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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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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带一路”建设对中国国际能源合作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结合“一带一路”合作实践对海上
天然气运输通道进行安全评价，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考虑到“一带一路”建设实践、天然气
国家级合作及新冠疫情对国际天然气供应格局的影响，将“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天然气国家级协议
及新冠疫情应用于评价模型指标的构建，采用 PP-RAGA-K-means 算法进行求解，对中国海上天然
气通道安全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因素对中国海上天然气通道安全存在正面影响，位
于“一带一路”沿线且国力强盛的国家海上天然气通道更安全。研究结果为中国开展国际合作以及
相关部门制定海上天然气运输安全保障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图 7，表 3，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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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evaluation of offshore gas transport channel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CUI Wei1, YANG Liangliang1, XIA Rong1, SUN Jiaqing2, FAN Xiaowei3
1. School of Shipping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2. Colleg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3.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Department, Chongqing Electric Power Company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works actively for promot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Hence, 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offshore gas transport channels with reference to the actual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practice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the Belt and Road, the nationallevel natural gas cooperation, and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international natural gas supply pattern,
research on the safety of offshore gas channels was performed with the evaluation model indicator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five connectivity index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he national gas agreement and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solution
made by PP-RAGA-K-means algorithm.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factor of “the Belt and Roa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safety of China’s offshore gas channels, and the national offshore gas channels that are located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where strong national strength is present are the safest. Conclusively, the research results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China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to formulate safety measures for offshore
natural gas transportation. (7 Figures, 3 Tables, 32 References)
Key words: natural gas, offshore channel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P-RAGA-K-means algorithm, safety evaluation

天然气是一种优质、高效、清洁、经济的能源，被广

剑彤等[2-3]发现影响中国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影响因

泛应用于化工工业、城市燃气等领域[1]。2013 年，中国

素来自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且各因素间存在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截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中国已

关联关系。高天航等[4]为了消除海上通道安全各影响

与 171 个国家及国际组织签署了 205 份共建“一带一

因素间的关联关系对评价结果的影响，提出一种考虑

路”合作文件，沿线国家天然气资源丰富，是中国天然

耦合效应的海上通道风险因素识别方法。吕靖等[5-7]

气合作的重要伙伴。

对各国之间海上通道与关键海峡的安全保障效率进行

已有学者对天然气海上通道安全开展了研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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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评估，并对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预警。朱乐群等[8]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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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上通道安全突发事件的复杂性，将历史案例分析

通过对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系统面临的风险

与高维突变级数相结合，对海上通道突发事件进行了

因素进行分析，可将外部系统归纳为军事系统、外交系

[9]

有效预警。Jiang 等 为了评估海上航道的动态紧急风

统、政治系统、自然系统等。中国主要从美国、澳大利

险，基于动态贝叶斯网络对海上通道事故风险进行了

亚、挪威、卡塔尔、马来西亚、阿曼、文莱、印度尼西亚、

分析。此外，也有不少学者从其他角度对海上能源通

阿尔及利亚、埃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秘鲁、巴布亚新

[10]

道安全进行了评估。孙家庆等

从气候变化影响、供

几内亚、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也门、安哥拉、俄罗斯、

应港与接卸港的角度，运用投影寻踪方法构建安全评

伊朗、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 21 个国家进口天然气，重

价模型，
评估了中国 LNG 进口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性；

点研究从上述国家进口海上天然气的安全等级。

[11]

陈腾瀚

从海上运输通道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角度，

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深入分析了能源通道的
[12]

构建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的指标系统有两种
主要方法：
一是将系统划分为由交互和独立元素组成

从 LNG

的子系统；
另一是使用固定模型来选择评估指标。由

风 险 评 估 角 度，建 立 了 一 种 用 于 LNG 风 险 评 估 的

于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较为复杂，因此采用第一种方

Bayesian-Catastrophe-EPE（Energy Transfer Theory，

法建立其指标系统，将系统内部的子系统、元素与外

Preliminary Hazard Analysis and Evolution Tree）
模型，

部其他系统进行指标化。截至目前，大部分学者研究

客观地量化 LNG 运输风险。上述研究通过数学建模、

国家安全都是基于国家安全指标进行研究[16-19]，但随

案例分析等方法对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进行了分析，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际天然气供应格局有所

但鲜有结合“一带一路”背景从进口来源国安全的角

转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联系日益密切，

度考虑。为此，基于加速遗传算法的投影寻踪聚类模

天然气海上贸易、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结

型，结合“一带一路”倡议，从来源国层面对海上天然

合“一带一路”倡议与天然气国家级合作协议，重新完

气运输通道安全进行了剖析。

善中国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体系尤为必要；
同

具体风险以及不同风险的威胁程度。Wu 等

时，新冠疫情的爆发，也对海上通道安全造成了影响。

1

安全评价体系构建

为此，参考赵旭等[20]建立的评价指标，并根据“一带一
路”倡议、
天然气国家级合作协议签订情况、
新冠疫情相

海上运输是国际贸易中主要的运输方式，目前，中
国通过海上运输的货物占进出口货运总量的 90％以

关指标进一步完善，
建立了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
价指标体系（图 1）
，
并给出各项指标数据来源（表 1）
。

上。海上运输通道有狭义与广义之分：
狭义的海上运

在外交方面，
2015 年 3 月中国外交部发布《推动共

输通道与海上运输航线的定义相似，指两个或两个以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

上的港口之间从事客运、货运的路线；
广义的海上运输

行动》
，明确表明“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与亚太、东

通道运输范围更广，除了运输航线外，还有航线上各个

北非、欧洲等多个国家及地区“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互

港口的运输安全情况，并受到国家安全、自然环境、国

相联通”
。为了贯彻区域互相联通的概念，
《
“一带一路”

际局势等影响

[13-14]

。根据运输货物的种类，海上运输

通道可划分为矿产、能源、农作物等海运通道。
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

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提出“一带一路”五通，
即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该指
数反映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合作密切

包含与航线相关的港口、峡口、海域等。影响海上天然

程度，同样也可在外交层面衡量中国与“一带一路”沿

气运输通道系统安全的因素主要包括不同国家的各种

线国家之间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性。该指数越

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
国际因素等，
因此海上天然气运输

高，
表明中国与其关系越密切，
因此数值越大越优。

[15]

通道的安全问题非常复杂

；
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受

在经济方面，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越高，与之合作

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影响，
各因素之间存在很强的耦合

的安全性越高。由于人均 GDP 和 GDP 增长率越高，

性，不能通过简单的统计分析、概率计算来了解整个系

则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因此指数越大越优。

统；
任意子系统均会受到其他子系统的影响，天然气因

城市人口比率、就业人口数越大，社会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战略物资属性，
其进口量也会受到国际局势的影响。

越大，因此其指数越大越优。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反映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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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框图

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指标数据及其来源表

指标因素

数据来源

人均 GDP、城市人口比率、2020 年 GDP 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进出
口贸易占 GDP 比例、外国直接投资占 GDP 比例、贫困指数（每天 1.9 美元以
下）、15 岁以上人口就业比例、收入基尼系数、2020 年港口吞吐量（20TEU）、
2018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2020 年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例、营商环境
4
（按排名计算）
、
15～60 岁成年人口死亡率（每 1 000 名成年男性）
、
每 1×10 人
谋杀犯罪率、难民数、军费支出占 GDP 比例、现役军人员总数

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公开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

人文发展指数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人类发展报告》

政治权利

Cheibub、Gandhi 及 Vreeland

腐败控制度、幸福感、民主素质、对政府信心度

《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

友好度（由中国与其双边贸易数据占该国 GDP 百分比计算得出）

GDP 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与其
双边贸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4

新冠疫情管控程度（由截至 2021 年 9 月每 1×10 人中的发病人数衡量）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科学与工程中心

经济海域、社会动乱、核武器数据

维基百科

2019 年恐怖主义指数

经济与和平研究所

与中国建交时长（由建交年份计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

“一带一路”五通指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报告

天然气国家级合作协议签订

一带一路合作网站与商务部网站

到中国的航线距离

国际研究发展基金会

2020 年已探明的 LNG 储量和天然气产量

《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1》

一定时期内城乡居民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与服务项目

对商品价格越敏感，经济水平越低，因此消费者物价指

价格变动趋势及程度的相对数，该指数越大表明居民

数应当越小越优。进出口贸易占 GDP 比例、外国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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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占 GDP 比例越高，则该国经济发展对于国家贸

全局最优解。因此，选择可以收敛至全局最优的加速

易的依赖性越高，合作安全性越高，因此其指数越大越

遗 传 算 法（Accelerating Genetic Algorithm，AGA）
，但

优。基尼系数越小，分配越平均，因此越小越优。贫困

该算法在高维度的情况下，计算量剧增，全局优化速度

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是负相关，越小越优。20TEU 港

降低，且易发生早熟收敛现象[20]。实编码加速遗传算

口吞吐总量、港口基础设施质量反映了国家海运贸易

法（Real Coding Based Accelerating Genetic Algorithm，

的发达程度，其指数越大越优。

RAGA）[21]可加速循环过程，
克服了二进制编码计算量

在政治方面，一个国家政治稳定，对外合作才能稳

大、全局优化慢、早熟简单等问题，并增加了全局优化

定、安全。政府支出占 GDP 比例、政治权利、民主素

的能力。由此，建立了 PP-RAGA 算法模型，解决了采

质、对政府信心、腐败控制度这 5 个水平越高，国家的

用单一算法的问题，能够对综合评估对象进行排序和

政治水平越稳定，因此其指数越大越优。社会动乱、难

判断评估指标的重要性，提供优异的解决方案。最后，

民数越少，犯罪率越低，国家的政治水平越稳定，因此

采用 K-means（K-means Clustering）算法对评价结果进

其指数越小越优。政治稳定的基础建立在人民满意度

行等级划分。

上，幸福感、人文发展指数越高，人民满意度越高，其指

2.1

数越大越优。死亡率越高，人民满意度越低，其指数越
小越优。营商环境评价指数越小，营商环境越好，因此

PP 数学模型构建
设各个评价指标的样本集合 C 为：
*
C ={x（
i，
j ）|i ＝1，2，3，…，
m ；j ＝1，2，3，…，
n} （1）

其指数越小越优。新冠疫情管控程度越好，说明国家

*
i ，j ）为第 i 个指标的第 j 个指标值；m 、n 分
式中：x（

政府的治理能力越强，因此其指数越小越优。

别为样本数量、指标数量。

在军事方面，一个国家有一定的军事力量，才能保

由于各个评价指标的数值范围相差较大、数据量

障合作的安全性，军费占 GDP 比例、现役军人数、有无

纲不同，在建模之前应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海上天

核武器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军事水平，因此其指数越大

然气运输通道评价指标的指标类型所对应的数据包括

越优。恐怖主义指数越大，表明与该国的合作海上通

越大越优、越小越优两种类型，分别对其处理：

道安全性越低，因此该指数越小越优。

*
x（
i，
j）
-x min（j ）
x max（j ）
-x min（j ）

（2）

大越优。到中国的航线距离越短，海上通道发生风险

*
x max（j ）
i，
j）
-x（
x（i ，
j ）＝
x max（j ）
-x min（j ）

（3）

的概率越低，因此该指数越小越优。LNG 总储量与天

式中：x max（j ）、x min（j ）分别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最

然气产量越高，贸易关系越不容易破裂，从侧面保障了

小值；x（i ，j ）为经过归一化处理后得到第 i 个对象的

海上通道安全，因此其指数越大越优。

j ）≤1。
第 j 个指标的指标值，且 0≤x（i ，

在自然环境与资源方面，经济海域越大、国家海上
贸易水平越高，则海上通道安全性越高，因此该指数越

x（i ，
j ）＝

构建投影目标函数 Q（w ），利用 PP 算法将 n 维

2

PP-RAGA-K-means 模型建立
复杂系统中的变量常处于多维空间，其演变、发

展的过程往往受诸多因素的影响。随着计算机科学
的发展，对高维数据的处理算法越来越多。投影寻踪
（Projection Pursuit，PP）算法适用于处理海上天然气

*
i ，j ）|i ＝1，2，3，…，
m；
j ＝1，2，3，…，
数据处理为{x （

n}；再 综 合 成 以 w ＝{w（1），w（2），w（3），…，w（n ）}
为投影方向的一维投影值 z（i ），即：
2
2
2
n ）＝1 （4）
||w ||＝w（1）
+w（2）
+… +w（

n

z（i ）＝

w（j ）x（i ，
j）

（5）

j ＝1

运输通道所涉及的高维数据，采用降维的思想将其投

式中：w（j ）为第 j 个指标在综合评价指标中占有的影

影至低维空间中，通过对投影数据的处理完成对高维

响权重值，且 0≤w（j ）≤1。

数据的分析。

将 {z（i ）| i ＝1，2，3，…，m} 产生的一维散布图进行

在 PP 算法中，确定最佳投影方向是一个复杂的

分类。在综合投影指标值时，要求 z（i ）的散布特征在

非线性优化问题。常见的优化方法有蚁群算法、自由

整体上投影，则投影点应尽量散开；
在局部投影时，投

搜索算法、萤火虫算法等，但上述算法不能总是收敛于

影点应尽可能密集。因此，投影目标函数可以表示为：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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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Q（w ）＝

［z（i ）E（z ）］2

i ＝1

m －1

m

f（i ，
j）

n

j ）]
[R-r（i ，

i ＝1 j ＝1

r（i ，
j ）＝|z（i ）－z（j ）|
R-r（i ，
j ）≥0
1，
f（i ，
j ）＝{R －r（i ，
j ）}＝
R-r（i ，
j ）＜0
0，

（6）
（7）
（8）

m} 的平均值；
式中：E（z ）为序列 {z（i ）| i ＝1，2，3，…，
R 为局部密度的窗口半径；r（i ，j ）为样本间的距离；
f（i ，
j ）为单位跃阶函数。
既要求 R 不能随 m 的增大而增大太多，又要求滑
动平均偏差不能太大，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22]，可得
max[r（i ，j ）]+0.5 n≤R≤ 2 n（通常取 R ＝n ）。
当各指标值的数据集确定时，投影指标只受投影
方向的影响。最佳投影方向即暴露高维数据特征结构
可能性最大的投影方向，因此最佳投影方向可通过投
影指标最大化得到。
将求解的最佳投影方向 w * 代入式（5）可以得到
*
*
i ），z（
i ）越大，表明海上天然
样本点的一维投影值 z（
*
*
a ）、z（
b ）为任意两个样
气运输通道安全性越高；
设 z（
*
*
a ）与 z（
b ）进行对比，可得
本点的一维投影值，将 z（
*
*
a ）与 z（
b ）越接近，则表示
到样本从优到劣排序：z（

图2

两个对象的安全性相近。

PP-RAGA-K-means 模型求解流程图

PP-RAGA-K-means 模型编程求解

适应度的变化趋势（图 3），可知适应度函数在 7 次加

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性是一个以{w（j ）|

速后均收敛，由此得到有“一带一路”因素的各个指

j ＝1，2，3，…，n }为优化变量的非线性优化问题。利

标最佳投影方向和无“一带一路”因素的最佳投影方

用 Matlab 软件 PP 模型进行模拟，评价对象为美国、澳

向（表 2）。

2.2

大利亚、挪威等 21 个国家，采用图 1 中的评价指标进
行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
再采用不含“一带一
路”五通指数指标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指
标体系对 21 个国家重新进行评价。
为确定 PP 模型中的最佳投影方向，采用基于实
数编码的加速遗传算法求解最佳投影方向；
再根据最
佳投影方向计算各个评价对象的一维投影值（即安全
评价值）；
最后，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对评价对象聚
类（图 2）。
模拟参数选定父代种群规模 400、交叉概率 0.8、
变异概率 0.2、加速次数 7、变异方向所需的随机数 7。

图3

有、无“一带一路”因素的遗传种群适应度变化趋势
对比图

通过最佳投影方向计算出各个评价对象的安全评

采用基于实数编码的加速遗传算法计算最佳投影方

价值（表 3），最后采用 K-means 聚类算法时的参数选

向，由于计算最佳投影方向的目标是投影目标函数

定聚类个数为 5、聚类重复次数为 6，对评价对象按照

最大化，故采用投影目标函数作为适应度函数，得到

安全评价结果进行聚类（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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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指标因素

U 111
U 112
U 121
U 122
U 131
U 132
U 141
U 142
U 143
U 151
U 152
U 211
U 212
U 213
U 214
U 215
U 216
U 217

有、无“一带一路”因素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不同评价指标的最佳投影方向表

最佳投影方向
有“一带一路”因素
无“一带一路”因素
0.217 0

0.226 2

0.219 5

0.119 1

0.084 9

0.098 3

0.102 7

0.141 0

0.064 7

0.067 9

0.154 8

0.266 7

0.180 7

0.093 5

0.094 2

0.109 6

0.095 3

0.213 8

0.222 3

0.150 8

0.182 7

0.254 8

0.286 6

0.222 4

0.147 4

0.168 3

0.184 9

0.236 6

0.159 3

0.176 3

0.187 6

0.188 7

0.122 0

0.225 6

0.110 0

0.107 2
表3

国家

指标因素

最佳投影方向
有“一带一路”因素
无“一带一路”因素

U 221
U 222
U 223
U 224
U 225
U 226
U 311
U 312
U 313
U 314
U 411
U 412
U 413
U 414
U 511
U 512
U 521
U 522

0.176 3

0.140 5

0.256 8

0.181 3

0.060 4

0.057 8

0.099 2

0.106 6

0.289 4

0.119 5

0.164 3

0.098 5

0.200 9

0.161 7

0.079 1

0.098 7

0.126 0

0.246 6

0.093 1

0.195 9

0.067 2

0.155 9

0.136 1

0.071 7

0.254 9
0.058 0

0.092 8

0.130 3

0.192 3

0.188 6

0.202 7

0.082 4

0.168 4

0.238 1

0.203 9

有、无“一带一路”因素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表

安全评价结果

国家

安全评价结果

有“一带一路”因素

无“一带一路”因素

有“一带一路”因素

美国

4.031 3

3.764 5

阿尔及利亚

无“一带一路”因素

2.194 5

2.307 8

澳大利亚

3.599 5

3.774 6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190 1

2.136 1

挪威

3.490 3

3.607 6

埃及

2.155 6

2.130 5

俄罗斯

3.486 2

3.270 8

伊朗

2.042 2

2.127 9

马来西亚

2.824 2

3.050 5

巴布亚新几内亚

1.810 1

1.799 8

卡塔尔

2.823 8

3.070 6

赤道几内亚

1.810 1

1.755 6

文莱

2.822 7

3.041 4

也门

1.548 3

1.678 9

阿曼

2.809 1

3.058 3

尼日利亚

1.538 3

1.313 5

印度尼西亚

2.705 3

2.737 8

安哥拉

1.212 2

1.265 2

沙特阿拉伯

2.700 9

3.051 0

委内瑞拉

1.211 4

1.257 1

秘鲁

2.396 1

2.331 7

（a）有“一带一路”因素
图4

（b）无“一带一路”因素

有、无“一带一路”因素各国安全评价结果的 K-means 聚类结果对比图
yqcy.paperop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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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结果分析

3.1

评价指标

权重最高，这表明“一带一路”合作水平对中国海上天

在不同评价指标下，
使用投影寻踪计算方法得到中

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性影响更大。已有学者使用网络

国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的最佳投影方向（图 5）
，
并

分析的方法，发现地缘政治、国际合作因素对中国天然

对比有、无“一带一路”因素对于整体投影权重的影响。

气进口通道安全影响较大[23] ；
进口的主要障碍是运输

不同评价指标的最佳投影方向各有不同，但对来源国

距离、地缘政治风险、资源风险[19]，这与上述投影寻踪

进口安全水平影响最大（即权重最大）的评价指标基本

算法的研究结果相同。

相同，分别为海运能力、政府治理水平、
“一带一路”合
作水平。在这 3 个评价指标中，
“一带一路”五通指数

图5

有、无“一带一路”因素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不同评价指标的最佳投影方向（权重）对比图

已有 研 究 成 果 对 于 指 标 体 系 构 建 主 要 考 虑 政
[2]

3.2

评价结果

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 ，图 5 的评价指标体系

影响来源国进口安全水平最大的 3 项指标后，基

通过引入“一带一路”因素，使得整体评价体系对现

于 PP-RAGA-K-means 模 型 得 到 有、无“一 带 一 路”因

实描述更为精确，拓宽了中国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

素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结果（图 6）
。采

的评价维度：
在充分考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

用安全评价聚类结果的最近类间距平均值作为

素的基础上，根据能源外交理论国家之间互联互通

划 分 海 上 天 然 气 运 输 通 道 安 全 等 级 的 界 限[24]，可

互信的概念，创新性地引入“一带一路”五通指数、国

以 得 到：安 全 范 围 为 S ＞3.297 2，较 安 全 的 范 围 为

家级能源合作协议等新指标，依据非传统安全理论

2.541 6<S ≤3.297 2，一般安全的范围为 2.031 4<S ≤

更新了部分指标（如新冠疫情监管程度、社会稳定与

2.541 6，
较危险的范围为 1.587 7<S ≤2.031 4，危险的

暴力等）以评价目标国的政府效能。

范围为 0<S ≤1.587 7。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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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结果是由评分

与政治实力、庞大的天然气市场，增加了向沿线各国的

排名对比进行评级，并且由图 5 可知：
“一带一路”因素

溢出效应[30]。根据相互依存理论，
“一带一路”倡议凭

对其他指标权重也存在影响，因此位于“一带一路”沿

借开放合作、互联互通、互信共赢的特点，改善了沿线

线国家安全评价结果会受“一带一路”因素影响，而不

国家的国际关系，从而转变了当前的天然气贸易格局，

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则会由于排名的变化造成

进一步提升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地区国

安全评价结果的变化。为此，统一对上述 21 个国家进

家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性，为国家级天然气

行分析。

合作提供了新模板。

海上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最高的国家为美国、澳

3.3

天然气进口的季节性差异及其影响
根据 2020 年中国 1-12 月（统计日期为每月 20 日）

大利亚、俄罗斯，马来西亚、卡塔尔等，将其作为天然气
进口来源国较安全；
秘鲁、阿尔及利亚等进口安全程度

从不同国家（地区）进口天然气数量的变化[31]（图 7）可

一般；
伊朗、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则属于较危险；
也门、安

见，中国天然气进口态势总体表现出冬季进口量大且

哥拉等则属于危险。澳大利亚/东南亚—中国航线的

攀升迅速、夏季进口量小且较为稳定的特点。其主要

安全状况较好，而伊朗所处的中东、北非航线安全性较

原因是中国天然气需求存在季节性差异，夏季需求低、

[10]

差

。同时，基于中俄天然气供应协议和俄罗斯政府

冬季需求高。

在新冠疫情控制方面较积极，因此俄罗斯的海上天然
气运输通道安全性有所提升，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天然
气合作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有“一带一路”因素后，位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安全性有所提高，如伊朗由较危险升为一般安
全。已有研究认为委内瑞拉、卡塔尔、伊朗、阿曼的安
全水平较为一般[20]，但根据有“一带一路”因素的海上
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的评价结果表明，阿曼、伊朗、沙
特阿拉伯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上天然气进口

图7

安全水平排名均有所提高。与已有研究结果不一致的

2020 年 1— 12 月中国从不同国家及地区进口天然气量
变化图

原因在于，
“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合

天然气进口量冬高、夏低的外在表现也反映出目

作更为紧密，海上天然气运输安全得以提升。“一带一

前中国存在天然气战略储备能力不足的问题。中国的

，其主要原因在于

储气能力在总天然气需求中仅占 6.4％[32]，战略储备不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卡塔尔、伊朗、阿曼等国能

足将严重影响中国天然气整体供应安全水平。中国在

源领域合作日益密切，因此其作为天然气进口来源国

天然气进口策略方面，应扩大战略储备量，积极建设战

的安全水平有所提高；
委内瑞拉由于其复杂的国内政

略储备设施，采取均衡的进口策略，分摊海上与陆上管

治环境与政府治理水平，安全等级有所下降；
马来西亚

道运输风险。在夏季，可以从安全等级一般以上的国

等国作为优质进口来源国，其安全水平与前人已有研

家进口大量天然气，做好储备调峰；
冬季则加大从安全

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潜力巨大

究

[4-6，26-27]

[25]

较为一致。上述结果表明：
“一带一路”因素

或较安全的国家天然气进口量，以保障冬季高需求、低

的引入能够更好地反映中国海上天然气进口安全水

产量情况下的供气安全。利用季节性差异及上述“一

平，可为中国能源政策制订提供参考，具有较强的现

带一路”背景下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安全评价结果，对

实意义。

天然气进口策略进行调整，可达到保障中国海上天然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当前平等、开放的国际关

气运输通道安全的目的。

系发展趋势，是降低国际政治风险与实现互利共赢的
重要选择[28]。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合作与天然气国

4

结论

家级能源协议的签订（如“中俄天然气供应协议”）确
保了与各国的长期稳定合作[29]，同时凭借强大的经济

（1）“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
yqcy.paperopen.com

1437

运行与管理 | Operation & Management

2021 年 12 月

第 40 卷 第 12 期

道安全具有正面作用，有利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

sea lanes considering coupling effect[J]. Journal of Shanghai

合作。中国应当积极寻找可替代航线和选择安全系数

Maritime University, 2017, 38(3): 18-24.

高的进口天然气来源国，努力发掘“一带一路”沿线国

[5] 吕靖，高天航. 海上通道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研究[J]. 中国软

家的天然气供应潜力，重视和改善与“一带一路”沿线

科学，2015（10）：1-8.

天然气资源储备丰富国家的友好关系。

LYU J, GAO T H. Efﬁciency of safety control in key nodes of

（2）“一带一路”沿线且政治、经济、军事水平高

international sea lanes[J]. China Soft Science, 2015(10): 1-8.

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性较

[6] 高天航，吕靖. 海上通道关键节点安全保障效率及应急效率评

高，中国应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天然气合作关系，保障能

价研究[J].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17，17（6）：27-32.

源安全；
不位于“一带一路”沿线且政治、经济、军事水

GAO T H, LYU J. Evaluating the safety efficiency and

平低的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海上天然气运输通道的安全

emergency efficiency of the key nodes of sea-lanes[J]. Journal

性很低，应考虑可替代航线或调整天然气进口量，改变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战略，加强中国对海上天然气运输

Technology, 2017, 17(6): 27-32.

通道的保卫能力。
（3）中国天然气进口量存在冬季大、夏季小的季

[7] 蒋美芝，吕靖. 海上通道关键节点风险预警研究[J]. 数学的实践
与认识，2019，49（17）：35-44.

节性差异，根本原因是中国天然气战略储备能力不足。

JIANG M Z, LYU J. Early warning of key nodes of international sea

因此，相关部门应大力发展天然气的开采技术，提高天

lanes[J]. Mathematics in Practice and Theory, 2019, 49(17): 35-44.

然气产率，减少对外依赖度，拓宽天然气进口道路，增
加天然气进口可选择国家。
（4）在未来的研究中，可尝试深入研究“一带一路”

[8] 朱乐群，吕靖，李晶. 基于高维突变模型的海上通道安全预警研
究[J]. 运筹与管理，2016，25（3）：261-266.
ZHU L Q, LYU J, LI J. Pre-warning of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合作对于天然气进口安全水平提高的作用机制，量化

based on higher dimension catastrophe model[J]. Operations

不同风险与政策的影响，探讨通过多种形式与种类的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2016, 25(3): 261-266.

国际合作提升中国海上天然气供应的安全水平。

[9] JIANG M Z, LU J. Maritime accident risk estimation for sea
lanes based on a dynamic Bayesian network[J]. Maritime Polic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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