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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 strives to serve the Asian markets with standardizing the oil and gas supply chains

API：以标准化覆盖油气行业产业链，致力服
务亚洲市场

作为油气行业的重要组织，API业务

覆盖了石油、石化和天然气行业的

各个领域。“API全球行业服务（GIS）

项目适用于上游、下游和运输等领域。我

们的客户也就是终端用户，他们就来自这

些领域。比如API标准、质量认证的用户

就包括运营商（业主）、服务承包商、装

备制造商、第三方与个人。”李国昌先生

介绍到，API的主要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

面，一方面是作为北美油气行业协会，在

北美地区，主要是在美国，参与行业公共

政策的制定，推动行业政策的制定更有利

于行业发展与组织成员，这项工作涉及到

联邦与各州的公共政策制定。另一方面是

为全球油气行业提供服务，API GIS开发

作者：李超然，采访：朱懿行

API（美国石油学会）成立于1919年, 是当今石油、石化和天然气行业最权威的行业组织及标准开发与认证机构。API现
有超过650家公司会员，包括大型石油公司以及从事勘探生产， 炼油，市场销售， 管道， 海上业务，服务与装备制造企
业。由来自全球的行业专家组成的API标准委员会开发并管理着的680多个行业标准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应用，API 
标准涉及勘探开发、炼油、管道、计量、市场等多个领域，很多API标准被ISO和其他标准组织及国家采用。随着石油，
石化和天然气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行业用户在依据API标准设计生产产品及提供服务，这些产品和服务是否符合API
标准将直接影响上下游行业的安全运营。在这种情况下，基于API标准的API认证项目成为行业中重要的质量合格评定工
具， 帮助用户选择合格的承包商， 供应商及专业人员。《阀门世界亚洲》编辑一行来到北京采访了API北京代表处首席
代表李国昌先生，就API最新标准化工作、API Q1质量认证， API 20系列供应链管理规范与认证，最新API 个人认证项
目，未来发展以及区域市场行为和计划与李国昌先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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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李国昌先生

的产品与服务，关注于安全、质量、可靠

性和通用性。“由API GIS管理的API标

准委员会，在行业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

位，API标准是APIGIS为行业开发并提供

产品与服务的重要基础。”

油气行业需要执行更严格的质量管
理体系 – API Q1规范

API Q1规范《石油、石化和天然气

行业的质量纲要规范》，是针对为石油、

石化及天然气行业从事制造产品或提供制

造相关过程的企业而制定的通用质量管理

体系要求。自第一版于1985年正式发布以

来，发展至今已更新到第9版。同时为确

保API技术标准的有效执行， API Q1规范

阐明了一个API会标持证组织所必须达到

的最基本的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因此API

将它作为API Q1质量认证与会标产品认证

的质量管理体系基础，也推荐为整个石油

行业装备制造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规范。

李国昌先生表示，API Q1规范针对

石油，石化及天然气行业的特点建立了诸

多特定要求。区别于ISO 9000的通用体系

要求，正是这些行业特定要求，有效增强

了质量管理体系与适用的API 产品规范要

求与行业客户要求的有机结合，使企业整

个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运行能够充分符

合行业产品生产制造和过程控制的特殊要

求。在供应链与服务提供中做到有效的持

续改进，实现量体裁衣，从而能够切实以

过程控制为手段，确保质量、提高效率并

控制成本，从上至下，由内到外提升企业

的执行力、竞争力，最终实现客户满意度

的不断提高。 也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

始执行API Q1规范，并成为API Q1的持

证企业。李国昌先生提到一系列数据：在

中国，有超过2,000家API认证企业在运行

着API Q1规范（占全球认证企业数量的

35%）；在整个亚洲和中东地区，还有更

多企业在执行着API Q1规范，整个地区的

认证企业数量占到了API 全球认证企业总

量的 50% 以上。 

油气行业的质量控制，从源头开始 
- API 20系列制造供应链管理规范
与认证

作为行业最权威的标准制定机构，

API的标准开发也体现了行业的发展趋

势，并不断依据行业需求开发新的标准。

一项新标准的开发，相对应地反映了某一

细分市场的需求。李先生介绍道：“随着

行业效率的不断提高，分工的不断专业

化，很多装备制造企业基于自身的特点与

优势，把更多关注点与工作重心放在设计

开发、管理控制、以及集成和服务上，材

料加工、零部件的生产与工艺服务等都会

外包给供应商，并管理这些供应商，因此

制造供应链质量的符合性就变得至关重

要。”这些供应商和生产过程服务商所提

供的产品与服务是否符合质量要求，将会

直接关系到最终产品的质量，所以制造供

应链管理在整个产品制造过程中的重要性

也越来越高。为此API专门建立了API 供

应链标准委员会（API 20标准委员会），

开发与供应链环节相关的行业标准。

据李国昌先生介绍，近几年新开发

的API标准中包括一系列供应链标准，比

如API已推出的铸件、锻件、紧固件、无

损检测等供应链标准，这些标准都是关注

于供应链环节相关的产品与服务。除此之

外，李国昌先生还提到API供应链标准委

员会正在讨论开发更多供应链相关标准以

覆盖原材料、密封件、机加工、电镀与喷

涂等更多制造环节。

随着这些标准的开发，一些主要的

制造供应链标准被列入到API会标认证， 

“例如铸件、锻件和紧固件。在API重要

产品标准中涉及到材料、部件供应链标准

的使用，及加工过程供应链标准的应用，

这些要求逐渐被编写进了新标准的开发和

现有标准的修订工作中。如API 6D管线阀

门的最新版规范，其附录中已经要求参考

使用API 20系列供应链标准。目前正在开

发的API 6DSS水下阀门和API 6A井口设

备的新版标准，也将考虑将针对供应链的

要求列入标准中。这样API会标产品制造

企业就可以对整个生产过程执行完整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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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质量监控以及交付验收，所有这些检

验评审工作都需要专业的人员去完成。这

些人员需要对产品的设计、生产制造、安

装应用等环节非常熟悉，同时需要掌握不

同工艺的检验标准与方法和了解质量管理

体系知识。据悉，现在API可提供的采购

检验员认证有三种：静设备采购检验员、

动设备采购检验员和电气设备采购检验

员。

“这两项个人认证项目都是基于供

应商质量管理能力、供应商产品的质量符

合性而开发的，对整个行业的安全运营都

非常重要。由API认证的专业人员执行专

业质量管理体系的运营、监督、审核、检

验，对每个企业及整个行业提高质量管理

水平都将带来帮助。同时提高供应商质量

管理的专业水平，也能提高其所生产的产

品在质量和交付方面的可靠性，带给客户

以信心， 并最终有助于行业发展。”

行业需求驱动的区域快速发展

通过前面提到的数据可以看到亚太

地区是非常重要的石油装备制造地区，

也是使用API标准和API Q1规范最多的

地区。API非常关注API标准在这个地区

的应用。“API在北京、新加坡和迪拜分

别设立了代表处，以更好地为这一地区的

用户提供支持，同时也听取来自地区行业

的声音，了解服务项目在这些地区的应用

情况，这些声音与反馈帮助API能够不断

持续改进并完善相关产品与服务。”随

着API的业务日益面向国际化，亚太地区

早已成为了API最重要的业务地区之一。

“亚洲这个区域对API来说非常重要，行

业中许多重要领域在这个区域都可以看得

到。比如中国是装备制造大国，有很多

API认证企业。在日本和韩国则聚集了很

多知名的造船企业，这些造船企业联合他

们的供应链企业致力于海上油气作业与生

产船只的建造。”其中，韩国的API认证

量控制。”当前，中国持有API 6D管线阀

认证的企业数量400近家，另外还有一些

下游阀门的认证企业。这些企业的关键供

应商也都涉及到供应链标准，可以预见，

未来API供应链标准的广泛应用将帮助更

多中国装备制造企业不断完善制造产业链

的供应链管理。

专业的质量人员是企业质量管理的
核心 – API个人认证项目

人员是企业运营与发展的核心因素， 

由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去执行专业的岗位

工作 是每个企业的要求，也是行业的需

要。 为确保专业人员有能力并依据标准法

规的要求进行安全与合规操作，API专门

开发了针对行业专业人员的个人认证项目

(ICP)。据李国昌先生介绍，这个项目是通

过对专业人员的综合背景进行评审、考试

等方式的结合而评定该人员是否具备在特

定专业领域工作的能力。 现在， 全球已

有超过20,000人持有API个人证书。API个

人认证涉及23个专业领域，早期开发的个

人认证多集中在下游的检验专业人员（如

压力容器、 管道、储罐等）。近些年，

API根据行业的需求开发出的个人认证扩

展到了更多的行业范围， 例如API 1169 

长输管线检验员， API认证审核员与API

采购检验员。 其中， API认证审核员是

2016年最新推出的个人认证项目。

API 认证审核员，是针对石油、石化

与天然气行业从事与质量相关人员的行业

资质认证。该认证项目是以API Q1， API 

Q2规范为基础，结合行业需求而开发，为

质量人员规范了必备行业知识与技能的基

本要求，用以评定该人员剧本行业质量管

理体系监督与审核的能力。

李国昌先生介绍道“API认证审核员

项目是国际上首个针对在该行业从事与

质量工作相关人员的专业资质认证，该项

目分别从教育背景、石油与天然气行业工

作经历、质量管理体系工作经历、培训、

审核经验这五个方面去评估申请人的综合

能力，确保通过考试的审核员具备按要求

完成一方、二方或三方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的能力，并且具备相应的行业知识与技

能。”据了解，今年三月API在全球范围

内首次开设了API认证审核员考试。八月

将开始提供API Q1认证审核员的中文考

试，方便使用中文的考生有机会取得由

API颁发的国际资质证书。

API 采购检验员则是针对在石油设备

采购环节从事质量监督与检验的专业人员

的行业资质认证。在某一个单一的采购行

为中，用户方要对所采购的产品进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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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量排名已上升到全球第四位，约

200家。与此同时，韩国是亚洲API个人认

证数量增加最快的国家，2015年一年里有

1000人申请了API个人证书。

对于这种现象背后的推动因素，李国

昌先生觉得原因之一是行业需求。“他们

制造海上钻井平台或FPSO等过程中，不

断地采用最新技术与行业标准，企业内部

使用的标准规范很多都来自API，包括对

相关设备的检验也都是参照API规范，所

以企业要求检验相关人员必须持有API个

人认证，才可以执行项目检验工作。”现

在日本的认证企业与个人认证数量也在逐

渐增加，而且政府也在不断制定积极的政

策与项目支持本国油气技术的发展，特别

是在海上与石化领域。这和他们一贯重视

参与API标准工作是分不开的， 每年都有

数十人的代表团参加API上游与下游标准

大会，并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其中。

台湾政府与行业在高雄管道事故之后非常

重视油气行业的安全管理。 在过去的两年

中，政府专门立项引用API 1173 等系列管

道安全标准作为法规， 使政府、行业、民

众共同参与， 培养标准中倡导的“安全文

化”。在东南亚国家，新加坡、印尼和马

来西亚是重要的油气行业国家，API的标

准与质量项目在这些国家有广泛的应用。

“API曾有两次行业会议分别在新加坡和

马来西亚召开，并得到了当地政府、国家

石油公司的大力支持。印度是API标准应

用和认证发展非常快的国家之一，印度政

府非常重视对油气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支

持， 现在印度持有API认证的企业数量排

在全球第三位， 仅次于中国和美国。我们

可以看到，API持证企业数量排名前四位

的国家中有三个都在亚洲。”但是在快速

增长的数字背后， 我们也注意到了一些问

题， 亚洲企业持有最多的还是产品认证， 

而持有API质量管理Q1证书的比例还是远

低于油气行业更先进的北美企业。

中东地区是一个传统的油气地区，

在低油价情况下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产，

API的标准与认证在这一地区的应用情况

一直非常好，而且中东地区的用户也非常

重视依据API标准的质量要求，去规范供

应商，如当地石油公司正在要求其服务承

包商要持有API Q2证书， 对其装备供应

商要求持有API Q1证书。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开发API标准

API的全球行业服务项目是基于行业

需求而开发的，这些需求在各个地区都

会有所体现。李国昌先生认为API基于安

全、质量、可靠、通用开发的标准和服务

项目未来会在亚洲得到更多的应用。

API不断地在该地区和本地行业加强

合作，推动API带有先进理念、技术的最

新标准在地区的应用。以API的管道运营

安全规范为例，去年推出的API 1173《管

道安全管理系统推荐做法》，涉及到行业

及相关方多方参与，旨在建立一个完整的

管道安全管理系统，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实现管道零事故运营。这个推荐做法是由

API管道标准委员会主导开发，参与方既

有政府部门，也有管道运营公司，管道维

修维护公司， 第三方等。采访中李国昌先

生专门提到该标准在台湾的应用案例。高

雄市区曾于2014年8月发生过一起严重的

管道爆炸事故，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及民

用设施的损失。因而，当API 1173发布之

后，台湾积极引入了这套体系，包括他们

现有的政府部门，第三方研究机构，以及

台湾地区的二十多家管道运营商，全都引

入了API 1173体系。当然由于角色不同，

各方的切入点也不同，政府机构引用API 

1173中的内容作为地区法规要求，运营商

在API 1173的框架下首先对人员进行API- 

U的课程培训，让专业人员在日常作业中

执行这些规范要求。也因此，API应邀支

持了多次在台湾组织的培训与交流活动。

可以说，这是一个通过合作将API标准引

入地区应用的成功案例。

 在API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李国

昌先生认为API标准是行业的核心价值。

“我们一方面将API现有标准和项目推广

到亚洲地区，这对整个行业安全运营、提

高效率、降低成本都是很有帮助的；另一

方面，API的行业项目多是基于标准开发

的。从API质量管理认证、会标产品认证

到个人认证， 从API-U培训到 API本地行

业会议等等， 这些都可以说是围绕着标准

与技术应用。”采访最后，李国昌先生特

别强调，API是一个国际化的组织， 所以

非常希望并欢迎本地企业与专家能更多参

与API标准与项目的开发工作。共同为油

气行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