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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岩

当前，我国进入低碳经济时
代。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的地位
凸显，成为世界能源的重点发展
方向之一。另一方面，我国天然
气供需矛盾突出，能源安全形势
严峻 ，据 专家预测 ，
“ 十三 五 ”期
间 ，中 国 天 然 气 供 需 缺 口 将 达
30%—40%左右。2017 年冬天，我
国天然气供应频频告急，一度出
现气荒。
2016 年国务院批复的《促进
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划》提
到：要依托国家铁路煤运通道、油
气管输通道和黄金水运通道，规
划建设大型煤炭、石油、天然气储
备调峰基地，建成一批能源中转
枢纽。
由此可见，地下储气库作为
有效的调峰设施，是天然气产业
链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在此背
景下，中国石化文 23 储气库项目
应运而生，成为国家“十三五”重
点建设工程，承担着为大华北地
区“五省二市”
供气的任务。
据了解，文 23 储气库设计库
容 104 亿立方米，该项目是国内东
部地区迄今为止库容最大、工作
气量最高、调峰能力最强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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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气加速补短板
中国第一大
“纯天然”
储气库投产

气储气调峰设施，也是国家“十三
五”重点工程及国家发改委产供
储销体系建设重点项目。今年 8
月初，文 23 储气库 3 号丛式井场
正式投产进气，标志着文 23 储气
库项目一期工程提前 1 个月完成
全部建设施工任务，进入全面注
气阶段。目前日注气量达 1450 万
方，累计注气超过 16 亿方，设施运
行安全平稳。

中石化建设国内最
大储气库群
当前，中国石化在中原油田
区域已落实储气库库址 16 个，落
实库容 556 亿立方米。除了紧锣
密鼓建设的文 23 储气库，
“ 十三
五”期间，中国石化还将在中原油
田规划新建 5 个储气库。届时，中
国石化将建成国内最大的储气库
群，从而开辟保障我国中东部地
区天然气供应的新路径。
为何选择在中原油田建设此
项目，
这有时代背景。
历经 40 余年的勘探开发，中
原油田部分油气田进入开发后
期，但地下也形成了封闭性良好
的油气储集空间，具备了建设储
气库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建的文 23 储气库是中原油
田建设的第二个储气库，也是国
内最大的储气库之一。文 23 储气
库设计库容 104 亿立方米，建成后
将极大缓解华北地区乃至全国在
用气高峰期间的用气紧张局面。
为将文 23 储气库打造成百年
品质工程，设计方案整整讨论了 3
年。文 23 储气库能发挥多大功
用？文 96 储气库，可谓文 23 储气
库的“先导实验库”。文 96 储气库
库容 5.88 亿立方米，是中国石化
的首座储气库，自 2012 年投入使
用以来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
2014 年夏，榆济天然气管道因山
西等地洪涝灾害影响运行，文 96
储气库应急供气保障管道下游用
户用气；2016 年冬，北京市民用天

然气阶段性短缺，文 96 储气库每
天紧急供气 150 万立方米……
在今年 3 月份，文 23 储气库
项目一期工程 5#井场于 3 月 8 日
晚成功注气，为储气库大规模注
气奠定了基础；7 月份，3 号丛式井
场正式投产进气，标志着文 23 储
气库项目一期工程提前 1 个月完
成全部建设施工任务，进入全面
注气阶段。目前，该项目 3 号丛式
井场正式投产进气，目前日注气
量达 1450 万方，累计注气超过 16
亿方，能极大地缓解华北地区乃
至全国在用气高峰期间的用气紧
张局面。
文 23 储气库作为储存天然气
的“银行”，是国家天然气战略储
气库、中国石化“十三五”重点建
设工程，是国家大型天然气储转
中心，辐射周边 6 个省和 2 个直辖
市。位于河南省濮阳市文留镇东
北 ，距 已 建 的 文 96 储 气 库 约
10km，是利用已经枯竭的文 23 气
田主块建设的地下储气库。整体
设计库容 104.21 亿立方米，最大
调峰能力 3600 万方/天，是中国石
化继文 96 储气库、金坛储气库之
后在建的中东部地区最大储气
库，具备季节性调峰、管道干线突
发事件下应急供气、保持干线气
量平衡三大功能。此外，中国石
化还建设有文 96、金坛两座储气
库，去冬今春，上述两座储气库有
效调节天然气管网气源缺口压
力，
有力保障了天然气供应。

起步晚、挑战多是业
内常态
中国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
始尝试地下储气库建设，1999 年
才建成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商业
调峰储气库，即天津大港大张坨
地下储气库。截至 2015 年底，中
国共建成地下储气库 11 座，其中
枯竭油气田型储气库 10 座、盐穴
型储气库 1 座，工作气总量为 176
亿立方米，主要分布在环渤海和

东部地区。
而与欧美和俄罗斯相比，业
内专家指出，中国地下储气库建
设起步晚且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是受硬件设施限制，一
方面，中国的地质条件与欧美相
差甚远，整体构造环境复杂，很难
找到优质的浅层枯竭气田作为建
库载体，含水层条件也劣于欧美；
另一方面，中国的优质、大型建库
资源主要位于东北、西南和西北，
离消费区较远，且相关的管道系
统尚不完善，即使建了地下储气
库也很难发挥调峰作用。
其次是地下储气库运营模式
尚不完善，与欧美国家和地区地
下储气库的独立运营、市场调节
模式不同，目前中国地下储气库
的投资和运营主体单一；而且与
国外商业储气库相比，中国地下
储气库规模较小，无法满足调峰
需求，截至 2015 年底，中国地下储
气库调峰能力仅占当年天然气消
费量的 2.2%，远低于国际上公认
比较合理的 11%的调峰气比例。
另外，中国的储气调峰定价机制
尚未形成，成本回收和效益体现
困难。
再次是相关政策措施缺乏可
执行性规定，监管力度不够，无法
实际落实。虽然已出台了一系列
与储气库相关的政策措施，但不
够明确，未对储气库融资、价格调
节和运营补贴做出具体可执行的
规定。

多措并举补短板
天然气生产和消费具有明显
的同步性和季节性特点，因此，储
气调峰是天然气安全有效供应不
可或缺的环节，调峰能力也是天
然气产业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标
志。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天然
气开发利用，储气调峰能力建设
也日益得到重视，截至 2017 年，储
气库规模达到 100 亿立方米，比

2015 年增长了 45 亿立方米，调峰
能力约占全年消费总量的 4.1%，
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对照国际天
然气产业发展水平和我国天然气
市场持续增长的需要，加强储气
调峰能力建设是非常紧迫的任
务。
从国际看，目前北美和欧洲
天然气利用程度较高的国家，储
气库调峰能力占年消费量的
20%，世界平均水平超过 10%，相
对而言，我国现有储气调峰能力
还较弱，这也是导致 2017 年局部
地区出现“气荒”
的重要因素。
从我国天然气市场的发展趋
势看，按照规划部署，2020 年天然
气消费量将超过 3600 亿立方米，
2030 年将达到 6000 亿立方米。如
果以世界平均水平 10%为目标，
到 2020 年 ，储 气 调 峰 能 力 要 在
2017 年的基础上增加 260 亿立方
米；到 2030 年，则需增加 500 亿立
方米，加快推动储气能力建设任
务紧迫。
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
理，胜利石油管理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油田分公司总
经理孔凡群表示，中国应积极借
鉴发达国家经验，积极探索战略
储气库建设；细化落实有关激励
政策，
促进商业储气库加快发展。
据了解，
目前储气库建设运营
主要由中国石化在内的少数国企
承担，同时，还存在储气库垫底气
进项税难以抵扣等现实问题，
增加
了储气企业的经营负担。而其他
一些国家，
经过长期发展已建立起
国家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相结合
的储气调峰体系。以日本为代表
的发达国家，
天然气储备由国家和
民间企业共同承担，
储备量分别为
消费量的 30 天和 50 天，有效保证
了储气调峰的需要。因此，
我国应
着手开展国家天然气战略储备基
地建设规模和选址论证，
积极稳妥
推进战略储气设施规划和实施，
为
推动我国天然气大发展提供更加
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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