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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球油气管道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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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公司廊坊输油气分公司

摘要：油气管道作为全球运输油气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其规划建设的发展趋势主要受到油气资
源开发和国家地区能源政策的影响。通过定量、定性两种信息挖掘途径，梳理 2020 年全球能源消
费结构及管道建设发展情况，分析全球在役油气管道运行现状，预测在新形势下全球主要地区油气
管道建设及发展趋势。未来，全球油气管道建设将主要受经济、政治、环境 3 个因素影响，预测未来
几年全球油气管道建设总体趋于平稳：受国际环境影响，跨国管道建设进度变数较大，预计能够
如期建成投产的跨国管道较少；各国管道建设主要取决于国家经济发展形势，受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下经济低迷及“碳达峰、碳中和”指引下能源转型的双重影响，预计亚太地区仍将是未来全
球进行本土管道建设的主要地区，欧美国家地区将探索新建或改建天然气掺氢输送管道。（图 5，
表 3，参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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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construc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ipelines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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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il and gas pipelines are one of the main means for oil and gas transportation over the worl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i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s mainly affect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as
well as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energy policies. By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information mining, the global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pipeline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in 2020 were sorted out, the current operation status of global
oil and gas pipelines was analyzed,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global oil and gas pipelines in major
regions of the worl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was predicted. In the fu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 oil and gas pipelines
will be mainly affected by three factors: economy, politics and environment. It is predicted that the overall construction of
global oil and gas pipelines will tend to be stable in recent years. Affec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of transnational pipelines is uncertain to a large extent, and fewer transnational pipelines can be completed and put
into service on schedule. Besides, the pipeline construction in each country mainly depend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thereof. However, due to the dual impact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under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energy transi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local pipeline
construction in the world will be concentrated in Asia-Pacific Region in the future. Meanwhile,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and regions will explore to construct new hydrogen-mixed natural gas transportation pipelines or reconstruct
existing gas pipelines for hydrogen-mixed natural gas transportation. (5 Figures, 3 Tables, 31 References)
Key words: oil and gas pipelines, construction dynamics, operation status, development trend, planning, energy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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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油气行业总

管道行业动态信息监测目标主体（包括国家、公司、协

体波动较大。其中，全球油品供应量和需求量均大幅

会、研究机构等）的年度活动和政策动向，分析全球主

4

3

减少，供应总量为 7 991×10 bbl/d（1 bbl=0.159 m ），
4

要地区管道建设现状及趋势。

4

需求总量为 7 817×10 bbl/d，供应富余 174×10 bbl/d ；
全球天然气消费量约 3.81×1012 m3，同比下降 3.0％，
低于 2019 年 2.0％的增速，这是全球天然气消费量自

1

全球油气管道总体概况

1997 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1-2]。受新冠肺炎疫情对

截 至 2020 年 底，全 球 在 役 油 气 管 道 总 里 程 约

全球经济的冲击（各国施行居家隔离、停工停产等措

201.9×104 km，其中天然气管道约 135.0×104 km，占

施）及世界主要经济体相继公开明确本国“碳达峰、碳

管 道 总 里 程 的 66.9 ％；
原 油 管 道 约 40.1×104 km，占

中和”目标的双重影响，全球油气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

管 道 总 里 程 的 19.8 ％；
成 品 油 管 道 约 26.8×104 km，

变革，加速转型升级[3-4]。

占管道总里程的 13.3％。全球管道主要集中于北美

全球管道建设发展与油气能源发展态势密不可

地区、欧洲、俄罗斯及中亚地区、亚太地区（表 1）。世

分。2020 年，世界各国油气管道建设除中国建设推进

界范围内，油气管道总长排前 3 的国家分别是美国、

较为明显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基本处于缓慢推进状

俄 罗 斯、中国，分别 为 71.62×104 km、24.82×104 km，

态。在此，回顾 2020 年全球管道建设发展情况，分析

14.40×104 km。2020 年，影 响 国 际 区 域 能 源 合 作 和

全球在役油气管道运行现状，预测在新形势下全球主

油气市场贸易输送的重点管道工程有 10 个，主要分

要地区油气管道建设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在“碳达峰、

布在亚太、欧洲地区（表 2）。

碳中和”目标指引下，全球管道建设将面临的机遇和挑

表1

战。基于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公司管道科技研究中
地区

心独创的“管道行业动态信息监测体系”及“全球管道

全球在役油气管道里程表

原油
成品油 天然气 油气管道
占全球
管道/
管道/
管道/
总里程/ 油气管道
（104 km）
（104 km）（104 km）（104 km） 总里程比例

数据库”
，运用定量、定性两种信息挖掘方法，从全球油

亚太地区

4.96

5.46

18.22

28.64

14.2％

气资源、市场消费、管道建设、管道行业政策、典型管道

俄罗斯及
中亚地区

6.28

2.00

21.33

29.61

14.7％

欧洲

工程、全球著名管道公司、研究机构及协会等多方位、
多视角统计分析 2020 年全球油气管道行业发展现状。
其中，定量数据分析是基于“全球管道数据库”的实时
数据跟踪统计，分析全球管道里程维度的在役、在建及
远景规划管道在各国家地区的分布；
定性分析是结合
表2
国家

里程/km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中国境内段）

中国

5 111

俄罗斯

北溪-2 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德国

土耳其溪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土耳其

2.40

26.69

31.50

15.6％

10.76

54.99

84.17

41.7％

拉丁美洲

2.49

2.19

6.13

10.81

5.3％

中东及
非洲地区

5.59

3.94

7.64

17.17

8.5％

2020 年全球重点油气管道工程建设概况表

管道名称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
（俄罗斯境内段）——
“西伯利亚力量”
天然气管道

2.41

北美地区 18.42

是否投产及投产时间

输量

备注

2019 年 12 月 北 段 投 产，
2020 年 12 月 中 段 投 产，380×108 m3/a
2020年7月南段启动建设

解决俄罗斯西伯利亚气源外输与中国
2014 年 9 月 开 始 建 设，
能源需求问题，供气合同 30 年
2019 年 12 月，恰扬金气
3 000 田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段 380×108 m3/a
（全长约 2 200 km）建成
投产，
其他部分持续建设
1 200

910

土库曼斯坦—阿富
土库曼斯坦、阿富汗、
汗—巴基斯坦—印度
1 814
巴基斯坦、印度
天然气管道（TAPI）

管道将通过波罗的海每年从俄罗斯向
2021 年 9 月，管 道 敷 设
德国输送天然气，
2018 年 9 月，该管道
500×108 m3/a
完成，但尚未投产
在芬兰开始敷设，截至 2020 年底，敷
设完成约 93％
替代南溪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通过
土耳其出口至欧洲

2020 年投产

315×108 m3/a

2020 年推迟开工

2019 年 3 月，
土库曼斯坦与巴基斯坦签
300×108 m3/a 署 TAPI 天然气管道东道国政府协议
最终版本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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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管道名称

国家

里程/km

Keystone XL 原油
美国、加拿大
管道
东地中海天然气管道 以色列、塞浦路斯、
（East Med 管道）
希腊、意大利
尼日利亚—摩洛哥
天然气管道

尼日利亚、摩洛哥等

2

主要地区管道现状

2.1

亚太地区

备注

2020 年具备投产条件

3 400

受疫情影响停滞

印度大型天然气调配管道工程，是实
58×108 m3/a 现印度东部地区经济增长及发展的重
要工程

2 735

政策受阻

相关审批仍在进行中
4 000×104 t/a 部分工程已启动，

2 000

获得政府批准

10×108 m3/a

将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的天然气输送至
意大利及欧洲东南部市场

5 660

持续推进

—

尼日利亚将向西非国家以及摩洛哥和欧
洲提供天然气，
2019 年完成可行性调研

878

印度

输量

“南方天然气走廊”项目的一部分，主
300×108 m3/a 要供应巴尔干和欧洲市场。2019 年
12 月，TAP 管道进行试运行测试

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 土耳其、希腊、阿尔巴
管道（TAP）
尼亚、意大利
JHBDPL 天然气管道

是否投产及投产时间

近年来，亚洲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主）对油气资
源的需求量持续增长，但其本国油气产量无法满足消
费需求，需大量进口天然气。中国相继规划建设了三
大陆上能源进口通道（西北、东北、西南 3 个方向）。印
度在全球疫情爆发前曾宣布投资 600×108 美元，在
2024 年之前建成国家天然气网络和进口终端。目前，
图1

印度大部分的 LNG 进口终端在西部，因国内跨区域管
网建设不完备，使得东部和其他地区的天然气供应持

2.2

亚太主要国家及地区管道里程分布图

北美地区

续短缺。印度政府已规划建设东北天然气网络以连接

北美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近年来，随着北美地区

印度东北部的 8 个邦，原计划 2023 年建成，但受疫情

油砂资源、页岩气的开发，油气产量迅猛增长。美国

的影响，目前管网建设延后。亚太地区的管道建设呈

目前是世界页岩气产量第一大国，自 2016 年开始，

现 3 个特点：
①管道工程规模大，大多是超过 1 000 km

美国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主要以 LNG 形式出口。

的管道工程；
②跨国管道增多，主要与邻国共同修建；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全球油气价格大幅下跌，美国

③管道走向趋于东进和南下，油气资源分布在中亚和

的上游开发商大量减少产量。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EIA）统计，2020 年美国天然气总采气量为 40.68 tcf

[5]

西亚国家，能源出口并向东部流进 。
此外，亚太地区的澳大利亚因其大陆天然气资源

（1 tcf=283.17×108 m3），较 2019 年 的 40.89 tcf 同 比

储量丰富，近几年主要发展 LNG 出口业务，其石油产

下降 0.5％；
2020 年美国天然气消费量为 30.48 tcf，同

量较少，大部分依赖进口。2019 年，澳大利亚 LNG 出

比下降 1.9％[2，8-10]。此外，北美地区的加拿大也是油

口量超过卡塔尔成为全球最大的 LNG 出口国。据澳

气资源储量大国，加拿大作为全球第五大油气产量

大利亚能源顾问咨询公司 Energy Quest 统计，
2020 年

国，近几年其油气行业相对发展低迷，油气管道外输能

4

澳大利亚出口 LNG 约 7 800×10 t，
创历史新高，
因此，

力不足是其制约因素之一。为加快油砂开发，拓宽市

澳大利亚的天然气管道建设主要围绕优化本国资源调

场开发渠道，加拿大一直在积极拓展原油管道建设，
包 括 Kyestone XL 管 道、东 部 能 源 管 道（Energy East

[6-7]

配以及天然气产地和出口港口的连接

。

截 至 2020 年 底，亚 太 地 区 在 役 管 道 总 里 程 约
4

28.64×10 km。中国、
印度、
澳大利亚在役管道总里程分
4

4

4

Pipeline）、Line 3 管道重置项目、Northern Gateway 管
道、Trans Mountain 管道扩建计划、Gray Oak 原油管

别约为 14.50×10 km、
4.61×10 km、
3.37×10 km，分别

道等，但却一直受到能源监管机构和环保人士的各种

占亚太地区管道总里程的 50.6％、
16.1％、
11.8％
（图 1）
。

反对，管道建设一再延迟或搁置。总体而言，在保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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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能源消费方面，北美地区拥有庞大的油气管网系

气进口跨国管道以及欧洲内部区域联络线建设。在过

统，其管网规划主要聚焦扩建或新建能源出口渠道，美

去的十年间，俄罗斯和欧盟为摆脱依赖过境乌克兰的

国主要是将页岩气产地与 LNG 出口港口相连，加拿

管道输送天然气，欧盟主导建设了“南部天然气走廊”

大主要是为出口石油而修建与美国之间的跨国管道，

项目，俄罗斯主导建设了土耳其溪、北溪-2 天然气管道

[11-13]

但均进展缓慢

。

项目等。

北美地区的油气管道总里程位居全球第一，占

欧洲油气管网发达，随着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原

全 球 油 气 管 道 总 里 程 的 41.7 ％。 截 至 2020 年 底，北

油及成品油管道建设相对较少，
天然气管道建设逐年增

4

美地区（除墨西哥）在役管道总里程约 84.17×10 km。

长，
天然气管道近 20 年来发展迅速，
已取代石油成为欧

美 国 依 托 本 国 丰 富 的 油 气 资 源，形 成 了 相 对 独 立、

洲最重要的能源网络。截至 2020 年底，欧洲在役油气

完善以及强大的油气基础设施系统，油气管网高度

管道总里程约 31.50×104 km（图 3）
。

集 成。 作 为 全 球 最 发 达 的 油 气 管 网 拥 有 者，美 国
油 气 管 道 总 里 程 达 到 72.47×104 km，占 北 美 油 气
管道总里程的 86％。加 拿 大 油 气 管 道 总 里程达 到
11.70×104 km，占北美油气管道总里程的 14％
（图 2）。

图3

2.4

欧洲主要国家管道里程分布图

俄罗斯及中亚地区
俄罗斯及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是仅次于波斯湾的世界重要油气产区。中亚地区包括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及土库曼斯坦，
合称“中亚五国”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图2

2.3

北美地区主要国家管道里程分布图

土库曼斯坦及乌兹别克斯坦是世界重要的油气生产和

欧洲

出口国，
是中国对外油气合作的重点对象国。俄罗斯及

根据欧盟委员会公布消息，
2020 年受新冠疫情
8

3

中亚地区与中国陆路相连，多条油气管道的建设使得

影 响，欧 盟 国 家 天 然 气 产 量 为 3 940×10 m ，同 比

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各国的油气合作不仅具有经济利

下 降 3％，与 此 同 时，欧 盟 国 家 天 然 气 净 进 口 量 为

益，也拥有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俄罗斯与中亚

8

3

[14-15]

3 260×10 m ，同比下降 8.9％

。虽然天然气消费

地区油气行业的发展，对于中国的油气进口、能源安全

量和进口量均有所下降，但欧洲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依

及对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跨国油气管道的建

旧很高，欧洲仍是各能源出口国竞争天然气和 LNG

设是中国与该地区国家油气合作的主要形式，包括中

市场份额的重要地区，因此，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跨国

俄原油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亚管道 A/B/C 线

天然气管道（北溪-2、土耳其溪等）建设一直是国际上

等。2020 年，俄罗斯天然气产量约 6 900×108 m3，同

政治博弈的焦点。此外，随着全球 LNG 产量不断攀

比下降 6.5％；
原油产量 5.13×108 t，同比下降 8.6％，

升，欧洲也是 LNG 供应的“平衡市场”，同时也成为了

这是俄罗斯自 2008 年以来首次出现原油产量下降的

LNG 和管道气之间竞争的关键枢纽。近两年，随着欧

情况[16]。受新冠疫情影响，俄罗斯油气出口目标地区

洲不断扩大 LNG 进口量，且欧洲的南部天然气走廊

消费量减少，且俄罗斯本国能源消费需求也下降，致

逐渐建成通气，使欧洲相对减少了对俄罗斯管道气的

使俄罗斯 2020 年度油气产量和出口量都呈下降趋势。

依存度，但是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量仍占欧洲天

2020 年，中亚天然气管道向中国输气超 390×108 m3，

然气消费量的较大份额（约 30％）。因此，近几年欧洲

目前，每年从中亚国家输送至中国的天然气约占中国

国家为寻求能源供应多样化，管网规划主要围绕天然

同期消费总量的 15％以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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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与中亚地区之间油气管道体系在前苏联时
期已经形成，原有的能源基础设施布局使该地区油气
资源的开采、运输、加工、使用成为固定模式，即中亚
国家能源输出的基础设施基本都是通往俄罗斯。近
些年，为扩大贸易量，中亚地区除与中国合作修建了跨
国管道以外，其一直在同欧盟探讨向欧洲市场出口天
然气的可行性，例如，土库曼斯坦积极推进建设通往
欧洲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以期接连至欧洲的南方天

图5

2020 年全球主要地区在建及远期规划管道里程分布图

然气走廊。该地区人口密度低、资源丰富，能源产量

太及北美地区因其经济发展迅速，若后疫情时代国民

远大于本土消费量，且政府收入高度依赖能源出口贸

经济稳步恢复，这些地区管道建设将持续增长；
中东及

易，因此，俄罗斯及中亚的管道规划建设以围绕修建跨

非洲地区管道增长潜力最大，但容易受到政治局势、经

[18-25]

国管道、扩建连接气田管道提高输量为目的

。截

至 2020 年底，俄罗斯及中亚地区油气管网总里程为

济环境等不利因素的影响；
其他地区管道发展驱动力
较弱，未来建设趋势将较为平稳。

4

29.61×10 km（图 4）
。

综合分析全球油气管道建设活跃地区的政治经济
形势，对比各地区新建、在建、规划管道所占比例，可
见，规划管道由于政治、经济、环保等因素实施缓慢，导
致规划管道与在建管道之间差距巨大。各地区发展趋
势主要体现为：
北美发达地区未来油气管道建设及规
划活动保持稳态，管网完善将有序推进；
欧洲地区由于
管网建设完善，提高天然气进口量是其新建管道的主
要驱动力；
随着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崛起（印度仍受疫情

图4

俄罗斯及中亚地区主要国家管道里程分布图

影响的不确定因素存在），为满足本国经济增长和环保
的需求，亚太地区将是全球管道建设的集中地区；
俄罗

3

全球油气管道发展趋势

斯及中亚地区管道建设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主要驱
动力集中在满足本国能源消费和能源出口的需求；
中

3.1

规划管道

东及非洲地区的管道建设未来潜力最大，但其不确定

2020 年，
全球新建油气管道约 8 000 km，
总体建设

性也较大。

趋势放缓：
亚太地区因中国油气管道快速发展，新建管

3.2

双碳目标下的新挑战

道里程最为显著，其他国家和地区受疫情影响，导致油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相继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

气消费量下降，使得本土新建管道和外输出口管道推

标的背景下，天然气作为低碳化石能源，在各国能源消

进均缺乏驱动力；
北美地区因经济发达，大型管道运输

费结构中均具有特殊的地位。“碳中和”目标下各国天

公司效益降低并不明显，其管道扩建和维修建设持续

然气发展的时间、空间将被压缩，但在去碳化进程中不

稳步推进；
欧洲地区主要推进欧盟内部各国联络线建

可或缺[26]。管道作为全球运输天然气的主要方式，其

设；
俄罗斯地广人稀、管网建设成熟，因此人口密集地

发展远景必将随之面临挑战。

区新建管道较少，
以集中建设能源出口管道为主。
4

截至 2020 年底，
全球规划建设管道 18.23×10 km，
4

其中，在建管道 6.19×10 km，远期规划未施工管道
4

氢能作为公认的清洁能源，在低碳和零碳的能源
转型过程中脱颖而出。2020 年，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快
布局氢能产业，相继出台具有实操性的氢能战略和氢

12.04×10 km（图 5）。按介质区分，天然气管道是全

能发展路线图。据国际能源组织（International Energy

球管道建设的主要增长点，原油管道建设相对平稳，而

Agency，IEA）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全球有 37 个示

成品油因其运输方式多样化以及全球清洁能源使用率

范项目正在研究天然气网络中掺氢，研究内容覆盖城

提升使其管道建设相对较少。按照区域数据统计，亚

镇燃气配送管网掺氢可行性研究，长输天然气管网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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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氢比例对输配关键设备、材料、终端设备及电器的影响
测试研究，掺氢天然气地下储存等有关氢气与现有天

俄罗斯出口欧洲已建成通气的天然气管道统计表

管道名称

里程/km

管道走向

兄弟（Urengoy—
Uzhgorod）

4 451

起自俄罗斯西部的纳德姆气
田，
经乌克兰至斯洛伐克，
之后
分为两路通往多个欧洲国家

北极光
（Northern Lights）

7 377

起自俄罗斯乌连戈伊气田，经
白俄罗斯、波兰，到达德国与
波兰边境

联盟（Soyuz）

1 780

起自俄罗斯的奥伦堡气田，穿
过乌克兰的多利纳和乌日戈
罗德，到达乌克兰和斯洛伐克
边境

亚马尔—欧洲
（Yamal— Europe）

2 000

起自西西伯利亚亚马尔半岛，
经白俄罗斯、波兰到德国柏林

蓝溪
（Blue Stream）

1 213

起自俄罗斯跨越黑海直接在
土耳其登陆至首都安卡拉

土耳其溪
（TurkStream）

930

起自俄罗斯跨越黑海直接在土
耳其登陆，
再延伸至欧洲南部

北溪
（Nord Stream）

1 224

起自俄罗斯跨越波罗的海直
接在德国登陆

然气管网结合进行大规模输送和储存的研究[27-29]。
目前，欧洲是掺氢天然气管道规划最积极的地区，
计划未来 69％的氢气输送管道是由改造后的天然气管
道构成，
预计投资金额将达到 430×108~810×108 欧元。
根据意大利天然气运输公司 Snam 的《2020—2024 年
战略规划》[30]显示：
现阶段，Snam 公司运营的意大利
本国管网中 70％的天然气管网已具备掺氢能力，并已
进行了 10％掺氢比例的试验；
根据规划，未来公司将实
现全部管网达到掺氢输送的技术条件，配套压缩机未
来使用双燃料。荷兰天然气基础设施公司 Gasunie 通
过升级改造原有天然气管道，成功在荷兰建设输氢主
干管道 12 km，并于 2018 年 11 月开始运行。德国干
线天然气管网运营商协会 FNB Gas 规划德国本土将
建设 5 900 km 的输氢管网，其中部分管道将通过改造

长以及世界各国对能源需求的快速发展，全球油气管

原有天然气管道建设，建成后将连接德国北部的氢生

道的建设步伐加快，建设规模和建设水平都有很大程

[31]

。可见，全球大型管道公司将

度的提高。近几年，亚太地区因中国和印度油气管道

相继投入研究改造天然气管道以达到掺氢输送的技术

快速发展，新建管道里程最为显著，中国、印度等新兴

条件，并且尝试建设大规模输送氢气的管道。

经济体的崛起推动了众多油气管道的规划和建设。同

3.3

能源合作下的跨国管道

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油气输送管网不断完备，区域发展

纵观全球油气管道，大型跨国管道已成为能源进

呈现出内部能源调配管网建设驱动力减弱、能源进出

出口便捷、稳定的运输方式。跨国管道是国际能源合

口管道建设驱动力增强的特点。另外，能源低碳化将

作的纽带，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目前，全球跨

制约输油管道的建设发展，但与此同时将推动可再生

国管道承载的能源合作主要是将油气能源流向欧洲和

能源发展，有利于天然气发电调峰，推进天然气利用及

中国两个消费区域。中国能源进口管道于近十多年来

天然气管网的建设发展，这意味着新建油气管道将以

开始建设，来源主要为俄罗斯、中亚、缅甸，包括中俄原

天然气管道为主。总体而言，全球经济繁荣必然带动

油管道、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中缅

油气管道建设的发展。

产中心和盐穴储氢库

油气管道。前苏联时期已形成俄罗斯通往欧洲的陆上
跨国管道，
近十年来该能源流向主要围绕海底跨国管道

4

结论

进行建设。欧洲能源进口管道主要包括“俄罗斯—欧
洲”方向的管道以及欧洲南部天然气走廊。其中，俄罗

纵观全球，管道建设成熟的发达地区（如美国、俄

斯出口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目前建成通气的有 7 条（表 3）
；

罗斯、加拿大、欧洲地区等）新建管道工程主要为满足

欧洲南部天然气走廊主要由跨亚得里亚海天然气管

本土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集中建设承接境外新气源的

道（TAP）、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TANAP）、南高

跨国管道和增加输气量的本国管道。管道建设程度与

加索地区天然气管道（SCP）相连构成，全长 3 300 km，

本国经济水平不匹配地区（如中国、印度等）新建管道

其将阿塞拜疆里海沙阿德尼兹油田的天然气经格鲁吉

工程主要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本国境内基本的能源调

亚、
土耳其等国输入欧洲。

配及区域气化水平提升的管道建设，二是逐步推进进

现如今，长输管道作为能源全球化的一种手段，跨

口能源的跨国管道建设。2020 年，受新冠疫情及国家

国管道将目前全球主要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国与主要的

地区之间的政治博弈影响，大部分跨国管道工程进展

能源进口国进行了高效连接。随着世界经济的稳步增

不乐观。此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为满足不断增加的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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