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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您的经验和知识，帮助中国工业减排！

会议背景

逸散泄漏（Fugitive emissions）在中国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尽管

社会对空气质量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但石化工业对低泄漏控制以及

泄漏检测与修复技术的应用却是刚刚起步。2014年12月，环境保护部发布

了《石化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目标是在2017年将VOCs 排

放总量削减30%以上。“全面开展石化行业VOCs 综合整治，大幅减少石化

行业VOCs排放，严格控制工艺废气排放、生产设备密封点泄漏、储罐和装

卸过程挥发损失、废水废液废渣系统逸散等环节及非正常工况排污。通过实

施工艺改进、生产环节和废水废液废渣系统密闭性改造、设备泄漏检测与

修复（LDAR）、罐型和装卸方式改进等措施，从源头减少VOCs 的泄漏排

放。”

本次研讨峰会将有一组来自全球工业界的专家，就逸散泄漏控制以及

LDAR实践话题分享他们的经验、技术以及创新。会议热情欢迎最终用户、

政府机构、研究机构以及工程设计公司分享他们的成功案例、挑战，以及国

内相关立法信息。研讨峰会还将以中国工业为视角，详细讨论涵盖面向最终

用户、工程公司、政府立法部门以及设备供应商广泛关注的话题。

会议观众

研讨峰会的观众主要将包括以下专业人士：

•  化工、炼化、油气企业中涉及可靠性、维护检修以及HSE部门的工

程师及管理人员

•  降低逸散泄漏的产品及服务供应商和设备制造商

•  政府环保部门、立法机构以及研究院

•  工程设计公司中的仪表、管道、材料及工艺流程专业工程师

•  来自以上各企业及部门的管理决策者

会议话题

•  中国的VOCs减排及LDAR相关法律法规

•  LDAR在各个国家及市场上的实践

•  低泄漏测试

•  炼油及化工企业实践

•  阀门及法兰密封技术 

•  逸散泄漏国际标准 

•  逸散泄漏治理实践案例 

•  行业最新趋势

www.fugitive-emissions-summit.com



主席致辞

尊敬的朋友们、以及来自石油化工行业的广大伙伴们：

担任2016年逸散泄漏中国研讨峰会专家组委会主席，我感到非常荣幸。逸散

泄漏是石化行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一方面由于逸散泄漏引发的事故数量居高不

下，另一方面石化行业逸散泄漏出的许多物质VOCs也是造成空气质量下降的因

素之一；同时，逸散的物质是原料、中间产物，甚至是产品，这也给企业带来了

损失，也会给现场作业人员的职业健康带来伤害。逸散泄漏问题是一个综合了环

保、安全、节能、职业健康多学科的复杂问题，因此，特别有必要组建一个综合

的交流平台，分享成功经验，探讨遇到的问题。

随着社会对空气质量和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国家政府部门有关环境污

染的要求也日益严格。如何控制石化行业VOCs逸散泄漏问题，逐步消减VOCs

排放是与会专家和朋友们共同关注的焦点。本次研讨会涉及会议话题包括：逸散

泄漏国际标准、LDAR在各个国家级市场上的时间、阀门及法兰密封技术、中国

VOCs减排及LDAR相关法律法规、逸散泄漏控制实践案例、低泄漏测试、炼油及

化工企业实践、行业最新趋势等。真诚的欢迎来自最终用户、政府机构、研究机

构、工程设计公司、设备供应商等各领域的朋友们参加

本次会议，期待在中国上海2016年逸散泄漏研讨会与您

会面！

牟善军，

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

会议话题

•  中国的VOCs减排及LDAR相关法律法规

•  LDAR在各个国家及市场上的实践

•  低泄漏测试

•  炼油及化工企业实践

•  阀门及法兰密封技术 

•  逸散泄漏国际标准 

•  逸散泄漏治理实践案例 

•  行业最新趋势

需要更多本次大会相关信息，
请联络

研讨会：

朱懿行 小姐

电话：+86 21 6351 9611-604

y.zhu@kci-world.com

展台/赞助机会：

潘佳玮 小姐

电话：+86 21 6351 9611-612

j.pan@kci-world.com

峰会展览机会

结识最终用户和行业决策者，展出你的公司！会议现场

将设有数量有限的展览桌面，可供您展示自己的公司、产品

和服务并拓展业务。参展商可享受的权益有：

•  在逸散泄漏控制产品及解决方案领域树立品牌的领导者形象

•  参展商席位极其有限，精选行业中优秀企业

•  与行业顶尖专家、决策者和最终用户直面沟通

•  独立区域的展览桌可获得最大人流以拓展业务

逸散泄漏中国研讨峰会
为何独树一帜？

•  国际化的研讨会组委会保证了高质量的会议议程

•  注重实践经验，演讲者不只是从理论角度，同时让您得到现

实和可行的解决方案

•  中国权威环保政府机构参与分享最新政策法规披露解读

•  API标准制定委员会成员及国际终端用户的演讲和国内终端用

户经验讨论

•  雪佛龙专家现场演示LDAR操作检修过程和更换盘根演示，更

加直观地现场学习机会

•  汇集中国及世界多个地域国家LDAR商业伙伴，拓展合作机会

的绝佳场合

•  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和学者，分享从国外引进的最前沿技术、

案例分析

•  提供双语同声翻译的盛会，致力于打造分享LDAR技术的国际

化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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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散泄漏中国研讨峰会
2016年9月20-21日
中国上海

9月20日，星期二

逸散泄漏中国研讨峰会初步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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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时段   主持人：牟善军，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

开幕式

石化化工行业VOCs管控思路 — 崔积山，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中国石化的LDAR实践 — 牟善军，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

圣哲的中国经验分享 — Edward Quick & Bronson Pate, 美国圣哲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茶歇、自由交流及参观展台

LDAR实践经验和案例分析 — Bart Wauterickx, 比利时The Sniffers有限公司

阀门及密封件逸散泄漏标准演变史及实验室测试 — Matt Wasielewski, Yarmouth 技术研究股份有限责任公司

午餐、自由交流及参观展台

培训课程：加州及哈萨克斯坦企业最佳实践的推广和实施 — Bill Ross, 雪佛龙能源公司

在这一培训课程中，您可以学到有关LDAR的全套流程、标准及实操经验。Bill Ross将分享其如何将加里佛尼亚洲的经验分享

到发展中地区的VOCs和LDAR现场实践经验。

•  针对新逸散泄漏法规升级现役阀门，实施“法兰管理制度”

•  从终端用户角度理解LDAR和强化版LDAR准则 —— 关键要素、工艺，以及“长期有效的修复”的重要性

•  监测手段：OVAs（火焰离子化检测器(FID)/光离子化检测器(PID)）, 热成像仪

•  强化版LDAR准则(ELP)的技术及未来

•  根据与装置配套的临时补漏(TLR)规程修复泄漏并跟踪监测，并在进行计划维修时永久修复

茶歇、自由交流及参观展台

•  老旧工厂的实际泄漏信息

•  如何为在役厂用阀门选择技术解决方案。成功和失败案例；成本效益高的选择；

•  新的阀门逸散泄漏标准，低泄漏阀门；何时及如何解决？为何所有场合都有必要用低泄漏阀门？

•  法兰和螺栓管理的必要性，对所有法兰接口实施统一的锁紧扭矩

LDAR现场测量演示和更换盘根演示 — Bill Ross, 雪佛龙能源公司 & Barrie Kirkman, 原BP专家

www.fugitive-emissions-summ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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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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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会议时段   主持人：Barrie Kirkman, 原BP专家

国内外LDAR环境管理体系调查 — 黄浩云，天津市环保局

上海VOCs管控政策及LDAR实施要求 — 张钢锋，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中国终端用户LDAR实践经验分享 — 邹兵、肖安山、丁德武，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

•  炼油及化工企业LDAR技术实践

•  低泄漏密封件的使用与检验

茶歇、自由交流、参观展台及论文解答

 

 

茶歇、自由交流、参观展台及论文解答

开放式专题讨论会1

未来中国的LDAR与最佳新阀门、测试方法、密封技术

本次分组讨论环节将由环保部、工程公司及终端用户、阀门&密封件等供应商、LDAR咨询公司共同出席，就适合中国LDAR开

展工作的技术展开探讨交流。该环节接受研讨会观众参与。

茶歇、自由交流及参观展台

开放式专题讨论会2

最适合未来中国的最佳LDAR实践

针对中国的LDAR政府及地方环科院将进行专业解读，终端用户针对现场需求和目前国内LDAR实践过程中的问题提出相应需

求，LDAR专家提出意见并进行总结。该环节接受研讨会观众参与。

闭幕式

技术环节   主持人：Gobind Khiani，福陆工程公司

目前针对阀门行业的逸散泄漏法规 — Gobind Khiani，福陆

工程公司

新/旧阀门适用的低逸散泄漏盘根 — Carlos D.  Girão, 

Teadit

阀门逸散泄漏实例 — 何耀罡，纽威阀门

技术环节

法兰螺栓及密封垫的管理，ASME PCC-1 

— Bill Ross, 雪佛龙能源公司

关于盘根的深度讨论

LDAR环节

LDAR在中国的实施及案例分析 — 徐鹏远，通标标准技术服务

（中国）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中东的LDAR实施现状，泄漏风险管理规程的设计、

实施和操作 — Silvio Stojic, Atemeco，克林格集团 

英国的LDAR; 减排增收 — Matt Sparshott, Captiva Sealing

LDAR环节  

实施LDAR的投资回报率分析 — Barrie Kirkman，

原BP专家 

VOC排放量核算与LDAR检测与实践 — 朱佐刚，北京劳动保护

科学研究所 



加入美洲逸散泄漏控制及

VOCs减排技术市场

www.fugitive-emissions-summit.com

逸散泄漏美洲研讨峰会
2016年6月13日–14日

乔治布朗会议中心 

休斯顿，美国

赞助商： 支持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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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组委会成员介绍 
牟善军，中国石化安全工程研究院，中国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主席。牟善军，美国

过程安全中心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职业安全健康

协会防火防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副主任，中国石化安

全工程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级高工，博士。在化工

过程安全领域拥有30余年的研究经历，主持和参与了近10项国家科技计

划课题，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的科技奖励10余项。牟善军副院长带领

的LDAR技术研究团队，完成了中国石化多项LDAR相关科研项目，负责

中国石化LDAR技术推广应用。

张钢锋，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中国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会成员。

张钢锋，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长期

从事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政策与技术

研究工作，先后参与起草《上海市工业挥发性有

机物治理和减排方案》、《上海市工业挥发性有机物减排企业污染治理

项目专项扶持操作办法》、《上海市挥发性有机物排污收费试点实施办

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核算暂行办法》、《上海市典型

行业VOCs排放量计算方法》等地方政策规范。

Bill Ross，雪佛龙能源公司，哈萨克斯坦

本 届 逸 散 泄 漏 中 国 研 讨 会 副 主 席 。 B i l l 

Ross，雪佛龙公司的管道阀门主题专家(SME)，

为雪佛龙的上、下游设施提供技术服务。加利福

尼亚州的注册专业工程师，美国石油协会炼油及

设备标准委员会成员，曾经担任该协会管道阀门

分会会长，持有机械工程学士学位。曾代表雪佛龙协助加州空气质量管

理署，对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泄漏方面的新法律法规进行评审，在雪佛龙

位于休斯敦的工程技术公司工作期间整理了两座加州炼油厂的最佳实践

经验，编入了雪佛龙的核心工程技术标准。参与制定API 622标准：盘

根逸散泄漏型式试验；API 624：升杆阀逸散泄漏型式试验；以及即将

颁布的API 641：直角阀逸散泄漏型式试验。

张晓霞，巴斯夫，中国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会成员。

张晓霞担任巴斯夫亚太区工程和维护管道经理。

张经理在化工行业已有28年的工作经历，她在化

工设计、工程管理、供应商评估方面拥有丰富的

经验。她目前担任巴斯夫公司在亚太地区的工程

和维护管道经理，曾担任2013阀门世界亚洲研讨会的主席。

www.fugitive-emissions-summi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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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浩云，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中国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会

成员。黄浩云，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

院环境规划研究室主任，正高级工程师。

2011年由天津市科委聘任为天津市大气污

染防治重点实验室主任。在大气环境保护领域曾主持完成国家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天津市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控制标准、泄漏检测与修复操作技术规范与排放量核算方法、

天津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划、清新空气行动方案、重污染天

气应急预案等标准和规划的制定；自主研发挥发性有机物在线

监测仪器，填补了国内空白；被聘为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

染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专家库专家、天

津市清洁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天津市环保局环境工程评估

中心专家、天津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中心技术评审专家。

崔积山，

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中国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会

成员。崔积山，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

中心石化轻纺部副主任，化工工艺高级工

程师，中石油安全环保高级技术专家。从

事石化企业环境保护工作二十多年，熟悉

石化行业的工艺和污染治理技术。2014年以来组织开展了挥发

性有机物的定义、表征和源项及管控的研究工作，组织完成了

石化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整治方案、排放量估算方法等编

制工作，组织完善了挥发性有机物源项解析方法，提出了挥发

性有机物全过程精细化开放式管控的理念。

Bart Wauterickx, The Sniffers，

比利时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

会成员。Bart Wauterickx先生，The 

Sniffers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Bart拥有

比利时鲁汶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以

及商务管理学士学位。1990年，他在国际压缩机生产商Atlas 

Copco公司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随后一路晋升到了运营副

总裁的职位。Bart Wauterickx先生是从2015年3月开始在The 

Sniffers担任首席执行官。加入Sniffers之前，他曾在Brady有

限公司工作了12年，负责公司在欧洲的业务运营。Brady是一

家美国公司，在产品验证、房产和人员的保护领域占有全球领

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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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

Barrie Kirkman，原BP阀门专家，英国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技术顾问。Barrie Robert 

Kirkman，机械工程学士、机械特许工程师。在BP工作

33年，在管理层面上承担着机械、采购和项目方面的职

责。专长于静设备、管道和阀门。过去12年在油气、石化

和化工行业担任顾问，荣获多家知名企业的特许授权并为

它们提供技术协助，其中包括美国石油协会(API)、壳牌、BP、巴斯夫、Origin 

Energy、萨索尔(SASOL)，以及阀门企业、密封件生产商、铸造厂和各类技术

出版商。此外他也在参与制定多种最新的逸散泄漏标准，涉及的体系有ISA、API

和ISO。曾经或正在担任的职务包括终端用户阀门逸散协会（VEN）会长、阀门

世界国际筹委会执行委员，以及意大利贝加莫阀门学院、英国阀门及执行器协会

(BVAA)以及欧洲密封协会(ESA)的常务理事。

Gobind Khiani，福陆工程公司，加拿大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会成员。Gobind 

Khiani服务于美国福陆工程公司，在石油行业拥有23年的工

作经验。Gobind拥有印度Pune大学理科学士学位，以及阿

尔伯塔省Calgary大学机械工程学位。Gobind目前的职务是

福陆加拿大有限公司项目工程设计主管。作为API协会会员超

过6年，在ISO委员会担任副主席，作为API管道储罐研讨会组委会成员。担任加

拿大液化天然气大会技术中心主席，担任北美页岩气大会逸散泄漏分会主席等。

Ashley Yao，赢创特种化学，中国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会成员。石油大学学

士，在多元文化团队工作，并与内部项目小组成员，对外工

程公司和分包商互动，负责实现项目目标、管道纪律成本估

算、管道工程规范审查和批准、型号审核、MRP审查和批准

管道材料；质量和进度检查管道设计、MEI工作范围审查、

监督管道焊接工程进度和质量。跟踪现场管道改造和材料采购工作、监控现场的

管道工程进度、协调管道工程师；铅测试包的审查和监督液压测试进度、审查和

批准为内置版本管道文件、工程文件交接。

Silvio Stojic，Atemeco of Klinger Group，

澳大利亚

本届逸散泄漏中国研讨会专家组委会成员。在烃加工行

业泄漏风险控制方案的管理与执行领域，Silvio Stojic拥有

20多年经验，包括开发并利用关键数据库系统，进行设备整

体性管理。负责不断开发并管理着模块化ATMECO CIMS在

线数据库系统。他的职责还包括指导公司和大学科研机构间的合作研发工作。他

拥有清洁生产学位证书以及相关的技术设计资质。作为ATMECO方面的项目经

理，Silvio部分参与了阿联酋Borouge石化公司聚烯烃装置逸散泄漏管理方案项

目。该项目涉及约360,000个部件，Silvio负责在Borouge石化公司监督该方案

的设计、筹备，并做全面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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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活动联系人：

姓名                                         电话

电子邮件                                  职位

   3     洽谈桌预订：

□  １个洽谈桌：人民币28000元
希望依次预留的展位号：1______ 2_______ 3_______

包含：2.5*2.5米洽谈区搭建，1张洽谈桌，2个椅子，
2张研讨峰会门票及清洁服务。

   4     报名研讨峰会：

□  研讨会门票：人民币3800元/人

包含：两天研讨峰会，茶歇以及两顿午餐

   1     公司名称及地址：

公司名称

地址

邮编                                 城市

国家

电话                                 传真

网站

电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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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订表
联系我们获取赞助商及展览机会的更多信息！

请将扫描文件发至：y.zhu@kci-world.com
联系电话：+86 21 6351 9609 转612
地址：上海国际会议中心，浦东滨江大道2727号（陆家嘴东方明珠旁）

www.fugitive-emissions-summi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