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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相比，煤层气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能

源。纵比，最近数年，我国煤层气行业确实有发展，我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更

快发展。横比，行业发展的相对规模、投入、技术、法律法规等都还处于成长

初期。恰如此，我国煤层气行业快速发展可期，由此带来的投资机会也多。本

报告只就煤层气行业运行状况做了一个介绍，并未分析跟踪具体的投资标的。

我们还将跟踪研究，具体的投资标的此前和今后分布于我们新能源、化工、机

械的行业公司研究中，敬请关注。我们择机也会做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总结。 

1、我国煤层气行业状况：有基础、有发展。煤层气是非常规的天然气。我国“富

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煤层气的丰富，具备了未来充分利用快速发

展的基础；天然气（煤层气）管道运输格局基本形成；行业发展的制度环境也

有所改善，以上因素使得我们煤层气行业最近数年有了较快的发展。 

2、我国煤层气行业快速成长可期。在能源使用结构中，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

气获得快速发展，需求巨大缺口也大，煤层气成为重要的补充。减少煤层气（瓦

斯）排放、煤炭安全生产要求客观上要求充分利用煤层气这一清洁能源。随着

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推进，煤层气价格必将提高，开采经济性的提高必将撬动行

业加速发展。软硬件环境的完善也为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3、“十二五”煤层气产量年均复合增速 50%左右。2007 年后政府出台了煤层气

开发补贴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相关企业投资煤层气产业的积极性，促进了煤层

气进入规模化开发阶段，“十二五”期间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 

4、煤层气产业链投资机会集中于上游。煤层气与天然气产业链都包括上游资

源及勘探开发，中游运输、存储等环节，下游输配和分销环节。相比天然气，

煤层气发展规模依然很小，其快速发展需要首先加大勘探开发力度，与此相关

的投资必然会加大。中短期，行业内勘探开发的投资会先行加速，利好相关技

术、设备供应商。长期来看，受益能源价格的逐步抬升，拥有资源者为王。 

5、中短期关注勘探技术设备相关的公司。这包括（1）地震数据处理解释：恒

泰艾普、潜能恒信；（2）钻井设备和服务：江钻股份、山东墨龙、杰瑞股份、

宝德股份、宏华集团、惠博普、通辽石油、安东油服、准油股份、四方达、海

默科技、天科股份。 

6、中长期关注煤层气资源和利用上市公司。包括两类公司，（1）资源开发：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西山煤电、准油股份、中国煤层气、中裕燃气、环

能国际、中国油气控股；（2）煤层气运用：兰花科创。 

 

推荐公司及评级 

公司名称及代码 评级 

兰花科创（600123） 强烈推荐 

中国神华（601088） 强烈推荐 

冀中能源（000937） 强烈推荐 

潞安环能（601699） 强烈推荐 

兖州煤业（600188） 强烈推荐 

盘江股份（600395） 强烈推荐 

行业表现对比图(近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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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港澳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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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煤层气行业状况：有基础、有发展 

煤层气是非常规的天然气。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煤层气的丰富，具

备了未来充分利用快速发展的基础；天然气（煤层气）管道运输格局基本形成；行业发展的

制度环境也有所改善，以上因素使得我们煤层气行业最近数年有了较快的发展。 

（一）煤层气：非常规的天然气 

煤层气俗称“瓦斯”，其主要成分是 CH4（甲烷)，与煤炭伴生、以吸附状态储存于煤层内的

非常规天然气，热值是通用煤的 2-5 倍，主要成分为甲烷。参见图表 1。一立方米纯煤层气

的热值相当于 1.13kg 汽油、1.21kg 标准煤，其热值与天然气相当，可以与天然气混输混用，

而且燃烧后很洁净，几乎不产生任何废气，是上好的工业、化工、发电和居民生活燃料。煤

层气空气浓度达到 5%-16%时，遇明火就会爆炸，这是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根源。煤层气直

接排放到大气中，其温室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 21 倍，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极强。在采煤之前

如果先开采煤层气，煤矿瓦斯爆炸率将降低 70%到 85%。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具有一举多得的

功效：提高瓦斯事故防范水平，具有安全效应；有效减排温室气体，产生良好的环保效应；

作为一种高效、洁净能源，商业化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图表 1  煤层气与天然气对比 

 煤层气 天然气 

成分 
主要为甲烷(CH4)。地面开采的煤层气所含的甲

烷（CH4）成分占比可超过 90% 

烃类气体，主要为甲烷(CH4)，少部分为乙烷

(C2H6)，丙烷（C3H8） 

储集 储集在煤层，以吸附状态为主 存在于油田和天然气田，以游离状态为主 

开采 

生产需要经过排水降压，气体解吸，然后向井

口渗流，开采工艺较复杂。煤层气的储集层的

渗透 率相对较低，产量较低。 

生产机理是在自然压力下向井口渗流，生产工 艺

简单。一般天然气田的渗透率较高，产量较 高和

较稳定。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二）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具备大规模开发的资源基础 

我国煤层气资源丰富，具备大规模开发的基础。根据新一轮煤层气资源评价，我国埋深 2000

米以浅煤层气地质资源量约 36.8 万亿 m³，与陆上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相当，居世界第 3 位，

可采储量 10 万亿 m³，常规天然气可采储量 22 万亿 m³。1000 米以浅、1000—1500 米和 1500

—2000 米的煤层气地质资源量，分别占全国煤层气资源地质总量的 38.8%、28.8%和 32.4%。

从地区分布来看，华北、西北、南方和东北地区赋存的煤层气资源量分别占全国煤层气资源

总量的 56.3%、28.1%、14.3%、1.3%。 

图表 2  不同深度煤层气资源分布（亿 m³）  图表 3  不同地区煤层气资源分布（亿 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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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90%的煤层气资源储藏在早中侏罗纪、石炭纪和二叠纪的煤层中，其中早中侏罗世的资源量

最大，占全国总量的 46.13%；石炭二叠纪次之，占全国总量的 43.52%。 

http://baike.baidu.com/view/116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18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33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880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102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75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81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80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3399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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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煤层气资源分布广泛。全国含气量大于 1 万亿 m³的地区有 9 个：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沁水

盆地、准噶尔盆地、滇东黔西盆地群、二连盆地、吐哈盆地、塔里木盆地、天山盆地群、海拉

尔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沁水盆地的可采资源量在 1 万亿 m³以上。中国最大的煤层气田是：

内蒙和陕西的鄂尔多斯盆地，山西的沁水盆地、新疆的吐哈地区、贵州的六盘水地区。 

图表 4  我国 9 大煤层气盆地分布（资源量，万亿 m³） 

 
资料来源：中国煤层气开发利用 

（三）管道运输框架基本形成 

长输管道是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气体燃料输送一直比石油和煤炭的运输成本更高且难度更

大，气体燃料也更不易储存，储存成本也更高。液体和固体商品可以通过倾倒、铲入的方式

装入桶、箱、罐中，然后通过公路、铁路、海上运往市场。对于天然气来说最经济有效的方

式是通过固定的管线高压输送。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历史，几乎与长距离管道网络建设的发展

历史同步，也是轧管、冶金和焊接技术的进步历史。LNG 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管线不能到

达的两个市场之间的海上运输。 

全球天然气贸易的 70%是通过管道输送实现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占全球天然气贸易的 30 %。

2010 年欧洲及欧亚大陆天然气贸易约占全球贸易量的 2/3。亚太地区为最主要的 LNG 消费

市场（BP，2011 年能源统计）。参考图表 5。 

图表 5  国际天然气贸易走向图（10 亿 m³） 

 
资料来源：BP，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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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目前输气管道干线基本成型。煤层气资源主要分布于华北、西北和东北地区，基本与成

熟油气田比邻；随着管道形成全国一张网，基础设施硬约束基本不存在。参考图表 6。我国

已经基本形成以西气东输、陕京线系统、川气出川管道等为骨干管道的国家基干管网，全长

超过 4 万公里。 

图表 6  输气管网主干线基本成型 

 
资料来源：百度 

目前建成的煤层气管道包括端氏—博爱管道、端氏—沁水八甲管道、晋城煤业集团西区瓦斯

东输管道等，年输送能力 50 万 m³。正在建设韩城—渭南—西安管道，昔阳—太原管道，输

送能力 30 万 m³。 

图表 7  主要煤层气管道 

 
资料来源：叶建平 2010 

（四）产业上游的法律法规相对较完善 

行业相关法律不断制定完善中。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

持煤层气发展的优惠政策，鼓励煤层气产业发展，但主要集中在上游。2006 年 6 月 15 日国

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基本明确煤层气从

煤炭的附属品，转变为独立矿种，明确先抽后采、治理和利用并举的思路。相关部门后续出

台了系列相关政策来鼓励投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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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  主要鼓励政策内容 

项目 具体措施 

价格优惠  煤层气价格按市场经济原则，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国家不限价（国办通〔1997〕8号） 

税收优惠 
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财税〔2007〕16号） 

对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等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财关税〔2006〕13号） 

开发补贴 中央财政按 0.2元/方煤层气（折纯）标准进行补贴（财建[2007]114号） 

发电补贴 相当于利用每方煤层气发电补贴补助 0.65元（发改能源［2007］721号） 

资源管理 
从事煤层气勘查开采的企业,2020年前可按国家有关规定申请减免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

费，对地面抽采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财税［2007］ 16号） 

矿权重叠 

“坚持采气采煤一体化，依法清理并妥善解决煤层气和煤炭资源矿业权交叉问题”（国办发

[2006]47号） 

“新设立的煤炭探矿权、采矿权不得进入国家公告的特定煤层气勘查、开采区域”（国土资发

[2007]96号） 

资料来源：王一兵，2011 

2007 年出台财政补贴政策，煤层气产业发展受到明显促进。我国煤层气产业的法律法规大

多是针对上游勘探开发，要加快煤层气行业发展必须完善相应的中下游环节法律规章，尤其

是管道输送环节，增强其服务性质，淡化其垄断排他性。 

煤层气行业目前的法规主要集中于上游。现有的涉及煤层气行业的法律规章多是着力于鼓励

上游开发和重点下游利用环节。参考图表 9。目前产业规模逐渐壮大，则需要制定相应的制

度来完善中下游市场体系，依靠市场的力量来优化配置资源，比如管道接入制度、销售方式

及定价机制。 

图表 9  煤层气产业适用的法律体系 

环节 范围 具体文件 主要内容 

上游 

基本法规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第 35条规定“国家鼓励煤矿企业开发利用煤层气”。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体现国家对油气资源的所有权。 

1994 年煤炭工业部发布《煤层气勘探开

发管理暂行规定》 

加强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的管理，保障煤炭勘探、规划、设计

和开采不受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影响。 

2005年《煤矿瓦斯治理与利用实施意见》 
主要为了做好全国煤矿瓦斯防治工作，有效遏制煤矿瓦斯事故多

发的势头，充分利用煤矿瓦斯资源。 

2006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煤层气

（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若干意见》 
明确了坚持先抽后采、治理与利用并举的指导方针。 

2007 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煤炭和煤

层气资源综合勘查开采管理的通知》 

支持和鼓励煤炭矿业权人综合勘查开采煤层气资源，投资人申请

煤炭探矿权，应提交煤炭和煤层气综合勘查实施方案。 

2009年 4月 28日国家能源局下发《通知》 

要求全国重点煤矿区编制煤层气抽采利用规模化建设方案，5 月

底前上报国家能源局。编制全国重点煤矿区煤层气抽采利用规模

化建设方案。 

财政税收 

1996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发布《关

于外国石油公司参与煤层开采所适用税

收政策问题的通知》 

鼓励外国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开采我国陆上煤层气资源。 

2002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

总署印发《关于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项目

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暂行规定》 

中联公司及其国内外合作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国内产品性能

不能满足要求，并直接用于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仪器、零附件、

专用工具，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其它从事煤层气勘

探开发的单位，应提前向财政部提出申请，经财政部商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等有关部门认定后，享受上述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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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财政部出台《关于煤层气勘探开

发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收的有关规定》 

煤层气勘探开发作业的设备、仪器、零附件、专用工具，免征进

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2007 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下发《关

于加快煤层气抽采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

通知》 

煤层气抽采企业抽采销售煤层气实行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独立

核算的煤层气抽采企业购进的抽采泵、钻机、监测装置、发电机

组等专用设备，实行加速折旧。从事技术改造项目国产设备投资，

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 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

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研究开发新技术、新工

艺发生的技术开发费，在按规定实行 100%扣除基础上，允许再按

当年实际发生额的 50%在企业所得税税前加计扣除。对地面抽采

煤层气暂不征收资源税。 

2007 年，财政部发布《关于煤层气（瓦

斯）开发利用补贴的实施意见》 

在我国境内从事煤层气开采的企业均有资格享受财政补贴。中央

财政按 0.2元/m3煤层气（折纯）标准 

对外合作 

199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

陆上石油资源条例》 

第 30 条规定“对外合作开采煤层气资源由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

公司实施专营，并参照本条例执行” 

2007 年《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的

决定》 

对外合作开采煤层气资源由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国务院指

定的其它公司实施专营 

安全生产 

2005 年安监局发布《国有煤矿瓦斯治理

安全监察规定》 

监督国有煤矿落实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的瓦斯治理方

针，控制特大瓦斯事故的发生 

2008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煤层气（煤矿

瓦斯）排放标准（暂行）》 

新建矿井及煤层气地面开发系统的煤层气，浓度大于或等于 30%

的煤层气禁止排放。2010年 7月 1日起，现有矿井及煤层气地面

开发系统的煤层气，浓度大于或等于 30%的煤层气禁止排放。 

中游 管输销售 
200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条例》 
侧重于维护管道的安全。 

下游 

城市输配 
《城市燃气管理办法》以及各地根据该法

规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在准入、价格等方面强调政府的直接管制。 

具体应用 

200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出台了《关于利

用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工作的实施意

见》 

电网企业优先安排上网销售，不参与市场竞争。上网电价比照生

物质发电电价政策，即执行当地 2005 年脱硫燃煤机组标杆电价

加补贴电价（0.25元/kWh）。 

价格管理 
200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煤层

气价格管理的通知》 

民用煤层气出厂价格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对于已纳入地方政府

管理价格范围的，要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放开价格。进入城市公共

配气管网并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民用煤层气销售价格，按照与天

然气、煤气、液化气等可替代燃料保持等热值合理比价关系的原

则确定。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五）煤层气产量不断提高 

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主要经历了 4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 80 年代前期评价阶段。在

全国 30 多个煤层气目标区开展了前期地质评价研究。第二阶段是 1992—2000 年勘探选区阶

段。在江西丰城、湖南冷水江、山西柳林、晋城、河北唐山、峰峰、河南焦作、陕西韩城等

地钻探煤层气井，柳林、晋城、阜新开展小井组试验。第三阶段是 2000—2005 年开发试验

阶段。在山西沁水、陕西韩城、辽宁阜新开展了开发先导试验工作。2006 年至今规模开发

阶段。沁水煤层气田、鄂东煤层气田韩城区块、柳林区块、辽宁阜新、铁法等地煤层气地面

开发初步形成规模并进人商业开发阶段，特别是 2007 年国家出台财政补贴政策，每生产 1

立方煤层气国家补贴 0.2 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企业的积极性，纷纷加大投人。 

煤层气产量连年提高。参考图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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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我国煤层气产量和生产井数大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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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煤层气产业发展战略和趋势 

 

二、我国煤层气行业快速成长可期 

在能源使用结构中，作为清洁能源的天然气获得快速发展，需求巨大缺口也大，煤层气成为

重要的补充。减少煤层气（瓦斯）排放、煤炭安全生产要求客观上要求充分利用煤层气这一

清洁能源。随着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推进，煤层气价格必将提高，开采经济性提高必将撬动行

业加速发展。软硬件环境的完善也为行业发展保驾护航。 

（一）天然气需求带动煤层气发展 

天然气（煤层气）：相对的清洁能源。在能源使用中，天然气（煤层气）相对于煤炭、石油

等，其对于保护环境的优势不言而喻。参见图表 11、12。 

图表 11  电厂排放物对比（磅/百万千瓦时） 

化石燃料 有机气体 CO NOx SOx COx 

煤炭 0.022 0.243 5.15 5.690 2317 

石油 0.110 0.151 4.20 2.640 2092 

天然气 0.055 0.176 1.51 0.005 1391 

资料来源：《美国天然气工业与天然气交易》，华创证券 

图表 12  车辆排放物（磅/（车×英里）） 

发动机燃料 有机气体 CO NOx COx 

汽油 0.444 3.4 0.40 384 

新配方汽油 0.252 3.4 0.40 370 

液体丙烷 0.250 3.4 0.40 342 

天然气 0.210 0.4 0.04 318 

甲醇 85 0.444 3.4 0.40 385 

资料来源：《美国天然气工业与天然气交易》，华创证券 

能源使用结构变化，天然气使用量不断增加，缺口也加大。从国外能源使用结构来看，天然

气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不断提升。参见图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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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  全球性天然气使用比例稳步上升——以发电为例 

 
资料来源：BP，华创证券 

在我国，2010 年天然气在一次能源占比 4.3%，普遍预计 2015 年比重将上升至 7.5%，2020

年将升至 10%以上。天然气缺口巨大，2010 年进口约 100 亿 m³，对外依存度 9.3%，2020

年缺口降到 600 亿以上，对外依存度达 20%以上，对外依存度逐步上升。参考图表 14。 

图表 14  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逐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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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能源中长期发展战略，华创证券 

煤层气将成为常规天然气的重要补充。预计国内煤层气 2015年产量将达 100亿m³以上。2020

年产量预计大 300 亿 m³，成长空间巨大。这将弥补我国天然气需求的不足。 

（二）减排压力以及煤矿安全生产客观上要求充分利用煤层气 

减排压力客观上要求充分利用煤层气。煤层气的主要成分是甲烷。在对温室效应的贡献上，

甲烷的综合温热势（GWP）是二氧化碳的 21 倍；对臭氧的破坏力是二氧化碳的 7 倍以上。

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虽然目前在大气中的浓度较小，但是增长率则大得

多。90 年代我国因采煤每年向大气排放的甲烷约 190 亿 m³，居世界第一，占世界采煤排放

甲烷总量的 1/3，约占我国工业生产中甲烷排放量的 1/3，近年来煤炭产量剧增，这一问题更

加突出。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要求，2015 年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较 2010 年下降

17%，每年平均需下降 3%左右，减排形势日趋严峻。因此，预计未来 10 年将是化石能源结

构，大力发展清洁、碳排放低的天然气能源，天然气占比也要从目前的 4.3%上升至 2015 年

的 7.5-8%。在减排压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先采煤层气后采煤显得尤为有社会意义，并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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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从碳交易的角度来测算，每立方米甲烷的经济价值约 0.2-0.4 元，总价值 38 亿—

76 亿，按照目前的天然气价格测算，190 亿 m³价值 200 亿以上。 

煤矿安全生产推动加快煤层气开发利用。甲烷浓度达到 5%-16%时，遇明火就会爆炸，是煤

矿工人的“头号杀手”。我国《煤层气（煤矿瓦斯）排放标准（暂行）》（2008）要求甲烷浓

度>=30%的高浓度瓦斯禁止排放。在开采煤炭前抽采瓦斯能把煤矿瓦斯爆炸率降低

70%-80%，将大大提高煤矿生产的安全性。 

国内吨煤瓦斯抽采率太低。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 9000 余处（占

30%），国有重点煤矿中，高瓦斯和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占 49.8％。全国高瓦斯煤矿的吨煤瓦

斯含量平均为 6 至 10m³。除国有煤矿外，矿井未建抽采系统所占比例为 40%，实际在煤矿

开采过程中吨煤瓦斯抽采量不足 1m³，同时也造成煤层气资源严重浪费。 

图表 15  2007 年全国各类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总数占比 

顶板

40.1%

瓦斯

28.6%

运输

12.0%

水害

6.7%

机电

2.3%

放炮

2.0%

火灾

1.9%
其他

6.4%

 

资料来源：煤层气开发利用现状和政策分析，华创证券 

安全生产标准要求先抽气后采煤。根据安监总局发布的《煤矿瓦斯抽采基本指标》，煤层工

作面采掘作业前煤层瓦斯必须降到 8m³/t 以下，或将煤层瓦斯压力降到 0.74MPa（表压）以

下。有学者研究，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资源开发的角度，吨煤甲烷含量定为 4m³；从煤

矿瓦斯治理角度，吨煤瓦斯含量 6m³以上，必须执行先抽后采的政策。含气量 6m³/吨时煤

矿瓦斯爆炸的界限点，以含气量 6m³/t 为界分析煤炭、煤层气资源分布更有实际意义。 

（三）天然气价格改革撬动煤层气行业加速 

随着天然气价格改革的必然推进，煤层气价格必然同步上涨，煤层气开采的经济性提高，撬

动煤层气行业的加快成长。煤层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其成分及含量与常规天然气基本一

致。虽然煤层气价格不管制，但其价格主要参考天然气价格。 

1、天然气定价机制逐步市场化 

天然气价格构成。天然气的终端价格由三部分组成，出厂价+管输费（LNG 运输费）+城市

输配价；分别对应产业链三个大环节：上游生产+管输（LNG 运输）+分销。参见图表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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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6  天然气产业链示意图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天然气定价历史，非市场化为主。历史上，国内天然气价格管理共经历 4 种模式：1984 年

以前的完全计划价格价格管理模式，1984-1993 年的“双轨制”价格管理模式，1993-2005

年国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并存，2005 年至今统一改为国家指导价。参考图表 17。 

图表 17  中国天然气出厂价格演变历史 

 
资料来源：中国天然气困局，华创证券 

目前天然气出厂价由政府管理，实行国家指导价。按照《价格法》规定，国家指导价的商品

或服务要编入价格管理目录，实行分工管理。目前根据国家颁布的价格管理权限，天然气出

厂价和管输费由中央政府（发改委）管理，城市配气费有省（市）地方政府管理。天然气管

输费和城市配气费也一直都是实行政府定价，分别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定价。管道经营具

有自然垄断的性质，因此需对管输费用进行管制，以防止获得不正当利润，妨碍产业链协调

发展。目前的定价原则是平均成本加合理利润，顺着产业链分段定价加总顺着产业链定价，

参见图表 18。 

图表 18  现行管道天然气顺价机制结构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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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气东输管线运营后，定价结构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随着管道建设的发展，建设主体多元

化，新建长输天然气管道采取“新线新价，一线一价”管输费。针对气源及供气主体也多元

化情况，国家改变了天然气长输管道供气的用户的价格结构：天然气出厂价实行单一价格，

不再采取结构价形式；管输费则根据用户的用气特征，如稳定性、可靠性、用气量、服务需

求、行业特点及用户的承受能力，实行管输结构价。参考图表 19。 

图表 19  西气东输天然气价格结构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政府管理的天然气定价面临挑战，市场化定价呼声越来越大。目前“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天

然气定价原则，随着气源、供应主体多元化，管道网络化，使得成本核算的技术难度加大，

几乎不可能完成准确核算。天然气定价调整也都演变成生产企业和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相互博

弈。这种定价方法缺乏灵活性，不能及时反映能源及替代能源价格的供需及生产成本的变化。

顺价机制转向净回值定价的市场呼声越来越大。净回值定价方法是，市场中心门站价将天然

气与燃料油、LPG（液化石油气）等替代能源挂钩，再以该门站价格减去管输费用倒推出各

省门站价格，得出出厂价和进口价。这也是国际比较通行的管道天然气市场化定价方法。发

改委在两广地区推行净回值定价试点。 

2、逐步推行的市场化定价会推高气价并提高开采经济性 

我国国产天然气（煤层气）价格偏低，和替代能源相比定价也偏低，没有凸显天然气的清洁

性及稀缺性。价格提升将会改善上游资本回报率，提高开采经济性。 

天然气政府定价导致上游资本回报率过低的状况。我国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时，规定上游气

田采用的财务内部收益率通常是 12%，长输管道投资项目采财务内部收益率通常为用 12%，

城市配气项目财务内收益率通常为 6%-8%。与国外的投资收益监管原则和油气公司的实际

资本回报率（20%—40%）相比，上游资本回报率显然过低。 

图表 20  中国天然气主要气源价格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天然气困局，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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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天然气价格远低于其它不同气源。国产天然气价格远低于进口管道天然气价格，跟进口

LNG 气化后价格比就更低。西气东输二线接通广东地区，这种价差矛盾更加凸显。参考图

表 20。从这个角度看，未来价格提升的空间较大。 

国产天然气出厂价偏低，客观上会降低开采的经济性，导致国内有效供给不足。开成成本高

于市场价格的气源就会退出市场。 

图表 21  中国天然气主要气源供应量及价格 

 

资料来源：中国天然气困局，华创证券 

从替代能源角度对比，天然气价格可提升的空间也较大。用户采用天然气替代原有能源，为

了获取相同的热量，用户可能支出的最大价格均远高于天然气价格，参考图表 22。只要天

然气价格不超过客户的最大承受能力，竞争优势就一直存在，同时价格上升的巨大空间也就

一直存在。 

图表 22  主要用户气价承受能力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天然气困局，华创证券 

（四）煤层气行业发展软硬件环境在完善中 

1、行业发展归因：一个国外总结 

影响煤层气开发因素。煤层气开发首要推动力是基于煤矿安全生产和环境压力，其次是作为

优质能源可以起替代能源作用。所以，在行业发展初期没有经济利益，政策推动作用很关键，

政府往往通过税收、补贴等措施提高煤层气开采竞争力，同时投入大量的资金推动关键技术

的研发。行业加速发展的原因离不开市场体系的完善，价格市场化、市场准入门槛降低等。

市场需求旺盛也是行业加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市场价格 边际供应 

有效供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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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  煤层气产业系统影响因素图示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整理 

国外成功经验。我们列举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煤层气发展的历史以及做法，其

主要的经验有： 

（1）资源环境：丰富的煤层气资源是是煤层气开发和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矿山安全、

环保压力重视开发利用煤层气的重要起因和外部环境。 

（2）法律规章：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煤层产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可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投资。

例如各国都有简单明确、操作性强的煤层气资源管理制度，有些还对下游的利用制定了要求。 

图表 24  资源及法律法规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资源（万亿方） 21.2 17.9～76 8～14 

法律法规 

《联邦矿山安全与健康法》 

《能源意外获利法》1980 

《1992年能源政策法案》 

《石油资源法》 

《煤层气法案》 

《1989 年的矿产资源法》 

《1923 年的石油法》修订 

鼓励政策 

税收优惠、财政补贴。 

政府 1983-1995年投 4亿

美元研究资金和试验费用 

发布天然气供求预警报

告，提出发展非常规天

然气能源的指导意见 

煤层气作为副产品发电免交矿区使用费 

先采气，煤层气含量小于 3m³/吨 

昆士兰州要求天然气发电占比 13% 

管道系统 
天然气管道完善 

第三方准入 

天然气管道完善 

第三方准入 
管道私有化 

定价机制 竞争性定价 竞争性定价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3）政策激励：煤层气开发具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意义，政府应当重视和扶持，这在煤层

气产业发展初期尤为关键。国家投入资金促进研发先进适用技术，是促进煤层气开发的重要

保障。不同国家，地质规律不同，因而要探索合适的煤层气勘探开采技术，这一点澳大利亚

特别突出。美国政府在煤层气发展初期投入巨额资金进行研发，推行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

澳大利亚强制要求先采气后采煤，煤层气含量降至 3m³/吨以下才可采煤，强制推行煤层气

发电；德国对利用煤层气发电进行补贴等等。 

（4）市场体系：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完善的市场体系是煤层气产业快速发展重要驱动力。例

如加拿大天然气出现缺口，价格上升，直接促进煤层气产业加速发展。完善的天然气管网及

其开放使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是煤层气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条件。例如，美国实行管道输送

第三方准入，澳大利亚管道私有化促进管道投资大幅增加。煤层气产业的发展必须有完善的

管网系统和畅通规范的销售渠道。价格机制市场化也是煤层气加快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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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管道干线成型，运营制度在不断完善 

管道干线成型并将快速发展。除了已有的运输管网，“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形成“西气东

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外供”的供应格局。到 2020 年，全国天然气干线管道总里

程超过 6 万公里；将形成全国一张网，管道将覆盖全国 31 个省份，95%以上的地级市均通

上天然气。 

运营制度在完善之中。（1）管输费形成机制需完善。政府主管部门对管道输送价格进行管制。

老的天然气管道费实行按照原来的价格，新建长输天然气管道采取“新线新价，一线一价”

管输费。在管道逐渐形成网络的情况下，原有的这种一个气源对应一个市场的定价方式面临

很大的技术难度。政府正在就此问题进行论证改变，扫除阻碍天然气（煤层气）市场网络形

成的障碍。 

图表 25  中国天然气管输费演变历史 

 

资料来源：中国天然气困局，华创证券 

（2）煤层气进入市场的方式需统一。随着我国长距离输气管道的建设，天然气市场由区域

性市场向全国性市场发展，出现了两种天然气销售模式：一种是捆绑式销售，天然气管道公

司集天然气购、输、销于一体，从管道起点以天然气出厂价买进天然气输给下游客户，向用

户收取天然气商品费和输送费；另一种是管道公司只作为管道服务商向下游提供输气服务，

用户按天然气出厂价和管道费分别向天然气生产公司和管道公司支付。这两种销售模式并

存，本身也说明了统一的市场还没有形成。也不利于煤层气进入市场到达消费者手中。 

（五）煤层气行业“十二五”将获得快速发展 

“十二五”煤层气产业将进入大规模商业开发阶段，产量年均复合增速 50%左右。2007 年

后政府出台了煤层气开发补贴政策，极大地调动了相关企业投资煤层气产业的积极性，促进

了煤层气进入规模化开发阶段。近年国内天然气市场的快速发展，天然气基础管网更加成熟，

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将给煤层气加速发展打下基础。 

近年全国煤层气开发井由不足百口增加到 5240 余口（含水平井约 100 口），建成煤层气产能

约 30 亿 m³/年，年产气量超过 15 亿 m³。形成沁南、鄂东 2 大煤层气区为重点的产业格局。

“十二五”末全国地面钻井开发的煤层气产量可以达到 100-200 亿 m³以上，年均复合增长

率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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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6  中国煤层气发展面临加速 

 
资料来源：煤层气产业发展战略和趋势，华创证券 

三、煤层气产业链投资机会集中于上游 

煤层气与天然气产业链都包括上游资源及勘探开发，中游运输、存储等环节，下游输配和分

销环节。相比天然气，煤层气发展规模依然很小，其快速发展需要首先加大勘探开发力度，

与此相关的投资必然会加大。中短期，行业内勘探开发的投资会先行加速，利好相关技术、

设备供应商。长期来看，受益能源价格的逐步抬升，拥有资源者为王。 

（一）产业链与天然气的类似 

煤层气主要成分与天然气类似，他们的下游用途几乎可完全互相替代。所以煤层气产业链和

天然气产业链基本一致，除了上游勘探开的技术要求不同。产业链按照上下游分为三部分：

上游资源及勘探开发；中游运输、存储等环节；下游输配和分销环节。 

上游资源及勘探开发。煤层气的勘探开采领域，由国务院指定公司专营；目前煤层气资源主

要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晋煤集团及其他煤炭公司手中。其中中石油占绝对优势。

由于煤层气与常规天然气地质条件不同，适用的勘探开采技术有所不同。勘探开发流程主要

包括：地质普查、勘探规划、钻井固井完井、油气开采等环节。 

图表 27  上游天然气勘探开发流程及设备服务商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中游运输、存储等环节。天然气运输主要长输管线运输和 LNG 运输。下游主要是城市输配

和分销环节。 

管线运输及分销。经过气田内收集处理天然气依次经过首站加压进入干线管道，再经过中间压

力站输送至直供电厂、工业用户和城市输配站；再由城市输配站分销工居民、商业、小工业、

集体用户。长输管线主要由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垄断运营。城市输配由地方政府管制。 

“十二五”年均复合增长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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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8  管网产业链及运营和设备提供商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LNG、CNG 运输。CNG 是压缩天然气，一般用于中短距离，体积压缩为 1/200。LNG 是管

道运输之外中长距离运输方式，主要用于海上运输，天然气以液态形式存在，体积仅为气态

时的 1/600，相同条件下比管道投资规模小，方便可靠，易于运输变化，比 CNG 存储效率高，

所需钢瓶少，重量轻，行程距离更远，但需要真空隔热，保存时间没有 CNG 长。 

图表 29  LNG、CNG 产业链及运营和设备供应商上市公司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二）投资机会在上游资源及勘探开采服设备务商 

相比天然气，煤层气发展规模依然较小。未来煤层气进入大规模商业开发阶段，但是相对常

规天然气来说规模还是非常小。目前建成地面抽采产能 30 亿 m³，2010 年产量 15 亿 m³，

井下地面煤层气产量合计 85 亿 m³，而同期天然气的产量为 980 亿 m³，煤层气占天然气产

量 9%。参考图表 30。“十二五”末煤层气地面抽采产量可达 100-200 亿 m³，2015 年天然气

产量将达 1600 亿 m³，煤层气为天然气的 10%左右。因此，煤层气开发加速发展，对中下游

产业链的撬动作用不会很明显；对有煤层气资源、提供煤层气特有勘探开采技术服务和设备

的相关公司贡献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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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0  2010 年天然产、煤层气产量对比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增加产量规模，行业内勘探开发需要先行。提高煤层气在天然气中占比，需要加大勘探开发

力度。2010 年，我国新增探明储量近 1121.55 亿 m
3，到 2010 年底为止，我国已累计探明煤

层气储量 2902.75 亿 m
3，探明率不足 1%。目前探明储量主要集中于沁水盆地南部和鄂尔多

斯盆地东南部。参考图表 31，其他地方的勘探活动有待加速。 

图表 31  2010 年煤层气探明储量分布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与美国等商业化开采国家相比，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存在探明率低和采气速率低两个主要问

题。参见图表 32。 

图表 32  煤层气行业主要数据对比 

国家 
开发井 

（个） 

资源量 

（万亿 m3） 

可采储量 

（亿 m3） 

产量 

（亿 m3） 

单井日产 

（m3） 

采气速率 

（%） 

探明率 

（%） 

美国 38000 32.2 25000 542 3900 5 11.8 

澳大利亚 5200 14.0 2300 50.2 2300 2.2 5.9 

加拿大 9900 22.7 490 84 2200 17.5 18.5 

中国（已投产） 3200 36.8 1439 13.6（直井） 1100 0.9 0.76 

资料来源：赵庆波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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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开发投入方面加大，为未来商业化开发提供资源基础。目前煤层气勘探开发探明率低和

出气率低是发展中问题的所在，也是上游勘探开发环节相关技术设备的机会所在。同时为了

解决气井钻探完成后，出气速率低单井产量低导致的投资回收周期长的问题，在钻井、增产

技术设备方面的投入相应也会先行。解决产量问题有待突破的技术包括多分支水平地质跟

踪、定向设备、强磁引导、注 N2、CO2 煤层压力、连续油管压裂；解决产量问题有待突破

的设备包括空气钻井设备、压裂设备（液氮压裂车）、随钻定向设备、连续油管设备等。 

图表 33  目前行业相关公司钻井活动情况 

 钻井 
探井 

（个） 

投产井 

（个） 

日产气 

（万 m3） 

单井日产 

（m3） 
产量比例 

中石油 1203+94水平井 505 868 84 1000-55000 19.60% 

中联煤 400+2水平井 155 350 38 2000-5000 8.90% 

格瑞克 60+1水平井 18 53 5 500-3000 1.20% 

中石化 30+1水平井 30   1600-2500  

晋煤、阳煤、潞煤 2500+2水平井 46 1450 250 1500-10000 58.40% 

中煤地质局 25 25     

阜新、铁法、抚顺、沈北 73 24 36 11 2000-16000 2.60% 

联合国开发署 12 12     

亚美、焦作等* 84+38水平井 55 60 21 5000-100000 4.90% 

其他 189+8水平井 160  19 900-2000 4.40% 

合计 4576+146水平井 1030 2817 428  100% 

资料来源：吴建光 2011 （*全部为亚美、焦作、美中能源、奥瑞安、富地、远东、寺河） 

勘探技术设备相关的公司将从中受益。勘探投入的加大，必将使得相关公司收益。这包括两

类公司，第一是地震数据处理解释的公司恒泰艾普、潜能恒信。第二是钻井设备和服务的公

司，主要有江钻股份、山东墨龙、杰瑞股份、宝德股份、宏华集团、惠博特、通辽石油、安

东油服、准油股份、四方达、海默科技、天科股份。参考图表 27。对于这些公司的研究分

析，此前和未来将分布于我们新能源、机械、化工等行业公司的研究中。 

长期来看，受益能源价格的逐步抬升，拥有资源者为王。目前煤层气资源跑马圈地已经完成，

资源主要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中联煤、晋煤集团（沁水蓝焰）手中，参考图表 34。需

要说明的是，当前对于煤层气的矿权界定还在争论中，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公司拥有资

源，尤其是大的煤炭企业将优先拥有煤层气矿权。 

图表 34  重点煤层气开发主体 

 主要区块 
资源量 

（万亿 m3） 

可采资源 

量（亿 m3） 

探明储量 

（亿 m3） 

2010产量 

（亿 m3） 

2015规划 

（亿 m3） 

中石油 
准格尔盆地、鄂尔多斯盆

地、沁水盆地、黔桂盆地 
16.48  1879 5（产能 13） 45 

中石化 9个重点 11.26 3.75  2012年规模生产 25 

中联煤层气 
鄂尔多斯盆地、沁水盆地、

黔桂盆地、江汉盆地等 
2.3  490 

2.5（2011产能 11.7，

2015规划 40） 
30 

沁水蓝焰 沁水盆地    15.73（地面 9.08） 100 

河南煤层气 河南，已有抽采井 42口 1   0.3 中长期 15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煤层气资源和利用上市公司值得长期关注。主要包括两类公司，（1）资源开发：中石油、中

石化、中海油、西山煤电、准油股份、天科股份、中国煤层气、中裕燃气、环能国际、中国

油气控股；（2）煤层气运用：兰花科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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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5  资源及利用相关上市公司 

 主要区块资源量 
探明储量 

（亿 m³） 

2010年产量 

（亿 m³） 

2015年规划 

（亿 m³） 

中国石油 
24个，2.4万 km2，主要准格尔盆地、鄂尔多斯盆地、沁水

盆地、黔桂盆地等，资源量 16.48万亿 m³ 
1879 

5 

（产能 13） 
45 

中海油 
持有中联煤层气 50%，直接获得 25个区块，资源量 2.3万

亿 m³ 
490 2.5 30（40产能） 

中国石化 9个重点矿区，资源量 11.26万亿 m³，可采储量 3.75亿 m³   25（2012年规模生产） 

西山煤电 与沁水蓝焰合作开发西山煤田，资源 794亿 m³，计划 2011年底 1千万 m³产能 

准油股份 正申请新疆拜城和库车地区的煤层气勘探权。 

港股      

中国煤层气 
河南煌龙新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平顶山矿区，埋藏深含

气量高（10m³/吨），煤层厚度薄，渗透率低 
522 初步阶段 长远计划 800个井口 

中裕燃气 
焦作、郑州和平顶山市拥有煤层勘探和开发的项目。2008年末已在焦作市完成 33个垂直井钻探，个井口产量效

果不好 

环能国际 
与中石油合作开发新疆的准噶尔盆地的硫磺沟煤层气区块，

环能国际占股 47%。 
  

长远 900个煤层气井和

496个页岩气井 

中国油气控

股 

项目处于鄂尔多斯盆地的三交区块，与中石油合作，公司占

项目产量的 70%。资源量 435亿 m³ 
 目前产能 1.3 未来 3年 10亿 

资源利用     

兰花科创 煤层气发电。兰花大宁电厂，国内单机容量最大煤层气发电企业 

天科股份 煤层气技术。PSA分离提纯，开发低浓度煤层气发电技术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特别说明：与传统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相比，煤层气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能源。纵比，最

近数年，我国煤层气行业确实有发展，我们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快发展。横比，行业发展的

相对规模、投入、技术、法律法规等都还处于成长初期。恰如此，我国煤层气行业快速发展

可期，由此带来的投资机会也多。本报告只就煤层气行业运行状况做了一个介绍，并未分析

跟踪具体的投资标的。我们还将跟踪研究，具体的投资标的此前和今后分布于我们新能源、

化工、机械的行业公司研究中，敬请关注。我们择机也会做一个更加全面深刻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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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能源发展历史以及主要国家煤层气发展状况 

（一）能源发展历史演进 

人类支配生物圈改造世界并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发展史就是利用能源的历史。人类发展的瓶

颈也是对于“力量”应用的瓶颈，能量密度更高的燃料的发现、转换效率更高的利用方法帮

助人类突破这一限制；不过现代还多了政治、社会环境压力的作用。 

总体而言能源演进分为两大阶段。参考图表 36。在 18 世纪之前，人类主要依赖“肌肉力+

生物质”，少量运用风力与水力；人类社会主要依赖聚集大量的人、动物的力量在进行社会

活动。18 世纪中叶，煤炭与蒸汽机的使用时的人类进入使用“机械力+化石能源”的时代，

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前两次分别是旧石器时代火与烹煮的使用以及新石器时代农

耕的生活方式。内燃机的发明与电力的使用使得能源由煤炭走向多元化，石油在交通运输中

取代了煤。随着对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担忧、环境保护认识的深化，各国积极推进能源结

构调整。煤炭、石油的比重下降，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比重上升。 

图表 36  能源演进史图示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地球上依赖的能源有 3 个来源：第一种太阳的照射，第二种地球内部热能、岩浆和气体的涌

出，第三种是地球与其他星球之间的万有引力所产能。人类将不太需要的能量形式转换成更

加需要的能量形式，例如将植物转化成肉类，将木材转化成热量，将化石能源转化成电。人

类历史上，发展了各种方式去拓展使用能源的能力。 

图表 37  地球可利用能量来源 

 

资料来源：互联网，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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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主要依赖生物质能和肌肉力量——太阳的恩赐 

火与烹煮以及捕猎采集使人类实现了本质飞跃。100 万年前，东非的原始人还不会使用火，

只能通过所吃的食物吸取能量，估计每日消耗的能量 2000 卡路里。大约 10 万年前，欧洲的

猎人每日消耗的能量大约是原始人的 2.5 倍，因为他们有更好的方式去获取食物——用火烹

饪食物和捕猎。捕猎采集者充分利用阳光的方法获得成功，人类因而得以从我们的发源地非

洲出发，跨过欧亚大陆，行进至澳洲和美洲。学会利用火来烹饪食物，是人类获得的最大优

势，烹煮赋予人类食物高热量。火的使用使我们的祖先成为动物界和植物界的王者，成为整

个大地的主宰，而这种权力是此前的动物无法拥有的。 

耕种提高人类利用太阳能量的效率。大约 1 万年前，人类社会进入农耕社会，或许由于气候

变暖传统的食物获取方式遭到淘汰，或许是人口压力迫使人类转向耕种。与捕猎和采集相比，

耕种可以更有效率的利用太阳能，因为耕种能提供更多的食物，可以养活更多的婴儿，可以

不用到处迁徙而消耗掉身体中的糖和脂肪。 

东西半球交流使人类进一步利用太阳能量。公元前后几百年，大多数人已成为借助驯化过的

动植物来获取太阳能的社会成员，形成九大农业中心，但受限于气候差异、地理距离和地形

阻隔，没有任何人类部落能够获得耕种的所有优势。若要充分利用太阳能，以维持持续增长

的人口所需，需要这九大耕种中心共享创新的耕种技术。航海和造船技术发展，更具冒险精

神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作为先驱，使得九大农业区的动植物耕种技术共享得以实现。 

2、煤炭的发现、热机的发明开启化石燃料文明——最伟大的浓缩专家：时间 

蒸汽机成就煤炭于 19 世纪后 1/4 阶段取代木材成为主要能源，直到今天依然是重要的能源

成员。内燃机和电力使能源由煤炭转向多元化，20 世纪下半叶石油在交通运输中取代了煤。 

图表 38  煤炭和石油先后产生巨大贡献 

 
资料来源：BP，华创证券 

18 世纪，人类使用太阳能量的能力（指肌力）在此遇到瓶颈。即便是集中百万奴隶的力量，

将西印度群岛或巴西生产的蔗糖运回欧洲，其速度也比不上帆船；即使用百万罗马人来集体

制造蜡烛，也无法生产出足以满足竞技场夜间表演的灯光需求的无数根蜡烛。 

各地都出现森林资源短缺。以英国为例，1500-1630 年间，英国木材价格猛涨 7 倍，速度比

通货膨胀还快了许多，1608 年该国树木普查数据显示，当时七大森林合计拥有 23 万棵树，

到了 1783 年骤减至 5 万棵树；再者木炭并不适合拿来做所有或者大部分的人类希望发动机

来完成的工作。同时风力和水力也都不是利用太阳能的最有效方法，因为水力和风力并非随

时可用。 

人类需要能量密度更大的燃料，使用效率更高的方式。18 世纪之前，当时较强盛的国家已

经开始试图从生物质转向采用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但都失败了。一次是中国宋朝在 1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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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开始使用中国北部与西北部丰富的煤炭资源。另外一次是 17 世纪初，荷兰开始使用泥

炭。荷兰成为第一个主要以化石燃料作为动力的社会。但荷兰和中国一样没能创造出更有效

率的利用方式，同时泥炭的能量密度也不足够大，他们为化石文明铺路，但却无法延续下去。 

蒸汽机的发明使得英国的煤炭工业加速发展，并迈向工业化，开创人类化石能源新纪元。英

格兰的煤炭储量丰富，但浅层的煤炭很快就耗尽。到 1700 年，矿井深度已达 200 英尺（约

61 米），此时采矿过程中遇到沼气和渗水（雨水积水）难题，当时的技术无法克服。1712 年

纽科曼在井口架设蒸汽机来排水，这使矿井深度可以达到从前的两倍，1700 年英国生产 270

万吨的煤炭，到了 1815 年，煤炭产量达到 2300 万吨。蒸汽机迅速风靡全球。蒸汽机是一部

可以提供大量动力的机器，这种力量并非来自肌肉力量、水力或风力，这是一种全新的自然

力。蒸汽机的发明打开了一扇人类使用高度浓缩的太阳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门

户，人类摆脱了自然界能量流动的限制，进入使用机械力的新纪元。 

图表 39  蒸汽机促使 19 世纪煤炭取代木材 

 

资料来源：《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华创证券 

城市照明拉动新一波化石能源——石油——的利用，虽然最终电力独霸照明。早在 17 世纪

伦敦出现了路灯，到了 1736 年伦敦城区每年可以享受 4000 小时的路灯照明，跻身于灯火通

明的欧洲大都会之列。当时的蜡烛一般是由动物的脂肪制成，尤其是抹香鲸的质量最好。18

世纪 90 年代，捕鲸人全面入侵全世界海洋，只花了半个多世纪就将太平洋海域的多种鲸鱼

不杀殆尽。面对这样的困境，人类有两个选择，一是保护，二是寻找抹香鲸脂的替代品，但

这得依靠人类向古老的地质年代“石炭纪”进行新一波的掠取。 

煤气取代鲸脂照明，但又被煤油取代。18 世纪 90 年代，瓦特和博尔顿的合伙人威廉·默多

克已经发现在真空中焦化煤炭来制造煤气，以及如何储存煤气，并利用管道来输送它。到了

19 世纪中叶，煤气取代鲸脂油灯，为城市的公共与私人场所提供照明。但煤气不是最理想

的燃料，因为储存与运输煤气既麻烦，成本又高，而且煤气有毒，还有爆炸危险。1853 年，

加拿大化学家亚伯拉哈·季斯纳发现了从石油蒸馏出煤油的方法，后来证明在许多情况下，

煤油都是更好的选择。那么是否有足够的煤油来满足急切的需求？1859 年，德瑞克在宾夕

法尼亚州泰特斯维尔的石油溪寻觅石油，用小型蒸汽机为动力的钻探机来钻探，8 月 29 日，

他在 71 英尺（约 21.6 米）深的地方发现石油，为美国和全球拉开了第一波石油热的序幕，

在石油狂潮于 1879 年结束前，煤油灯到处可见，美国捕鲸业逐渐衰落。 

内燃机和电力的发展，促使能源由煤走向能源多元化，石油在交通运输中取代了煤，煤炭的

主要用途转变为发电。内燃机推动的运输革命使得 20 世纪成为石油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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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0  内燃机推动的运输革命使得石油超越煤炭成为主要能源 

 
资料来源：《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华创证券 

1876 年德国人奥托发明了第一部实际可用的内燃机。到 1900 年在世界各地的机房、制造厂、

抽水站和马路上，大约有 10 万台奥托发动机和不计其数的类似装置在运行。在其他类型的

内燃机中，最有名的当属柴油机（另一名德国人鲁道夫·迪赛尔发明），他以未提炼过的石

油为燃料，能够更有效率的运转。 

化油器的发明推动汽油成为汽车的主要燃料。奥托的合伙人卡尔·奔驰、戈特利布·戴勒姆

与迈巴赫发明了能够有效混合汽油与空气的化油器，在此之前汽油是一种蒸馏过的危险的可

燃油料，早先被视为是制造煤油所产生的副产品，通常弃之不用。 

汽车规模化生产并普及使得石油需求激增，最终超越煤炭。1908 年，最早的 T 型福特汽车

问世——有名“便宜小汽车”——并实现规模化快速生产，成为适合个人和家庭的廉价交通

工具。1925 年，一辆 T 型车售价为 260 元，从中产阶级到福特公司工作的员工都能买得气，

到 1928 年 T 型车停产之前，共生产了 1600 万台。汽车工业发展让富国的汽车数量与日俱增，

也让穷国拥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各种交通工具燃烧化石燃料（通常是汽油），因此，化石燃

料的需求量激增。 

19 世纪中叶，电磁学和发电机的发展煤炭利用转向发电领域。因为电最大的特点是便于运

输，只要架上电缆就可以到达任何地方，而不需要将笨重的蒸汽机搬完需求所在之处。20

世纪初人类进入电气化时代，并拓展了能源转化利用的形式。城市照明是电气化过程中最为

壮观的进展，电力取代其他燃料。1882 年爱迪生在纽约市珍珠街创办第一家发电厂，专为

私人供电，最初为 85 家客户服务，点亮 400 盏电灯，原本作为照明和取暖双重能源的煤气

则逐渐降级为只用于取暖的能源。 

3、近代能源结构调整——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重增加 

随着人类对于能源安全与地缘政治的担忧加剧、环境保护的认识加深，各国进一步推动能源结

构调整。石油和煤炭的使用比例有所下降，天然气、核电和可再生能源比重上升。参考图表 41。 

图表 41  近代能源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互联网，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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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虽然早已被人类所利用，未来有望于煤炭并驾齐驱。天然气工业始于人造气照明。西

方在从液体和固体烃中提取富能蒸气已有几百年的历史。1670 年，约克郡的克莱顿就从煤

炭中成功地分馏出了可燃气体。英国在 17 世纪末出现了以商业销售为目的的人造气。 

人造气统治城市照明的时代很短暂。1851 年，宾夕法尼亚州打出了第一口油井，1870 年煤

油就占据了照明市场的大量份额。煤油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不仅造成窒息的危险性很小，

而且不需事先铺设管道，燃烧的亮度也较高。1882 年，托马斯·爱迪生启动了纽约市第一

台发电机，使城市居民在家里也可以用白炽灯照明。人造气在照明市场上的统治地位一夜之

间土崩瓦解。世纪之交，煤气公司将市场扩展到了新的家用领域。 

到了 20 世纪，天然气轻而易举地进入了能源市场，由于人造气的大量广泛应用。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天然气开始广泛应用于工业和电力领域。大的气田的发现以及冶金技术的进步，

推动输气管道的建设浪潮，完善了天然气工业的产业链，将巨大的市场和气田连接起来，最

终形成天然气成为和煤炭、原油并驾齐驱的局面。 

能源危机之后核电加速发展。1957 年第一座核电站与宾夕法尼亚州投入运行。核电开始进

入商业化运营，人类开始利用一种全新的能源——一种人类打破能源资源约束的力量，亦或

者是潜入人类社会的特洛伊木马？70 年代两次能源危机促使核电快速发展。尽管出现了一

些核安全事故，例如 1979 年三里岛、1986 年切尔诺贝利，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对压力，全

球核电还是快速发展并超过水电的消费占比。 

对环境保护与温室效应认识加深、能源稀缺性的担忧促使现代人更加注重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以期待能够找到一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毕竟人类在进入 20 世纪以来所消耗的化

石能源量巨大且增速加大，几乎占据了此前 1 万年人类消耗能量总量的 1/3。形成我们目前

所使用化石能源的时间远远超过人类存在的时间，甚至恐龙存在的时间。或是这种依赖加速

消耗能源的生活方式必须改变，也许这种生活方式本来就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或许不远的

将来又将遭遇发展瓶颈。但历史就是这样，遇到瓶颈，新的能源发现、新的技术应用、替代

能源价格使得潜在能源具有经济性会出现消除瓶颈。 

21 世纪会否一劳永逸的结局能源需求的困境——核聚变？ 

（二）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煤层气商业化发展历史 

目前，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煤层气商业化开发比较成功。根据 IEA 估计，全球 74 个国

家煤层气资源量合计可达 268 万亿 m³，约占常规天然气资源量的 50%。其中，俄罗斯、美

国、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五国合计占 90%。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有 35 个国家开展了煤

层气研究、勘探和开发活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商业化开发较成功。 

图表 42  世界主要煤层气资源分布 

国家 
煤炭资源量 

（1012t） 

煤层气资源量 

（1012m³） 
国家 

煤炭资源量 

（1012t） 

煤层气资源量 

（1012m³） 

俄罗斯 6.5 17～113 波兰 0.16 3 

加拿大 7 17.9～76 英国 0.19 2 

中国 5.95 36.8 乌克兰 0.117 2 

美国 3.97 21.2 哈萨克斯坦 0.17 1 

澳大利亚 1.7 8～14 印度 0.16 0.8 

德国 0.32 3 南非* 0.15 0.8 

资料来源： IEA，有修改；中国新一轮油气资源评价，2006；（* 包括津巴布韦、博茨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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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世界上煤层气商业性开发最早取得成功的国家，因为它有十分理想的煤层气储层条件

和完善的天然气管道系统，并有很多机构对煤层气开发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开发，同时政

府在煤层气产业发展初期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政策，特别是财政税收支持。 

自 1976 年第一口商业性气井的成功投产至今，美国已形成成熟的煤层气开发理论和技术，

煤层气年产量从 1980 年的不足 1 亿 m³，在 10 年内迅速上升到 100 亿 m³。2010 年底美

国煤层气年产量达 550 亿 m³，约占全美天然气消费量的 8%。 

图表 43  美国主要煤层气资源分布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美国为煤矿安全生产所迫开始探索煤矿瓦斯治理，产业发展共经历 4 个阶段。（1）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探索地面开发煤层气（1953-1977）。煤层吸附成藏理论和降压产气规律逐步被人

们所认识，煤层气开发理论和技术取得突破。1953 年在圣胡安盆地钻探第一口煤层气井；

1977 年，第一个煤层气田进行商业性开发。（2）能源短缺迫使美国大规模开发煤层气，并

在政策促进下煤层气产业化取得突破（1977-1985）。1977 年全球石油危机，促使政府开始

重视非常规能源的生产以增加其国内能源供应，1980 年出台《能源意外获利法》，其中第 29 

条款规定对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进行补贴，以使开发非常规能源的企业在效益上可以同常规

油气竞争。这一政策吸引了许多美国公司开展煤层气业务，煤层气钻井数增加，1985 年煤

层气产量突破 3.4 亿 m³，初步实现了煤层气规模化生产。（3）随后优惠税收、补贴政策促

进煤层气产业加速发展（1985-1994）。1994 年煤层气产量达到 250 亿 m³。（4）新技术、新

盆地开发行业进入稳定增长期（1996 至今）。低煤阶成藏理论和洞穴完井技术、中高煤阶低

渗区羽状水平井技术的应用使得人们跳出了原先只在中煤阶区开发煤层气的圈子，开始探索

在低煤阶低含气区和高煤阶低渗区开发煤层气，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美国煤层气优惠政策，对产业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煤层气产业技术支持政策。政府直接向地质调查局、天然气研究所等国家研究机构或一些大

型公司的研究机构提供资金，支持煤层气基础理论研究、资源评价，技术创新与推广，以此

推动煤层气产业的发展。政府在 1983-1995 年间为各个研究机构提供了 4 亿美元的研究资

金和试验费用。 

煤层气产业税收补贴政策。《能源意外获利法》第 29 条对煤层气等非常规能源实行税收补

贴政策。在 1980-1992 年之间所钻的井，在 2002 年底以前生产的煤层气，政府给予补贴，

补贴额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且随着通货膨胀系数的变化而调整，1980-2002 年间煤层气补

贴额在每立方米 0.9-4.95 美分之间，是当时获得最高补贴的一种非常规能源。自 1980 年该

法规出台以后 10 年内，美国黑勇士盆地煤层气开采所得到的税收补贴约 2.7 亿美元，圣胡

安盆地的税收补贴为 8.6 亿美元，经过补贴后煤层气开发内部收益率可达到 20%，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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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了煤层气生产商的积极性，促使煤层气生产商在规定期限到来之前尽可能钻最多的井以

获取最大的收益。参考图表 44。 

图表 44  美国煤层气产业政策与钻井数 

年份 生产井数 年产量 备注 

1980 几十口 <1 80年第 29条款生效 

1985 213 3.4  

1991 4433 91 成功实现产业化 

1994 6300 240  

2002 >14300 450  

资料来源：我国煤层气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2011  

天然气管网建设和市场开放政策。美国当时已拥有完善的全国性天然气管道系统。美国联邦

能源管理委员会颁布的第 636 号法令实行第三方准入制度，使得煤层气生产商可以自由的

选择通过管道和天然气合并销售，也可直接就近销售。煤层气生产商能获得较高的煤层气井

口价。 

图表 45  加拿大主要煤层气盆地示意图 

 

资料来源：我国煤层气产业和市场机制发展战略研究报告 

加拿大煤层气开发起步较晚，基本与我国相当。但多年来加拿大政府一直支持煤层气的发展，

且十分重视煤层气的开发研究工作，有力推动了加拿大煤层气开发和利用的加速发展。 

加据统计，加拿大 17 个盆地和含煤区煤层气资源量 6-76 万亿 m³，其中阿尔伯达省是加拿

大最主要的煤层气资源基地。参考图表 45。 

80 年代初期加拿大开始在西部盆地从事煤层气勘探；1980～2001 年，加拿大仅有 250 口煤

层气井，生产井 70 口，其中 4 口井产量达到 2000～3000m³/d；90 年代后由加拿大沉积和

地质研究所组织对全国煤层气资源进行评价，同时一些石油和能源公司开始加大对煤层气勘

探和开发试验活动的投入，煤层气开发迅猛发展，仅 2002～2003 年，就增加 1000 口左右的

煤层气生产井，使煤层气年产量达到 5.1 亿 m³，煤层气生产井的单井日产量 2830 m³。2009 

年生产井 9900 口，探明可采储量 3.7 万亿 m³，产量 73.4 亿 m³。据加拿大国家能源委员

会预测，到 2010 年，加拿大煤层气年产量将达到 140 亿 m³，2020 年将达到 280 亿 m³，

最高估计可达到 390 亿 m³，届时，约占加拿大总天然气产量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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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6  加拿大煤层气钻进及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认识 

加拿大并没有制定优惠的财税政策鼓励煤层气资源的开发，其煤层气资源开发加快的原因

是：（1）加拿大常规天然气储量规模和产量快速下降，导致常规天然气供需缺口加大，价格

上升；（2）连续油管钻井技术、多分支水平羽状井等钻井技术、连续油管压裂等等增产措施

的成功应用降低了煤层气开成成本；（3）天然气运输管道基础设施完善；（4）加拿大联邦政

府及时分析天然气供求形势，发布天然气供求预警报告，提出发展非常规天然气能源的指导

意见，鼓励了投资者对煤层气资源的勘探开发。省政府有比较健全的矿业权管理体制，对煤

层气资源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澳大利亚是世界煤层气开发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起步于煤矿瓦斯治理，在履行《京都议定书》

的压力下，政府制定了各种措施鼓励煤层气的开发利用。加大勘探投入的同时，重视先进适

用技术引进和研发应用，尤其是美国的成功经验，以降低开发煤层气的投资和成本。比较发

达的天然气管网系统助推煤层气产业的发展。 

澳大利亚是一个煤层气资源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煤炭可采储量为 399 亿吨，煤层埋深普

遍小于 1000m，渗透率多分布在 1～10md，平均甲烷含量为 0.8～16.8m³/t，煤层气资源量

为 8-14×10 万亿 m³。其开发潜在地区主要在东部四个二叠纪煤盆地：鲍恩盆地、悉尼盆地、

加里里盆地和莫尔顿一苏拉特盆地。与中、美典型煤层气盆地地质条件相比，鲍恩、苏拉特

盆地煤层气开发条件好，主要表现在：构造简单，煤层埋藏浅，分布较稳定，单层厚度大，

煤层含气性好，渗透率高，单井产量高。 

澳大利亚的煤盆地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主要城市和工业区也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

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因而煤层气活动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博恩、

悉尼、苏拉特盆地的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在全国 8 个开始商业化生产的地区中，昆士

兰州煤层气开发最活跃。 

图表 47  澳大利亚煤层气资源分布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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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层气勘探始于 1976 年，1991 年开展开发试验，1998 年产量只有 0.56 亿 m³。2004 年以来

煤层气开发迅速发展，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开发阶段，产量约为 10 亿 m³。2009 年澳大利亚

全国煤层气生产井 5200 口，探明可采储量 4934 亿 m³，单井日产最高 7 万 m³，年产气约

60 亿立方米，煤层气产量已成为天然气产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图表 48  澳大利亚煤层气钻进及产量 

 

资料来源：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认识 

澳大利亚政府为煤层气产业进行的鼓励行为包括：财政支持；出台规定维护煤层气产业投资

者的合法权益；天然气管道私有化促进了天然气管道投资的大幅增加，煤层气产业可以利用

的天然气管网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制定强制性措施保证煤层气的开发和利用。 

1997 年，为促进煤层气产业的发展，煤层气开发最为活跃的昆士兰州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

有利于煤层气的开发与管理的规定和措施，主要包括：（1）煤层气的开采权受《1989 年的

矿产资源法》和《1923 年的石油法》保护；（2）煤层气的产权管理保持与石油完全一致；

（3）现有的石油和煤炭租赁区内以及租赁申请中都将授权进行煤层气的开采；（4）租赁申

请方面，煤层气和煤炭开采将享有同等的优先进入权；（4）矿权审批时，以垂向上的深度划

分矿权，避免与地表矿权申请的冲突；（5）煤层气作为煤矿开采的副产品用于煤矿当地的发

电时，免交矿区使用费；（6）煤炭与煤层气在地面允许同时作业，但应尽量避免相互间的潜

在影响；（7）昆士兰州要求天然气发电占比 13%。 

另外，澳大利亚国家标准规定煤层气含量小于 3m³/t，空气甲烷浓度小于 0.1%才能从事煤矿

开采作业，从而迫使煤矿必须千方百计降低煤层瓦斯含量。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重视煤层气开发技术的研发应用。推动了瓦斯发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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