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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在北美地区“页岩气革命”巨大成功的影响下，国内掀起了页岩

气开采热潮。从把页岩气设立为独立新矿种、发布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成果和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启动两轮面向社会各类投资主体的页岩气矿

权招标，到出台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甚至将页岩气勘探开发列入政府工作

报告中，国内对复制北美页岩气革命成功的渴望、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重视程度

与支持力度可见一斑。除了石化、煤电企业外，许多来自传统地质矿产、设备制

造和金融投资业界的各类国企、外企以及民企也积极地参与到页岩气开采这股热

潮中，而且具有中国特色的页岩气研发机构、开发公司、实验室、技术委员会甚

至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页岩气组织机构也应运而生。 

然而，从近年来见之于网络、报刊、电视等各大媒体上报道的有关页岩气的

各种新闻、各级部门发展规划、发表的页岩气文章，甚至从“页岩气开发利用补

贴政策”中都不难看出，目前国内对“页岩气”这一非常规油气勘探新领域尚存

在不少的认识误区。近年来由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利于促进国内页岩气产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规划和举措都已陆续出台，并投入了上百亿元人民币的巨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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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大规模勘探。但令人遗憾的是，关于页岩气究竟是“馅饼”还是“陷阱”的争

论却不时见诸报端。尽管目前对页岩气勘探开发效果进行评论还言之过早，毕竟

才刚刚起步，但具体实施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勘探技术问题与实际困难却已初露

端倪。 

自 2007年开始涉足页岩气以来，笔者在一些专业技术会议上曾陆续提出过

对国内页岩气存在问题与勘探风险的看法与认识。明确指出，在页岩气资源勘探

潜力、含气页岩储层评价等诸多地质认识尚不清楚，分析实验、评价研究等基础

工作也不深入的情况下，盲目而大规模地推动各行各业都来参与的页岩气开采热

潮，其间隐藏的勘探与投资风险有可能会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通过对国内

近年来页岩气勘探实际情况的初步追踪分析，以及对国内页岩气热潮的冷静思考，

深感有必要将这些想法汇集成文，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国内页岩气热潮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并揭示国内页岩气勘探的机遇与风险之所在，以飨读者。 

 

1、页岩气勘探中的若干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从 2008年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在四川盆地长宁构造上

钻探国内第一口页岩气地质调查井以来，中石油、中石化和延长石油等多家油气

公司、相关部委及地方相关部门已累计钻探约 130口页岩气井，其中勘探评价井

约 100口（水平井近 30口），其余为地质调查取心浅井，2012年页岩气产量约

为 3000×104m3。国内页岩气勘探工作主要集中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国家

能源局设立的四川长宁-威远、滇黔北昭通和延安等 3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以

及中石化设立的“涪陵大安寨页岩（油）气示范区”。 

从公开报道的国内页岩气勘探进展情况来看，除中石油和中石化分别在长宁

-威远和涪陵地区的海相页岩气勘探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已开始小规模商业生

产外，许多页岩气勘探成果实际上仅停留在“点火成功”“产出了页岩气流”这

类既无稳定测试成果更无长时间试生产数据的所谓“成功”和“突破”上。 

近几年来，国内的页岩气勘探成果似乎还仅仅是在证实“页岩气有无”这一

被过去常规油气勘探早已证实了的事实。以四川盆地为例，早在 20世纪六七十

年代即在威远（威 5井）、九奎山（阳 63 井）和圣灯山（隆 32井）等构造的天

然气勘探过程中，于下古生界黑色页岩中获得过 0.2×104～2.5×104m3/d的页岩



气流。仅威 5井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页岩 2.5×10
4
m
3
/d的测试产量也比近年来一些

水平段长达 1000m 的页岩气水平井经 10段大型水力压裂后的测试产量要高。更

何况国内外一直就有将泥页岩中残留的油气作为裂缝性油气藏勘探的悠久历史。

而北美地区 21世纪以来取得的页岩气革命成功则完全得益于水平井钻探及水力

压裂技术的突破与大面积推广应用，从而可以大规模、高产量、低成本、经济有

效地开采出泥页岩中的油气。 

因此，页岩气勘探不应以“页岩气是否存在”作为目的与标准，而应该把通

过水平井钻探与多级压裂这些先进的技术与工艺能否从泥页岩中大规模采出页

岩气以及通过先导性试验能否经济有效地商业化开采页岩气，作为页岩气勘探的

目的和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国内近几年来在一些地区、一些层系中的页岩气勘探

很难用取得了“成功”或“突破”来评价。一些直井压裂后无产量或产微气（多

被称之为“点火成功”），水平井压裂后还不如直井的压裂效果，甚至一些从碳

酸盐岩或砂泥岩混层中产出的页岩气也统统被冠以“页岩气”而作为重要的页岩

气勘探成果。这不仅混淆了页岩气的概念，更重要的是给社会造成了国内页岩气

已取得了全面成功或突破的假象，从而掩盖了页岩气勘探可能面临巨大风险的真

相。下面根据各类媒体上公布的一些页岩气信息资料，对国内页岩气勘探中存在

的一些问题做出评述。 

 

1.1 陆相页岩气勘探 

目前，国内在陆相地层中开展的页岩气勘探主要集中在鄂尔多斯盆地上三叠

统延长组和四川盆地侏罗系自流井组及上三叠统须家河组。此外，在渤海湾、泌

阳等东部断陷盆地的古近系陆相地层中也开展了页岩油气勘探。尽管一些陆相页

岩气勘探被赞誉为获得了“成功”或“突破”，甚至被冠之以名目繁多的“第一”，

但背后的事实却是： 

①页岩气测试产量达不到工业气流标准； 

②水平井压裂效果不如直井； 

③致密碳酸盐岩气或致密砂岩气被混淆为页岩气。 



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国内陆相页岩气勘探实难言之已取得了“成功”或“突

破”，反倒是存在的问题甚多。 

1.1.1 水平井效果还不如直井，湖相页岩气勘探难言“突破” 

在某国家级陆相页岩气示范区内（面积 4000km2），自 2011年启动第一口井

钻探以来，迄今已钻探了 30口页岩气井，其中压裂了 23口井，获得了据称是“国

内第一，乃至世界第一的陆相页岩气勘探突破”，并证实了“我国陆相页岩气的

存在”，有力地回应了外国专家“中国陆相页岩基本没有找到页岩气的潜力和希

望”的断言。 

然而，从已公布的压裂测试成果来看，这些井深分布在 1500m 左右的直井经

压裂后的测试产气量一般只有 1500～2500m3/d，连工业气井的标准都达不到。尽

管该示范区内已钻探了多口水平井，但据称水平井的效果并不比直井好，产量偏

低且成本偏高。由此看来，目前对这套陆相页岩层段的勘探基本情况是：直井产

量低，达不到工业气井标准，而水平井压裂效果差。显然，这很难用“取得了中

国乃至世界陆相页岩气勘探突破”来评价。如果分析一下延长组长 7段的矿物组

成特征，其石英含量平均仅占 28%，而黏土矿物含量却高达 42%，很难说这是一

套有利于开展水平井压裂的陆相页岩气层，其页岩气勘探潜力存疑。 

再来简单谈谈北美陆相页岩气的勘探情况。众所周知，目前北美地区商业开

采的页岩气基本都来自海相地层。这可能也是延长组中产出一点页岩气后即被封

为“乃至世界第一”的缘故。但据笔者查询到的不完全资料，早在 2008年，加

拿大一家油气公司就已在陆相地层开展过页岩气勘探工作，而且直井压裂还获得

过高产页岩气。据报道，Corridor资源公司 2008-2009年间在加拿大东部沿海

新不伦瑞克省 Elgin 次盆地埋深 2000m左右的下石炭统 Frederick  Brook湖相

页岩中钻探了 10口直井，其中 mccully  F-58井产气 1.42×10
4
m

3
/d，Green Road 

G-41井在下部层段（井深 2000～2050m）产气 1.22×104m3/d，上部层段（井深

1850～1900m）最高产气量为 33×104m3/d，稳产 8.5×104m3/d。由此，根据这 10

口直井的钻探结果估算 Frederick Brook 页岩气资源量为 1.9×1012m3。 

此后，Apache加拿大公司加入，与 Corridor公司合作勘探这套陆相页岩气。

2010-2011 年 3月间钻探并压裂了 4口水平井，其中只有一口水平井测试产气

1100m3/d，其余 3 口水平井仅产微量气流，均未获得理想的商业效果。2011年 5



月底 Apache 公司宣布退出该区块的页岩气勘探。仅从 Corridor资源公司这个勘

探实例来看，北美陆相页岩气勘探早已有之，只不过初步勘探的结果同样也是“水

平井效果不如直井”。由此可知，陆相页岩气也并不是“有无”或者能否“找到”

的问题，而是能否像海相页岩气那样采用水平井压裂技术也可以大规模商业开发

的问题。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的勘探实践来回答。在寻找到针对陆相页岩气行之

有效的勘探开发技术之前，笔者对陆相页岩气的勘探潜力不抱乐观态度。 

1.1.2 到底是“页岩气”还是“碳酸盐岩致密气” 

四川盆地侏罗系自流井组大安寨段（J1dn）和东岳庙段（J1d）均为一套泥

页岩与介壳灰岩间互的湖相沉积。过去在对大安寨段介壳灰岩油气藏的勘探开发

中，即已证实裂缝性泥页岩油气藏的存在。近年来，在鄂西建南区块以及四川盆

地北部的元坝区块和东部的涪陵区块，陆续开展了对侏罗系这两套湖相地层的页

岩油气勘探工作。 

目前被广泛报道为国内陆相页岩气产量之最的元坝 21井（J1dn，常规射孔

测试产气 50.7×104m3/d），以及被作为“取得湖相页岩气突破”的兴隆 101井

（J1dn酸化压裂测试产气 11×104m3/d、油 54m3/d）和福石 1井（J1dn酸化压裂

测试气 12.66×104m3/d、油 38m3/d），据笔者 2012年 9月在宜宾长宁县召开的

国家科技部“973”非常规油气调研会议上了解到的信息，这几口未经水力压裂

即可高产的直井实际上是从大安寨段上部的大一层介壳灰岩中产出的碳酸盐岩

“致密油气”，而非从其中部的大一三层泥页岩段中产出的“页岩油气”。需要

说明的是，这种从介壳灰岩或砂岩直井中产出高产油气流的现象，在以前四川盆

地中部和北部地区的侏罗系油气勘探中并不鲜见。 

真正在大一三层或东岳庙段泥页岩段中勘探页岩油气的初步结果，无论是早

期的直井还是后期的水平井压裂，实际上都并没有那么令人振奋，特别是水平井

的压裂效果并不理想。这也似乎成为陆相页岩气勘探的一个致命问题。例如，建

南区块内的建 111 井曾在井深仅 610～640m 的东岳庙段泥页岩中压裂获气

2300m3/d，其后钻探的建页 HF-1、HF-2两口水平井，水平段长度在 1000m左右，

分别开展了 7段和 10段压裂，前者获气约 1.2×104m3/d，后者仅“点火成功”。 

涪陵区块内井深 3570m、水平段长 1143m 的涪页 HF-1井曾在 2012年大规模

酸压改造后，日产气 0.2×104m3。2013年 5月又动用 19台 2000型以上压裂车开



展了 10 段加砂压裂，总液量达 1.59×10
4
m
3
，加砂 486m

3
，但也只是取得了“点

火成功”（焰高 1～2m）。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湖相页岩油气的初步勘探成果

由此可见一斑。 

1.1.3 究竟是“页岩气”还是“致密砂岩气” 

四川盆地上三叠统为一套河湖相砂泥岩间互沉积的煤系地层。长期以来，油

气勘探主要是以上三叠统须家河组（香溪群）二、四、六段中的砂岩为目的层，

开采致密砂岩气。随着勘探的深入，近年来也发现了以泥页岩为主的三、五段中

致密砂岩气的勘探潜力，甚至受页岩气开采热潮的影响，也开始针对分布于其中

的泥页岩勘探页岩气。 

 

 

 

由于该套煤系地层中的泥页岩主要沉积在水体较浅的滨浅湖相带，砂、泥岩

频繁交互，纵向上很难找到像下古生界海相地层那样稳定分布的高伽马值富有机



质泥页岩层段。须三段、须五段中砂泥岩的频繁交互，导致泥页岩中生成的油气

极易向其上、下砂岩输导层中运移、排驱（图），从而具有极佳的排烃条件，而

有利的油气输导条件势必会降低须三段、须五段这两套地层中页岩气勘探的潜力。 

从川西和川北地区目前已钻探的情况来看，既存在泥岩与砂岩混合测试产气

而被算作“页岩气”的现象，也同样存在如前所述水平井效果不佳的普遍情况。

例如，据中国石化新闻网的消息报道，井深 4077m、水平段长 792m 的新页 HF-1

井须五段经 7段大型压裂后（与 Weatherford 公司合作，采用 8 台 2500型及 4

台 2000 型压裂车，砂量 490m3、液量 1.94×104m3），但未获得工业气流。 

即便是被誉为川西第一口页岩气水平井的新页 HF-2井，经过 10段多级滑套

分段加砂压裂后，须五段也仅气 3.5×104m3/d。相比之下，川西三台地区须五段

中的砂岩直井加砂压裂后即可产气 10×104～30×104m3/d。况且，所谓的“页岩

气”还可能主要来自于须五下亚段泥岩中普遍所夹的砂岩层。 

尽管目前在须家河组开展页岩气勘探还仅仅是一个尝试，但初步的勘探结果

不得不让人提出这样的质疑：在这套砂多泥少质不纯且油气疏导条件甚佳的煤系

地层中开采页岩气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须家河组中究竟是开采致密砂岩

气还是开采页岩气？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科学决策的问题。 

 

1.2 海相页岩气勘探 

国内页岩气勘探首先是从 2009年底在四川盆地钻探第一口下古生界海相页

岩气井（威 201井）开始的。近几年来，国内海相页岩气勘探主要由中石油、中

石化及其合作的国际油气公司在四川盆地及其周边的上扬子地区进行钻探评价

工作。 

但经过国家两轮页岩气区块招标后，目前已波及整个中国南方地区，形成了

所谓“多元化投资、多类型企业主体参与”的页岩气勘探新格局。一些地方政府

还将页岩气开发利用列入未来 5~10年的政府经济发展规划，制定了页岩气及其

相关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并纷纷成立了页岩气调查开发研究院、页岩气勘查开

发利用有限公司等名目繁多的专门机构。政府各级部门对页岩气勘探的重视程度

以及出台相关扶持政策的力度不可谓不大。 



然而，如果将近年来南方海相页岩气勘探的进展情况逐一认真梳理分析就不

难发现，这一勘探领域中同样隐藏着种种问题与巨大风险。 

1.2.1 含油气盆地内海相页岩气勘探 

根据现代油气地质理论，常规油气勘探寻找的是自烃源岩中运移出去的油气，

而页岩气等“资源型”油气勘探（Resource Play）的对象则是未发生运移而残

留下来的油气。因此，在一套泥页岩地层上、下早已有油气藏发现且其中已有大

量油气显示的含油气盆地，往往是页岩气勘探首选的有利区，北美地区的各套页

岩气藏即是在含油气盆地中发现的。 

 

 

 

此外，在图所示油气生排烃的 3种模式中，排烃输导条件不佳的厚层状泥页

岩无疑是勘探页岩油气的最佳选择。这种已大量成熟生烃的厚层状泥页岩，由于

排烃不畅，往往会滞留大量的油气（特别是其中部的滞烃带），并且一般都以异

常高的孔隙度和孔隙流体压力为特征（图），而南方沉积盆地中的下古生界海相

泥页岩正是具有这些有利于页岩气形成的地质条件，因而成为国内页岩气勘探的

首选有利目标。 



从目前国内页岩气勘探的总体情况来看，真正取得了重要进展的领域正是南

方海相泥页岩，尤其集中在已有大量油气田（藏）被发现的四川盆地。该盆地（西）

南部的威远-长宁区块、富顺-永川区块以及东部的涪陵区块均已有多口上奥陶统

五峰组-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水平井产出了高产页岩气流（产气量超过 10×

104m3/d），最高的测试产量近 50×104m3/d，而且自 2010年 10月以来已接入管

线或采用 CNG压缩设备开始小规模试生产，所产页岩气正以“涓涓细流”的形式

为川渝地区的低碳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尽管南方含油气盆地的海相页岩气勘探取得了初步成果，但在上述区块的页

岩气勘探过程中也暴露出页岩气储层非均质性强、高低产气井相间、页岩气投产

后压力与产量下降快、钻完井工程难度大而质量不稳定以及勘探成本高等诸多问

题（限于篇幅此不赘述），同时也还面临着一些非技术性挑战，页岩气勘探的“高

技术、高风险、高投入”三高特点显露无余。 

1.2.2 构造复杂区海相页岩气勘探 

在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成果以及国家“十二五”页岩气发展规划中，

均将整个我国南方地区的海相页岩气作为“十二五”重点勘探开发区，目前已有

近 20家非油气企业通过招标涉足其中。相关部委在重庆、贵州、湖北、湖南设

立的这些页岩气招标区块基本上都位于含油气盆地之外的构造复杂地区。 

 



在这些构造复杂的强变形断褶区，由于构造挤压变形作用强烈、断裂发育，

地质条件十分复杂。构造上多呈现出背斜宽缓而向斜窄陡的隔槽式特征（图）。

从地表条件上看，宽缓背斜区多为平坝，但页岩岩系多被剥蚀或出露地表;窄陡

向斜区虽地层保存较全但多为高山深谷。发育深大断裂和上冲断块的构造复杂区，

无疑是页岩气勘探的高风险区，因为在构造复杂区勘探页岩气将面临以下几个主

要问题。 

1.2.2.1 油气保存条件差，残留页岩气规模小 

如图所示，断裂系统发育的泥页岩具有极佳的油气输导条件。从油气运移与

残留的相互制约关系来看，油气运移通道或输导条件越有利，运移出去的油气量

就越多，那么残留下来的油气量则越少，页岩油气勘探的潜力自然就会降低;反

之，若泥页岩中生成的大量油气基本都能保存下来而未发生运移或散失，其页岩

气勘探潜力自然就大。2011年页岩气年产量已超过著名的 Barnett 页岩（约为

490×108m3）而跃居美国第一的 Haynesville 页岩（约为 660×108m3），被认为

其上部的任何油气层中均未曾发现过来源于 Haynesville页岩的油气。这也意味

着 Haynesville 页岩中生成的烃类更多地被保存下来，从而使其具有更大的页岩

油气勘探潜力。 

也正是受油气输导与保存条件的制约，目前我国南方海相页岩气勘探除四川

盆地之外尚未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一些地区（如云南昭通）尽管地下千余米深度

处存在较厚的海相富有机质页岩［总有机质含量（TOC）大于 2%］，但不利的保

存条件已使页岩气散失殆尽，从而造成页岩气钻探失利。不可否认，南方海相构

造复杂区内保存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带也能够保存、残留一些页岩气，但页岩气藏

的规模已受到极大限制，页岩气勘探的效果自然不甚理想（详见下述）。 

1.2.2.2 地下地质情况复杂，钻完井工程风险大 

在南方构造复杂地区勘探页岩气不仅面临着保存条件差而残存页岩气规模

小的致命问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在钻井和完井压裂过程中，将会面临地下地质

条件复杂所带来的巨大工程风险：小则无法实现地质目标或工程任务，大则导致

事故。 

以渝东南构造复杂区的海相页岩气勘探为例。该地区作为重庆页岩气勘探的

主战场，目前已在南川、秀山、黔江、酉阳和彭水等多个区块全面开展页岩气勘



探工作。该地区属于四川盆地东南缘断褶带，即大娄山-七曜山-武陵山多条山系

交汇的盆缘褶皱山地，地表沟壑纵横、峰峦叠嶂、岩溶发育，断裂构造复杂，地

层陡倾甚至倒转，这给页岩气钻井部署与钻探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被称之为

页岩气“发现井”以及作为页岩气“新矿种”申报依据的渝页 1 井，就可能因为

钻遇断裂带、地层倾角大而无法钻至中奥陶统宝塔组石灰岩，只好在龙马溪组中

终孔（未见底）。 

原设计为 200m 的井深实际钻了 325.5m，原预计厚度不超过 140m的龙马溪

组黑色页岩段可能由于断层重复而增厚至 226m以上。这口以取心为目的的页岩

气地质调查井最终以无法取得龙马溪组页岩层段的厚度以及富有机质页岩的真

实厚度等重要地质信息而留下了遗憾。此外，被誉为实现了“复杂构造区海相页

岩气的战略突破”的彭水页岩气勘探区块，在钻探初期仅处理表层岩溶造成的漏

失就花费了 2个月的时间，彭页 HF-1水平井在井深 1540m开始侧钻之后，经历

过 13次较大的漏失。此外，一些井由于岩溶漏失严重等复杂情况而不得不移孔

重钻或侧钻，造成了人力物力的极大浪费，增加了勘探成本。笔者深信，在南方

构造复杂区钻探页岩气还将会遭遇更多超乎想象的地质、工程难题与复杂情况。 

  1.2.2.3 初步勘探效果不甚理想 

除中石化外，一些非油气单位如地矿部门及煤电企业也纷纷投入巨资，在渝

东南、黔北、黔东南、鄂西、湘西、皖南等南方构造复杂区开展海相页岩气勘探

工作。从媒体报道的勘探结果来看，自 2010 年钻探以来，能够达到工业气井标

准的屈指可数。许多钻井或因缺失页岩气储层、储层含气性差而未压裂（干井），

或压裂后无任何效果。有一些钻井压裂后产微气，无稳定测试产量，但多被称之

为“点火成功”，如黄页 1、湘页 1、岑页 1、黔页 1井等。即便是报道的一些

所谓“点火成功”，其真实性也令人质疑。 

据报道，2011 年 4月某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组织实施的第一口井深超千

米的战略调查井-岑页 1井，经压裂后成功点火，但点出的火苗却更似民用燃气

火苗而贻笑大方。若真是取得了成功，至少也该让缺气的黔东南人民早已用上

CNG页岩气了，但遗憾的是迄今未见进一步的新闻跟踪报道。 

彭水区块的勘探在彭页 HF-1井经 12段大型水力压裂获得 2.5×104m3/d工业

气流之后（已实现 CNG对外销售），又相继钻探了彭页 2HF、3HF、4HF等 3口水



平井，其水平段长度均超过彭页 HF-1井而达到了 1500～1800m。其中，彭页 3HF

井大型压裂施工共分 22段，注入压裂液 4.6637×104m3、加砂 2108m3，创国内页

岩气井压裂施工级数、总液量、加砂量等多项纪录。但迄今为止，尚未见超过彭

页 HF-1 井压裂成果的进一步报道。 

从上述实例分析可知，页岩气勘探绝非是“有页岩就有页岩气，有页岩气就

可商业开发”那么简单。在构造挤压变形强烈、构造断裂发育的复杂区进行页岩

气勘探，将面临极高的风险，并有可能付出惨痛的教训。而选择已有油气田（藏）

发现、页岩气资源禀赋高的含油气盆地或坳陷区开展页岩气勘探评价工作，则是

取得页岩气勘探成功的关键。 

 

2、页岩气选区评价与地质认识问题 

目前国内的页岩气勘探从海相到湖相，甚至是海陆过渡相、河湖相的煤系地

层，大有全面开花之势，似乎是“只要是页岩层即可开采出页岩气”。然而，近

年来的勘探结果却表明，一些陆相地层中的页岩气以及构造复杂地区的海相页岩

气，勘探效果并不那么理想。 

在页岩气勘探中，首先需要搞清楚的是选区选层问题。 

选择的勘探区块是否是页岩气资源禀赋高的有利区块？ 

选择进行压裂的页岩层段是否是富有机质且适宜于压裂的页岩气储层段？ 

如何通过页岩气地质评价与研究，优选出可供商业开发的页岩层段与有利区

（或核心区），这关乎页岩气勘探的成功与否。如果在并不适宜于水平井压裂开

采的页岩层段或页岩气资源禀赋并不高的地区，甚至是在地质构造复杂的高风险

区全面开展页岩气勘探工作，这将会造成高投入、低产出、低回报的巨大投资风

险，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有可能造成社会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的巨大浪费。 

 

2.1 页岩气选区选层问题 

如前所述，页岩气勘探评价不是以证实页岩气“有无”为目的，这是一个并

不需要证明的伪命题，因为现代油气地质理论以及过去大量的常规油气勘探实践

早已经证明了泥页岩中油气的存在。国内页岩气勘探与评价工作需要证实的是： 

通过水平井压裂技术能否达到页岩气的商业产出？ 



页岩气资源的勘探潜力和规模（如单井 EUR）有多大？ 

最终需要证实能否经济有效地开发页岩气？ 

以此为目的，首先需要筛选出资源禀赋较高的页岩气勘探有利区块。而且，

还需要在黑色页岩岩系中优选出具有经济性的含气页岩（EconomiCgas shales）

作为页岩气勘探目的层进行勘探，这样才有希望取得页岩气商业开采的成功。而

资源禀赋的高低以及含气页岩的选择则是由一系列地质与工程评价参数所决定

的。 

目前，国内在页岩气勘探选区与地质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2.1.1 评价标准问题 

国内对页岩气的选区评价基本上还停留在“烃源岩”的认识阶段，许多选区

评价标准都是以国内陆相烃源岩有机质评价指标作为依据的。 

例如，有人将页岩气“远景区”TOC下限标准设定为 0.3%（特殊情况下）~0.5%，

或者将 TOC＝0.5%作为页岩气资源量的起算标准; 

有人通过所谓的有机碳恢复法确定 TOC 下限标准为 1.0%; 

甚至还有人居然将 TOC标准与页岩气的开采技术关联在一起，认为现有技术

条件下形成工业页岩气的 TOC平均值应大于 1.0%，随着技术的进步则可低至 0.3%。 

 

 

 

《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中也将 TOC＞1.0%作为页岩气界定标准。所有

这些页岩气评价标准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国内普遍采用的烃源岩评价标准的影响。



然而，对比分析国内外泥质烃源岩的总有机碳含量标准（表）后不难发现，国外

采用的评价标准明显高于国内标准。 

此外，许多人误将国外文献中发表的整套页岩岩系的 TOC（如 Antrim、Lewis

页岩 TOC 分别可低至 0.3%和 0.45%）当作是实际页岩气开发层段的 TOC。而实际

上，美国 Haynesville、Barnett、marcellus、Fayetteville、Woodford、

Eagle Ford等 6 套主力页岩气层的 TOC 均在 2.0%以上，一些层段的 TOC甚至超

过 10%。也就是说，美国目前开发的主要是 TOC＞2.0%的富有机质页岩。 

 

 

 

含气量是评判页岩中残留气量多少的一个直接标志，也是目前国内计算页岩

气资源量的一个重要参数。对页岩岩心的分析结果表明，总有机质含量（TOC）

往往与页岩的含气量呈正相关关系（图）。页岩中有机质含量越高，其含气量也

越大。当页岩中的 TOC＜2.0%时，其含气量往往较低，一般低于 1m3/ｔ或在 1m3/

ｔ左右;而 TOC＞2.0%（尤其是超过 2.5%）时，则页岩的含气量明显增高。显然，

选择有机质含量高（特别是 TOC＞2.0%或 TOC＞2.5%）的页岩进行勘探，获得商

业成功的概率明显会高于有机质含量低的页岩。选择资源禀赋高的富有机质页岩

进行勘探开发，这正是北美多套页岩气成功实现商业化开采的一个重要经验。 

近年来开展的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中，将含气量不低于 0.5m3/ｔ的

页岩层段作为具有工业开发条件的含气页岩来估算页岩气资源量，既存在依据不

足，也存在起算标准过低的问题。显然，该认识主要是基于在保存条件较差的构



造复杂区浅井钻探取心的测试结果，这与含油气盆地内的页岩气钻探分析结果存

在着较大的差异。 

2.1.2“含气页岩储层”划分与评价问题 

从近几年来国内发表的大量页岩气研究文献来看，基本上都没有认识到划分

含气页岩储层对于页岩气商业开采的重要性，更没有开展对页岩气储层的系统评

价与研究，似乎只要满足“烃源岩”基本条件的页岩即可作为页岩气储层。 

然而，北美地区页岩气勘探实践则已证明，只有满足页岩气储层划分条件的

“含气页岩”（gas shale）才具有商业开采价值，也有人称之为“经济性含气

页岩”。这种“含气页岩”在岩相、有机质含量、矿物组成、岩石物理性质以及

岩石力学等各方面的特征完全不同与“普通页岩”。 

只有在大套的页岩岩系中准确地识别与划分出含气页岩储层，才能优选出可

供商业开采的压裂层段。因此，在页岩气勘探评价工作中，不仅要选择出资源禀

赋高的有利区块，更重要的是还要选择出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含气页岩层段。在

此基础上开展页岩气水平井钻探与压裂工作，才有希望获得较好的勘探效果。 

 

 

以四川盆地一口海相页岩取心井的分析资料为例（表）。在厚度近 300m的

页岩层段中，有近一半的页岩为颜色较浅、TOC很低（一般小于 0.5%）、对页岩

气生成几乎无甚贡献的“灰色页岩”。而在另一半有机质含量较高的“黑色页岩”

中，自上而下根据有机质含量、伽马值、矿物组成等特征又可大致划分为 3个层

段，表现为 TOC、伽马值以及石英含量逐渐增高的特征。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底部的高伽马值富有机质页岩才是具有开采价值的含气

页岩储层，其厚度仅占整个页岩层段的约 10%以及黑色页岩层段的 20%。四川盆

地海相页岩表现出的上述纵向变化特征，与北美地区 Barnett、marcellus等多

套页岩十分相似。限于篇幅，在此不展开讨论。 

 



2.2 吸附气认识问题 

目前，国内业界在页岩气地质认识方面尚存在不少的误区，对“吸附气”的

认识便是其中之一。有些人过分强调页岩中吸附气的作用，认为正是由于吸附作

用使得页岩气较之于常规气具有更强的抗构造破坏能力，页岩气勘探的范围由此

可以扩大到残留的黑色页岩浅埋区。这可能就是有关部门在新近完成的全国页岩

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中将南方地区不少海相页岩出露区或浅埋藏区划分为页岩

气勘探有利区并开展了两轮页岩气招投标的重要理论基础。 

更有甚者，在页岩气财政补贴政策中界定的页岩气标准之一是“吸附气含量

大于 20%”。这不仅在实践中难以操作，更重要的是由于对页岩吸附气的认识问

题而可能会对国内页岩气勘探方向做出错误的判断，并由此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在其公布的世界页岩油气资源评价报告中采用的一

张曲线图（图）可以很好地说明页岩气的赋存状态。在浅层和高有机质丰度的页

岩中以吸附气资源为主，而在深层和高碎屑物含量的页岩中则以游离气资源占主

导地位。大量的理论与实验分析结果也表明，页岩中的吸附气量随着温度和压力

的增加其在页岩气中所占的比例逐渐降低。在许多热成因页岩气中吸附气并非占

主导地位。 

实际上，北美地区的页岩气藏中吸附气含量从低于 20%到高于 70%均有分布。

显然，吸附气只是在埋藏浅的含气页岩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条件是其有机质含量

要足够高，如美国密歇根盆地中的 Antrim 页岩气藏其 TOC＞10%，吸附气比例大

于 70%，但与此同时该气藏的页岩气单井测试产量、日产气量以及 EUR等众多商



业评价指标则明显低于 Haynesville和 Barnett 等那些埋藏较深、吸附气比例低

（20%～30%）的页岩气藏。 

这也意味着为美国“页岩气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是那些赋存在页岩众多

微米至纳米级的基质和有机质孔隙中的游离气。 

我国南方复杂构造区的海相页岩不仅由于存在前述不利的地质条件而使游

离气大量逸散，包括多期构造运动中由于抬升、压力降低而早已解析出来的那部

分页岩气，而且由于埋藏浅、有机质含量又不够高（一般小于 5%），因此能够

被吸附的页岩气规模也就有限，其勘探的商业价值不得不令人质疑。目前这些地

区不甚理想的勘探效果也或多或少佐证了这一观点。毋庸讳言，我国南方构造复

杂区海相页岩气仅靠浅层页岩中有限的吸附气量是难以实现规模化商业开采的。 

2.3 页岩气资源评价与认识问题 

在有关部门 2012 年正式公布我国陆域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结果之前，美国

EIA曾发布过一份《世界页岩气资源评价》报告。从页岩气的技术可采资源量来

看，无论是国内的 25.08×1012m3还是 EIA 的 36.08×1012m3，中国的页岩气资源

量均排在世界首位。于是，上至国家有关管理部门下至普通百姓似乎都接受了这

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是世界上页岩气资源最丰富、勘探潜力最大的国家。 

中国也由此成为除北美地区以外受关注度程度最高的国家，并形成了各行各

业都来参与的页岩气开采热潮。但与此同时，在分析了国内页岩气发展现状以及

与北美地区页岩气开采条件进行对比之后，也有人提出了“阴谋论”“圈套论”

“忽悠论”等种种质疑。遗憾的是，极少有人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这些评价结果

中存在的问题。 

 

 

EIA 于 2011年 4月公布的我国页岩气资源量仅仅计算了四川、塔里木两个

盆地，2013年 6月又公布了全球 41个国家 137套页岩层的“页岩油和页岩气技



术可采资源量”，所计算的中国页岩气盆地或地区增加至 7个，包括了四川、塔

里木、准噶尔、江汉、苏北和松辽等 6个盆地以及扬子地台（表）。 

 

 

 

EIA2013 年版中国页岩气可采资源总量较之于 2011年版减少了约 4.5×

1012m3，其中塔里木盆地减少了近 10×1012m3，而四川盆地则减少了约 2×1012m3。

以四川盆地为例，2013年版与 2011年版不仅资源量有变化，而且评价参数和层

系都有较大变化（表）。 

但无论是哪一个版本，EIA所采用的资源量计算参数与实际情况都有较大出

入。两份评价报告显示，EIA 委托美国 ARI公司完成的页岩气资源评价中采用

的地质参数多来源于各种已公开的文献和学术会议资料，但问题在于目前有关页

岩气分布面积、富有机质页岩厚度、有效厚度以及页岩气储层特征（如有机质含

量、孔渗饱、含气量）等方面的研究资料与实测数据并不多。 

一些跨数省市大区域的页岩气文献中也不过寥寥几个数据，而且多以露头资

料为主，如何能够真实地反映地下页岩气层的分布情况？实际资料点少，分析方

法和研究手段不多，研究深度不够，文献的可利用价值能有多大呢？ 

例如，2013年版的远景区面积较 2011 年版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情况（EIA认

为页岩气远景区的平均 TOC应大于 2.0%），但两版采用的富有机质页岩厚度和

有效储层厚度均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从表所示的一口取心井资料可以看出，



300m厚的龙马溪组页岩中能达到 TOC平均值为 3.0%的页岩气储层厚度实际上只

有 30m左右。 

笔者根据四川盆地实钻资料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埋深 4000m左右的深度范围

内，TOC＞2.0%的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厚度基本上都在 100m以下，平均值在

40m左右，表中采用的数据显然偏大很多。此外，EIA 计算游离气所需的页岩

气储层参数在现阶段更无多少实际的资料可借用和参考。由此可见，不掌握或未

取得评价区的实际资料和关键评价参数应该是致使 EIA 计算结果偏大、失真的

主要原因。 

再对比一下 EIA 计算的美国本土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其 2011年的计算

结果为 24.39×1012m3，排列全球第二位，而 2013年则减少为 18.82×1012m3，排

在中国、阿根廷和阿尔及利亚之后列第四位。为何页岩气年产量已突破 2000×

108m3、累计生产页岩气和页岩凝析油近 1.05×1012m3的美国，其页岩气资源量居

然还不如尚未生产出 1m3页岩气的国家多？可能有人会提出“阴谋论”来解释，

但事实上，这其中既无“圈套”更无“阴谋”。 

一方面，北美页岩气开发区之外的评价区目前尚处在评价研究或勘探初期阶

段，缺乏实际的页岩气钻探、测井和分析资料，更无长时间的页岩气开发动态数

据，而美国的页岩气资源量评价则是以数万口页岩气钻井资料和大量的生产动态

数据作为基础的，因此其公布的页岩气资源量评价结果可信程度高。另一方面，

尽管都是技术可采资源量，但是其内涵却有着天壤之别。EIA评价的美国页岩气

资源量是含气页岩中的那部分具有商业开采价值的页岩气。而且，在评价方法上

由于已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数据而多采用的是统计法（如 Forspan 模型法）或页岩

气生产动态法，其资源等级也较高，可以相当于国内的储量级别。 

EIA 发布的 2012 年度能源展望报告显示，根据 marcellus页岩气区自 2010

年以来的实际钻探与生产情况，EIA将其在 2011年估算的 11.6×1012m3页岩气技

术可采资源量大幅减少至仅为 4×1012m3（USGS估算值仅为 2.38×1012m3）。相应

地，美国页岩气未证实的技术开采资源量也由 2011年估算的 24.39×1012m3减少

至 2012 年的 13.64×1012m3。正是由于过去 10年间不断有更多的页岩气藏被勘探

发现并投入商业开发，不同机构（如 EIA、USGS、PGC等）估算的美国页岩气技



术与经济可采资源量逐年突飞猛进地增长（除 2012年外），形成了页岩气资源

量越找越多的良好态势。 

尽管如此，EIA 仍强调了其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其中主要包括： 

①大多数页岩气井仅生产几年时间，尚缺乏可靠的气井长期生产曲线及其最

终的采收率数据; 

②一些新发现页岩气藏的产量目前主要局限在最好的“甜点”区，用“甜点”

区的资料来推测整个页岩气区时，可能会对其资源潜力估计过高; 

③许多页岩层（尤其是 marcellus页岩）分布面积很大，但只有一部分页岩

层进行过广泛的生产测试; 

④技术进步可以生产出更多的页岩气，并降低钻完井费用; 

⑤目前未测试的一些薄页岩层或者已发现页岩气区中的未测试部分，都可能

具有较高的生产能力。 

从以上资料可知，EIA开展的美国页岩气资源评价注重的是资源的商业可开

发价值，评估结果与实际钻探情况、开发生产效果及技术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且随

时进行更新。这才是美国页岩气资源量数值背后的真实故事。显而易见，EIA评

估的美国的与中国的页岩气资源量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若以 EIA 评估的美国

页岩气资源量的可信程度为 90%计算，则其评估的中国页岩气资源量的可信程度

可能仅有 10%。对 EIA 页岩气资源量的引用需了解其本质，切勿“以大为荣”。 

反观目前国内公布的一些页岩气资源量评价结果，在计算方法上多以类比法、

含气量法为主，采用的页岩气分布面积和厚度等重要计算参数多取自过去对烃源

岩的研究成果，加之对含气页岩储层的认识与起算标准问题（见前述），尤其是

缺少页岩气资源量评价关键参数的实际数据。因此，页岩气资源量评价结果往往

过于乐观，并且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在《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中只有对其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分析而无“不确定性”分析。 

在缺乏实际勘探数据支撑的情况下，如此估算出来的资源量很难对勘探生产

具有实际指导意义。以表为例，针对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层段底部约 30m厚的

页岩气储层计算出的页岩气资源量显然才是最具有商业开采意义的;越向上,尽

管估算的页岩气资源量可能很大（因厚度大），但其商业价值却越来越低，甚至

无任何开采价值。若用这部分“虚增”的页岩气资源量来确定勘探方向，圈定有



利目标，甚至被一些部门用来制定带动一方经济产业的 GDP远景规划，可能造成

的巨大人力物力浪费将令人痛惜。 

 

3、其他相关问题浅析 

3.1“页岩气”是新矿种吗 

2011 年 12月，页岩气被批准设立为第 172号新发现的独立矿种。设立页岩

气为新矿种据称是以相关部委在重庆彭水钻探的渝页 1井中发现的“页岩气”作

为依据。前已述及，这口钻探在渝东南构造复杂区的页岩取心浅井，实际上并未

取得其钻前设定的地质目标，而且所谓的“页岩气发现”也不过是采用含气量测

试仪从钻取的页岩岩心中解析出了点“气泡”。 

要说从泥页岩中真正发现“页岩气”，至少也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年代四

川盆地钻探的威 5 井，那可不是“气泡”而是达到了工业标准、具有稳定测试产

量的页岩气流（见前述）。而且，从威远筇竹寺组页岩层中发现的页岩气与其上、

下其他地层中发现的天然气在物理、化学性质上并无二致。 

 

 

 

从表列出的对比数据来看，页岩气只是在气质上更佳，其甲烷含量高、酸性

气体含量很低，特别是不含硫化氢。在科学意义上，“页岩气”不过是从泥页岩

地层中采用高科技手段开采出来的一种天然气，既非新发现，也非有别于“天然

气”的独立矿种。有人对“页岩气”新矿种的设立赋予了多个社会意义，其中最

大的意义是“为多种投资主体平等进入页岩气勘查开发领域创造了机会”。殊不

知，油气勘探的“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由相关管理部门制定的，油气勘探区块的

进入与退出机制也早已有之。何必非要找个贻笑大方的“新矿种”理由来开放“页

岩气”市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几大油气公司对其登记的勘探区块是“占而不开”。

这纯粹是以讹传讹，根本不了解油气勘探行业发展的规律。纵观国内外油气勘探

开发的历程，无一不是从简单的构造圈闭到复杂的地层、岩性圈闭，从低温、低

压的浅层到高温、高压的深层，从成本较低、易开采的常规油气再到高成本、难

开采的非常规油气。 

只有在油气勘探开发技术不断创新的推动下，循序渐进，才能实现各阶段的

跨越式发展。而进入 21世纪以来，各大油气公司都纷纷将非常规油气业务纳入

了自己的战略规划，作为公司资源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一下国内页岩气的

发展历程也不难发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大力出台各种鼓励政策并推动页岩气产业

发展之前的 2007-2010年间，各大油气公司即已开展了页岩气研究评价与勘探工

作，甚至还将触角伸到了国外，尝试收购海外页岩油气业务。 

以四川盆地为例，中石油早在 2007年便开展了与美国 new field公司的威

远地区页岩气联合评价研究;2009年根据四川盆地页岩气选区评价研究成果，选

择威远、富顺-永川和长宁-珙县区块作为页岩气先导试验区，并钻探了第一口页

岩气直井（威 201 井）;2010年威 201井测试获工业气流后即接入管网，快速实

现了页岩气首气。目前，四川盆地埋深超过 4200m的海相页岩气有利勘探区基本

上都在开展积极的页岩气勘探评价工作，或自营或与外国公司合作勘探。 

而在登记的其余油气区块内，或因埋深太大（深度一般超过 4500m）、勘探

风险太大、成本太高，或因地下地质条件复杂不利、工程技术难度更大，未作为

有利区开展页岩气勘探工作。试想将这种所谓油气公司“占而不开”、实际勘探

潜力并不大的“硬骨头”区块拿去对非油气企业开放，究竟是“馅饼”还是“陷

阱”？至少这是一种对参与竞标单位不科学、不负责任的做法。 

 

3.2 如何定义页岩气 

为大力推动国内页岩气的勘探开发，2012年 11月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

出台了《页岩气开发利用补贴政策》，其中对页岩气作了极其严格的界定。但遗

憾的是，该补贴政策中采用的页岩气定义与标准似乎过于复杂且概念模糊不清，

其存在的问题主要如下。 



①既说页岩气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又说赋存在“烃源岩”内，而两

者的概念是不同的（国内“烃源岩”标准参见本文参考文献）;接着又说“具有

较高的有机质含量（TOC＞1.0%）”，这是否是“富有机质泥页岩”的标准呢？

抑或是“烃源岩”的标准？三者关系不明，概念混乱。 

②认为页岩气必须是“吸附气含量大于 20%”，除存在认识问题（见前述）

外，在计量、补贴中如何具体操作更是一大难题，除非同时出台一个可以有效区

分“游离气”与“吸附气”的鉴别标准。 

若以目前的一般认识，页岩气井在早期生产出的页岩气可能主要是游离气，

而吸附气一般是在气井压力下降的中晚期才会大量脱附被采出，那么是否意味着

页岩气井早期采出的气按此界定标准就不能享受财政补贴？ 

③既然认为页岩气既存在于“泥页岩”中又存在于其“夹层”中，为何又要

对“夹层”在单层厚度、粒度（顺便指出界定标准中所谓的夹层粒度“粉砂岩”

“碳酸盐岩”实为岩石类型，而非“粒度”）以及夹层比例上作诸多“歧视性”

的要求？所谓“夹层”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泥页岩”的概念与分

类问题（见下述）。 

实际上，北美地区对“页岩气”的定义非常简单。在“EIA”“AAPG”等专

业网站上，“页岩气”即指储集在页岩地层中的天然气（EIA定义）或指从页岩

地层中开采出的天然气（AAPG定义）。“页岩气”定义中的关键是对“页岩”

的认识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几乎所有的《沉积岩石学》或《岩石学》经典教科书中（恕

不一一列举），均将碎屑颗粒粒级中的“泥”（mud）等同于“黏土”（Clay），

于是“泥质岩”（mud stone）自然也就被等同于“黏土岩”（Clay stone）。

然而，在国外文献中“泥”（粒径小于 63μ m）往往包括了“粉砂”（粒径介于

3.9～63μ m）和黏土（粒径小于 3.9μ m 或小于 2μ m），而且泥质岩中“粉砂”

级颗粒的含量一般会超过“黏土”级的含量。 

由 Hooson在 1747年创立的“页岩”（shale）这一术语原本是指页理发育

且易剥裂的一种薄层状泥质岩，多被用于野外岩石描述（狭义），目前越来越倾

向于广义地代表所有的细粒硅质碎屑岩，泛指颗粒粒径小于 63μ m且含量大于

50%的所有细粒沉积岩，其中包括泥岩、页岩（狭义）、黏土岩、粉砂岩、泥灰



岩等众多低能量环境中沉积的岩类。若按此广义的“页岩”定义，所谓的“夹层”

问题也便迎刃而解。 

众所周知，与相对容易开采的常规油气相比，非常规油气的商业开采需要采

用特殊的开采技术（如水平井与压裂技术）。正因为非常规油气的开采难度大、

投资风险高、成本费用大，才需要给予非常规油气开采一定的财政补贴政策，以

促进该领域油气业务的大力发展。因此，笔者认为对页岩气财政补贴的科学界定

应该从地质与工程两个方面来考虑，即“页岩气”系指产自细粒沉积岩层中，并

需要通过水平井钻探及压裂技术进行规模化商业开采的一类非常规天然气。 

 

3.3 页岩气“十二五”产量规划的科学依据何在 

在 2012年 3月公布《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成果》的

同时，相关部委还联合发布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年）》。在这份规

划的具体目标中，“十二五”期间要实现“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6000×108m3，

可采储量 2000×108m3，2015年页岩气产量 65×108m3”。而且，在 2020年远景

展望中，页岩气 2020 年产量要力争达到 600×108～1000×108m3。 

在“页岩气革命”的种子刚刚由北美引入，撒在中国页岩气这块土壤中，尚

未经过试验田精心地浇灌与培育，刚露出点小苗头，便即刻规划出“高产”的目

标与任务，这难免会引发众人的质疑。在这些质疑声中，更多的是谈及国内页岩

气在开采技术、环境、装备制造、基础设施条件、土地使用与水资源管理以及政

策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而笔者质疑的则是这份页岩气规划是否具有科

学合理性。 

页岩气“十二五”发展规划是在 2011 年开展的《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

评价及有利区优选》成果基础上制定的，其储产量目标主要基于所估算的页岩气

地质资源量和可采资源量。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无论是 EIA的估算值还是国内的

估算值，都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页岩气资源量的可信程度并不高。 

 



 

 

而且，从图所示美国页岩气资源的金字塔分布图可知，位于金字塔底座的地

质资源量和技术可采资源量虽然数量庞大，但是其不确定性高，要想采出这部分

页岩气资源所面临的技术难度大、开发成本高。只有通过勘探评价阶段证实或探

明气田（藏）之后，根据所获得的经济可采证实或探明储量制定开发生产计划与

目标，才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开采这部分页岩气资源所面临的技术难度和所需成

本也随之降低。常规油气的开发规律如此，页岩气也不例外。 

笔者一直认为，政府部门的职责应该是制定好“游戏规则”，并行使有效的

监管义务。有关部门在推动页岩气产业的快速发展时，也应遵循页岩气勘探开发

自身的科学发展规律。从钻少量几口资料井的选区选层、资源潜力评价阶段，到

钻十至数十口井的勘探评价阶段，再到大规模钻探的开发阶段，页岩气勘探开发

的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目标与任务。 

正是经历了二三十年持续不断的基础地质研究、工程技术研发与勘探开发实

践，北美地区才取得了今天页岩气革命的成功。一个没有多少科学依据而匆匆制

定的储产量任务犹如“镜中月水中花”，为加快落实、完成高指标任务，则可能

“揠苗助长”，反而会阻碍页岩气产业的正常、有序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导致“偃

旗息鼓”。 



4、结束语 

根据 EIA最新公布的资料，美国 2012 年页岩气平均日产量已达到 7.27×

108m3，占天然气总产量的 39%。加拿大 2012 年页岩气日产量也逾 0.5×108m3，占

天然气总产量的 15%。EIA 在 2013年度能源展望中预测，由于页岩气产量的急

剧增长，美国将在 2019年实现天然气生产自给自足并成为净输出国。 

毋庸置疑，美国已走上了能源独立之路。而且，这场源自北美地区的“页岩

气革命”已席卷全球，拥有页岩气资源的国家都在试图复制美国的成功，目前已

有 10余个国家正在积极地勘探页岩气。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分析，要取得

北美地区页岩气的成功都还有很长的艰难道路要走。 

自 2009年开始页岩气钻探以来，中石油、中石化和壳牌中国在四川盆地下

古生界海相页岩气勘探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也由此成为除北美地区之外唯

一一个接入管网开始页岩气商业生产的国家。尽管目前的页岩气产量对整个天然

气生产的贡献尚微不足道，但这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这些页岩气勘探区内，

如何通过进一步的勘探评价寻找到页岩气高产核心区，如何通过“学习曲线”逐

步降低钻完井成本以使页岩气开采具有经济性，仍将面临诸多的技术性与非技术

性挑战。 

目前国内页岩气尚处在刚刚起步阶段。在国内油气勘探开发技术服务市场极

度缺乏的情况下，根据一个处于资源金字塔分布图底座、开发成本和技术需求最

高而不确定性最大的“资源量”来制定页岩气发展规划，进而通过区块招标带动

全社会各行各业踊跃参与的页岩气热潮，这种做法本身是缺乏科学考量的。 

北美页岩气革命的火种能否在中国的页岩气土壤中开花结果，绝非是所谓的

政策与机制问题，不断创新发展的勘探评价与开采技术以及成熟、健全的油气技

术服务市场更显重要。未经过深入、认真的科学论证而盲目地降低页岩气开采门

槛，对既无油气勘探技术更无油气开采经验的非油气企业开放市场，以及对页岩

气产业发展的“贪大求快”，将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