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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近年来,随着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等关键技术的突破,美国率先实现了页岩气的

商业化开发,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带动了页岩油的开采热潮。 美国页岩

油气的成功开发,扭转了天然气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并实现出口,使得美国下游制造

行业成本下降,对从衰退中缓慢复苏的美国工业产生积极影响。 同时,削弱了中东地

区和俄罗斯等能源大国的竞争力,增强了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导权和话语

权。 “页岩气革命”扩展到加拿大、波兰、英国、阿根廷、南非和中国等国家,改变了世界

天然气和能源市场格局。

美国页岩气成功开发,是在天然气领域采用市场化机制、政府有效监管、依靠利益

驱动、政府资助研发,以及具备成熟的油气服务体系、发达的天然气管网设施和风险投

资市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必须注意的是,页岩气开发会对当地环境产生影响,如对地表水和地下水的潜在

污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及对气候变化、噪声、交通和土地使用影响。 因此,针对页岩

气开发,美国逐渐形成了独具特点的监管体系,涵盖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三个层次,

建立了明晰、可操作性强的规制框架,并积累了丰富的最佳实践案例和经验,如要求

地质资料必须上交,强制公开压裂液成分,在进行钻井、压裂、水处理等关键开采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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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之前必须经过许可、发挥公众监管能力、市场公平准入等。 这些经验值得后发国

家学习借鉴。

中国开发页岩气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源自中国能源安全与环境保护的现实。 以煤

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对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重大威胁,雾霾等极端天气在全国范围内

频频出现,中国节能减排任务进一步“加码”倒逼能源的绿色转型。 因此,加快中国页

岩气开发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能够直接增加中国天然气供应、优化能源结构、缓解减排

压力、保障能源供应安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拉动油气装备制造业发展、带动基础设

施建设,以及培育下游相关产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以页岩气开发为抓手,借助制度创

新,还有助于推动我国能源体制的深化改革。

相比美国和加拿大,当前中国页岩气产业虽在少数地区成功实现了商业化开

发,但整体而言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油气行业立法和标准尚不健全,管理和监

管机构职能分散,多头管理,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矿权管理方面进

入、退出机制有待完善且执行不到位,在 77%的页岩气可采资源位于国有石油公司

现有已登记矿权的常规油气区块的现实情况面前,如何拿出更多的区块用以招标或

者如何更大程度调动国有油公司开发页岩气的积极性成为制约页岩气发展的重要

挑战,否则将难以实现发展目标。 同时,我国环境监管能力一直比较薄弱,相关配套

环保法规政策和标准并不完善,一旦大规模开发又不加以有效监管,可能会引起更

大的环境风险。

此外,页岩气市场化程度低也是阻碍中国页岩气开发的重要因素。 页岩气开发

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投资活动。 美国需要连续接替打上百口甚

至上千口的页岩气井才能实现规模化量产,投入高达数亿元。 由于中国矿产资源投

融资制度不完善,能否在页岩气产业初期获得来自社会和金融机构的大量资本的支

持,成为中国页岩气能否持续发展的关键。 在页岩气富集的中西部地区,管网等基

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且高度垄断互不开放,难以满足页岩气开发对管网及配套设施

的需求。 未来中国页岩气大规模开采出来后,如何进行下游市场利用的问题至今尚

未明确。 到底是集中进入天然气输送管网进行输配利用,还是就近开展分布式利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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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抑或是就地转化为 LNG、CNG 输送和利用,甚至出口等,均缺乏明确而科学的前

期规划。

中国页岩气的地质构造、地表条件、资源潜力、天然气管网设施等与美国存在诸多

差异,美国的成功经验不能完全照搬,需要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来快速推进页岩气勘探

开发。 页岩气是新兴的能源产业,中国要实现自己的“页岩气革命”,必须打破现有障

碍,在管理体制、矿权管理、环境监管、市场利用方面进行综合创新,并从国家层面尽快

做好页岩气发展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统一政府、企业认识,汇聚各方力量,加快改

革,创新发展。

在吸收大量中外文献和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本书系统阐述了“页岩气革命”给美国

经济、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巨大变化及其全球影响,重点分析了美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和

利用的管理制度及监管体系,以及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教训。 在此

基础上,结合能源学、环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分析中国页岩气资源现状及政策

环境,探讨和提出了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的实现路径及其政策建议。

本书从构思、写作到最后成稿历时近 2 年,是作者在分析、思考和吸收大量中外最

新相关研究文献、公司案例和数据年鉴的基础上完成的,尤其得益于在中国能源网研

究中心工作期间主持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积累。 在北大国家资源经济研究中心和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工作学习期间,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更加深了对页岩气产业发展

环境问题的认识。

感谢中国能源网研究中心冯丽雯主任、韩晓平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

业研究所张永伟副所长的巨大帮助,他们不仅是作者进行页岩气研究最早的引路

人,其许多洞见也为本书提供了重要启迪。 感谢北京大学张世秋教授和戴瀚程研究

员,两位良师的言传身教和学术造诣对作者的专业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谆谆

教诲,受益终身。

本书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国内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油气公司以及国

外研究机构的无私帮助。 在有关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作者曾赴美国实地调研页岩

气开发进展和监管经验,有幸与美国能源部、环保署和一些州立监管部门的专家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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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他们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资料和参考。 在此向有关领导、专家和同行

谨致衷心的感谢!

中国页岩气开发正进入商业化开发阶段,相关研究仍在继续,学界和业界对一

些重大问题仍存在争论,随着研究的深入,作者深感其中还会存在诸多不足,加之研

究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不当和错漏之处,恳请读者和同行不吝赐教,以便今后加以

补充和修正。

2017 年 5 月于北大环境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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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第一节　 页岩气及其特征

　

一、 概念

页岩气是指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以吸附或游离状态为主要存在方

式的非常规天然气,成分以甲烷为主,如图 1 1 所示。 页岩气的主要特点是以热解或

生物成因为主,主要以吸附状态和游离状态两种形式存在于页岩孔隙、裂隙中。

①
　

二、 气藏开发特点

常规天然气一般赋存于圈闭内物性较好的储层中,不经过改造就能开发生产和

利用,而非常规天然气则对技术要求较高,开采相对困难,如图 1 2 所示,具体区别

见表 1 1。

0 0 4

① 1 英里(mi) =1. 609 3 千米(km)。

图 1 1　非常规

天然气与常规天

然气的形成(江

怀友，2011)



全 球 页 岩 气 资 源 与 开 采

①②

对 比 项 目 常 规 天 然 气 页　　岩　　气

界定 　浮力作用影响下，聚集于储层顶部的天然气
　主要以吸附和游离两种状态聚集于泥 /页岩系
中的天然气

主要成分 　甲烷为主，乙烷、丙烷等含量变化较大 　甲烷为主，少量乙烷、丙烷

储层介质 　孔隙性砂岩、裂缝性碳酸盐岩等 　页 /泥岩及期间砂质夹层

赋存状态 　各种圈闭的顶部高点，不考虑吸附影响因素 　20％~80％为吸附，其余为游离和水溶

成藏特点 　生、储、盖合理组合 　自生、自储、自保

储层结构及条件

　多为单孔隙结构，双孔隙结构
　低渗： K为 0.1 ~ 50 mD
　中渗： K为 50 ~ 300 mD
　高渗： K >300 mD

　纳米级孔隙
　低孔、低渗特征
　ϕ为 4％~6％
　K <0.001 mD

分布特点 　构造较高部位的多种闭圈 　盆地古沉降 沉积中心及斜坡

埋深 　埋深有深有浅，一般大于 1 500 m 　埋深有深有浅

成藏及勘探有利区 　正向构造(圈闭)的高部位 　3 000 m以浅的页岩裂缝带

开采技术工艺
　较简单
　常规工艺技术

　主要有水平井 +多段压裂技术、清水压裂技
术、同步压裂技术等

井距 　井距大，可采用单井，一般用少量生产井开采 　必须采用井网，井的数量较多

初期单井产量 　高 　低

生产特点
　采收率高，初始产气量大，随时间而降低，
无水或很少水产出，气 /水随时间而减少

　采收率低，生产周期长，无水或很少水产出，
气产量随时间增加，直至达最大值，然后下降

0 0 5

①

②

1 桶(bbl) =0. 159 立方米(m3)。
1 D =1 000 mD =1 μm2 =10 -12 m2。

图1 2　常规与非

常规油气的对比

(汪民等，2012)

表1 1　常规天然

气与非常规天然气

对比表(汪民等，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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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藏具有自生自储、无气水界面、大面积连续成藏、低孔及低渗等特征,必须

采用先进的储层改造工艺才能实现商业性开发。 具体来说,页岩气藏储层介质具有

“低孔低渗”特征: ① 页岩气主要是以吸附状态存在;② 赋存不需要其他岩性作为盖

层,气藏形成无明显圈闭界限,气藏范围几乎与生气源岩面积相等;③ 页岩气资源呈大

面积连续分布状态,资源丰度低、非均质性强,往往仅局部有“甜点”。

基于页岩气藏的上述特征,页岩气开采需要打水平井与实施压裂工程,而常规天

然气田相对容易开采,可能并不需要打水平井及压裂。 页岩气开发的工艺流程主要包

括 5 个环节(图 1 3),即: ① 钻竖直井到页岩层;② 钻水平井进入页岩储气层;③ 向

页岩气井中注入由水、砂及化学添加剂特定配比而成的高压混合液;④ 进行水力压裂,

扩大岩层缝隙;⑤ 抽采页岩气到地表。

页岩气开发的关键是“采”。 页岩气藏的特征决定了页岩气开发具有单井产量低、

采收率低、投入高、产量递减快、生产周期长等特点,这就使得在开采过程中只有打大

量的气井,通过接替生产以产生规模效应后才能形成稳定的投资回报,开发初期和单

0 0 6

图 1 3　页岩气开发

流程(据中国能源网研

究中心)



全 球 页 岩 气 资 源 与 开 采

井小规模难以形成稳定的投资回报。 由此可见,页岩气产业化开发的有效模式关键是

形成规模化“采”气,而不像常规天然气开发,是否投入产业化开发的关键是“找”气。

这也就使得页岩气开发在核心技术、投资需求、监管模式及风险特性等方面都有不同

于常规天然气的发展规律。

　

三、 资源分布

从资源角度看,全球页岩气储量丰富,勘探和开发程度较低,发展潜力巨大。 据美

国能源信息署(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2013 年的评估,全球页岩气资

源量高达 1 013. 24 ×1012 m3,如图 1 4 ~图 1 6 所示。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全球页岩气技术可采储量从 2011 年的 187. 52 × 1012 m3,

增长到 2013 年的 206. 69 × 1012 m3,且美国排名变动较大,由之前的世界第二跌至

第四的位置,阿尔及利亚则由世界第九上升至世界第三的位置。 除美国和加拿大已

经成功开展页岩气商业化开发外,世界许多国家也已经开始了页岩气的勘探开发

工作。

0 0 7

图 1 4　各大洲页岩气储量

(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美国地

质勘探局、先进资源研究

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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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世界页岩气开发历程与进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石油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难题,世界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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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　全球

页岩气分布图

(据美国能源

信息署、美国

地质勘探局、

先进资源研究

所，2013)

图1 6　全球

主要国家 (地

区)页岩气可

采量 (据美国

能源信息署、

美国地质勘探

局、先进资源

研究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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