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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我国页岩气资源比较丰富,目前已在南方的五峰组 龙马溪组海相、北方的延长组

陆相以及南北方的海陆过渡相页岩地层中获得了大范围的勘探发现,建成了以涪陵为

代表的高产页岩气田,证实了我国页岩气的普遍存在。 根据全国页岩气资源评价结果

(2015),我国页岩气技术可采资源量为 21. 8 ×1012 m3,资源前景广阔。

自从 2009 年渝页 1 井发现页岩气以来,我国页岩气在 2015 年的产量就已经达到

了 45 ×108 m3,在年天然气总产量中的占比达到了 3. 5%,使我国成为北美之外第一个

实现页岩气商业化开发的国家。 纵观全球页岩气产量前三强,美国、加拿大和中国的

页岩气年产量占各自天然气年总产量的百分比在过去的六年中分别达到了 50%、

23. 3%和 3. 5%,页岩气产量获得了爆发式的增长,产生了异军突起、后来居上、傲视群

雄的“页岩气速度”。

页岩气之所以能够获得大规模的勘探发现和局部地区的快速开发,除了丰富的资

源基础外,还与恰当的勘查开发方法及评价技术密不可分。 页岩气具有原地成藏、自

生自储、岩性致密、改造开发及非均质性强等特点,针对性的勘查开发及评价技术要求

高。 我国页岩气勘查开发起步相对较晚,方法有限、技术薄弱、经验不足,导致页岩气

勘查开发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页岩气产业化进程,系统地归纳梳理页岩气勘查

开发相关技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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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针对页岩及页岩气的地质特殊性,试图从产业化角度对页岩气勘查开发过程

中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进行梳理。 全书共分为 10 章,第 1 章对页岩气的资源类型及形

成条件进行概述,第 2 章对页岩气勘查开发阶段进行了梳理,第 3 ~ 6 章分别从地质调

查、测试分析、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勘查等方面对页岩气的勘查开发方法和技术手段

进行梳理,第 7 章对页岩气地质与资源评价进行阐述,第 8 ~ 10 章分别从钻完井、开发

及经济评价等方面进行论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页岩气团队是国内最早开始系统研究页岩气的单位,长期关

注国内外页岩气相关进展、研究方法和技术,形成了从地质调查、测试分析到有利选

区、资源评价及整体评价的系统方法和技术体系。 本书作者群活跃在页岩气评价技术

领域,全书编写分工如下: 第 1 章由张金川、马广鑫、霍志鹏编写,第 2 章由黄璜、聂海

宽、林拓编写,第3 章由党伟、李中明、郎岳编写,第4 章由张金川、茹意、张敏、聂海宽编

写,第5 章由唐玄、陈康、党伟编写,第6 章由刘飏、刘萱、张鹏编写,第7 章由郎岳、姜生

玲、林腊梅编写,第 8 章由郭睿波、丁江辉、赵盼旺编写,第 9 章由丁江辉、毛俊莉编写,

第 10 章由赵盼旺、郎岳编写。 全书由张金川、丁江辉统稿。

本书所使用材料部分来源于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151100311000)、北京市科委重

大项目(Z141100003514004)、国家科技重大专项(2016ZX05034 002 001)等资助项

目的研究成果,得益于国土资源部页岩气资源战略评价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在此一并

致谢。

由于时间较仓促,所涉内容广泛,各种勘查开发方法与评价技术发展迅速,书中难

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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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岩 气 资 源 类 型 及 形 成 条 件

第 1 章

页岩气资源类型及

形成条件

1.1　 002 007　 页岩气形成的沉积类型

002 1.1.1　页岩沉积相

004 1.1.2　页岩及页岩气沉积分类

1.2　 007 011　 页岩气形成的盆地类型

007 1.2.1　原生型盆地

009 1.2.2　改造型盆地

010 1.2.3　页岩及页岩气构造分类

1.3　 012 015　 页岩气形成的有利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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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1.1　 页岩气形成的沉积类型

　

1.1.1　 页岩沉积相

我们将粒径小于 5 μm(表 1 1),主要由细粒碎屑、黏土矿物、有机质等所组成的

沉积岩认定为页岩。 页岩在自然界中的分布较广泛,由黏土沉积物经压力和温度固结

后所形成,常可见薄片状层理或薄页状纹理,除黏土矿物(如高岭石、蒙脱石、水云母)

外,还含有许多碎屑矿物(如石英、长石、云母等)和自生矿物(如铁、铝、锰的氧化物与

氢氧化物等)及有机质。

碎屑粒径 / mm 陆源碎屑名称

< 0.005 泥

0.005 ~ 0.025 细粉砂

0.025 ~ 0.05 粗粉砂

0.05 ~ 0.25 细　砂

0.25 ~ 0.5 中　砂

0.5 ~ 2 粗　砂

碎屑粒径 / mm 陆源碎屑名称

2 ~10 细　砾

10 ~ 50 中　砾

50 ~100 粗　砾

100 ~1 000 巨　砾

> 1 000 块　砾

当页岩沉积物堆积并被埋藏下来之后,即进入与原沉积介质隔绝的新环境,由于

物理化学条件的改变,沉积物的成分和结构构造将发生一系列变化。 原始沉积的软泥

状泥质沉积物,其孔隙度可高达 70%~ 90%,经过压实、黏土矿物转化、脱水胶结等成

岩作用而形成固结的页岩。

页岩可形成于多种沉积相环境中(表 1 2),可以说,只要有静水环境,就会有页

岩沉积,但由于各自条件差异太大,所形成的页岩也就非常不同,所以并不是所有沉积

相中所沉积的页岩均可形成页岩气,只有有机质供给充沛、还原条件较好、长期保持稳

定的沉积环境,才有利于有效的页岩沉积。

0 0 2

表1 1　碎屑岩粒

径划分



页 岩 气 资 源 类 型 及 形 成 条 件

相 亚　相 页　岩　发　育　特　点

河　流

牛轭湖 粉砂岩与页岩间互发育

河漫滩 以页岩为主，砂岩颗粒细

漫滩沼泽 以炭质页岩为主，见钙质结核或团块

湖　泊

滨湖浅滩 颜色以灰色为主，常与粉砂、细砂岩互层

浅　湖 粉砂岩与页岩为主，局部夹泥晶灰岩或白云岩

半深湖 深湖 深灰、灰黑色富有机质页岩，夹薄层泥灰岩

浊　流 夹层状灰、深灰色页岩

三角洲
三角洲平原 薄层状页岩、粉砂质页岩，局部发育富含有机质的沼泽

前三角洲 以暗色页岩为主，局部夹粉砂岩

海　相

滨海 (湖间带) 夹层状页岩

浅海(潮下带) 泥晶(隐晶)或粒屑亮晶灰岩夹页岩

半深海 泥晶灰岩、泥质灰岩夹少量页岩或硅质(矽质)层或结核

深　海 以暗色富含有机质页岩或硅质岩为主

浊　流 页岩中夹有砾岩

沉积相是控制页岩沉积面积和厚度,决定页岩有机质类型和丰度,影响页岩矿物

成分、结构构造、裂缝以及孔隙结构等页岩特点的本质原因(表 1 3)。

沉积相 岩　　性 生　　物 地球化学指标

沼泽
　以黑色泥岩为主，多炭屑，夹
煤层或煤线，常见黄铁矿结核及
菱铁矿夹层，分布范围较小

　含有大量的植物遗体，特别
是植物根、茎

　Sr / Ba <1；Sr / Ca小；Th / V >7；
0.03 <Fe黄铁矿 / C有机 <0.06

深湖 半
深湖

　黑色淤泥、灰质淤泥，可夹少
量灰岩、泥灰岩和油页岩，含有
呈分散状的黄铁矿

　轮藻等淡水藻类，瓣鳃、腹
足、介形虫、昆虫等淡淡水
生物

　Eh为 -0.3 ~ 0.5；Fe2 + / Fe3 +>>
1；Cu / Zn <0.21；Sr / Ba <0.2

深海 半
深海

　沉积为绿色、红色或蓝色软
泥，可见碳酸盐、锰结核、自生
磷灰石及隐晶质胶磷矿等

　红藻等海水藻类、有孔虫、
三叶虫、牙形虫、笔石等海水
生物

　硼质量分数为(80 ~125)×10 -6；
Sr / Ba >1；Cu / Zn < 0. 21；Z >
120；卟啉分子量范围较宽

在浅表的原始沉积环境中(如河流),静水环境分布局限,稳定性差,难以形成平面

上稳定连续、剖面上厚度足够的页岩,更由于暴露氧化的原因,导致页岩中缺乏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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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　形成页岩

的沉积相及其特点

表1 3　富有机质

页岩发育的主要沉

积相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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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技术

第 1 章

质;在如河湖或海陆过渡的较浅沉积环境中(如三角洲、沼泽、潟湖等),水丰土肥、水草

丰茂,沉积水动力和沉积速度均较快,有利于大量植物来源的碎屑有机质连续堆积,从

而形成累计厚度较大的薄互层状煤、富有机质页岩、粉砂岩甚至灰岩等沉积,形成特征

的“砂、泥、煤、灰”频繁薄互层组合,其中的页岩有机质均主要为Ⅲ型;滨浅湖或滨浅海

沉积水体能量较强、动荡频繁,仅有局部分布或与砂岩呈互层状发育的页岩,由于氧化条

件较强,有机质难以保存,页岩常呈灰色、灰绿色等较浅颜色,不利于页岩气的形成;在浅

湖或浅海相环境中,沉积水体滞留严重,封闭性和还原性增强,植屑来源有机质和浮游生

物来源有机质混合堆积,且堆积速度大于氧化分解速度,易于形成与砂岩大套互层、连续

沉积厚度相对较大、丰度相对较高的Ⅱ型有机质;至深湖或深海相,沉积水体安静、滞留、

还原,严重缺乏水体运动,以浮游生物碎屑为主要来源的有机质得以在长期稳定的环境

中长期堆积,形成长期不被干扰、以Ⅰ型有机质为主、连续沉积厚度较大的富有机质页岩。

中国广泛发育海相、海陆过渡相和陆相 3 类富有机质页岩。 寒武系及前寒武系、

奥陶系、志留系和泥盆系主要为海相沉积,包括浅水陆棚、深水陆棚、半深海、深海沉积

环境,其中深水陆棚相对页岩和页岩气的形成最为有利;石炭系、二叠系主要为海陆过

渡相沉积,主要包括潮坪、潟湖和三角洲等沉积环境;中、新生界主要为陆相沉积,主要

包括河流相和湖相等沉积环境,其中半深湖 深湖相有利于页岩和页岩气形成(张金川

等,2009,2016;董大忠等,2012)。

　

1.1.2　 页岩及页岩气沉积分类

从地质原理来看,沉积相主体上决定了页岩分布的面积、厚度、有机质类型和有机

质丰度。 受沉积相控制,海相、海陆过渡相和陆相页岩有机质类型多样,遵循一定的变

化规律。 在平面上,从沉降 沉积中心到沉积边缘,页岩厚度逐渐变薄,有机质类型从Ⅰ

型逐渐变为Ⅲ型,即使在同一地区或同一沉积相带,有机质类型也具有复杂性和多样

性;在纵向上,南方地区下古生界为海相沉积,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Ⅰ型,上古生界和部分

中生界主体为Ⅲ型;北方地区上古生界主要为Ⅱ2、Ⅲ型,中新生界湖相有机质主要为Ⅰ、

Ⅱ型。 在同一盆地中,早期的深湖 半深湖相沉积往往形成Ⅰ型和Ⅱ型有机质,中晚期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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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过渡为半深湖、三角洲及河流相沉积,页岩有机质类型逐渐转变为Ⅱ型和Ⅲ型,在四

川、鄂尔多斯、准噶尔、松辽、渤海湾等盆地均具存在这种变化规律。

1. 海相

海相富有机质页岩主要形成于沉积速率较慢、地质条件较为封闭、有机质供给丰

富的台地或陆棚环境中。 北美主要产气页岩均为海相富有机质页岩,形成于晚古生代

泥盆纪、石炭纪、二叠纪、侏罗纪 白垩纪的克拉通盆地及前陆盆地(肖贤明等,2013)。

中国有利于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海相富有机质页岩主要为分布于南方地区的古生界,以

克拉通内坳陷或边缘坳陷半深水 深水陆棚相沉积为主。 以扬子、华北、塔里木等板块

为中心,中国古生代时期形成了分布广泛、厚度巨大且以腐泥型、混合型干酪根为主的

富有机质页岩层系(金之钧等,2016)。 在扬子地区,从震旦纪到中三叠世连续发育了

多次大规模的海相沉积,形成了以下寒武统、上奥陶统 下志留统、下二叠统、上二叠统

等为代表的富有机质页岩。

与北美相比,我国海相页岩特点明显。

(1) 我国海相富有机质页岩主要产自下古生界,地层厚度稳定,侧向延伸距离远,

但常与溶蚀性较强的灰岩地层为邻。

(2) 岩性变化相对单一,石英、长石等脆性矿物含量高且稳定,黏土矿物含量相对

较低。

(3) 页岩有机质以偏生油的腐泥型为主,兼有部分混合型。 有机质丰度高且变化

稳定,常有从页岩底部向上逐渐变小规律,进一步可分为干酪根和干沥青。

(4) 页岩成岩作用、有机质熟化作用及构造复杂程度高,有机质热演化目前均主

要处于高成熟、过成熟阶段,局部地区甚至发生轻微变质作用。

(5) 页岩孔缝较为发育,特别是有机质孔、有机质收缩缝均较发育。

(6) 页岩地层以含干气为主,可由于高过成熟生烃、地下水侵染、热液影响等原因

而产生较高的氮气含量。

(7) 页岩脆性大、敏感性弱,可压裂性好,但区域地层的含气性变化较大。

中国南方尤其是四川盆地海相页岩具有分布稳定、优质页岩厚度大、有机碳含量

(TOC)高(以Ⅰ、Ⅱ型为主)、有机质孔隙发育、脆性矿物含量高等特点(张金川等,

2008)。 在四川盆地及其周缘的牛蹄塘组、五峰组 龙马溪组均获得了页岩气发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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