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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储气库、LNG与管网调峰策略
李圣彦[1] 王 勐[1] 侯本权[1]

[ 摘  要 ]长三角地区经济发达，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受

增长速度、季节波动、对外依存度等因素影响，其天然气供需缺口在不断加大。文章以长三角地区

国家管网调控的管道、储气库和 LNG 接收站为研究对象，结合管网生产运行实际，分析了储气库、

LNG 和管网优化运行难点、痛点，提出了匹配优化储气库、LNG 与管网，有效释放综合调峰能力，

以保障区域天然气安全高效供应的调峰策略，为天然气市场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区域性管网调峰、运

营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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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对外开放格

局中具有战略地位，天然气产业呈现增长速度快、

季节波动大、对外依存度高等特征，目前天然气供

需缺口仍在加大。国家鼓励储气设施投资主体多

元化，压实供应主体储气调峰责任，更多储气库和

LNG接收站融入全国“一张网”，长三角地区天然

气调峰能力和应急保障功能得到提升，但特殊时段

的储气库和LNG调峰能力仍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和

过剩，优化运行任务艰巨。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国

家管网调控的管道、储气库和LNG接收站为研究对

象，结合管网生产运行实际，探索储气库、LNG与

管网匹配优化，有效释放综合调峰能力，保障区域

天然气安全高效供应等问题。

一、长三角地区天然气供需格局

（一）天然气消费规模大、增速快，消费结构

合理

2019年，长三角地区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达到

589×108m3，约占大陆地区天然气表观消费量近

1/5，同比增长7.5％。上海、江苏、浙江消费量分

别为98×108m3、287×108m3和148×108m3；天然

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高，上海、江苏、

浙江分别为11.4%、12.5%、8.9%，均超过全国

8.1%的水平。区域内天然气消费结构较为合理，

城市燃气、工业燃料和天然气发电为主要部分。以

江苏为例，2019年城市燃气与工业燃料天然气消

费量166×108m3，占比58%，发电天然气消费量

104×108m3，占比36%。

（二）天然气基础设施完备，储气调峰侧重 

不同

从2004年西气东输一线到2020年青宁管道投

产，金坛储气库到启东LNG接收站参与管网调峰，

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供气主体多元、市场竞争激

烈”的局面。随着互联互通工程推进，长三角地区

已成为管网干线密度较大的区域。西气东输一线、

西气东输二线、川气东送、青宁管道、冀宁线、江

都-如东管道在长三角地区交汇成一张网，管线里

程超3000公里。长三角地区天然气普及率走在全

国前列，县级单位中普及率96%，管道气覆盖率

74%。其中上海、江苏管道覆盖率90%以上。

受限于管道末端储气、调峰能力，地下储气库

和LNG接收站陆续投运。近几年，苏浙沪沿海区域

新建多座LNG接收站参与调峰（见表1），上海的储

气调峰依赖LNG，基本和管道气处于1：1的水平；

[1] 李圣彦，王勐，侯本权，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油气调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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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以管道气为主，LNG调峰气量近两成；江苏有

适宜建设盐穴储气库的地质条件，形成了储气库和

LNG调峰齐头并进的局面。

表1 长三角地区储气库和LNG接收站信息表

名称 运营方
总罐容（104m3）/ 

库容（108m3）

有效工作气量

（108m3）

调峰能力 

（104m3/d）
类型

LNG 

接收站

如东中石油 68 3.7 3600

储罐
宁波中海油 48 2.5 1200

五号沟申能 32 1.5 600

启东广汇 42 2 600

储气库

金坛国网 9 7 900

盐穴金坛港华 1.5 1 400

金坛中石化 4.5 3 260

刘庄国网 4.5 2 150 枯竭油气藏

二、长三角地区储气库、LNG 与管网

运行优化难点

（一）储气库容量小，LNG调峰量大、不确定

性强

长三角地区用气高峰期主要表现集中在夏季、

节假日和周末，储气库和LNG接收站调峰与管道互

相配合，能满足用户需求变化。2019年储气库、

LNG调峰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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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三角地区2019年分月调峰趋势图 

（数据经过保密处理）

储气调峰设施表现为储气库储备容量小，LNG

接收站调峰量大。长三角地区适合建设气藏型储

气库的地质少，如刘庄储气库扩容达产速度慢、

运行效率低；盐穴储气库建设周期相对较长，盐层

厚度小，造腔难度大，已投运的金坛储气库仍不

能满足市场调峰需求；江苏省2019年储气库调峰

气量占天然气消费总量的3%，低于全国平均4.5%

的水平。长三角地区陆续增建多座LNG接收站，弥

补了储气库调峰规模，但LNG接收站直接进入管网

调峰仅有如东LNG接收站一家；进口LNG受外界经

济、地缘政治、运输船期和气象因素影响有很大 

的不确定性。

（二）长三角地区储气调峰系统韧性不足、回

旋余地小

1.储气库、LNG在新冠疫情冲击下表现迥异。

新冠疫情叠加春节假期，长三角地区工业、商业以

及天然气发电用气量锐减，天然气管网管存突破历

史最高值。为确保国内油气田连续生产，避免进口

资源照付不议。长三角储气库比2019年提前20天

结束采气期，提前54天进入注气周期，注气量增

加2.9×108m3；阶段性储气库停采转注平抑产运销

储系统天然气4.5×108m3，占储气库总调峰能力的

50%，展现了“蓄水池”的双向调节作用，为管网

供销平衡做出了贡献。

LNG接收站单向调峰，管网频繁地被动调整。

接收站高罐存、低负荷、周转率下降，多艘LNG船

无法按期接卸，接收站再冷凝处理BOG（蒸发气

体），需维持最低外输量进入管网。为避免长协

LNG的照付不议和接收站溢罐风险，管网持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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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调峰”现象。

2.极寒天气测试LNG和储气库极限调峰能力。

长三角地区发电天然气消费占比相对较高，在天然

气消费淡季（5-9月）发挥重要调峰作用；在冬季保

供旺季（12月-次年2月），可适当压减发电用气量

保障民生。但2021年1月份的全国极寒天气改变了

这一传统调峰方式。

1月6日，长三角地区发布寒潮预警，天然气

需求量陡增。储气库采气产量调到极限，接收站连

续多日满负荷运行，又出现用于晚高峰发电天然气

2000×104m3/天缺口。为落实“限气不限压、限

电不拉闸”要求，原可压减的发电气量，现在必须

保证供热发电的用气量。江苏省有天然气发电厂30

家，供热机组装机容量1075×104KW，调峰机组

装机容量625×104KW（电力公司统调口径）。长

三角地区的极限调峰能力已不能满足寒潮下的天然

气发电需求，只能通过管网从珠三角区域调运资源 

应急。

（三）储气库、LNG调峰与管网优化运行受 

制约

1.长三角地区供气责任主体难于形成强大调峰

合力。长三角地区是国内5大燃气公司和小微燃气

企业竞争的市场，但企业在贯彻落实储气调峰责任

上力度不一；受利益驱使，少数贸易商、托运商忽

视调峰能力建设，严重依赖三大石油公司和管网调

峰责任；地方管网的调峰富余能力未能全部发挥应

有的价值。

2.局部管段的“拥塞”弱化储气库和LNG调峰

效果。部分管段瓶颈限制了输送到目标区域的调峰

气量，与预期调峰效果有差距。长三角地区管道联

络线、支线变径以及交接点参数要求，储气库和

LNG接收站调峰能力未能全部释放。如东LNG、启

东LNG和刘庄储气库调峰能力相互制约，刘庄储气

库外输压力限制LNG向苏北地区调峰气量；南通站

压力影响启东LNG调峰量。此外，应急采气工况下

金坛储气库水露点控制要求合理平衡管道气和LNG

调峰气量。

三、长三角地区储气库、LNG 与管网

的调峰策略

（一）根据资源与市场统筹管道、储气库注采

和LNG采购年度计划

从国家能源安全战略需要安排天然气资源进销

计划，骨干管道输送国产气、进口管道气，支线接

收进口长协LNG到长三角地区，确保管网“基本盘

稳定有力，调峰量张弛有度”。刘庄储气库辅助季

节性调峰，金坛储气库和LNG接收站机动性进行周

调峰和日调峰。

每年3月份储气库持续进入注气期，6-8月份

长三角迎峰度夏，需储气库开始采气和增购LNG现

货，9-10月份储气库抢注、注满为冬供积蓄气量，

加密进口LNG船舶接卸计划，LNG接收站保持在

60%的储罐液位，保障汽化装置最大负荷持续运行

5天。

（二）储气库、LNG与管网视为同一水力系统

运行

储气库与LNG接收站为管网的储气调峰设施，

其运行压力范围应契合管道压力波动，达到调控操

作协调一致。

正常工况下，夏季干线负荷率大于75%时，灵

活升降最后一个压气站机组负荷，储气库注气压缩

机入口压力高限，夜间比白天注气量提高约10%；

掌握LNG外输管道沿线用户用气规律，计算管道可

浮动管存，调整管网枢纽站转供流向和气量，LNG

接收站外输压力在7.5～9.0PMa平缓波动，确保接

收站内机泵平稳运行。冬季干线负荷高于95%工况

下，储气库采气进入管网的压力控制在用户最低压

力的1.25～1.50倍，LNG接收站外输管道沿压力上

限输送。

（三）优化储气库、LNG与管网资源流向、 

流程

在管网干线负荷率95%安全前提下，调峰量

较小的储气库参与区域性市场调峰，调峰能力强的

储气库和LNG接收站融入管网大范围调峰。将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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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用气规律相似的多用户化整为零，以储气库集气

站为节点，多条支线用户为一个调峰单元，遵循单

元的用气规律，白天调整储气库采气速率，夜间由

干线部分管存补充调峰缺口。LNG接收站外输管道

200～300km为一个大于7.0MPa高压单元，供应压

力需求5.0～6.0MPa的工业用户和燃气电厂，剩余

气量通过枢纽站转供到密度大的城市燃气用户。例

如，港华金坛储气库调峰于南渡-溧阳支线，刘庄

储气库调峰于淮安地区，避免LNG外输量压制储气

库采气产能。

（四）储气库、LNG与管网资源节能降耗

根据区域调峰需求匹配管道数量、储气库调

峰和LNG汽化外输量，按照调峰需求强弱合理运行

压气站压缩机、LNG高压泵、SCV（浸没燃烧式汽

化器），确保产生的燃料消耗总量最小。采气初

期，储气库地层压力10MPa以上或者应急采气高

于900×104m3/天，停运干线最后一座压气站，减

少自耗气大约10×104m3/天；LNG接收站调峰气

量551×104m3/天和1125×104m3/天工况下动力设

备单耗变化不大，大约27kgce/104Sm3；当调峰气

量达到2988×104m3/天工况，单耗降低到17 kgce

（标准煤）/104Sm3（标准立方米）；结合罐存和

船期安排调整汽化外输量，减少耗气量大的SCV

（浸没燃烧成汽化器）运行时间，实现既满足调峰

需要，又节能降耗。

（五）建立各托运商、国家电网、国家管网和

地方省网协同调控联动机制

长三角地区天然气储备调峰涉及国家安全、地

方经济和民生质量等各个方面，相关方应重视储气

库、LNG和管网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学、客观研

判天然气市场需求和供应，建立、健全以国家管网

进行资源协调机制和日报告信息联动机制，实现资

源通畅、信息流畅、调控顺畅的局面。

四、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长三角地区天然气消费规模大、消费增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消费结构合理，存在迎峰度夏需

求；天然气管网密度大，储气库以盐穴型为主，容

量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接收站调峰能力占比 

较高。

2.长三角地区天然气储气、调峰系统韧性不

足，优化运行余地较小。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极寒

天气测试了储气调峰能力，管网局部管段也影响了

储气库、LNG接收站调峰效果。

（二）建议

1.根据资源、市场统筹安排长三角地区的管

输、储气库注采和LNG采购年度计划，将储气库、

LNG和管网视为同一水力系统，从资源流向、工艺

流程、节能降耗方面入手进行优化，能够实现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最大化。

2. 建立健全相关方储气调峰协同调控机制。托

运商、电网、地方管网和国家管网应提高站位，重

视储气调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发掘储气库的更大

价值；地方管网应尽快融入国家管网运营，提升综

合储气调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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