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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煤层气发展应妥善解决常规能源 

与非常规能源的矛盾
——中国石油煤层气业务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与有关建议

王 峰[1]  徐凤银[2] 王凤林[3]

[ 摘  要 ]在介绍国内外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国内煤层气业务发展低于预

期的主要原因，其中最突出矛盾是，资源的“非常规”和技术、管理的“常规”之间的矛盾。针对

中国煤层气业务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政府层面应将规划指标压实地方政府和开采企业两个责

任，继续给予财税优惠政策支持，明确石油企业作为煤层气地面开发的主体；企业层面应重点关注

新疆等地区的低煤阶煤层气资源，加强煤层气配套装备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制定，实施勘探开发一体

化，探索拓展深层煤炭地下气化新兴业务。对比其他非常规能源，煤层气仍然是我国当前比较现实

的非常规矿种之一，应该充分认识煤层气资源的非常规性特点，妥善解决非常规资源与常规管理之

间的矛盾，加快煤层气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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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炭及煤层气资源丰富，根据国土资源部

重大项目《全国煤炭资源潜力评价》预测评价结果，

我国 2000m 以浅的煤炭资源总量 5.9 万亿吨；根据

第四次资源评价结果，我国煤层气资源量 30.05 万

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12.5 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三位。但煤层气开发利用规模较小，国家 “十一五”

煤层气规划地面抽采煤层气 50 亿立方米，实际仅

完成 15 亿立方米，煤层气产量占天然气总产量的

1.65% ；“十二五”煤层气规划地面抽采煤层气 160

亿立方米，实际仅完成 44.25 亿立方米，煤层气产

量占天然气总产量的 2.60%，两个煤层气五年规划

均未完成目标。

据《2017 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2017

年我国石油为 5.9 亿吨，对外依存度 67.4%，超过

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原油进口国；我国天然气消费

量 2352 亿方，进口量大幅增长 24%，对外依存度

达 39.4%。我国天然气在一次能源占比仅为 7%，

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4.6%）。可见，加快扩大煤

层气勘探开发利用规模，助力提高我国天然气保供

能力，是近期提高我国能源保障能力的迫切需要。

一、国内外煤层气业务发展现状简介

煤层气又称煤层瓦斯，主要成分为甲烷，它是

成煤过程中生成的以吸附或游离状态赋存于煤层的

自储式天然气。

见表 1 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煤层气资源和地面开

发产量。

（一）国外现状及启示

1. 全球煤层气资源与产量

据国际能源机构（IEA）估计，全球煤层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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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量达 263.8 万亿立方米，全球 30 多个主要采煤

国家均开展了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其中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以地面开发为主，德国、英国等欧洲

国家以井下抽采为主。

表 1 世界主要产煤国家煤层气资源和地面开发产量 

（截止 2017 年）

国家 煤层气资源（1012m3） 2017 年产量（108m3）

美国 21.2 280

澳大利亚 8 ～ 14 400

加拿大 76 55

俄罗斯 80.37 /

中国 30.05 49.5

合计 215.62 ～ 221.62 784.5

2. 美、加、澳煤层气发展现状

美国自 1985 年开始商业开发，逐步形成圣胡

安、黑勇士、粉河、尤因塔、拉顿和阿巴拉契亚等

8 个有煤层气生产规模的盆地，2008 年达到产量高

峰 556.7 亿立方米，之后产量逐年下降，2017 年产

量约 280 亿立方米，创 1997 年以来最低。

加拿大煤层气产业发展与美国基本同步，受美

国圣胡安盆地大突破影响得以于 20 世纪 80 年代大

发展，2002 年开始商业开发，2010 年达到产量高

峰 94.42 亿立方米，之后产量开始衰退，2017 年产

量约 55 亿立方米。

澳大利亚是继美国之后另一个积极进行煤层气

勘探开发的国家，于 2004 年开始商业开发，2016

年煤层气产量达到 320 亿立方米，首次超过美国，

2017 年产量约 400 亿立方米，稳居世界第一。

3. 主要经验与启示

（1）产业政策扶持的重要性。美国和澳大利亚

煤层气业务能够迅速发展，都得益于政府在煤层气

产业发展初期的宏观政策、财政支持和政策激励。

美国政府取消天然气价格管制，对煤层气开发实行

长达 23 年的税收补贴政策，税收减免幅度为 1.083

美元 / 百万立方英尺（折算人民币约 0.26 元 / 立方

米）。澳大利亚政府在现有石油和煤炭矿权区内都授

权进行煤层气的开采，煤层气开采和煤炭开采矿权

申请享有同等优先权，并且规定煤层气含量高于 3

立方米 / 吨必须先采气后采煤，并给予免交矿区使

用费、税收减免、延迟交税等优惠政策。

（2）持续投资、确保工作量投入的重要性。美

国自 2009 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投资目标向

页岩气转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原因的影响，煤

层气业务投资及工作量锐减，导致煤层气产量大幅

递减。澳大利亚自 2013 年以来，随钻 LNG 出口的

快速增加，煤层气业务的投资猛增，新钻井数快速

上升，产量也随之快速增长，于 2016 年超过美国，

跃居全世界第一。对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煤层气产量

此消彼长的变化可以得出，持续稳定投资、确保工

作量投入是煤层气健康、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

（二）国内现状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煤层气资源量 30.05 万

亿立方米，可采资源量 12.5 万亿立方米。全国共

有煤层气探矿权 120 个，面积 53294.44 平方千米，

采矿权 13 个，面积 1991.88 平方千米。截至 2017

年底，全国累计探明煤层气地质储量 6911.77 亿立

方米，完成各类煤层气钻井 1.7 万口，累建产能 90

亿立方米 / 年。2017 年，全国煤层气产量 49.5 亿

立方米，其中中国石油产量 17.9 亿立方米，占比为

36.3% ；晋煤集团产量 14.33 亿立方米，中海油产

量 12.89 亿立方米，中国石化产量 3.11 亿立方米，

阜新、铁法等其他单位产量 1.29 亿立方米，占比分

别为 28.9%、26%、6.3%、2.5%。

（三）中国石油现状

中国石油油气矿权区内主要含煤层气盆地 15

个，矿权区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为 13.4 万亿方，

占全国 44.9%，可采资源量约为 5.79 万亿方，占全

国 46.3%。2006 年，中国石油开始以沁水、鄂东

两大煤层气富集区为重点开展煤层气规模开发，截

至 2017 年底，累计建产能 45 亿方 / 年，累计完成

商品气 90 亿立方米，2017 年产量 17.9 亿立方米，

居全国首位，初步实现了中国石油煤层气业务规模

发展。此外，中国石油通过引进吸收和自主攻关相

结合已形成以直井 / 丛式井压裂为主的 800 米以浅

煤层气勘探开发配套技术系列，依托国际标准化组

织煤层气技术委员会（ISO/TC263）组织编制煤层

气编制 162 项（2 项国际标准）。目前，中国石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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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我国煤层气“技术主导者、标准规范制定者

和业务发展领跑者”。

二、中国煤层气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煤层气资源是“非常规的”

煤层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从资源禀赋、开采

技术、生产经营等方面，都体现了其“非常规资源”

的特殊性。

1. 资源禀赋的非常规

与常规天然气的游离态不同，煤层气主要以吸

附气的形式附存在煤的颗粒表面，吸附气占总含气

量的 90% ～ 95%。与常规油气储层相比，煤储层

是自生自储，既是生烃岩又是储集岩，煤储层孔隙

类型是一种由割理系统和微孔系统组成的双孔隙系

统，孔隙度和渗透率极低。煤层渗透性的好坏往往

成为煤层气井产量高低的关键，从这一角度而言，

低煤阶煤层渗透率较高，更有利于煤层气的开发。

2. 开采技术的非常规

煤层气资源禀赋的非常规性，决定了煤层气开

采技术的非常规。要实现煤层气的地面开发，需要

像常规油气开发一样在地面钻井，建立生产通道，

由于煤储层物性比较差，一般需要进行压裂改造，

提高储层渗透性。煤层气井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排

水降压，甲烷气体才能从煤颗粒表面解吸出来，再

经过较长时间的产气缓慢上升阶段才能达产，之后

进入稳产期，稳产期可达 8 ～ 10 年。以沁水盆地

煤层气井为例，平均 8 ～ 10 个月见气，1 ～ 2 年初

步达产，平均稳产时间超过 6 年，沁水盆地的 TL-

003 井稳产 1500 方以上更是超过了 13 年。

3. 生产经营的非常规

煤层气勘探开发的非常规性，决定了煤层气田

生产经营的非常规性。煤层气田的生产，可以说是

“一半像油田、一半像气田”：煤层气井需要排水采

气，这个过程跟油田采油十分相似，需要采油树、

“磕头机”（抽油机）等地面设备及油管油杆、抽油

泵等井下设备；煤层气自井口产出后的集气、脱水、

净化、增压等地面流程，与气田集输工艺极其相似。

煤层气田的经营，则是“先苦后甜”的过程。

煤层气藏开发方案批复后，要一次性完成所有生产井

网的建井工作，然后进行排水采气，以便形成面积

降压，提高单井产量和气田总产量。因此，在煤层

气田开发生产的初期，钻井、压裂一次性投资较高，

还要在 1 ～ 2 年内付出较高的排水采气成本，在此

期间却没有产量或者产量在缓慢上升，基本是负的

现金流，经营压力巨大。但煤层气田进入稳产期后，

排水采气成本降低，投入较少，而产气量较高且稳

产时间较长，因而有着较高的、稳定的正现金流。 

（二）管理是“常规的”

对于煤层气来说，从政府层面的监管要求，到

企业内部的管理要求，基本没有给予任何特殊“关

照”，管理要求与常规油气基本没有差别。

1. 政府层面

国家将煤层气作为独立矿种，采取与常规油气

矿种相同的监管要求，煤层气的勘探开发同样要经

过探矿权审批、勘查工作、储量提交、开发方案审

批、采矿权审批等过程。根据《煤层气资源 / 储量

规范》DZ/T0216-2010，煤层气储量估算对探井井

距有严格要求，且要求单井产量达到起算标准并连

续生产不少于 3 个月，因此煤层气勘探期一般较长，

探井数量也较多，在勘探期就有一定的产气量。但

原有的政策规定不允许“以探代采”，即勘探期不允

许开采、销售煤层气。这就带来了一个矛盾：为了

申报煤层气采矿权，必须先提交探明储量，要提交

储量必须有一批探井连续产气生产 3 个月以上，但

是原有政策规定勘探期又不允许生产销售。这个矛

盾，经煤层气公司多年数次呼吁，并主动帮助山西

省国土厅起草《煤层气试采管理办法》之后，才彻

底解决。

2. 企业层面

集团公司对煤层气公司从计划、财务、经营、

考核等方面采取与常规油气相同的管理要求，在气

田的生产初期即提出产量、利润考核指标，而煤层

气田生产经营特点决定了初期产量低，往往达不到

考核指标要求。例如，煤层气公司在 2011、2012

年因主要煤层气田都处于建设期和排水采气初期，

煤层气产量未达到集团公司的考核要求，被扣发绩

效奖金，对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造成较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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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发主体分散，开发目的不统一

目前我国煤层气地面开采有两类开发主体，一

类是以中国石油、中国海油为代表的传统石油企业，

另一类是在煤炭矿权范围内开采煤层气的众多煤炭

企业。开发主体分散，开发目的不统一，制约了中

国煤层气业务的发展。

煤炭企业沿用煤炭开采思路，重煤轻气，其开

发煤层气的目的是降低煤层瓦斯含量，以便于安全

采煤，煤层气只是作为副产品，煤层气的开发和利

用往往不被重视。煤炭企业的优势是，对煤层的展

布特征及对煤储层的认识较为深入、细致，但是在

钻井、压裂、地面管网建设等方面技术欠缺，单从

煤层气开发而言很难实现效益开发。

与煤炭企业相比，石油企业有工程技术、气田

管理、管网及销售等诸多优势，但石油企业往往沿

用传统油气开采思路，虽然常规油气的技术标准大

部分可用于煤层气，但直接套用不利于煤层气的效

益开发。例如，煤层气井是否需要装防喷器问题上，

没有煤层气的标准，只能沿用常规油气的标准，安

装防喷器对场地、钻机机型等提出更高的要求，造

成成本过高，影响开发效益。石油企业对煤储层认

识不够，认为煤层气井浅、压力低、技术简单，对

煤层气开发难度认识不足、前期评价工作不到位、

合理的产能规模论证不充分、开发方式和开发技术

试验不够等多种原因，导致目前整体煤层气业务效

益没有达到预期。

（四）对低煤阶煤层气资源的重视不够

我国最早开始地面煤层气开发主要集中在沁

水、阜新、铁法等高煤阶煤区，根源在于开发煤层

气的出发点是为了开采煤炭资源而不得不降低煤矿

瓦斯含量，没有从煤层气自身的开发特点出发，将

勘探开发的重点放在渗透率高、厚度大的低煤阶煤

层， 对低煤阶煤层气资源的重视程度不够。

三、下步建议

（一）政府层面

1. 合理规划

遵循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客观规律，认真总结已

开发区块的存在问题和取得的实践认识，深入研究

资源潜力，科学论证，制定合理的规划指标。在压

实规划指标的责任方面，应改变过去只给开采企业

下达规划指标的单一责任模式，改为压实地方政府

和开采企业两个责任，使地方政府在规划执行方面

变被动为主动，加强企地联合，共同完成规划任务。

2. 政策支持

煤层气作为非常规资源，受技术、规模、市

场、补贴等因素影响处于盈利边际，国内煤层气开

发最成功的樊庄、保德两个煤层气项目，也是在国

家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尚可盈利。因此，政府层

面应继续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矿证办理、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3. 开发主体

煤层气是清洁能源，作为独立矿种，应该开发

利用好，必须落实“先采气后采煤”，最好明确石油

企业作为煤层气地面开采的主体，特别是在煤层气

矿权与煤炭矿权重叠的地区，应要求煤炭企业加强

与石油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先采气、后采煤，实现

互利共赢。

（二）企业层面

1. 将低煤阶作为未来煤层气开发的主战场

我国煤层气地质资源量高、中、低煤阶分别占

35%、31%、34%，高煤阶、低煤阶略高于中煤阶

地质资源量，但由于渗透率关系低煤阶可采资源量

明显高于高煤阶和中煤阶。低煤阶煤层孔隙度大，

渗透性好，含气量偏低，但气源形式多样，大大弥

补了含气量低这一缺点。根据我国煤层气资源特点

和分布情况，未来低阶煤层气将成为煤层气开发的

主战场，新疆、内蒙古及蜀南等地区可作为重点有

利目标区。

2. 加强煤层气配套装备技术的研发和标准制定

应针对煤层气特点，量身定制相应的技术标准、

装备配套及工艺流程。根据煤层气井浅、压力低的

特点，研制小型化、便捷化的煤层气钻机，制定煤

层气井控标准；根据煤层气排水采气的特点，研制

适用的煤层气抽油机、抽油泵；根据煤层气不同阶

段的产量特点，煤层气集输设备采用模块化的组合，

避免开发初期大马拉小车、后期处理（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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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抓管理、提素质，坚持“紧密、及时、新

颖、有效”的工作方针

两级党组织要把思想政治工作与转机建制、开

发市场融为一体，将改革和生产经营中的重点、难

点和热点，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通过开展思想状况调查、编发宣传教育提纲，开

展主题教育和形势任务教育等形式，针对干部员工

危机感不足，精神状态不佳，不稳定因素增多等实

际问题，引导干部员工充分认识工厂生存发展的有

利有条件和不利因素，理性地认识竞争环境的变化。

要紧密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及时采取可行措施，

强化组织管理，要让新颖的方式方法融入到抓管理、

提素质的工作当中，进而取得成效。

（二）抓和谐，保稳定，做到感情上亲近员工群

众，工作上依靠员工群众，利益上代表员工群众

在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时期，要高度重视和谐

企业建设工作。

1. 从维护企业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出发，建立健

全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和信访接待、人民调解工作

制度，畅通党群、干群联系与沟通的渠道，进一步

完善工作责任制，形成党政工团齐抓共管、密切配

合的稳定工作新机制。

2. 结合实际建立敏感的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疏导

机制，切实加强民主管理，建立健全工作调研制度，

推进厂务公开，定期召开职代会、厂情通报会，在

企业重大决策过程中认真听取员工群众的意见，及

时化解热点、难点问题。

3. 关心员工生活，始终把员工群众的切身利益

放在第一位，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休息和生活

条件，让员工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有效地调动

员工为企业改革发展做贡献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总之，建立基层党建工作新机制，增强基层党

组织工作活力，只有实现动力、活力、合力三者的

有机结合，才能使基层党建工作发挥出独特的优势

与作用，进而推动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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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优化业务组织管理

按照勘探开发一体化的管理模式，统一管理

煤层气勘探、试采及开发相关工作，强化以投入—

产出（投资—产量）为核心的一体化考核，充分调

动煤层气开采企业的积极性。在生产环节上从煤层

气自身特点出发，加强待开发区的试采评价，按照

“总体部署、分步实施”的总体原则，滚动建产，加

强跟踪评价。

4. 探索拓展煤炭地下气化新兴业务

煤炭地下气化是将地下煤炭进行有控制的燃

烧，通过对煤的热作用及化学作用产生可燃气体，

变物理采煤为化学采煤产气，能有效改善安全和生

态环境问题，快速增加天然气供给，是深层煤炭清

洁高效利用的发展方向。石油企业在深层煤炭地下

气化发展中具有国家政策支持、矿区资源、工程技

术、生产控制经验、天然气管网和地下储气库利用

等方面优势，石油企业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力争

成为深层煤炭地下气化产业的引领者，从根本上提

高天然气供给能力。

四、结论

中国煤层气业务经历“十一五”的商业化探索

和“十二五”的快速扩张，由于整体产量和效益未

达预期，煤层气业务发展急剧放缓。而近几年页岩

气的开发热潮也进一步压减了煤层气的投资规模，

目前中国煤层气业务正处于调整上升的关键阶段。

应该充分认识煤层气资源的非常规性特点，妥善解

决非常规资源与常规管理之间的矛盾，加大煤层气

业务推进力度，尽快扩大煤层气资源开发利用规模，

为提高我国的天然气供给能力进而提高我国能源安

全保障水平，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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