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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进入中国页岩气领域的人都很幸运，能够直接参与这一新型清洁能源的开拓

是人生中一次难得的机遇。我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追踪”页岩气至今，这十多年的时间里，

持续组织和参加了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和相关管理制度、规程以及规划政策的研究和

探索。回头看走过的路，既有筚路蓝缕艰辛创业的感慨，也有取得些许成绩后的欣慰。

作为一名页岩气事业的研究者、开拓者和推动者，我亲历了中国页岩气从不知到

知之、从无到有、从起步到突破的一系列过程，参与了若干重要事件。在这本书中，我

想以一名亲历者的视角，把我多年来对页岩气的认识和所经历并探索研究的成果展现

出来。当我把中国页岩气发展的奠基与起步、破题与开创、规划与调控、布局与亮点、

借鉴与合作、愿景与宏图所有这一切编织在一起的时候，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正在

实现着的判断———中国页岩气发展是必然的。它正随着中国经济新常态和时代的发

展，在中国大地掀起一股热潮、势不可挡，中国也因此而成为全球除北美以外地区唯一

成功实现商业化开发页岩气的国家。

页岩气作为清洁能源中的“新贵”，无疑将对中国能源结构、能源安全、生态环境和

经济发展，以及体制机制和政策走向产生重大的影响，也将会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事实上，我正是从多年的研究和探索中才深切体会到中国页岩气的发展路径和未来可

期的远景目标。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经历了许多困难，甚至不解，而充满信心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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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断创新的探索一直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源动力。从实施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到确

立页岩气新矿种，再到页岩气探矿权招标出让，直到页岩气勘查开发取得突破；从页岩

气发展规划和政策研究制定，到页岩气相关规范标准出台，再到页岩气跨越式发展思

路的形成，这一切都经历了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这十多年的研究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国页岩气资源政策研究还有超出我们

视野的巨大空间，还要继续密切关注与页岩气勘探生产和利用实践相结合，不断深入

和扩展，形成研究 实践 再研究 再实践的机制。

中国页岩气的发展还有许多困难需要我们去克服，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解

决，还有许多争议需要我们去辨明———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为之而努力。“弄潮儿向

潮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我相信，通过大家的辛勤与智慧，中国页岩气事业一定会科

学、健康、有序地发展下去。

２０１６年 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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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构想与路径：中国页岩气资源调查和勘探开发战略构想 ００１

第一节　 加速我国页岩气资源调查和勘探开发战略构想 ００２

一、世界页岩气资源潜力和勘探开发的发展趋势 ００２

二、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和勘探开发形势 ００４

三、我国页岩气资源战略调查和勘探开发的指导思想和

战略目标 ００６

四、加速我国页岩气资源战略调查和勘探开发的措施与建议 ００７

第二节　 加快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和利用的主要路径 ００９

一、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与勘探开发状况 ００９

二、美国的实践经验与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面临的问题 ０１２

三、加快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和利用的主要路径 ０１４

第一章　 奠基与起步：摸清中国页岩气资源家底 ０１９

第一节　 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 ０２１

一、工作基础 ０２１

二、主要内容 ０２３

三、成果应用 ０２７

四、主要创新点 ０２７

五、结束语 ０２８

第二节　 全国页岩气资源战略调查和先导试验区建设 ０２９

一、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０２９

二、工作思路、原则和目标 ０３０

三、工作部署 ０３１

四、工作目标 ０３１

五、项目参加单位和主要工作量 ０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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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取得的主要成果及认识 ０３３

七、成果应用及发挥的主要作用 ０３６

八、开展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与有利区优选部署 ０３７

第三节　 加强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０４０

一、国际上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的一般做法 ０４０

二、进一步加强我国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 ０４１

第四节　 贵州省率先完成省级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 ０４３

一、项目概况 ０４４

二、主要成果与认识 ０４８

三、启示与建议 ０５２

第五节　 鄂尔多斯盆地陆相地层页岩气勘探取得重大突破 ０５６

第二章　 破题与开创：页岩气新矿种的确立 ０５９

第一节　 页岩气和页岩气新矿种的确立依据及其意义 ０６０

一、页岩气及其特点 ０６０

二、页岩气的发现 ０６２

三、确立页岩气新矿种的意义 ０６４

四、页岩气资源前景及加快勘查开发建议 ０６５

第二节　 “独立矿种”

———页岩气勘探开发将不再受制于油气专营权的约束 ０６７

一、页岩气资源潜力 ０６７

二、允许多种投资主体平等进入页岩气领域 ０６９

三、勘查投入门槛较低 ０７０

四、尝试“监管到每口井” ０７１

第三节　 页岩气破除垄断或改变我国能源格局 ０７１

一、市场放开，必须监管到位 ０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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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不是制约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关键问题 ０７３

三、建立页岩气勘探开发大型示范工程 ０７４

四、加快页岩气勘查开发攻关 ０７４

第三章　 规划与调控：页岩气发展规划与管理 ０７７

第一节　 《页岩气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解读 ０７９

一、《规划》的重要意义 ０７９

二、《规划》的主要特点 ０８０

三、《规划》的重点任务 ０８１

四、《规划》的社会责任 ０８１

第二节　 加强我国页岩气资源管理的思路与框架 ０８２

一、我国页岩气资源管理现状与问题 ０８３

二、加强页岩气资源管理的必要性和意义 ０８３

三、明确页岩气资源管理的思路和任务 ０８５

四、页岩气资源管理的主要内容和重点 ０８６

第三节　 《页岩气资源 ／储量计算与评价技术规范》解读 ０８９

一、《规范》的重要意义 ０９０

二、《规范》的主要特点 ０９４

三、《规范》所涉及的重点问题 ０９６

第四节　 创新体制机制，促进页岩气产业快速发展 ０９９

一、影响我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 ０９９

二、探索和创新促进页岩气产业发展的新体制机制 １０１

第五节　 建立鼓励页岩气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 １０２

一、设立国家页岩气勘查基金 １０３

二、设立国家页岩气重大科技专项 １０３

三、出台并完善相关鼓励政策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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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加强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有效监管 １０４

一、对页岩气实行全面监管 １０５

二、建立页岩气监管体系 １０５

第七节　 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１０６

一、页岩气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１０６

二、我国页岩气开采面临的环境问题 １０８

三、环境问题的应对解决方法 １０９

四、相关对策与建议 １０９

第八节　 页岩气探矿权招标 １１１

一、我国油气资源管理制度的创新尝试 １１１

二、开发页岩气的四大难点 １１３

三、竞标页岩气探矿权，见效最少三五年 １１４

第四章　 布局与亮点：切准页岩气勘探开发的脉搏 １１９

第一节　 页岩气：打开中国能源勘探开发新局面 １２１

一、由美国引发的“页岩气革命”正在向全球迅速发展 １２１

二、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勘探开发已开始起步 １２２

三、加快我国页岩气发展必须打破常规，多措并举 １２３

第二节　 推动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适用技术攻关 １２５

一、我国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１２６

二、推动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攻关 １２８

三、以开放的姿态推动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攻关 １２８

第三节　 加快页岩气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１２９

一、我国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状况 １３０

二、我国天然气管道建设和运营存在的问题 １３１

三、放开天然气管道，鼓励建设页岩气管网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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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处理好加快页岩气开发与常规油气开发的关系 １３３

一、矿业权方面的政策规定 １３３

二、存在的问题 １３４

三、主要措施及建议 １３４

第五节　 页岩气开发的中国路径 １３６

一、美国的真实意图 １３６

二、中国的现实难题 １３７

三、新的突破点 １３８

第六节　 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亮点

———涪陵页岩气田诞生的主要经验 １４０

一、我国首个优质大型页岩气田正式诞生 １４０

二、涪陵页岩气田诞生的成功经验 １４１

第五章　 借鉴与合作：页岩气勘探开发对外合作 １４７

第一节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与对外合作现状 １４８

一、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现状 １４８

二、中国页岩气勘查开发政策 １５０

三、页岩气对外合作前景 １５２

第二节　 加强对外合作，促进页岩气勘探开发 １５４

一、国外页岩气勘探开发进展 １５５

二、以对外合作促进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建议 １５７

第三节　 美国页岩气考察情况 １５８

一、考察概况 １５８

二、收获和体会 １５９

三、几点建议 １６２

第四节　 美国页岩气开发的经验与教训 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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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页岩气勘查开发的主要经验 １６３

二、美国页岩气发展带来的影响 １６５

三、美国页岩气勘查开发中遇到的问题 １６６

第六章　 愿景与宏图：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前景 １６９

第一节　 未来我国页岩气发展的“底气” １７０

一、资源评价选甜点 １７０

二、体制创新先试点 １７１

三、科技攻关有重点 １７１

第二节　 实现中国页岩气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建立国家页岩气特别试验区的思考 １７２

一、中国页岩气发展状况 １７３

二、建立页岩气特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１７６

三、建立页岩气特区的构想 １７９

参考文献 １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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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是指赋存于泥页岩中、以吸附及游离状态存在的非常规天然气。据预测，

世界页岩气资源量为 ４５６ ×１０１２ ｍ３，主要分布在北美、中亚和中国、中东以及北非、拉丁

美洲、俄罗斯等地区（图 ０ １）。

页岩气资源研究和勘探开发最早始于美国，１８２１ 年，世界上第一口页岩气井钻于

美国东部，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开始规模生产，７０年代页岩气勘探开发区扩展到美国中、西

部地区，到了 ９０年代，在政策、价格和开发技术进步等因素的推动下，页岩气成为重要

的勘探开发领域和目标（图 ０ ２）。据预测，美国页岩气资源量超过 ２８ ×１０１２ ｍ３，目前

美国和加拿大已成为页岩气规模开发的两个主要国家。２００９年，美国页岩气产量接近

０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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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超过我国常规天然气的年产量。页岩气快速勘探开发使美国天然气储

量增加了 ４０％，２０１２年页岩气产量已占全美天然气产量的 ４０％以上（图 ０ ３）。①②

０ ０ ３

①

②

１万亿立方英尺（ｔｃｆ）＝２８３． １７亿立方米 ＝２８３． １７ ×１０８ ｍ３。
１０亿立方英尺 ／天（ｂｃｆｄ）＝２ ８３１． ７万立方米 ／天 ＝２ ８３１． ７ ×１０４ ｍ３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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