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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书内容分两大部分共 15 章，第一部分为基础篇，重在介绍页岩矿物岩石学基础特征与分

类评价方法。第 1 章介绍页岩特征；第 2 章介绍页岩矿物岩石学特征；第 3 章介绍页岩储集特

征；第 4 章介绍页岩可压性；第 5 章介绍页岩储层综合评价方法；第 6 章介绍页岩实验测试技

术。第二部分为应用篇，按照地区、层系和页岩类型详细介绍中国页岩的地质特征及各项参

数，第 7 ～ 15 章分别介绍南方地区古生界海相、天山 — 兴蒙 — 吉黑地区上古生界海相、南方地区

二叠系海陆过渡相、华北地区上古生界海陆过渡相、四川盆地及中生界周缘陆相、鄂尔多斯盆

地及周缘三叠系陆相、西北地区侏罗系陆相、东北地区白垩系陆以及东部断陷盆地古近系陆相

等领域富有机质页岩。

  本书可作为地质学及石油地质学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同时也可为从事页

岩地质研究、页岩气勘探开发的专家及学者提供指导及借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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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能源矿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攸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

全。推动能源地质勘探和开发利用方式变革，调整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稳

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对于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三五”发展将围绕“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展开，要“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这为我国能源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当前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亟须调整的形势下，中国未来的能源需求缺口日

益凸显。清洁、高效的能源将是石油产业发展的重点，而页岩气就是中国能源新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页岩气属于非传统（非常规）地质矿产资源，具有明显的

致矿地质异常特殊性，也是我国第 172 种矿产。页岩气成分以甲烷为主，是一种

清洁、高效的能源资源和化工原料，主要用于居民燃气、城市供热、发电、汽车燃料

等，用途非常广泛。页岩气的规模开采将进一步优化我国能源结构，同时也有望

缓解我国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较高的被动局面。

页岩气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有望改变我国能源结构、

改变我国南方省份缺油少气格局、“绿化”我国环境的重大领域。目前，页岩气的

开发利用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此形势下，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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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策划的这套页岩气丛书对国内页岩气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丛书从页

岩气地质、地球物理、开发工程、装备与经济技术评价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系统阐

述了页岩气全产业链理论、方法与技术，并完善了页岩气地质、物探、开发等相关

理论，集成了页岩气勘探开发与工程领域相关的先进技术，摸索了中国页岩气勘

探开发相关的经济、环境与政策。丛书的出版有助于开拓页岩气产业新领域、探索

新技术、寻求新的发展模式，以期对页岩气关键技术的广泛推广、科学技术创新能

力的大力提升、学科建设条件的逐渐改进，以及生产实践效果的显著提高等，能产

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国家的能源政策制定提供积极的参考和决策依据。

我想，参与本套丛书策划与编写工作的专家、学者们都希望站在国家高度和

学术前沿产出时代精品，为页岩气顺利开发与利用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是我国最早涉足页岩气领域的学术机构，其中张金川教授是第

376 次香山科学会议（中国页岩气资源基础及勘探开发基础问题）、页岩气国际学

术研讨会等会议的执行主席，他是中国最早开始引进并系统研究我国页岩气的学

者，曾任贵州省页岩气勘查与评价和全国页岩气资源评价与有利选区项目技术首

席，由他担任丛书主编我认为非常称职，希望该丛书能够成为页岩气出版领域中

的标杆。

让我感到欣慰和感激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支持，

我要向参与丛书编写工作的所有同仁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表示感谢，正是有了

你们在各自专业领域中的倾情奉献和互相配合，才使得这套高水准的学术专著能

够顺利出版问世。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6 年 5 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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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进入 21 世纪，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

峻，能源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既面临由能源大国向能源强国转变的难得

历史机遇，又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从国际上看，二氧化碳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国

际金融危机与石油天然气价格波动、地缘政治与局部战争等因素对国际能源形势产

生了重要影响，世界能源市场更加复杂多变，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从

国内看，虽然国民经济仍在持续中高速发展，但是城乡雾霾污染日趋严重，能源供给

和消费结构严重不合理，可持续的长期发展战略与现实经济短期的利益冲突相互交

织，能源规划与环境保护互相制约，绿色清洁能源亟待开发，页岩气资源开发和利用

有待进一步推进。我国页岩气资源与环境的和谐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和挑战。

随着社会对清洁能源需求不断扩大，天然气价格不断上涨，人们对页岩气勘

探开发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从而在国内出现了一股页岩气热潮。为了加快

页岩气的开发利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能源局从 2009 年 9 月开始 , 研究制定了鼓

励页岩气勘探与开发利用的相关政策。随着科研攻关力度和核心技术突破能力的

不断提高，先后发现了以威远 - 长宁为代表的下古生界海相和以延长为代表的中

生界陆相等页岩气田，特别是开发了特大型焦石坝海相页岩气，将我国页岩气工

业推送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新阶段。页岩气产业的发展既需要系统的理论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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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的方法技术，也需要合理的政策、有效的措施及配套的管理，我国的页岩气技

术发展方兴未艾，页岩气资源有待进一步开发。

我很荣幸能在丛书策划之初就加入编委会大家庭，有机会和页岩气领域年轻

的学者们共同探讨我国页岩气发展之路。我想，正是有了你们对页岩气理论研究

与实践的攻关才有了这套书扎实的科学基础。放眼未来，中国的页岩气发展还有

很多政策、科研和开发利用上的困难，但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最终我们必将取得页

岩气发展的良好成果，使科技发展的果实惠及千家万户。

这套丛书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从产业链角度对页岩气开发与利用的相

关理论、技术、政策与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全面、逻辑清晰地阐述，对当今页岩

气专业理论、先进技术及管理模式等体系的最新进展进行了全产业链的知识集

成。通过对这些内容的全面介绍，可以清晰地透视页岩气技术面貌，把握页岩气的

来龙去脉，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总之，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为我国能源战略提供

新的、专业的决策依据与参考，以期推动页岩气产业发展，为我国能源生产与消费

改革做出能源人的贡献。

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地质、地面及工程条件异常复杂，但我想说，打造世纪精

品力作是我们的目标，然而在此过程中必定有着多样的困难，但只要我们以专业

的科学精神去对待、解决这些问题，最终的美好成果是能够创造出来的，祖国的蓝

天白云有我们曾经的努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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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页岩气属于新型的绿色能源资源，是一种典型的非常规天然气。近年来，页岩

气的勘探开发异军突起，已成为全球油气工业中的新亮点，并逐步向全方位的变革

演进。我国已将页岩气列为新型能源发展重点，纳入了国家能源发展规划。

页岩气开发的成功与技术成熟，极大地推动了油气工业的技术革命。与其他

类型天然气相比，页岩气具有资源分布连片、技术集约程度高、生产周期长等开发

特点。页岩气的经济性开发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要求对页岩气地质概念的准确

把握、开发工艺技术的恰当应用、开发效果的合理预测与评价。

美国现今比较成熟的页岩气开发技术，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直井泡沫压裂

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完善而发展起来的，先后经历了从直井到水平井、从泡沫和交

联冻胶到清水压裂液、从简单压裂到重复压裂和同步压裂工艺的演进，页岩气的

成功开发拉动了美国页岩气产业的快速发展。这其中，完善的基础设施、专业的技

术服务、有效的监管体系为页岩气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保障作用，批量化生

产的低成本开发技术是页岩气开发成功的关键。

我国页岩气的资源背景、工程条件、矿权模式、运行机制及市场环境等明显有

别于美国，页岩气开发与发展任重道远。我国页岩气资源丰富、类型多样，但开发

地质条件复杂，开发理论与技术相对滞后，加之开发区水资源有限、管网稀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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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密等不利因素，导致中国的页岩气发展不能完全照搬照抄美国的经验、技术、政

策及法规，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于我国自身特色的页岩气开发技术与发展道路。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的这套页岩气产业化系列丛书，首次从页岩气

地质、地球物理、开发工程、装备与经济技术评价以及政策环境等方面对页岩气相

关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原则进行了系统阐述，集成了页岩气勘探开发理论与工程

利用相关领域先进的技术系列，完成了页岩气全产业链的系统化理论构建，摸索

出了与中国页岩气工业开发利用相关的经济模式以及环境与政策，探讨了中国自

己的页岩气发展道路，为中国的页岩气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中国页岩气工作者不

可多得的工作指南，是相关企业管理层制定页岩气投资决策的依据，也是政府部

门制定相关法律法规的重要参考。

我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套丛书的编委会顾问成员，很高兴为丛书作序。我对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的独特创意、精美策划及辛苦工作感到由衷的赞赏和钦佩，

对以张金川教授为代表的丛书主编和作者们良好的组织、辛苦的耕耘、无私的奉

献表示非常赞赏，对全体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充满由衷的敬意。

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会对我国的页岩气产业产生重要影响，我愿意向广大读

者推荐这套丛书。

中国工程院院士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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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低碳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新战略之一。作为一种重要的清洁能源，天然气

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到 2020 年时将提高到 10%以上，页岩气的高效开发

是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一种重要途径。

页岩气革命发生在美国，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能源大变局和新一轮油价下

降。在经过了漫长的偶遇发现（1821—1975 年）和艰难探索（1976—2005 年）之后，

美国的页岩气于 2006 年进入快速发展期。2005 年，美国的页岩气产量还只有 1134

亿立方米，仅占美国当年天然气总产量的 4.8%；而到了 2015 年，页岩气在美国天然

气年总产量中已接近半壁江山，产量增至 4291 亿立方米，年占比达到了 46.1%。即

使在目前气价持续走低的大背景下，美国页岩气产量仍基本保持稳定。美国页岩

气产业的大发展，使美国逐步实现了天然气自给自足，并有向天然气出口国转变的

趋势。2015 年美国天然气净进口量在总消费量中的占比已降至 9.25%，促进了美

国经济的复苏、GDP 的增长和政府收入的增加，提振了美国传统制造业并吸引其回

归美国本土。更重要的是，美国页岩气引发了一场世界能源供给革命，促进了世界

其他国家页岩气产业的发展。

中国含气页岩层系多，资源分布广。其中，陆相页岩发育于中、新生界，在中

国六大含油气盆地均有分布；海陆过渡相页岩发育于上古生界和中生界，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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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南方和西北广泛分布；海相页岩以下古生界为主，主要分布于扬子和塔里木

盆地。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很快，已成为继美国和加拿大

之后世界上第三个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政府的大力

支持、学界的积极参与及业界的坚定信念与投入。经过全面细致的选区优化评价

（2005—2009 年）和钻探评价（2010—2012 年），中国很快实现了涪陵（中国石化）

和威远 - 长宁（中国石油）页岩气突破。2012 年，中国石化成功地在涪陵地区发现

了中国第一个大型海相气田。此后，涪陵页岩气勘探和产能建设快速推进，目前已

提交探明地质储量 3805.98 亿立方米，页岩气日产量（截至 2016 年 6 月）也达到了

1387 万立方米。故大力发展页岩气，不仅有助于实现清洁低碳的能源发展战略，

还有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然而，中国页岩气开发也面临着地下地质条件复杂、地表自然条件恶劣、管网

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开发成本较高等诸多挑战。页岩气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

有丰富的地质理论为页岩气勘探提供指导，又要有先进配套的工程技术为页岩气

开发提供支撑，还要有完善的监管政策为页岩气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为了

更好地发展中国的页岩气产业，亟须从页岩气地质理论、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工程

技术和装备、政策法规及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开展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该套页岩

气丛书的出版将填补这项空白。

该丛书涉及整个页岩气产业链，介绍了中国页岩气产业的发展现状，分析了

未来的发展潜力，集成了勘探开发相关技术，总结了管理模式的创新。相信该套丛

书的出版将会为我国页岩气产业链的快速成熟和健康发展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1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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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提高了对能源需求的依赖程度，城市人口的增加提高了

对清洁能源的需求，全球资源产业链重心后移导致了能源类型需求的转移，不合

理的能源资源结构对环境和气候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页岩气是一种特殊的非常规

天然气资源，她延伸了传统的油气地质与成藏理论，新的理念与逻辑改变了我们

对油气赋存地质条件和富集规律的认识。页岩气的到来冲击了传统的油气地质理

论、开发工艺技术以及环境与政策相关法规，将我国传统的“东中西”油气分布格

局转置于“南中北”背景之下，提供了我国油气能源供给与消费结构改变的理论与

物质基础。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加拿大的页岩气开发、我国的页岩气突破，促进了

全球能源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影响着世界能源生产与消费格局的深刻变化。

第一次看到页岩气（Shale gas）这个词还是在我的博士生时代，是我在图书馆

研究深盆气（Deep basin gas）外文文献时的“意外”收获。但从那时起，我就注意

上了页岩气，并逐渐为之痴迷。亲身经历了页岩气在中国的启动，充分体会到了页

岩气产业发展的迅速，从开始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进行页岩气研究，到现在我

们已经有非常多优秀年轻人的拼搏努力，他们分布在页岩气产业链的各个角落并

默默地做着他们认为有可能改变中国能源结构的事。

广袤的长江以南地区曾是我国老一辈地质工作者花费了数十年时间进行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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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勘探而“久攻不破”的难点地区，短短几年的页岩气勘探和实践已经使该地区呈

现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在油气探矿权空白区，渝页 1、岑页 1、酉科 1、

常页 1、水页 1、柳页 1、秭地 1、安页 1、港地 1 等一批不同地区、不同层系的探井获得

了良好的页岩气发现，特别是在探矿权区域内大型优质页岩气田（彭水、长宁 - 威

远、焦石坝等）的成功开发，极大地提振了油气勘探与发现的勇气和决心。在长江以

北，目前也已经在长期存在争议的地区有越来越多的探井揭示了新的含气层系，柳

坪 177、牟页 1、鄂页 1、尉参 1、正西页 1 等探井不断有新的发现和突破，形成了以延

长、中牟、温县等为代表的陆相页岩气示范区和海陆过渡相页岩气试验区，打破了

油气勘探发现和认识格局。中国近几年的页岩气勘探成就，使我们能够在几十年

都不曾有油气发现的区域内再放希望之光，在许多勘探失利或原来不曾预期的地

方点燃了燎原之火，在更广阔的地区重新拾起了油气发现的信心，在许多新的领域

内带来了原来不曾预期的希望，在许多层系获得了原来不曾想象的意外惊喜，极大

地拓展了油气勘探与发现的空间和视野。更重要的是，页岩气理论与技术的发展

促进了油气物探技术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改进了油气开发生产工艺技术，启动了

能源经济技术新的环境与政策思考，整体推高了油气工业的技术能力和水平，催生

了页岩气产业链的快速发展。

该套页岩气丛书响应了国家《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关于大力开发非常

规能源与调整能源消费结构的愿景，及时高效地回应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中对于清洁能源供应的急切需求以及《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 年）》的精神

内涵与宏观战略要求，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和《能源发

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的建议意见，充分考虑我国当前油气短缺的能源

现状，以面向“十三五”能源健康发展为目标，对页岩气地质、物探、工程、政策等

方面进行了系统讨论，试图突出新领域、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为解决页岩气领

域中所面临的新问题提供参考依据，对页岩气产业链相关理论与技术提供系统参

考和基础。

承 担 国 家 出 版 基 金 项 目《中 国 能 源 新 战 略 —— 页 岩 气 出 版 工 程》（入 选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的组织编写重任，心中不

免惶恐，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做分量如此之重的学术出版。当然，也是我第一次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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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系统地来梳理这些年我们团队所走过的页岩气之路。丛书的出版离不开广大作

者的辛勤付出，他们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本职工作的热爱、对页岩气产业的追求以

及对国家能源行业发展的希冀。特别是，丛书顾问在立意、构架、设计及编撰、出版

等环节中也给予了精心指导和大力支持。正是有了众多同行专家的无私帮助和热

情鼓励，我们的作者团队才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充满挑战的历史性艰巨任务。

该套丛书的作者们长期耕耘在教学、科研和生产第一线，他们未雨绸缪、身体

力行、不断探索前进，将美国页岩气概念和技术成功引进中国；他们大胆创新实践，

对全国范围内页岩气展开了有利区优选、潜力评价、趋势展望；他们尝试先行先试，

将页岩气地质理论、开发技术、评价方法、实践原则等形成了完整体系；他们奋力摸

索前行，以全国页岩气蓝图勾画、页岩气政策改革探讨、页岩气技术规划促产为己

任，全面促进了页岩气产业链的健康发展。

我们的出版人非常关注国家的重大科技战略，他们希望能借用其宣传职能，

为读者提供一套页岩气知识大餐，为国家的重大决策奉上可供参考的意见。该套

丛书的组织工作任务极其烦琐，出版工作任务也非常繁重，但有华东理工大学出

版社领导及其编辑、出版团队前瞻性地策划、周密求是地论证、精心细致地安排、

无怨地辛苦奉献，积极有力地推动了全书的进展。

感谢我们的团队，一支非常有责任心并且专业的丛书编写与出版团队。

该套丛书共分为页岩气地质理论与勘探评价、页岩气地球物理勘探方法与

技术、页岩气开发工程与技术、页岩气技术经济与环境政策等 4 卷，每卷又包括了

按专业顺序而分的若干册，合计 20 本。丛书对页岩气产业链相关理论、方法及技

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阐述与讨论。同时，还配备出版了中英文版的页岩

气原理与技术视频（电子出版物），丰富了页岩气展示内容。通过这套丛书，我们

希望能为页岩气科研与生产人员提供一套完整的专业技术知识体系以促进页岩

气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为页岩气勘探开发理论研究、生产实践以及教学培

训等提供参考资料，为进一步突破页岩气勘探开发及利用中的关键技术瓶颈提

供支撑，为国家能源政策提供决策参考，为我国页岩气的大规模高质量开发利用

提供助推燃料。

国际页岩气市场格局正在成型，我国页岩气产业正在快速发展，页岩气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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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科技难题和壁垒正在被逐个攻破，页岩气产业发展方兴未艾，正需要以全新

的理论为依据、以先进的技术为支撑、以高素质人才为依托，推动我国页岩气产业

健康发展。该套丛书的出版将对我国能源结构的调整、生态环境的改善、美丽中国

梦的实现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人才强国、科技兴国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不断探索创新是我们的职责，不断完善提高是我们的追求，“路漫漫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将努力打造出页岩气产业领域内最系统、最全面的精

品学术著作系列。

丛书主编

2015 年 12 月于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I

前

言

页岩是地球上 为常见的一种沉积岩。在时间上，从震旦系到新近系不同年代

地层均有发育；在空间上，不同国家和地区均有分布；在成因上，海相、陆相和海陆

过渡相不同沉积环境均可形成。在传统的岩石矿物学著作中，页岩是被作为碎屑

沉积岩的其中一部分进行描述，内容主要涉及岩石成因、结构构造和矿物岩石学特

征；而在油气地质领域，一般是将页岩作为烃源岩和盖层进行研究，主要是针对页

岩的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和封闭性能一直未作全面系统评价，尤其是页岩储存性能和

可改造性等方面专门的研究工作较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致密砂岩气、煤层气、页岩气等不同类型的非常规

油气资源不断发现和开发利用，油气地质工作者越来越认识到页岩不仅可以作为烃

源岩生烃和盖层封闭，而且还可以作为储集岩富集油气，是生、储、盖“三位一体”的

非常规油气系统集合体。赋存在页岩中的油气资源——页岩油气逐渐发展成为一

种重要的能源矿种，并成为当前世界上举足轻重的油气资源。这也使页岩这种细粒

沉积物有了换个角度重新认只的基础，因此，针对页岩本身的基础研究也越来越受

到相关石油地质学者、油气企业和相关研究机构的重视。

页岩气形成富集主要受控于页岩的有机地化特征、矿物岩石学特征和储集性

能；页岩储层改造主要受控于岩石力学性质和地应力场特征。诸多学者已经编写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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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分别从矿物学理论基础、岩石成因及分类、岩石学特征和有机

地化特征等方面作了详细论述，但专门针页岩这种特殊岩石类型和集生、储、盖为

一体的系统研究和描述的论著却非常缺少。因此，针对页岩的矿物岩石学特征、储

集性能和可压性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对于页岩气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编者以《页岩矿物岩石学》作为书名，以页岩作为研究对象，综合“岩石矿物

学”和“石油地质学”两个学科的基础知识和理论认识，突出页岩性能在页岩油气

领域的基础作用和针对页岩特性的实验分析技术，按照新而全的原则，紧贴页岩油

气勘查发现和开发利用实践，结合近年来的发展趋势和丰富研究成果，对我国目前

勘查开发的重点页岩层系和具有资源前景的页岩领域进行了系统论述，力争使本书

兼具基础性、时效性和前瞻性，更好地为从事页岩油气富集机理研究、资源潜力评

价、勘查开发实践的学者提供参考。

作为编者，我非常荣幸能编著此书，以便有机会将我在石油战线三十余年对页

岩及页岩油气的研究认识分享给读者。1985—2005年，我先后从事南襄、南华北、

渤海湾、塔里木等盆地的油气储层和资源评价工作，在页岩矿物岩石学、有机地化

特征及实验分析技术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认识和体会。2005年第一次接触到页岩气

（shale gas）这种天然气资源，次年初中国石化科技发展部下达了一个基础性前瞻性

研究课题《中国页岩气早期资源潜力评价》让我承担，我是既兴奋又茫然。当时油

气勘查企业对于页岩气的勘查和评价工作尚未开展，国内仅有张金川、金之钧、邹

才能、董大忠等学者做了一些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的研究工作，通过学习交流、实

地考察、采样测试与综合研究，于2007年9月完成了我国第一份页岩气资源潜力评

价研究报告，对南方下古生界海相、华北地区石炭 — 二叠系海陆过渡相、鄂尔多斯

盆地三叠系陆相和准噶尔盆地侏罗系陆相等领域页岩气形成富集条件和资源潜力

作了较为系统的评价。2008—2010年，在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的支持下，

组织南方勘探分公司、华东分公司和江汉油田分公司开展了《中国石化南方探区页

岩油气选区评价》工作，制定了南方页岩气选区评价原则、技术方法和参数体系，评

价优选出鄂西 — 渝东、黔北 — 川东南、黔西南 — 桂北、川西南 — 滇北等页岩气远景区。

2011—2012年，组织开展了中国石化《中国石化探区页岩油气资源评价与选区》专

项，同时参与了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组织的《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



III

前 言

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项目，提出了我国页岩油气资源主要分布于“三大相、九

个领域、十六个层系”（见文内），为国土资源部2012年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成

果发布和中国石化页岩油气勘查开发规划编制提供了有力支撑。2012—2015年，

按照中国地质调查局的部署，重点开展了我国南方矿权空白区内页岩气资源调查

工作，评价优选出黔北正安 — 渝东武隆、渝东黔江 -酉阳、渝东北巫山 — 巫溪、鄂西长

阳 — 秭归、鄂西建始 — 巴东、滇北绥江 — 永善、滇东黔西、黔东南紫云 — 晴隆等页岩气

有利区。实施钻探页岩气参数井和地质调查井，实现了盆外复杂构造区新区、新层

系、新类型的多领域页岩气突破和发现，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由盆地找油气向

造山带找油气和由正向构造找油气向负向构造找油气思路的转变，从而开辟了南

方油气勘查新领域。

十年来的页岩气资源研究评价和调查勘查工作，也是我本人不断学习和成长的

过程。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石化页岩气调查和勘查平台给我提供了机遇，领导、

专家的指导和帮助给我增强了信心，团队成员的努力工作和无私支持给我了无穷动

力，使我受益匪浅。如今，北美地区页岩油气勘查开发技术日新月异，储量产量突飞

猛进，极大改变了世界能源格局；国内以涪陵焦石坝、长宁、威远、昭通等页岩气田

为代表，也实现了页岩气商业化开发，在世界能源舞台上占据一角。回望过去，展望

将来，有必要将该阶段的收获和认识做一总结，特编著此书，与大家共飨。

全书编写人员具体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内容由包书景和翟刚毅审定，第1章 — 包

书景、徐秋枫，第2章 — 张聪、翟刚毅、唐显春；第3章 — 郭天旭、张守松，第4章 — 王

胜建、唐显春，第5章 — 唐显春、林拓，第6章 -张聪、孟凡洋、林拓。第二部分内容由

唐显春和陈科审定，第7章 — 陈科、包书景、唐显春、庞飞，第8章 — 周志、任收麦，第9

章 — 庞飞、包书景、陈科，第10章 — 葛明娜、翟刚毅，第11章 — 张聪、陈科，第12章 — 童

川川、包书景，第13章 — 周志、翟刚毅、任收麦，第14章 — 郭天旭、周志，第15章 — 王玉

芳。参加编书工作的还有徐世林、蒲泊玲、陈相霖、王劲柱、陈榕、王超、张宏达、李浩

涵、宋腾、王都乐、苑坤等，他们对本书的数据统计、绘图等提供了帮助。全书由包书

景、翟刚毅进行内容安排和统一审定。

本书在资料搜集过程中，参考了中国地质调查局、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成都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等科研院所部分学者的研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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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叶建良、高炳奇、乔德武、何明喜、张金川、于炳松、聂海宽、金春爽、石砥石、李文

涛教授等对本书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极大提高了本书编著质量。

在此，向给予本书关注、支持和帮助的所有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部分成果也是在承担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与评价、南方油气资源

战略选区调查（1211302108020）、非常规油气资源前景调查（1211302108025）、页

岩气有利区块调查与优选评价（121201140539）、武陵山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

（12120115002）、滇黔桂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12120115005）、页岩气资源潜力

评价项目（12120115006）、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602257）等课题研究基础上撰写而

成，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页岩矿物岩石学理论和实践应用知识发展较快，加之作者水平有限，书中疏

漏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6 年 5 月 31 日



V

目

录



VI

页岩

矿物岩石学
第一部分 基础篇 001

第 1 章 页岩特征 003

 1.1 页岩的定义 004

 1.2 页岩的特征 005

  1.2.1 物理特性 005

  1.2.2 化学特性 006

 1.3 页岩矿物岩石学的研究内容与发展趋势 008

  1.3.1 研究内容 008

  1.3.2 发展趋势 009

第 2 章 页岩矿物岩石学特征 011

 2.1 矿物组成 013

  2.1.1 陆源矿物 013

  2.1.2 自生矿物 018

  2.1.3 生物碎屑 020

 2.2 有机质类型及组成 021

  2.2.1 腐泥型 022

  2.2.2 腐殖 — 腐泥型 022

  2.2.3 腐泥 — 腐殖型 023

  2.2.4 腐殖型 023

 2.3 结构构造特征 023

  2.3.1 页岩结构特征 023

  2.3.2 页岩构造特征 024

 2.4 页岩主要类型及特征 026

  2.4.1 矿物成分分类 026



VII

  2.4.2 有机地球化学分类 028

  2.4.3 结构构造分类 032

  2.4.4 沉积环境分类 033

  2.4.5 有机 — 无机综合分类 034

第 3 章 页岩储集特征 037

 3.1 页岩储集性能 038

  3.1.1 储集空间类型 038

  3.1.2 孔隙结构特征 043

  3.1.3 孔隙度 044

  3.1.4 渗透率 045

  3.1.5 比表面积 047

  3.1.6 吸附能力 047

 3.2 页岩气赋存方式与储集类型 049

  3.2.1 游离储集类型 050

  3.2.2 吸附储集类型 050

  3.2.3 溶解储集类型 050

第 4 章 页岩可压性 053

 4.1 页岩的脆性 054

  4.1.1 脆性矿物 055

  4.1.2 塑性矿物 056

  4.1.3 矿物脆性指数 057

 4.2 岩石力学性质 061

  4.2.1 泊松比 061

  4.2.2 杨氏模量 061

目 录



VIII

页岩

矿物岩石学
  4.2.3 破裂压力 061

  4.2.4 地应力分布与页岩可压性 062

  4.2.5 脆性与可压裂性 065

  4.2.6 岩石力学与可压裂性 066

第 5 章 页岩储层综合评价方法 067

 5.1 评价方法 068

 5.2 评价参数 069

  5.2.1 有机地球化学条件 069

  5.2.2 储集性能 071

  5.2.3 含气性 072

  5.2.4 可压裂性 073

 5.3 综合评价分类 075

第 6 章 页岩实验测试技术 077

 6.1 矿物岩石学分析技术 079

  6.1.1 偏光显微镜 079

  6.1.2 X 射线衍射仪 080

  6.1.3 电子探针 081

  6.1.4 X 射线能谱仪 083

  6.1.5 岩石微区矿物成分分析仪 084

  6.1.6 便携式元素扫描仪 085

  6.1.7 便携式伽马仪 087

  6.1.8 阴极发光显微镜 087

  6.1.9 岩石硬度刻蚀仪 089

 6.2 储集性能分析技术 090



IX

  6.2.1 纳米 CT 090

  6.2.2 微米 CT 091

  6.2.3 聚焦离子束 FIB+ 扫描电镜 SEM 092

  6.2.4 岩石密度和比表面积测定 093

  6.2.5 核磁共振孔渗测试仪 094

  6.2.6 脉冲式岩石孔渗测试仪 094

  6.2.7　氮气吸附仪 095

  6.2.8 氩离子抛光仪 + 扫描电镜 / 背散射电子成像 097

 6.3 岩石力学性质分析技术 098

  6.3.1 岩石三轴应力应变仪 098

  6.3.2 岩石三轴应力压裂模拟仪 098

 6.4 页岩含气性分析技术 099

  6.4.1 页岩含气量分析仪 099

  6.4.2 岩石等温吸附分析仪 100

第二部分 应用篇 103

第 7 章 南方地区古生界海相领域 109

 7.1 上震旦统陡山沱组 113

  7.1.1 展布特征 113

  7.1.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15

  7.1.3 储集性能 121

  7.1.4 可压裂性 126

  7.1.5 综合评价 127

 7.2 下寒武统牛蹄塘组 127

  7.2.1 展布特征 127

目 录



X

页岩

矿物岩石学
  7.2.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29

  7.2.3 储集性能 134

  7.2.4 可压裂性 138

  7.2.5 综合评价 139

 7.3 上奥陶统五峰组 — 下志留统龙马溪组 140

  7.3.1 展布特征 140

  7.3.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41

  7.3.3 储集性能 145

  7.3.4 可压裂性 149

  7.3.5 综合评价 150

 7.4 泥盆系页岩 152

  7.4.1 展布特征 152

  7.4.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53

  7.4.3 综合评价 156

 7.5 石炭系页岩 157

  7.5.1 展布特征 157

  7.5.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58

  7.5.3 储集性能 165

  7.5.4 可压裂性 169

  7.5.5 综合评价 169

第 8 章 天山 — 兴蒙 — 吉黑地区上古生界海相领域 171

 8.1 石炭系页岩 172

  8.1.1 展布特征 172

  8.1.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73

  8.1.3 储集性能 179

 8.2 二叠系页岩 180



XI

  8.2.1 展布特征 180

  8.2.2 页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182

第 9 章 南方地区二叠系海陆过渡相领域 185

 9.1 展布特征 186

 9.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87

  9.2.1 页岩类型及结构构造 187

  9.2.2 矿物组成 189

  9.2.3 有机地化特征 190

 9.3 储集性能 193

 9.4 岩石可压性 194

 9.5 综合评价 194

第 10 章 华北地区上古生界海陆过渡相领域 195

 10.1 上石炭统本溪组 197

  10.1.1 展布特征 198

  10.1.2 矿物岩石学特征 198

  10.1.3 储集性能 203

 10.2 下二叠统太原组 205

  10.2.1 展布特征 205

  10.2.2 矿物岩石学特征 206

  10.2.3 储集性能 220

 10.3 中二叠统山西组 223

  10.3.1 展布特征 224

  10.3.2 矿物岩石学特征 227

  10.3.3　储集性能 230

目 录



XII

页岩

矿物岩石学
 10.4 中二叠统上、下石盒子组 232

  10.4.1 展布特征 232

  10.4.2 矿物岩石学特征 233

  10.4.3 储集性能 236

 10.5 综合评价 236

第 11 章 四川盆地及周缘中生界陆相领域 239

 11.1 展布特征 240

 11.2 矿物岩石学特征 242

  11.2.1 页岩类型及结构构造 242

  11.2.2 矿物组成 243

  11.2.3 有机地化特征  243

 11.3 储集性能 244

  11.3.1 储集空间类型及赋存方式 244

  11.3.2 孔隙结构特征 245

  11.3.3 页岩物性 245

  11.3.4 储集性能评价 246

 11.4 岩石可压性 246

 11.5 综合评价 247

第 12 章 鄂尔多斯盆地及周缘三叠系陆相领域 249

 12.1 展布特征 250

 12.2 矿物岩石学特征 253

  12.2.1 页岩类型及结构构造 253

  12.2.2 矿物组成 257

  12.2.3 有机地化特征 258



XIII

 12.3 储集性能 262

 12.4 岩石可压性 264

 12.5 综合评价 266

第 13 章 西北地区侏罗系陆相领域 267

 13.1 展布特征 268

  13.1.1 准噶尔盆地 269

  13.1.2 塔里木盆地 269

  13.1.3 吐哈盆地 273

  13.1.4 柴达木盆地 276

  13.1.5 中小盆地 276

 13.2 矿物岩石学特征 281

  13.2.1 页岩类型及结构构造 281

  13.2.2 矿物组成 286

  13.2.3 有机地化特征 287

 13.3 储集性能 293

  13.3.1 储集空间类型及赋存方式 293

  13.3.2 物性特征 296

 13.4 综合评价 300

第 14 章 东北地区白垩系陆相领域 ` 303

 14.1 展布特征 305

  14.1.1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青山口组 305

  14.1.2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嫩江组一段 306

  14.1.3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嫩江组二段 308

  14.1.4 松辽盆地南部梨树断陷 309

目 录



XIV

页岩

矿物岩石学
  14.1.5 松辽盆地南部长岭地区 310

 14.2 矿物岩石学特征 311

  14.2.1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 311

  14.2.2 松辽盆地南部梨树断陷 315

  14.2.3 松辽盆地南部长岭地区 319

 14.3 储集性能 322

  14.3.1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青山口组 322

  14.3.2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嫩江组 325

  14.3.3 松辽盆地南部梨树断陷 327

  14.3.4 松辽盆地南部长岭地区 328

 14.4 岩石可压性 328

  14.4.1 松辽盆地北部上白垩统 328

  14.4.2 松辽盆地南部梨树断陷 329

  14.4.3 松辽盆地南部长岭地区 330

 14.5 综合评价 330

第 15 章 东部断陷盆地古近系陆相领域 333

 15.1 展布特征 334

  15.1.1 渤海湾盆地 334

  15.1.2 南襄盆地 338

  15.1.3 江汉盆地 339

  15.1.4 苏北盆地 340

 15.2 矿物岩石学特征 342

  15.2.1 页岩类型及结构构造 342

  15.2.2 矿物组成 345

  15.2.3 有机地化特征 347

 15.3 储集性能 350



XV

  15.3.1 储集空间类型及赋存方式 350

  15.3.2 孔隙结构和物性特征 354

  15.3.3 储集性能评价 356

 15.4 岩石可压性 357

 15.5 综合评价 358

参考文献   361



XVI

页岩

矿物岩石学



XVII

页岩
矿物岩石学



XVIII

页岩

矿物岩石学



页 岩 特 征

0 0 1

第 一 部 分

基 础 篇



第 1 章

0 0 2

页岩

矿物岩石学



页 岩 特 征

0 0 3

1.1

1.2

1.3

004-005

005-008

005

006

008-010

008

009

页岩的定义

页岩的特征

1.2.1 物理特性

1.2.2 化学特性

页岩矿物岩石学的研究内容与发展趋势

1.3.1 研究内容

1.3.2 发展趋势

第 1 章

页岩特征



第 1 章

0 0 4

页岩

矿物岩石学
1.1 页岩的定义

页岩（shale）是黏土岩（claystone）的一种，黏土岩是指以疏松或未固结成岩的

黏土矿物为主（一般含量大于50%）的沉积岩。目前，对于黏土岩的划分尚无统一的

方案，但学术界较为流行的分类方案是通过黏土岩黏土矿物的成分或岩石的固结程

度进行分类。黏土岩按照固结程度可以划分为黏土（clay）、泥岩（mudstone）、页岩

（shale）和泥板岩（argillite）（刘宝珺，1980；赵澄林、朱筱敏，2001）。Tourtelot（1960）

曾对页岩的成因及名词的用法作过详细的评述，指出页岩这个术语原意是指具有纹

理的黏土质岩石（刘宝珺，1980），多是由黏土、粉砂或粉泥的固结而形成的细屑沉积

岩（图1 — 1）。页岩的特点是具有细的层理（层纹厚0.1  ～  0.4 mm）及近于平行层理的

剥理，一般情况下，页岩成分为50%的粉砂、35%的黏土或细小云母类及15%的自生

组分（刘宝珺，1980）。

页岩和泥岩的区别主要在于其固结程度和构造特征不同。Flawn（1953）认

为，泥岩是组成颗粒小于0.01 mm的弱固结沉积岩，其固结程度比页岩弱（刘宝珺，

1980）。其中，页岩在构造方面具有纹层或页理，而泥岩相对来说无纹层或页理构造

（何幼斌、王文广，2007），因此“页岩”这一术语主要是强调一种构造上的特点。冯增

昭（1982）也提出，页岩是指页理发育的黏土岩。综合以上理论成果，本书给出，页岩

是指主要由粒度小于0.003 9 mm的细粒碎屑（石英、长石、黄铁矿等矿物或岩屑）、黏

图1 — 1　

页岩的野外

露头照片

（a） 北美页岩（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 （b） 重庆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



页 岩 特 征

0 0 5

土矿物、碳酸盐岩矿物和有机质等组成的细粒沉积岩，一般发育页理构造。

在油气领域，页岩也是页岩气和页岩油的主要载体。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

质页（泥）岩及其他岩性夹层中，以吸附和游离状态为主要赋存方式的非常规天然

气。页岩油是以液态石油为主要存在方式，赋存于页（泥）岩孔隙、裂缝、层理缝中，

或者页岩层系中致密碳酸岩或碎屑岩邻层和夹层中赋存的石油资源。页岩气和页岩

油具有源储一体的特点，页岩既是生气（油）源岩，也是储集岩。

1.2 页岩的特征

1.2.1 物理特性

黏土矿物为页岩的主要组成部分，具有黏土岩的一般特性，包括低渗透性、吸附

性、吸水膨胀性等（姜在兴，2003）。页岩硬度一般在1.5  ～  3，结构较为致密的页岩硬

度可以达到4  ～  5，但普遍硬度较低。表面光泽暗淡，含有机质的呈灰黑、黑色，含铁

呈褐红色、棕红色、黄色或绿色。

（1） 低渗透性　页岩由于颗粒细小，颗粒之间仅能形成微小的毛细管孔隙，其直

径＜0.2 μm。在这种孔隙中，因流体与介质分子之间的巨大引力，在常温、常压条件

下，液体在其中难以流动。在地下水分布地区，页岩往往能够作为隔水层出现。

（2） 吸附性　吸附性是指黏土矿物具有从周围介质中吸附各种离子、放射性元

素及有机色素的能力。由于黏土矿物分子间力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吸附被称为物理吸

附，与黏土的分散性有关；由黏土颗粒与介质的离子交换而产生的吸附被称为离子

交换吸附，与黏土矿物的晶体结构有关。由于不同黏土矿物对有机色剂的吸收能力

不同，因此，黏土矿物的染色鉴定法就是借助有机色剂来鉴定黏土矿物。

在石油钻井液的配置中，利用黏土在钻井液中的高分散性和物理吸附及离子交

换吸附等特性来改善钻井液的性能，如降低和改变钻井液的黏度和失水，以配制出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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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工艺所要求的各种性能的钻井液。

（3） 吸水膨胀性　吸水膨胀性是指页岩吸水后体积增大，黏土矿物具有极强的

吸水能力，它是黏土矿物水化作用的表现。黏土矿物的水化作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黏土吸附的交换性阳离子的水化，第二阶段是黏土矿物晶体层面的水化。

页岩中的蒙皂石吸水膨胀性能 强。

（4） 脆性　页岩由于其矿物组成一般由石英、长石、黄铁矿、碳酸盐岩类矿物等

组成，在受到外力作用时，一般会在较短时间内发生破裂，或很少通过塑性变形而发

生破裂，具有一定的脆性。其脆性程度一般由脆性矿物组成的比例、岩石的力学性质

等因素决定。

（5） 其他特性　页岩抗风化能力较弱，在地形上往往易受侵蚀形成洼地。

1.2.2 化学特性

页岩的化学特征包括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和无机地球化学特征两大类。有机

地球化学特征包括页岩的有机碳含量、有机质类型及页岩的成熟度，无机地球化

学特征是指页岩无机化学成分，包括SiO2、Al2O3、H2O。一般情况下，页岩的SiO2

含量为45%  ～  80%，Al2O3含量为12%  ～  25%，Fe2O3含量为2%  ～  10%，CaO含量为

0.2%  ～  12%，MgO含量为0.1%  ～  5%。页岩的平均化学成分与岩浆岩的平均化学成

分相似，而一些单成分的黏土质页岩则彼此相差较大，如高岭石页岩中Al2O3含量较

高，MgO在海泡石中 为富集，伊利石含量较高的页岩中K2O含量较高，因此黏土矿

物的成分对页岩的化学成分影响很大（刘宝珺，1980）。

（1） 敏感性

由于页岩特殊的物理性质和矿物组成，储层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一般页岩因流

体流动速度变化，会引起页岩储层中微粒迁移而堵塞喉道，导致储层岩石渗透率发生

变化。页岩一般会因矿化水的注入而引起储层黏土膨胀、分散、迁移，会使得渗透通

道发生变化，导致储层岩石渗透率发生变化。由于含有一定含量的碳酸盐岩成分和

黏土成分，页岩与酸液或碱液接触，会发生沉淀或者分散现象，也会导致储层渗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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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一般，由于构造或者应力作用，页岩会发生应力形变，孔喉通道、裂缝形态

等也会发生张开或闭合变化，引起储层渗透性发生变化。

（2） 含油气性

页岩中一般含有不同含量的有机质，同时也因有机质含量的不同和物性条件的

差异而呈现一定的油气显示。在陆相、海相和海陆过渡相不同沉积环境形成的页岩，

有机质的类型和含量一般有所不同。同时，地质年代和热演化过程对页岩有机质的

演化和生烃有较大影响。由于含有机质页岩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同时页岩本身也

具有一定的储集性能，一般在页岩中会有烃类残留、显示含油气性。

（3） 环境指示性

页岩中的矿物成分及含量对沉积环境、风化和气候环境有指示意义。一般，黏土

矿物等易风化矿物含量较高，指示离物源较远；石英等难风化矿物含量较高，指示离

物源较近。同时由矿物的颗粒形态、排列方式、胶结程度及特殊矿物的含量等也能判

断其沉积环境。

页岩中轻矿物、重矿物、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的残余物等都可以判断物源区的岩

石类型，以及物源方向、源区位置、搬运距离等。如页岩中的石英，可以根据其形态区

分母岩类型。在早古生代深水环境中，岩石TOC含量与石英含量正相关，一般认为

这类石英为有机成因。而中新生代沉积的页岩中，石英和TOC之间相关性较差或负

相关，形态磨圆度较高，一般认为与碎屑的成因有关。

自生矿物中，同生矿物的种类和含量不同，能指示沉积时期水体介质的物理和化

学条件不同。如海绿石为富铁、富钾的含水层状铝硅酸盐岩矿物，现代海绿石形成于

陆棚环境，在pH=7  ～  8，Eh=0，水温为10  ～  15℃，水深大于125 m的正常海水中才能

形成，而在寒冷地区，水深30 m就能形成。

另如黏土矿物中的高岭石，一般形成于酸性介质中，通常为大陆环境；而水云

母、蒙皂石形成于中性或者碱性介质中，多为海洋环境。此外，页岩的颜色也可以指

示环境。红色一般为大陆环境，是含铁矿物在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风化后被氧化

形成赤铁矿而显红色。海相红色页岩可由红色化石或干旱气候带下化学风化而成。

化学风化指数（CIA）是指示母源区风化作用的一种常用指标（Fedo等，1995），

计算方法为CIA=［Al2O3/（Al2O3+Na2O+K2O+CaO*）］×100%。其中，氧化物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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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均以物质的量的形式表示，CaO*换算成硅酸盐中的CaO含量，即全岩中的CaO减

去化学沉积的CaO的摩尔分数。对于CaO*的计算和校正，McLennan（1993）提出，

CaO*= CaO —（10/3）×P2O5，如果校正过的CaO的物质的量小于Na2O的物质的量，

采用校正后的CaO的物质的量作为CaO*，反之则采用Na2O的物质的量作为CaO*。

CIA指数越高，则表明化学风化程度越强，古气候越湿润；而CIA指数越低，则表明

古气候越干燥寒冷，化学风化程度越弱。

1.3 页岩矿物岩石学的研究内容与发展趋势

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费需求不断攀升，包括页岩气在内的非常规油

气资源储量和产量快速增加。美国和加拿大已经实现了页岩气的大规模商业开发，

2015年美国页岩气产量达到4 250×108 m3，占天然气产量的50%以上；中国页岩气

在南方海相、华北陆相层系也相继取得了突破，并已经在重庆涪陵建成了世界第三大

页岩气田。国土资源部页岩气资源评价报告指出，中国页岩气资源量达134×1012 m3，

可采资源量约25×1012 m3，在世界上排名第二。

页岩是页岩气、页岩油等非常规油气资源赋存的母体。以往对于页岩的研究是

按照沉积岩大类进行特征描述和分类，或以黏土岩类进行叙述。但作为一门学科，尚

未有按照页岩油气的赋存规律进行系统叙述的书籍。本书希望在总结近些年来对页

岩油、气资源评价和调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综合吸收、分析近年来的相关成果，对页

岩的岩石学和矿物学进行描述和分类，为页岩油气相关行业工作提供参考。

1.3.1 研究内容

本书主要研究页岩的物质成分、结构构造、岩石类型、微观形态、储集特征、岩

石的力学性质，以及页岩的分布规律和发育环境等内容。随着人们对页岩油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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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认识逐渐深入，对页岩矿物岩石学的研究内容有了极大扩展，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1） 将页岩从沉积岩石学的范畴内进一步系统化，对页岩的岩石矿物组成、结

构、构造、分类、特征等方面有了深入的研究。

（2） 认识到了页岩的矿物组成对页岩油气的形成富集和对压裂改造的双重影

响，研究力度不断加大。

（3） 在页岩有机地球化学研究的基础上，有机质液化形成的有机孔隙的储集作

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4） 页岩的致密细粒，且源储一体，其内发育的纳米孔隙和不连通孔隙可以成为

有效储集空间。

（5） 对于不同的页岩类型，其内部结构、矿物组成、储集空间与性能对页岩气含

气能力的影响作用得到进一步认识。

（6） 油气地质工作者已经开始把页岩作为生储盖三位一体，全面系统进行研究

和评价。

（7） 对我国页岩类型的分类、分布及品质等有了全面认识，为后续页岩油气资源

评价奠定了坚实基础。

1.3.2 发展趋势

伴随着页岩气和页岩油这两种主要的非常规资源的不断发现和开发利用，对页

岩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综合国内外页岩矿物岩石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可以对

这门学科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1） 基础研究系统化，内容综合化，理论成熟化，应用广泛化。对页岩的研究由

来已久，但一般作为黏土岩类按照大类划分，油气勘探中钻遇页岩一般按照盖层、烃

源岩进行评价，测井研究中一般按照大段划分，很少进行细致分层与描述。页岩气在

北美地区蓬勃发展，带动了页岩矿物岩石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尤其是页岩的矿物岩石

组成对压裂改造过程的影响研究方面发展迅速。近年来，国内外页岩气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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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页岩的形成和发育，与沉积相、构造事件、古生物、气候环境

等因素密切相关，如，全球统一性的大洋缺氧事件、凝灰岩沉积事件、冰川活动、生物

大爆发或者大灭绝等事件均与页岩的大规模发育有重要的影响。在过去的传统认识

中，页岩被认为内部结构复杂，细粒致密孔隙发育程度较低，与油气的储集关系不大。

页岩油气的持续开发和微观实验测试技术进步，使人们认识到，页岩中广泛存在有机

质微孔隙，是天然气赋存的重要空间，且这种有机孔隙的发育、生长、闭合或消失，都

与页岩的埋藏及抬升作用、成岩作用和有机质热演化等密切相关。研究成果和油气

发现表明，未来页岩矿物岩石学的研究内容将更综合，理论将更系统。

（2） 技术手段更为先进，研究方向朝着微观方向拓展。随着技术手段的不断升

级和更新，以往无法直接观察到的内容和细节逐渐变得更为清晰、可靠、可视化。如

氩离子抛光后，在高分辨率扫描电镜下，可以直接观察到页岩有机质中孔径小于

1 nm的微孔隙和纳米级孔隙，这在以往是无法观察到的，也是比较容易被忽视的。

分辨率的级数倍增长，使得页岩微观领域呈级数倍发展。又如医疗学科中广泛应用

的CT扫描技术，一般是用来识别生物结构与构造等内容，而在页岩矿物岩石中应用

CT扫描技术，将页岩中发育的微观裂缝和孔隙结构提取并立体显示，将孔隙结构研

究由定性分析提升到了定量分析的程度。因此，技术手段的发展会进一步引领页岩

矿物岩石研究的新方向、微观化和三维可视。

（3） 多学科交叉，形成新的分支学科，指导新类型矿产资源的勘查和发现。学科

之间的理论交叉、研究方法相互渗透、内容相互影响，是当今学科发展的特点和方向。

页岩矿物岩石研究中，不同学科和理论在不断穿插和融汇，并形成了新的研究分支。

岩石矿物学、纳米科学、石油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岩石力学、地质力学、石油工程学等

学科，已经为页岩矿物岩石学发展提供了基础理论支撑。这些理论和学科的发展与

交叉，有助于拓展新领域和新方向，也将引领和促进新的矿产资源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