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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管道发展现状及市场趋势
郭勋亮 霍宇翔

译

摘要：研究管道发展现状和预测未来市场对于管道的建设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整合国际能源署、Westwood 公司及其他
机构的数据，得出的结果显示：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和其他有利因素的影响，2018 年上半年全球原油需求平均增长达到了
150 万桶 / 天，预计今年全球陆上管道里程将增长 13%，全球各地区都在建设着重要的管道项目，以解决自身能源供应和
经济发展的问题，部分国家出现能源转型的浪潮，天然气行业成为主要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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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场趋势

对 2018 年最后几个月以及 2019 年第一季度
的全球能源趋势预测结果表明，油气生产和基础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北半球寒冷天气的

设施建设的增长前景将继续保持，以满足日益增

提前到来，提振了全球原油需求，2018 年上半年

长的需求和不断变化的地区间贸易格局。

全球原油需求平均增长 150 万桶 / 天。该机构预测，

预计世界经济的回暖将为原油和天然气贸易
的增长提供支撑，同时上游市场状况也是近年来

下半年全球原油需求的增幅将有所缓和，为 130

最好的。然而，勘探和生产部门在从经济衰退到

万桶 / 天。到 2019 年，这一增速应保持在 140 万

逐渐复苏的转变过程中，仍将谨慎地投资并且注

桶 / 天的稳定水平，但预计中国将放缓，而中国

重效率。

和印度占全球需求的近 50%。IEA 预计到 2023 年，
这一增速将降至约 100 万桶 / 天。

咨 询 公 司 Wood Mackenzie 预 计， 今 年 全
球油气行业将有约 30 个项目获得最终投资决策

虽然短期内石油需求还将继续增长，但国际

（FID），该公司同时指出，运营商仍将关注资本

能源署观察到，在许多国家其他能源正在替代石

密集度较低、回报更快的项目，正如 2017 年那样，

油。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中国，因为它正努力通过

随着生产成本的下降和市场价格的上涨，FID 的

用更严格的燃油效率指标和排放法规来改善城市

数量翻了一番。

的空气质量。
天然气行业是向清洁能源转型的主要受益者，

Wood Mac 的研究主管 Angus Rodger 称，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 上游 ) 产业能否有足够的投

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也在推动着世界能源

资，我们不会一直有这么多小项目，这将无法支

市场的转型。国际天然气协会在今年 7 月份发布

撑这个行业。”

的《全球天然气市场中期和长期远景报告》中预测，

国际能源署 (IEA) 在今年 7 月的报告中称，

地区间 ( 长距离 ) 天然气贸易量将以年均 3.1% 的

2017 年全球能源投资总额连续第三年下降，但同

速度增长，是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值 1.4% 的两倍

时也强调了在勘探和生产成本中效率提升的积极

多。

影响，这将有利于管道数量的增加。例如，市场

从 2017 年到 2023 年，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预

价格的上涨和运营的逐渐完善，使美国页岩气行

计将增长 60%，最早 2019 年将超过日本，成为全

业在 2018 年首次获得了正向自由现金流。

球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并在未来五年占全球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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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亮点

求增长的 37%。
国 际 天 然 气 协 会 表 示， 北 美 和 亚 洲 的 非 常
规天然气，以及俄罗斯和中东的常规天然气，将

3.1 非洲

推动全球天然气供应的增长。该机构还预计，天

尼日利亚国家石油公司 (NNPC) 表示，将开

然气产量最大的区域为中东、北美、亚洲和大洋

始建设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天然气管道，此前达成

洲。

的协议包括为 Ajaokuta-Kaduna-Kano(AKK) 管
道三段中的两段提供资金。

液化天然气将在全球天然气贸易中占据越来

NNPC 希望在 2020 年上半年完成该项目，预

越大的份额，美国将引领天然气产量增长，而亚

计投入将超过 28 亿美元。这条长 381 英里，管径

洲新兴市场将引领需求增长。

40 英寸的 AKK 管道旨在连接尼日利亚东部和西

2. 基础建设

部地区，为中部和北部地区重要商业中心的发电
厂和工业提供天然气。

根 据 能 源 咨 询 公 司 Westwood Global

3.2 亚洲和大洋洲

Energy 对 2018 年世界陆上管道市场的预测，今

作为全球能源需求的领导者，中国政府要求

年全球陆上管道里程预计将增长 13%。此外，“在

从煤炭向清洁能源转型，提振了天然气和液化天

北美和西欧等地区，日益老化的管道和严格的维

然气的进口需求，同时也为其在未来 7 年将管道

修保养法规，将继续成为运营支出稳定增长的推

基础设施增加一倍以上，达到近 15 万英里的目

动力，预计在 2018-2022 年期间，运营支出将增

标铺平了道路。中国发改委计划到 2025 年在现有

长 17%。”

6.96 万英里管道的基础上再增加约 8 万英里。扩

根据 Westwood 公司稍早的估计，到 2021 年，

建后，天然气管道将达到 7.64 万英里，占全部管

全球铺设的天然气管道将超过 17.15 万英里，陆

道的 51%。

上管道总支出将增加约 5%，达到 2030 亿美元。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在年中宣布，其

而此前，这一数字为 1940 亿美元，其中北美和亚

“西伯利亚的动力”天然气管道近 83% 的工程已

洲占全球支出的 53%。

经完工，2019 年竣工后，将开始向中国输送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需求的增加也有助于基础建设的

这个总长 1864 英里的项目，每年将从伊尔库茨克

发展，包括液化设施、码头仓库和管道。国际能

和雅库特天然气生产中心输送 380 亿立方米的天

源署称，预计到 2023 年，会完成一大批便于液

然气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消费者手中，并通过它

化天然气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将使天然气液

的东线输送到中国。“西伯利亚的动力”天然气

化能力提高 30%，未来五年，美国将占液化天然

管道从 2014 年开始建设，主要涉及在俄罗斯远东

气出口增长的四分之三，其次是澳大利亚和俄罗

地区修建大量天然气加工的基础设施。

斯。

自今年年初新的中俄石油供应新协议生效以
因目前在建的液化天然气工厂将在 2020 年

来，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东西伯利亚 - 太平洋

前集中投产，液化天然气产量可能会暂时超过全

石油管道已经开始运营，中石油最大的炼油厂加

球需求，但 Cedigaz 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Armelle

工的来自俄罗斯管道提供的原油数量几乎翻了一

Lecarpentier 称，由于第二批液化天然气投资进度

番。据路透社报道，中石油位于东北港口城市大

延迟，给 2020 年后市场供应带来了日益紧张的风

连的炼油厂在 2018 年日产 41 万桶油，每天加工

险。

26 万桶来自俄罗斯管道的原油，比 2017 年增加
Wood Mac 公司的 Rodger 在一份报告中充

85~90%。俄罗斯的管道原油取代了从俄罗斯远东

满希望地声称，他的公司预计 2019 年将有“众多

和中东海运的原油。

大规模液化天然气项目获得批准”。

3.3 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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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预计仍将是全球最大的能源出口国，

3.5 中东

因为它将继续专注于石油生产，并通过向欧洲和

中 东 占 世 界 原 油 产 量 的 34%， 石 油 出 口 的

亚洲大规模扩建管道，来增加天然气出口。

45%，已探明储量的 48%，但该地区的产油国一般

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天然

将天然气用于国内，而以色列则希望成为天然气

气管道项目的阿富汗段已经开始建设。这个长达

出口国。

1130 英里的工程计划从土库曼斯坦向巴基斯坦和

约旦和伊拉克同意建设一条从巴士拉到亚喀

印度输送天然气。阿富汗塔利班罕见地宣布，将

巴，长度达到 1044 英里的石油和天然气双线管道。

在其控制地区支持和保护这条管道。乌兹别克斯

该项目建成后，将把 100 万桶 / 天的石油和 2.58

坦也宣布计划加入这个 80 亿美元的项目。据报道，

亿立方英尺 / 天的天然气运往目的地。这些管道

印度在开始修建与长达 346 英里的坎大哈 - 赫拉

将消除边境口岸的附近恐怖活动的影响，这些活

特高速公路平行的阿富汗段管道时，得到了沙特

动曾经迫使约旦为其 13.4 万桶 / 天的需求寻找更

阿拉伯的投资。

昂贵的来源。

3.4 西欧

3.6 南美洲和中美洲

随着天然气需求的增长和油气产量的下降，

尽管拥有世界第二大页岩气储量，阿根廷仍

欧洲已成为全球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市场份额的

然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但有迹象表明，在当前

关键战场。荷兰政府在 6 月底将格罗宁根天然气

亲商政府的领导下，情况发生了改变。政府鼓励

田 2018 年的产量预测，从早些时候的 216 亿立方

发展 Vaca Muerta 页岩气市场，而 Austral 盆地

米下调至 190-200 亿立方米，低于去年的 240 亿

则已经开始盈利。阿根廷燃气公用事业公司致力

立方米。政府在今年 3 月宣布由于诱发地震的风险，

于 2018-2019 年期间，在 Vaca Muerta 页岩区增

计划在 2030 年前停止格罗宁根的所有生产。

添天然气运输的基础设施 , 项目总计 2.5 亿美元，

俄罗斯的扩张促使一些国家寻求供应多元化。

包括输送装置和 57 英里长，直径 36 英寸的天然

例如，芬兰政府授权今年在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

气管道，这些管道将穿越 16 个油区，管道的流量

上建设一条名为“波罗的海连接工程”的天然气

也将由每天 3700 万立方米增加到每天 5600 万立

管道，并宣布将开放天然气批发和零售市场，以

方米。

与在 2019-2020 年完工的项目同步竞争。

阿根廷预计将在 2018 年底前开始向邻国智利

保加利亚国家能源控股公司 (BEH) 在 6 月与

出口天然气。现有协议约定只能在紧急情况下出

欧洲投资银行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将为希腊的

口天然气和电力，并要求在一年内重新进口等量

天然气管道建设提供资金。预计这条长达 113 英

的天然气和电力。而最近达成一项取消该出口限

里的天然气管道将于 2020 年开始从阿塞拜疆向保

制的协议，可能标志着该地区将迎来能源贸易的

加利亚输送天然气，并向希腊的一些客户输送液

转折点。

化天然气。据负责该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合资公司
ICGB 称，BEH 通过政府提供的 1.28 亿美元担保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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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优惠融资。其中，BEH 持有 ICGB 50%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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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希腊的 DEPA 国家能源公司和意大利的爱

Trends

迪生公司各持有 25% 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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