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南石油大学     
四川石油天然气发展研究中心 

胡国松    教授 

 

1 



2014年以来，全球原油价格断

崖式下跌。进入2016年以来，

虽然小幅反弹，但业内普遍认

为，支持原油价格回到高位的

内外部条件目前并不具备，国

际原油价格将会在较长一段时

间内保持较低水平。 

低油价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市

场，对天然气产业发展的影响

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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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油价走势图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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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油价利空天然气价格 

       油价下跌以来，北美、欧洲和亚太天然气市场价格均在下跌，不过低油价所带来的影响

不尽相同。对于天然气价格更多由市场决定的北美和欧洲，低油价主要通过抑制天然气需求压

低天然气价格。 

        一方面，在油气直接构成竞争的消费领域，如工业、供热、交通等部门，低油价都削弱

了天然气的成本优势。据统计，布伦特原油与北美Henry Hub气价、欧洲NBP气价比值，从

2014年的22.6和12.7分别降至2016年的17.2和6.8，部分国家因此出现了“油代气”的情况

。另一方面，低油价对以天然气作为生产和加工原料的石化行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其用气需求

也相应减少。 

        对于亚太地区，低油价对天然气价格的影响更为直接，这是由于亚洲目前还没有形成一

个如美国HH或是英国NBP那样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天然气价格基准，液化天然气（LNG）长贸

合同大多与油价挂钩。2015年以来，东北亚LNG进口价格年均下跌30%以上。 

（一）低油价对国际天然气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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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油价使LNG投资热情降温，中长期LNG供应堪忧 

        目前全球正处于LNG产能突增时期，2025年前全球规划和在建LNG液化项目能力总计

将近9.5亿吨，是现有能力的3倍，而同期全球LNG需求增量为2亿吨。由此未来几年全球

LNG供需有望持续宽松，新项目对于市场需求的角逐也将非常激烈。低油价下，LNG项目的

内部回报率普遍降低，进一步增加了LNG行业投资风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低油价拉低

LNG合同价格，另一方面是部分LNG项目出售天然气凝析液（NGL）的利润因油价降低而缩

水。 

         投资较大和收益率较低的在建项目将被推迟，未进入最终投资决定（FID）的项目或被

搁置。受资源禀赋和产业模式影响，未来几年里低油价对亚太新增LNG项目的利润水平乃至

投产时间的影响要大于其他地区。部分LNG项目推迟上线，一定程度上将缓解市场供应过剩

的局面，但也为未来全球尤其是亚太LNG市场再度陷入供不应求埋下伏笔。 

（一）低油价对国际天然气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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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界能源发展经历了主体能源由高碳向低碳的演变过程 

      目前已演变为“油气时代”（60%左右），正向可再生能源时代发展。总结世界各国能源

结构的调整过程，“煤降气升”趋势显著。 

薪柴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蒸汽
机 

内燃
机 

环境问
题 

第一次能源变革 
（1860-1920） 

第二次能源变革 
（1930-1960） 

第三次能源变革 

可再生能源 

高碳 

中碳 

低碳 

无碳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国家 结构变化 

富 
煤 
国 
家 

美国 
煤炭:76%         23% 
油气:20%         74% 
其中：天然气5%     31% 

俄罗斯 
煤炭:80%         31% 
油气:19%         63% 
其中：天然气3%     31% 

中国 
煤炭:76%         64% 
油气:18%         24% 
其中：天然气2%    5.9% 

贫 
煤 
国 
家 

英国 
煤炭:60%         26% 
油气:38%         65% 
其中：天然气0%     26% 

日本 
煤炭:56%      16%    23% 
油气:29%     77%     62% 
其中：天然气0%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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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改善大气环境和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的前提下，天然气的市场需求

潜力巨大， 预计2020年天然气需求39300亿立方米、2030年达到58000

亿立方米 

2020年 
10% 

2030年 
14% 

天然气占比 

2020年 
39300亿方 

2030年 
58000亿方 

天然气需求 

煤炭需求： 
2020年占比58% 
2030年占比49% 

石油需求： 
2020年占比17% 
2030年占比17% 

非石化能源需求： 
2020年占比15% 
2030年占比20% 

能源消费总量2020年48亿吨、2030年55亿吨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 

大气环境改善目标 
2030年PM2.5小于35微

克/立方米 

石油在2030年
达峰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
计划》 

《强化气候变化行动》 

碳排放强度较 
 

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 

2020年降低40%-45% 
2030年降低60%-65% 

 

2030年碳排放达到峰值 

条件 

占比 

需求 

 

 

总量 

结
构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3、天然气是全球能源结构转型最为现实的清洁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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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然气储量丰富、价格适中、环保的

特征，其充足、安全和可持续的供应使其
成为了世界能源结构转型最为现实的清洁
能源。 

BP预计到2030年，天然气在世界一次能源
结构比重超过煤炭，成为第二大能源。 

能源占比趋势图（来源：BP2035
年能源展望）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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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来我国能源发展方向是：加快低碳能源发展步伐，扩大天然气利

用规模，以天然气为过渡能源，逐步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能源体

系。 

从当前至2020

年，加大天然气
利用，加速化石
能源的清洁化利
用进程 

2020-2035年，
构建油气、清
洁煤炭、非化
石能源并重的
能源供应体系 

2035-2050年
建立非化石能
源为主的能源
体系 

以控制大气质量
为抓手，扩大天
然气的利用，推
动煤炭尽快到达
峰值 

以控制碳排放为
抓手，加快天然
气、可再生能源
和核电等低碳能
源的发展步伐 

以能源永续供应为
抓手，逐步减少对
化石能源的依赖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5、天然气发电将成为未来10年我国天然气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随着天然气利用政策的调整，天然气发电将成为最积极的一个方向。天然气

发电的发展最有可能在三方面突破： 

    一是在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电力紧张、环境压力大的地区大规模发

展燃气电厂； 

    二是在北京、天津等北方中心城市和一些工业园区建设天然气热电联产项目； 

    三是分布式能源发展很有可能成为热点。 

    截止到2014年底,我国天然气发电装机容量为5565万千瓦，在综合考虑各地的

天然气调峰燃气电厂、热电厂和分布式能源，那么预计2020年我国天然气发电装

机容量将达到10000万千瓦，发电用气量813亿立方米。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6、大量社会资本筹划进入海外LNG购买，对沿海LNG接收站的建设需

求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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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LNG
进口 

三大石油公司 

城燃或
电力企
业 

传统非
油企业 

  已签署长协LNG合

同量5000万吨/年

左右， “十三五

”期间形成实际供

应能力约600亿方

。但由于在高油价

时签署，快速消化

有一定难度。 

  新奥、华电、

广东燃气等企

业新签署长协

LNG合同400万

吨/年以上；冬

季高峰期采购

现货LNG调峰，

2015年采暖期

采购50万吨。 

  大量社会资本

筹划进入海外

LNG购买，计划

建设沿海LNG接

收站10余座。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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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过大、结构不合理等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大气环境造成

严重影响，环境改善刻不容缓。 

分类 
除中国之外世
界平均水平 

美国 中国 

单位面积煤炭 
利用量 

（克标煤/平米） 

28.0 88 367 

PM2.5浓度 
（微克/立方米） 

<10 <15 
>75 

（东部） 

 煤炭占比较高等原因导致区域污染物排放剧增，部分地区PM2.5远超世界平均

水平。 

 世卫组织对1600个城市空气质量排名中，海口排名808名，北京第1524位。 

2014年中、美煤炭使用及PM2.5浓度情
况 

全球城市大气质量层析图（世卫组织）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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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8.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机制逐步形成 
        国家对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出了积极信号，各地居民用气已普遍实施了阶梯气
价政策，民用气价格预计将会与非居民用气价格并轨；自2016年11月20日开始，天然气

门站价格允许上浮20%、下浮不限。“十三五”期间，由供需双方协商定价的市场化机

制将会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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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天然气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完善 

        据研究，到2020年，全国长输管网

总规模达15万公里(含支线)左右，输气能

力达4800亿立方米/年左右；储气设施有

效调峰能力为620亿立方米左右，其中地

下储气库调峰440亿立方米、LNG调峰

180亿立方米；LNG接收站投产18座，接

收能力达7440万吨/年左右；城市配气系

统应急能力的天数达到7天左右。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俄罗斯 

中东 

北美 

欧洲 

澳大利
亚 

非洲 

中亚 

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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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界天然气供需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供应重心“西移”，需求重心
“东进”，自西向东将成主体流向。 

 两大高产带：俄罗斯-中亚和美洲。2014年，俄罗斯-中亚天然气产量占39.2%，

美洲天然气产量占32.7%。 

 三大消费区：美国、欧洲和亚太。2014年，世界天然气消费量美国占22.7%，欧

洲29.6%，亚太19.9%。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我国正在形成国产常规气、非常规气、煤制气、进口LNG、进口管道气等

多元化的供气来源和“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供应”的供

气格局。预计“十三五”末可形成的实际供应能力可达到3300-4000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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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十三五”天然气供应能力大幅增加，供应主体日趋多元 

新疆 

川
渝 

鄂
尔 
多
斯 

柴
达
木 

松
辽 

南
海 

2020年天然气供应来源 

中亚气550-650

亿方 

中缅气50亿
方 

中俄东线100

亿方 

 

 

 

 进口LNG700-800

亿方 

（二）天然气投资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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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三五”期间世界天然气需求增速放缓（2.0%），供应能力持续增强，供需形
势逐步宽松，油气价格持续低位震荡运行。 

 总体需求：国际能源机构（IEA）预计2020年天然气需求量3.93万亿方，年均增长2.0%，低于过去十年的

2.3%；非常规气快速发展，天然气资源具备增产基础，供应能力超过4万亿方，供需形式宽松。 

 LNG供需：2021年前世界LNG新增供应能力将超过1.4亿吨，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北美；日韩需求下调，欧

洲需求稳定，LNG供需形势宽松，受低油价影响，LNG现货价格持续走低。 

 油气价格：综合多家机构预测，“十三五”期间油价50-70$/桶；亚太LNG价格约6-9$/mmbtu。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2、消费需求受低油价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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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低油价影响，煤炭、LPG等替代能源价格水平的走低，降低了天然气
的竞争能力。同时，由于国际经济不振和国内经济新常态影响，化工、建材

等大规模用气行业经营困难，也影响到了天然气消费的快速增长。 

历史消费气量及“十三五”预测 

比2015年
增加1360
亿方 

年均增长率17% 年均增长率
11.5% 

比2010年
增加796亿

方 

比2005年
增加641亿

方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2015年，我国天
然气消费增速只

有4.7%，为十年
来最低水平。 



3、天然气化工比例进一步降低 

       出于经济性和天然气利用政策的引导，天然气化工今后仍在“夹缝”

中生存。天然气化工今后可能还有市场的领域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天然气制氢。出于经济和石油紧张因素，天然气制氢可能成为

各石化的选择； 

       二是新疆等地的天然气化工产业。 

       不论怎么样，天然气化工发展相对缓慢，在天然气消费中的比例将

降低，将成为不争的事实。预计2020年天然气化工需求量为260亿立方米，

占比降低为8.9%。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4、天然气价格与电价不匹配、调整不同步，燃气发电面临极大瓶颈 

     目前，大多数燃气电厂停运或降负荷运行，新建成燃气

电厂延后投产，在建和计划中的燃气电厂放缓了进度，天然气

发电行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瓶颈。2015年初以来，广东省23

套之前建成运营的9E机组由于“准生证”的问题被统一叫停，

更是加剧了2015年来的市场供需失衡局面。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5、甲醇、合成氨等传统化工行业产能过剩，气价承受力低，用气逐步萎缩 

    合成氨、甲醇是基础化工原料，通常作为中间半成品用于生产其他下

游产品，既可以用天然气作为原料，也可以用煤作原料。 

    近两年煤炭价格一路下行，以煤为原料生产甲醇和合成氨竞争优势明

显;以天然气为原料的生产企业几乎全部处于亏损状态，不断有企业关停减

产。 

    此外，合成氨和甲醇作为基础化工原料，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和市场行

情影响较大，目前产能严重过剩，产品销售价格一路走低。 

    在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价格持续走低、煤炭价格长期看低、天然气价

格难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以天然气为原料生产合成氨、甲醇的企业全部

面临减产、停产、转产的局面。未来5年，随着优惠气价取消，价格市场化

后的甲醇化肥用气需求必将逐步萎缩，直至大部分消失。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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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增长趋缓，工业燃料用户煤改气动力不足 

         天然气清洁高效，非常适合在陶瓷、玻璃、有色金属冶炼与加工、钢铁制造

、机械制造、电子设备、食品饮料、造纸、医药等众多工业领域用作锅炉或窑炉

的燃料，其中消耗量比较大的领域主要为陶瓷、玻璃、建材、金属冶炼与加工等

，这几个行业也是上下游关联度十分密切的行业。“十八大”以来，国家更加注重

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房地产业采取了从严从紧的宏观调控政

策，玻璃、建材、陶瓷市场需求非常疲软，同时钢铁、电解铝、氧化铝、平板玻

璃、陶瓷、铜铅冶炼制造等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十分严重，多家企业被列入2014年

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企业名单，原来利用天然气的企业有的已经淡出。2013年7月

以来的两次天然气价格大幅上调，对这些行业利用天然气可谓雪上加霜，尤其是

2014年9月二次调价后，天然气消费量明显减少，一些曾经改用天然气的企业转向

使用燃料油、LPG甚至煤炭，原计划改天然气的企业也放弃了想法。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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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被视为天然气高端市场的交通领域失去燃
料转换动力 

         天然气汽车发展的动力一是来自减排，二是节省燃油费，当然政府的推动也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天然气汽车发展较快较多的山东、新疆、四川、内蒙古等省区一般都有鼓

励性政策，例如政府提前布局加气站，允许社会车辆改天然气，购置天然气车辆提供补

贴等。 

         当前，国际油价低位运行，国内成品油价格进入6元区间，天然气汽车发展可以说遭

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若国家对天然气尤其是LNG汽车发展没有任何补贴和鼓励性政策

措施出台，交通领域的用气将面临萎缩局面，从而大大影响2020年国家天然气利用战略

目标的实现。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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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天然气价格体系不完善，气价结构有待优化调整 

         在2013年7月、2014年9月和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价格调整方案中，都特别提到存量

气和增量气中居民用气门站价格维持原有水平不做调整，只是较大幅度地调整了非居民

类工业和发电用气价格。目前，在我国终端用气价格结构中，供气成本最高的居民气价

在大部分省市仍低于长输管道门站价，而供气成本较低、具有一定调峰能力的大型工业

企业和电厂用户供气价格则高出许多。 

         我国现阶段这种居民用气低价、工业和发电用气高价的双轨制定价模式不符合经济

规律，也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工业用户由于背负了大量民用气的成本，在气价

不断上升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实施了“煤代气”的逆替代;燃气发电企业在全国电力过剩、

煤炭价格持续走低的大环境下，因气价上调而上网电价不能同步调整，不得不减少发电

小时甚至停止运行。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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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天然气价格链中，中下游环节成本不透明，亟待加强监管 

         提高天然气竞争力，需要上中下游全产业链多方共同努力。当前，在天然气中下

游环节，一方面长输管道的管输价格由国家层面审批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管输与

储气费用不分，用户成本分摊不合理，管输成本有待公开透明;另一方面，省级管网公

司、城市燃气公司的管输配气费用和运营成本由地方政府审批监管，省内输气和城市

配气管网受益于特许经营制度，基本上是旱涝保收，企业降本增效动力不足，运行成

本不透明，也缺乏政府有效的监管审计，价格听证常常形同虚设。不少城市以居民供

气价格低为由有意放大亏损面，向政府施压以提高工商业和发电供气价格。 

（三）天然气投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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