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陆成宽

从最初的一个月寥寥数船，到10天3船，再到11天6船，10

年来，江苏LNG接收站船舶接卸数不断刷新纪录。简单的数字

背后，折射的是江苏乃至长三角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坚持高质量

发展的决心。

新看点

7 月 9 日，位于江苏如东县洋口港阳光岛的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

油）江苏液化天然气（LNG）接收站（以下简称江

苏 LNG 接收站）码头上，来自卡塔尔的“阿尔华

丽娅”轮正在卸载液化天然气。作为江苏沿海第

一座 LNG 接收站，从 2011 年 5 月 24 日首船接卸

以来，该站已累计接卸 LNG 船 463 艘，接卸总量

超 3829万吨，外输天然气总量 530亿立方米。

30 年 前 ，阳 光 岛 还 仅 是 一 个 半 潜 式 沙

洲 ——西太阳沙，这个海水退潮时才能看到

的小沙洲，面积仅有 3 平方公里。直到 2007 年

底，阳光岛吹填成功，江苏 LNG 项目获得国家

发改委正式核准，小沙洲变身能源岛点缀在

黄海之滨。

“江苏 LNG 接收站三期工程即将投产，洋口

港阳光岛天然气年接卸能力将达到 1000 万吨，

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级能源岛。”如东县委副书

记、洋口港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雷表示，“天

然气作为一种清洁能源，对促进碳中和具有关键

意义，洋口港加快能源岛建设，旨在为国家实现

‘双碳’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长江入海口北翼的如东县，拥有 100公里海

岸，但基本是泥沙淤积的滩涂。20 世纪 80 年代

初，海洋科学家在如东县海岸外 10 多公里处惊

喜地发现，这里水深超过 17米，是直通太平洋的

潮汐通道，可行驶 30万吨级巨轮，是中国东部沿

海罕见的天然深水港址。然而，这座被命名为洋

口港的深水港，开发技术难度远远超出其他港

口。从发现选址到基础设施框架完成，经历了

20多年的时间。

坐落在洋口港阳光岛的江苏 LNG 接收站，

是中石油首个运行的 LNG 项目，自 2011 年投产

以来，累计接卸了来自卡塔尔、澳大利亚、俄罗

斯、美国等 25 个国家和地区的 3829 万吨 LNG。

这些“海气”上岸后，汇入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冀

宁联络线和如东至崇明岛线，源源不断地输送至

整个华东地区，最远可达浙江省北部、湖北省东

部以及山东省西南部，下游用户可辐射电厂、城

市燃气及工业企业，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能源

供给站”。

江苏 LNG 接收站是洋口港开港工程项目，

该项目 2016 年二期工程建成投产后，总罐容达

68万方，年接卸量 650万吨。

进入阳光岛，一座座巨型储罐矗立在小岛南

侧。眼下，江苏 LNG 接收站三期工程两座 20 万

方液化天然气储罐正在进行最后的设备安装，7

月正式投产后，接收站的存储能力将达到 108万

方。

“未来，接收站还将连通中俄东线、沿海管

道，形成四通八达的格局。”中石油江苏液化天然

气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忠海说。密布的“气龙”

结线成网，将逐步构筑出“海气登陆、西气东送、

北气南下”的能源动脉，昼夜不停地直供长三角，

有效保障地区能源安全可靠供应。

按照国家和江苏省对洋口港能源岛建设

的规划目标，未来数年内，洋口港天然气产能

将 增 加 到 3250 万 吨 ，成 为 国 内 最 大 接 卸 、仓

储、气化、保税、槽车、船舶转运一体化的 LNG

能源岛。

千亿级能源岛正逐渐成形

作为自主建设、运营、管理的大型 LNG 接收

站，江苏 LNG 接收站在设计和施工、储罐建设、

设备国产化和维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诸多重大

突破，为国内其他 LNG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5 月 9 日，江苏 LNG 接收站自主完成 L—

1101B 20 寸卸料臂国内首次解体大修，回装后

的卸料臂连续平稳接卸 6船 LNG，一举打破了国

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国内 LNG 接收站 20 寸卸料

臂自主整体大修零的突破。

卸料臂是 LNG 从运输船上“卸货”至接收站

自主创新撑起LNG接收站

1亿立方米天然气可替代 12万吨煤炭，减排

11 万吨二氧化碳、0.4 万吨二氧化硫，PM2.5 排放

为零，是名副其实的绿色能源。

2018 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天然气

协调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强化天

然气基础设施建设，建设完善产供储销体系的

指导方针。

受国家政策推动，天然气成为近年来国内需

求增长最快的能源产品，专家预计到 2050 年国

内天然气消费总量有望超过 8000亿立方。

阳光岛这个能源岛，因能源而生，因能源而

兴。进入气代煤、气代油的环保新时代，长三角

地区对天然气的需求逐年增加，也给洋口港带来

满满的回报。

5 月 28 日，江苏 LNG 接收站码头上，来自阿

尔及利亚的“科洛尼斯”轮正在卸载 LNG。从 5

月 17 日开始，短短 11 天里，该站连续执行 6 船

LNG 卸货任务，累计接卸 LNG 约 40 万吨，创下

投产 10年来接船频次新纪录。

从最初的一个月寥寥数船，到 10 天 3 船，再

到 11天 6船，10年来，江苏 LNG接收站船舶接卸

数不断刷新纪录。简单的数字背后，折射的是江

苏乃至长三角加快能源结构调整、坚持高质量发

展的决心。

“夏季本是天然气消费的淡季，加之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年初大家都以为淡季会更淡，没想

到，这段时间，江苏 LNG 接收站单日气化外输量

达到 3000万方每天，这个数字是往年同期的 2—

3倍，已经赶上最繁忙的冬供时期了。”江苏 LNG

接收站海事经理陈汝夏告诉记者，下游市场需求

旺盛，接收站开足气力全力供应。今年以来，该

站已累计外输天然气 39 亿方，支持了江苏三分

之一以上的天然气供应，成为全省减碳增绿的

“加气站”。

“‘3060’目标的提出，对致力于发展 LNG 产

业的洋口港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洋口

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周梁表示，“十四五”期

间，洋口港将进一步大力发展冷能利用、天然气

发电、装备制造等 LNG 下游及配套产业链，力争

在绿色能源综合利用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加快长三角能源结构调整

小沙洲变身能源岛小沙洲变身能源岛
成长三角减碳增绿成长三角减碳增绿““加气站加气站””

◎徐书影 本报记者 张 晔

存储设施的“通道”，是 LNG 接收站的“咽喉”设

备。江苏 LNG 接收站共安装有 4台 20寸进口卸

料臂，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卸料臂，其中有

3台液相臂、1台气相臂。

“4 台卸料臂连续运行了 10 年，达到大修年

限，必须进行整臂解体大修。”多年从事设备维修

和国产化研究的检维修中心专业主任杨林春告诉

记者，检修团队与中国石油天然气第六建设公司

一起，精心编制吊装作业方案和相关专项方案，认

真组织专家评审和风险评估，有效保证了各类方

案的可行性和安全性；同时，在大修所需的关键配

件及耗材等物资准备方面，实施国产化和进口替

代策略，有力保障了大修工作顺利推进。

杨林春说，卸料臂自主检修的关键意义在于

打破国外检修技术垄断，实现接收站安全可控和

降本运行。他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此次自主组

织完成卸料臂大修，对比国外厂家报价，可节约

现场技术服务费近 300万元，通过实施配件国产

化和进口替代，各类配件的采购费用节约 14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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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陈鹏飞 陈科）7 月 10 日，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

天然气研究院透露，由该研究院提出的“天然气—上游领域—滑溜水降

阻性能测试方法”，6 月底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天然气技术上游领域分

技术委员会国内外专家审查，同意成立相关国际标准工作组，并列为预

备工作项目。据悉，这一项目作为第一项涉及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国际

标准项目，标志着我国页岩气技术标准迈出了国际化步伐。

据了解，滑溜水降阻性能测试通常采用室内小管径管道模拟测试，

关于该测试方法的相关标准 2015 年 10 月由国家能源局发布，但国际上

一直没有统一的滑溜水降阻性能测试方法。“制定滑溜水降阻性能测试

方法国际标准可以统一各国、各企业的标准，消除技术壁垒，促进我国

压裂液技术水平迅速提高，提升我国压裂液产品质量。”上述国际标准

项目工作组、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天然气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为解决页岩气开发中储层改造关键特色技术滑溜水的规

范使用和性能评价，提高压裂作业的效率、效果并降低成本，能源行业

页岩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页标委）先后组织天然气研究院等

单位研制 2 项行业标准。

“此次提出的标准以能源行业页标委归口管理的行业标准为制定

基础，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标准创新司推荐，并被国际标准化组织天

然气技术上游领域分技术委员会接受，标志着滑溜水测试国际标准

体系开始逐步形成，中国在该领域的成果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该

负责人说。

接下来，国际标准项目工作组将在页标委的支持下，借助相关平

台，进一步加强与国际同行的沟通，助推该标准项目早日完成立项并

发布，为国际社会在页岩气等非常规储层的勘探开发利用贡献中国

标准的力量，促进中国高质量产品和技术的输出，提高国际合作项目

的效率。

迈出国际化步伐

我国页岩气技术标准获认可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张正华 记者江耘）7 月 12 日，记者了解到，

国内首个城市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建设行动方案已在浙江省杭州市

萧山区发布。该方案聚焦东部沿海典型能源受端城市特征，搭建以

弹性电网为核心的多网融合型基础网络平台，围绕承载大规模清洁

能源受入、支撑城市清洁能源替代需求两大问题，推进供应清洁化、

终端电气化、用能高效化。

萧山是典型的能源输入城市，能源消费 90%以上依赖外部输入，外

来电占比接近 95%，且区域负荷波动较大，日峰谷差率达 35%，区域能源

亟待低碳转型。为此，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着力构建萧山城市级新

型电力系统，以期打造“广泛互联、安全互动、多网融合、数字赋能”的城

市级新型电力系统示范标杆。

据悉，该方案围绕“能源、工业、建筑、交通、农业、居民生活”六大领

域，通过构建 12 个指标（4 个外延指标+8 个内涵指标），实施 28 项落地

工程，推动能源领域率先“脱碳”，支撑工业、建筑、交通等各领域碳中和

目标达成，形成一批先行示范的实践经验。

位于杭州萧山的杭州欣美成套电器制造有限公司是该方案首个落

地的企业，该公司通过建设光、储、充一体化系统与微电网控制平台，利

用人工智能进行生产分析，结合天气和电价等影响因子，实现了厂区温

控系统经济运行与春秋季零碳排放运行，2020 年全年节约用电 182 万

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829.5 吨。

“推进‘双碳’目标下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需要进行多领域、多层

级的探索。许多央企已经发布了行动计划，各省也陆续公布了‘双碳’

目标，而推进城市级、县域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则更为基础。”清华大

学电机工程及应用电子技术系主任康重庆表示，杭州萧山的城市级先

行实践，对于省域甚至全国的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建设都具有推广借鉴

意义。

“根据计划，杭州萧山将在 2025 年全面建成城市级新型电力系统先

行示范，并实现电力系统率先碳达峰。届时，清洁电能将占比超过

50%，分布式电源 100%消纳，5 年累计减少二氧化碳约 296 万吨。”萧山

区发改局局长吴远东说。

萧山发布建设方案

构建城市级新型电力系统

7月 9日，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该集团

神东煤炭技术研究院与上海方酋机器人公司合

作研发的移动列车商品煤采样机器人（以下简称

采样机器人），在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以下简

称神东煤炭）锦界煤矿装车站安装调试完成，并

正式投入使用。

这只是神东煤炭智能化建设中的一小步。作

为煤炭行业的主力军，神东煤炭始终把科技自立自

强作为能源产业转型发展的主阵地，强化战略导

向，破解科技难题，积极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

用采样机器人替代人工作业

采样机器人解决了长期以来铁路装车人工

采样不安全、效率低、劳动强度大、误差大等问

题，实现了煤矿智能化采制样，助力智能矿山建

设稳步推进。

以往移动列车商品煤采样时，需要人工爬

上火车，在移动的火车上用采样工具布点把煤

样采出并转移至车下，送至制样车间进行人工

破碎缩分。

神东煤炭相关负责人表示，采样机器人投入

使用后，机器人直接从移动列车上随机采取样

品，并将取出的煤样送至全封闭自动制样系统，

将其制成标准的全水分样，彻底解决了人员爬上

火车的不安全因素，减少了采制样人员数量及劳

动强度，提高了采制样的准确性。

据了解，采样机器人由大型工业机器人、采

样臂、光电传感器、控制器、机器人智能采样软

件、自动制样设备等组成，其设计符合国家煤炭

机械化采样系列标准要求。

这套设备具备全天候连续采制样能力，可以

完全替代人工作业，实现智能判断、动态采样、自

动制样、无人值守，提高了生产效率与质量，解决

了移动列车商品煤装车的自动采制样，做到了所

采煤样具有代表性、真实性，增强了产品指标的

可信度。

与此同时，神东煤炭布尔台煤矿掘进工作面

远程控制系统（以下简称远程控制系统）也已上

线运行了。

“远程控制系统在智能矿山建设中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该系统的投用不仅有效提高了掘进

工作面动力及风机配电点的停送电效率，降低了

紧急情况下双风机停风的风险，同时为全矿井配

电点远程集中控制、视频监控及远程漏电试验等

项目的实现积累了宝贵经验。”神东煤炭布尔台

煤矿智能化工作组组长廖志伟说。

搭建智能矿山建设的四梁八柱

在神东煤炭榆家梁煤矿智能化综采工作面

远程控制室，煤机司机王小照正坐在地面驾驶

舱，通过手柄远程操作井下采煤机进行割煤作

业。在这里，王小照可以实时查询工作面矿压、

采高、支架平直度、工作面起伏等参数，对井下

200 多台设备进行远程操控，完成整个综采工作

面的生产。

“现在这个薄煤层工作面只有 1.5 米的采

高，按照以前的割煤方式，人得在井下猫着腰

跟着煤机爬过来爬过去，劳动强度大、非常辛

苦。现在坐在地面操控室，拿着手柄动动手指

就可以远程操控割煤，比以前轻松多了。”王

小照说。

榆家梁煤矿是神东煤炭首个较薄煤层自动

化试点单位，依托智能化大数据平台经验优势，

以“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信息化服务人”，让

智能化建设成果惠及员工，让煤矿工人华丽变身

办公室“白领”。在神东煤炭像榆家梁煤矿这样

以智能化、自动化、无人化、信息化为抓手的发展

模式已全面开启。

2021 年，神东煤炭从编写方案、项目立项、

制定措施、构建体系等方面多方位完善智能矿

山建设顶层设计，搭建起智能矿山建设的四梁

八柱，明确智能矿山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

争取为行业和集团智能化建设提供“神东样

板”。

目前，神东煤炭智能化建设已涵盖了综采、

掘进、主运输、辅助运输、供电、供排水、通信与网

络、大数据、移动巡检、机器人、智能化选煤厂等

十一大类，共 522个项目，已建成上湾煤矿、榆家

梁煤矿等 15 个智能综采工作面，实现主运输系

统固定岗位工减员 30%，现场试点五大类 64 台

井下机器人。

据悉，神东煤炭计划在 2022 年底，全面建成

智能矿区，其中包括 13座矿井、11座洗煤厂和地

面的工业园区，实现井下固定岗位全部无人化，

所有综采工作面、掘进工作面、选煤厂智能化的

目标。

有了机器人“代工”，煤矿工人坐进办公室

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

计划在 2022 年底，全面建成

智能矿区，其中包括 13 座矿

井、11 座洗煤厂和地面的工

业园区，实现井下固定岗位全

部无人化，所有综采工作面、

掘进工作面、选煤厂智能化的

目标。

国网浙江电力有限公司着力构建萧山城市级新型电力系统，国网杭
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110千伏楼塔变已建设完成并投运。 姚靖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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