标准弃置处置技术要求的最低原

则和底线，具体如下：一是处置技术要求整体上不低于IMO《指南与标准》的有关要求，

并充分考虑各类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特点；二是采取“分区界定、分级管理”的编制原

则，对于不同海域、不同设施类型的弃置提出相应的处置技术要求。

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方面，为分析本标准确定的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的

适用性与可操作性，编制组广泛查阅、梳理、借鉴国内外相关标准规范和典型案例，国外

方面，重点分析梳理了国际公约与指南以及英国、美国、挪威等国家关于弃置生态环境影

响评估的有关内容；国内方面，分析研究了7份国内既有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案例（具

体见附表1），涵盖黄渤海、东海和南海海域不同的弃置设施类别，包括固定式平台、系泊

系统、连接管缆、井口、水下生产系统、海底管缆等，基于此提出将弃置过程分为设施清

洗、井口封堵、设施拆除和留置四个环节，并针对不同弃置设施类型分别提出环境影响因

素识别考虑，明确了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要点。

此外，依据 2010年发改委印发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废弃处置管理暂行规定》，企业

计提的弃置费应用于井及相关设施的废弃、拆移、填埋、清理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前期准

备等所发生的专项支出，该规定也为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相关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

提供了经费保障。

总体上，本标准的技术要求基于国内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框架，以客观实际出发，参

考和借鉴了国内外相关公约、指南、标准和案例，在充分考量经济和技术可达性的前提下，

最大程度降低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7 标准实施建议

7.1 管理措施建议

（1）编制单位应认真梳理、研究分析征求意见阶段的各类意见建议，分析汇总后对标

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

（2）标准颁布实施后，应及时开展对社会及有关单位的专业培训，使其能够准确掌握

和应用本标准解决实际的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实际问题。各单位应严格按照本标准规

定的各项要求开展相关工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海上弃置活动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或损害、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基本目的，并及时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反馈弃置处置或影响

评估的有关问题，以利于今后进一步修改完善本标准。

（3）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各相关技术支撑单位在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应严格按照标准

要求，对海上油气生产设施的弃置影响评估等相关工作做好把关，规范审批、加强管理。

7.2 技术措施建议

（1）积极推进弃置生态环境影响评估技术方法与弃置处置技术要求等内容的研究，特



37

别是本标准在不同海域、不同类型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估中的应用，促进

影响评估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不断提高。

（2）重视标准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技术问题，及时组织从事弃置处置和弃置生态环

境影响评估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一线人员进行研讨，提出适宜的解决办法，以指导企业开

展相关工作。

（3）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进行重大调整以及弃置处置技术有重大突破性

进展时，应及时组织修编本标准，以适应不断深化的环境管理要求及科学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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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国内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环境影响因素识别案例

海域
项目

位置

弃置设

施类型

处置技术

要求

环境影响要素

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

环境保护措施

清洗过程
井口封堵

和废弃

设施拆除

过程
设施留置 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

黄渤海

锦州

某油

田设

施弃

置项

目

固定式

平台

全部拆除

（泥面下

4m）

悬浮物、石

油烃类、清

洗剂中的主

要污染成分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弃置作业期：海

洋 水 文 动 力 环

境、海水水质环

境 、 沉 积 物 质

量、海洋生态环

境

弃置后：对航行

等其他海洋功能

的影响、平台弃

置后留置设施腐

蚀对海洋环境的

影响

海水水质环境

（悬浮泥沙—

平 台 桩 管 排

泥）、海洋生态

环境（浮游生

物 、 底 栖 生

物、渔业资源

损失）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

物、清洗污水均运回陆地处

理。

2.切割过程中掀起的悬浮泥沙

将利用海水运动自然回填。

3.生活垃圾运回陆上处理，生

活污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4.海底管道防腐采用防腐涂

层、阴极保护。

1. 对渔业生物资源损失进行

经济补偿。

2. 施工作业避开保护区主要

保护物种的繁育期和敏感

期。

3. 采取措施将渔业损失的污

染影响程度降低到最小。

4. 实施渔业生态环境和生物

资源跟踪监测。

开发井

全部拆除

（泥面下

4m）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海底管

道、海

底电缆

原地弃置

石油烃类、

清洗剂中的

主要污染成

分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石 油 烃

类，对其

他海洋功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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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项目

位置

弃置设

施类型

处置技术

要求

环境影响要素

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

环境保护措施

清洗过程
井口封堵

和废弃

设施拆除

过程
设施留置 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

黄渤海

渤西

某油

气田

管道

弃置

项目

海底管

道、海

底电缆

清洗后部

分拆除，

剩余部分

原地弃置

石油烃类、

清洗剂中的

主要污染成

分

/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石 油 烃

类，对其

他海洋功

能的影响

弃置作业期：海

水水质环境、沉

积物质量、海洋

生态环境、海洋

水文动力环境、

航行使用

弃置后：对航行

等其他海洋功能

的影响、平台弃

置后留置设施腐

蚀对海洋环境的

影响

海水水质环境

（海底悬浮泥

沙）、海洋生态

环境（浮游生

物 、 底 栖 生

物、渔业资源

损失量）

1.带有药剂的废液由专业处理

公司集中处理；海水清洗污水

利用污水处理系统处理。

2.船舶污染物按照相关排放标

准要求处理，所有参加海上施

工作业的船舶都应配备符合要

求的油水分离器，含油污水禁

止排放。

3.一般性固体废物全部运回陆

地处理，禁止排海。

4.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海；

生活垃圾收集后运送到陆上由

市政处理。

1.施工作业减少对保护区主

要保护物种影响。

2.采取措施将渔业损失程度

降低到最小。

3.实施渔业生态环境和生物

资源跟踪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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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项目

位置

弃置设

施类型

处置技术

要求

环境影响要素

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

环境保护措施

清洗过程
井口封堵

和废弃

设施拆除

过程
设施留置 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

黄渤海

辽 河

某 油

田 平

台 弃

置 项

目

固定式

平台

全部拆除

（泥面下

4m）

悬浮物、石

油烃类、清

洗剂中的主

要污染成分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弃置作业期：海

洋 水 文 动 力 环

境、海底冲淤环

境、海水水质环

境 、 沉 积 物 质

量、海洋生态环

境、海洋环境敏

感目标

弃置后：对航行

等其他海洋功能

的影响

海水水质环境

（悬浮沙—平

台 桩 管 排

泥）、海洋生

态环境（浮游

生物、底栖生

物 、 渔 业 资

源）

1.生活垃圾运回陆地统一处

理。

2.船舶污染物按照相关排放标

准要求处理，所有参加海上施

工作业的船舶都应配备符合要

求的油水分离器，含油污水禁

止排放。

3.一般性固体废物全部运回陆

地处理，禁止排海。

4.桩管切割拆除时掀起的海底

沉积物将利用海水运动自然回

填。

1.施工期尽量避开 5~6 月份

产卵盛期。

2.制订尽可能详细周密的施

工方案，严格按照施工方案

进行，加快施工进度，减少

海上作业时间，减少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影响。

3.施工过程中，完善环保设

施，并采取积极措施；对突

发性事故，及时与有关渔业

主管部门联系，将渔业损失

程度降低到最小。

开发井

全部拆除

（泥面下

4m）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曹妃

甸某

油田

平台

弃置

项目

固定式

平台

整体拆除

（泥面下

4m）

石油烃类、

清洗剂中的

主要污染成

分、悬浮物

/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弃置作业期：海

水水质环境、沉

积物质量、海洋

生态环境、海洋

利用

弃 置 后 ： 对 航

行、渔业生产等

海洋开发利用活

动的影响

采用类比分析

的方式，预测

弃置活动对海

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

1.弃置作业：海底管道清洗液

处理达标后拆除。

2.船舶作业：机舱水将全部运

回陆地处理；其他船舶污染物

按照相关排放标准要求处理。

3.溢油风险：施工地点附近布

置围油栏；准备在有油溢出的

情况下抛吸油棉毡；参与弃置

作业的施工船舶一旦发生溢

油，将启动船舶溢油应急计

划。

无详细介绍。

海底管

道、海

底电缆

整体拆除

（泥面下

4m）

悬浮物、石

油烃类、清

洗剂中的主

要污染成分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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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项目

位置

弃置设

施类型

处置技术

要求

环境影响要素

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

环境保护措施

清洗过程
井口封堵

和废弃

设施拆除

过程
设施留置 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

黄渤海

渤中

某油

田平

台弃

置项

目

固定式

平台

整体拆除

（泥面下

4m）

石油烃类、

清洗剂中的

主要污染成

分、悬浮物

/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弃置作业期：海

水水质环境、沉

积物质量、海洋

生态环境

弃置后：对航行

等其他海洋功能

的影响、敏感目

标、海底管线留

置物对海洋环境

的影响

海水水质环境

（悬浮泥沙—

平 台 桩 管 排

泥）、海洋生态

环境（浮游生

物 、 渔 业 生

产）、渔业资源

损失量

1.海底管线清洗废水处理达标

后回注；含油固体垃圾返回陆

地回收处置。

2.船舶污染物按照相关排放标

准要求处理；所有参加海上施

工作业的船舶都应配备符合要

求的油水分离器，含油污水禁

止排放。

3.一般性固体废物全部运回陆

地处理，禁止排海，并按照相

关要求进行回收利用或处置。

4.施工期间生活污水处理达标

后排海；生活垃圾运送到陆上

处理。

1.对渔业生物资源损失进行

经济补偿。

2.施工作业避开主要保护物

种的繁育期和敏感期。

系泊系

统
全部移除 未考虑 未考虑 未考虑

连接管

缆

清洗后原

地弃置

悬浮物、石

油烃类、清

洗剂中的主

要污染成分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石油烃类

海底管

道、海

底电缆

原地弃置

悬浮物、石

油烃类、清

洗剂中的主

要污染成分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石油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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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项目

位置

弃置设

施类型

处置技术

要求

环境影响要素

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

环境保护措施

清洗过程
井口封堵

和废弃

设施拆除

过程
设施留置 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

东海

丽水

某油

气田

弃置

项目

固定式

平台

整体拆除

（水面下

55m）

石油烃类、

清洗剂中的

主要污染成

分

石油烃类

石油烃

类、重金

属、悬浮

物

重金属，

对其他海

洋功能的

影响

弃置作业期：海

水水质环境、沉

积物质量、海洋

生态环境、环境

敏感目标

弃置后：海洋环

境影响分析、对

航行等其他海洋

功能的影响

采用类比分析

的方式，预测

弃置活动对海

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

1.弃置作业前的清洗水：处理

达标后排海。

2.生活污水：处理达标后排

海。

3.生产生活垃圾：经粉碎后的

食品废弃物类生活垃圾排海

外，其他生活生产垃圾等固体

废弃物将运回陆地并按照相关

要求进行处置，其中危险废物

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回收利

用或处置。

4.船舶污染物：执行《船舶水

污 染 物 排 放 控 制 标 准 》

（GB3552）、《73/78防污公

约》和《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

控制区实施方案（交海发

[2018]168 号） 》等 相关 要

求。

1.施工单位采取积极的生态

保护措施尽量减少对海洋生

态的影响。

2.施工过程中，完善环保设

施，尽量减少对海洋环境质

量的影响，如遇突发性事

故，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将对海

洋生态和渔业资源的影响降

至最小。

连接管

缆

清洗后原

地弃置

悬浮物、石

油烃类、清

洗剂中的主

要污染成分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石油烃类

开发井

整体拆除

（泥面下

4m）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水下生

产系统

整体拆除

（泥面下

4m）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海底管

道、海

底电缆

原地弃置

石油烃类、

清洗剂中的

主要污染成

分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石油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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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
项目

位置

弃置设

施类型

处置技术

要求

环境影响要素

影响分析 预测分析

环境保护措施

清洗过程
井口封堵

和废弃

设施拆除

过程
设施留置 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保护措施

南海

涠洲

某油

田平

台弃

置项

目

固定式

平台

上部组块

整体拆

除，下部

结构切割

至泥面

石油烃类、

清洗剂中的

主要污染成

分、悬浮物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对其他海

洋功能的

影响

弃置作业期：海

水水质环境、沉

积物质量、海洋

生态环境、海洋

渔业资源损害、

通航环境

弃置后：对航行

等其他海洋功能

的影响、腐蚀对

海洋环境影响、

海洋功能使用和

海洋资源开发

采用类比分析

的方式，预测

弃置活动对海

洋生态环境的

影响

1.船舶机舱含油污水处理达标

后排海。

2.作业人员生活污水处理达标

后排海。

3.作业人员生活垃圾：除食品

废弃物以外的生活垃圾运回陆

地处理，不排海。

4.作业生产垃圾：分类收集运

回陆地处理，不排海。

5.弃井作业洗井水：储存在环

保船中运回陆地处理，不排

海。

6.海底管线清洗废液：经处理

后达标排海或回注。

7.桩腿内切割排泥产生的悬浮

沙：自然消散。

1.桩腿排泥产生的悬浮泥沙

排放在短时间内对海洋生物

造成一定的影响，施工单位

采取积极的措施尽量减少对

海洋生态的影响。

2.拆除过程中对渔业资源可

能产生损失，具体补偿金额

和补偿方案由拆除方和有关

渔业主管部门协商解决。

3.施工过程中如遇突发性事

故，及时与有关部门联系，

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将对渔

业资源的损失降至最小。

开发井

整体拆除

（泥面下

4m）

石油烃类
悬浮物、

石油烃类
未考虑

海底管

道、海

底电缆

原地弃置

悬浮物、石

油烃类、清

洗剂中的主

要污染成分

悬浮物、

石油烃类

重金属、

石油烃

类，对其

他海洋功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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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国内海上油气生产设施弃置案例工程规模与产污排污分析

项 目
清洗废水

总量（m³）
机舱/船舶含油废水

总量（m³）
桩管排泥

总量（m³）
海沟挖掘

总量（m³）
管道（电缆）

总长度（km）

生活污水总

量（m³） 生态环境敏感区分布情况

依据本标准

的影响分析

要求

锦州某油田设施弃置
1879

（不排海）
1815（不排海） 36.53 \ 管道：24.3

电缆：24.3 9801 位于辽东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定量预测

渤西某管道弃置
21436

（不排海）
30（不排海） \ 1019.2 管道：33.7 176.8 位于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国家级种质资

源保护区（渤海湾）
定量预测

渤中某平台弃置
3840

（不排海）
184.32（不排海） 14 14.6 管道：8.06

电缆：2.6 353.9 位于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定量预测

曹妃甸某平台弃置
70

（不排海）
130（不排海） 80 1050 管道：1.5 780 毗邻养殖区、海洋自然保护区、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盐田、海洋保护区等
定量预测

丽水某油气田弃置
19332（强

度:200m³/d） 144.9 \ \ 管道：127 11620

穿越北麂列岛外部重要渔业海域

穿越南麂列岛海洋自然保护区

穿越南、北麂列岛间洄游通道

穿越北龙岛周边无居民海岛

穿越北麂岛周边无居民海岛

穿越瓯江南口重要渔业海域

穿越瓯江河口

穿越龙湾树排沙海洋公园

穿越洞头国家级海洋公园

穿越瑞安铜盘岛省级海洋特别保护区

定量预测

辽河某平台弃置
202.5

（不排海）
1050（不排海） 306.35 \ \ 27 位于辽东湾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定量预测

涠洲某平台弃置
252

（或回注）
114 4.8 \ 管道：2.8

电缆：2.8 4200 位于涠洲岛—斜阳岛珊瑚礁自然保护区 定量预测

陆丰某浮式装置弃置 100 357.5（强

度:5.5m³/d） \ \ \ 5.5 \ 定性/定量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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