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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管理 

《中国地质调查局“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发布。《中国地质调查局“十三

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下称《规划》）11 月 8 日正式对外发布。《规划》明确了

“十三五”时期地质科技创新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规划期限

为 2016 年~2020 年，同时还对 2030 年、2050 年两个阶段进行了展望。 

《规划》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国土资源

系统科技创新大会要求，用科技创新改造、支撑和引领地质调查，把地质调查的过程变

成地质科技创新的过程，全面提升依靠科技创新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统科

学问题的能力。 

《规划》确定了“十三五”期间地质调查工作的总体目标：围绕支撑国家能源资源

安全和国土资源中心工作，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地质科技前沿领域创新能力，

用“十大计划”聚焦并服务“六大需求”，用科技创新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和地球系

统科学问题。力争到 2020 年，地质科技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五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部分重要资源环境领域地质科技水平进入世界领先行列；到 2030 年，地质科技整体水

平进入世界前两位，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和地球深部探测等

领域地质科技成为世界领跑者；到 2050 年，建成世界地质科技强国。 

《规划》确定了“十三五”期间地质调查在能源资源、重要矿产资源、地质环境、

海洋地质调查、基础前沿、对地观测技术与地质信息服务等六大领域的主要任务，明确

了推进“三深”探测工程、实施“四大地质科技攻坚战”、推进“三大”国际大科学计

划、申报实施国家“五大平台”科技项目等四项重大行动。 

根据《规划》，“十三五”期间，中国地质调查局将着力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重

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际研究中心、创新

研究中心等六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此外，《规划》还就推进地质科技创新发展的体制

机制改革和保障措施进行了细化。 

规划对“十三五”期间要完成的目标进行了细化，力争在 6 个领域领跑，11 个领

域并行；主导创建 1 个国家实验室，参与共建 1 个国家实验室，力争建成 1~2 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新增 1~2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增 1~2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新增 1~2 个国际地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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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在能源资源领域，确定了六大主要任务： 

——北方新区新层系油气资源形成理论与调查评价技术。开展北方新区新层系原

型盆地恢复和演化研究，分析后期构造演化及重大地质事件对油气成藏的影响。攻关火

山岩覆盖区二维地震采集技术，探索北方新区火山岩覆盖区下“非震+地震”综合物探

方法组合。 

——青藏高原油气成藏理论和勘查技术方法。开展高原隆升背景下油气成藏理论

研究，分析 Pangea 大陆解体对盆地的形成演化、沉积充填过程及石油地质条件的控制，

分析高原隆升剥蚀对油气成藏与保存的影响。研究高原冻土区二维地震采集技术方法，

研究低频人工震源与井炮相结合的二维地震采集方法，攻关高寒冻土区高密度、高叠

次、小点距、小面元地震采集新技术。 

——南方复杂构造区页岩气成藏理论和资源调查评价技术方法体系。开展南方复

杂构造区页岩气成藏理论研究，分析页岩岩相类型、热演化程度与页岩孔隙特征、页岩

气赋存状态等相互关系，揭示不同类型页岩气保存条件和富集主控因素。构建页岩气资

源调查评价技术方法体系，攻关甜点预测、地震压力预测、3000 米深井中原位地应力

测量系统等关键技术，研发页岩 10～5 纳米三维结构、成分重建和可视化技术。 

——松辽盆地页岩油成藏地质理论与勘查开发技术体系。查明松辽盆地湖盆页岩

油形成机理、富集规律和主控因素，建立大型陆相湖盆页岩油成藏地质理论，形成一套

适合于陆相页岩油勘查开发的钻探及压裂技术体系。 

——北方砂岩型铀矿成矿理论和勘查技术方法。搭建铀矿成矿理论创新框架，将

“盆内隆缘型”作为一种重要的铀矿成矿模式，创新提出陆相盆地沉积环境对北方大规

模成矿作用制约理论，实现成矿理论的重大创新。创新北方砂岩型铀矿勘查技术方法，

建立关键技术指标，二次开发煤炭、石油行业海量钻孔等放射性测量地质资料，创建一

套砂岩型铀矿勘查技术方法体系，推动我国砂岩型铀矿调查规范和标准修订与升级推

广。 

——地热能资源探测与评价。探测我国不同深度的地热资源分布、揭示成藏模式与

形成机理，初步查明重点地区地热资源总量，分层优选开发区域。开展浅层地热探测

（0~200 米），中深部水热系统探测与热储评价（4000 米以浅），深层地热资源探测与

高温地热田评价（4000 米以深）。（中国矿业报，2016 年 11 月 9 日） 

涪陵页岩气科技平台获全链条财政支持。近日，市科委会同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页岩气动态》2016年第 21期（总第 75期） 

3 

 

市经信委、市教委制定并发布《重庆市新型研发机构培育引进实施办法》（简称《办

法》）。同时，全市首批 5 个新型高端研发机构正式启动建设，它们分别是重庆页岩气

产业技术研究院、中船重工西南研究院、重庆汽车智能制造与检测产业技术研究院、重

庆鲁班机器人技术研究院、重庆固高科技长江机器人研究院。 

按照《办法》，重庆市将整合高端平台培育资助专项、高端人才团队引进专项和高

新技术研发主题专项，为这 5 个新型高端研发机构分别配置 1000 万元左右资金，在启

动建设、运营管理、研发绩效方面给予“全链条”财政支持。重庆页岩气产业技术研究

院由涪陵区政府与重庆市科委、市国土房管局及中石化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公司四方

共同设立。研究院将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工艺、设备的开发和研究，打造国

内外有影响的页岩气研发基地、学术高地和成果转化策源地。重庆页岩气产业技术研究

院建设总投入 2.3 亿元，其中今年设立的“重庆市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

示范”专项项目，市级财政经费将支持 1000 万元。作为涪陵全力打造的页岩气科技平

台，该平台将依托涪陵页岩气勘探开发公司，联合中石化旗下相关科研院所，成立专门

团队，围绕页岩气地质评价、工程工艺、绿色开发、技术转化与创新管理 4 项研发方

向，进一步聚集页岩气领域优质资源，开展页岩气开发技术创新，形成并完善适应于不

同地质背景的海相页岩气高效开发系列技术，打造辐射全国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全产业

链。（巴渝传媒网，2016 年 11 月 2 日） 

 

调查评价 

鄂阳页 1 井陡山沱组直井压裂试气方案顺利通过局党组会审查。2016 年 10 月 26

日和 10 月 30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资源评价部组织专家分别对鄂西地区鄂阳页 1 井陡

山沱组直井压裂地质设计和“鄂阳页 1井含气性测试”工程设计进行了审查，专家组听

取了项目组汇报，审阅了报告，经质询和讨论后，一致认为鄂阳页 1 井在牛蹄塘组和陡

山沱组均取得了页岩气重要发现，其中陡山沱组是迄今最古老的含页岩气地层，通过开

展陡山沱组直井压裂试气，力争实现新层系突破，对开启我国元古界海相页岩气调查和

勘查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压裂地质设计在钻探成果基础上，对陡山沱组页岩气地质条件进行了系统分析，选

择陡山沱组页岩气显示有利和脆性较好的层段实施直井压裂试气，试气地质方案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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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井筒条件、储层特征和工程施工能力，充分考虑了压裂改造面临的地质和工程困难，

最终确定对陡山沱组实施分 3段的套管分段压裂改造，初步设计每段施工液量 1500方

/段、砂量 50 方/段、排量 10-14 方/分，支撑剂采用 100 目和 40/70 目陶粒，射孔密

度为 16孔/米，初步预测压后产量可达 5000 方/天。 

2016 年 10 月 27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专题会仪通过了鄂阳页 1 井直井压裂方案，

并建议尽快组织现场施工。10月 31日又通过了局党组会议审核，钟局长在会上表示同

意直井压裂方案，要全力保障工程的组织实施，特别是提供经费保障，同时要成立现场

技术指挥部，全面协调工程的组织实施。 

目前鄂阳页 1 井已完成直井钻探，正在组织下套管固井及下步的直井压裂工程作

业。（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8日） 

鄂西秭归地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井“鄂秭地 4 井”开钻。2016 年 11 月 13 日，中国

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湖北省秭归县砖屋岭村部署的页岩气地质调查井“鄂

秭地 4井”正式开钻。该井钻探工程由山东省鲁南地质工程勘察院承担，构造位置位于

秭归盆地西南翼，主要目的层为上三叠统沙镇溪组和下侏罗统香溪组黑色泥页岩，设计

井深 1780米，计划全井段开展钻时录井、岩心录井，岩心荧光录井、气测录井及地化

录井，并开展伽马扫描及元素扫描工作，预计工作周期为 90天。 

在开展野外地质调查的基础上，明确了下侏罗统香溪组及上三叠统沙镇溪组为秭

归盆地页岩气勘查主要目的层，该套泥页岩属于陆相沉积，泥页岩累计厚度较大，有机

碳含量较高，演化程度适中，具备形成页岩气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对二维地震资料

进行重新处理解释，优选有利目标区，部署了本井——“鄂秭地 4 井”。以期通过实

钻，查明秭归盆地中下侏罗统及上三叠统地层层序，获取目的层泥页岩厚度、有机地球

化学、储集性能及含气性等页岩气评价关键参数，为该区地震地质层位标定提供依据，

为评价研究区上三叠统及下侏罗统页岩气资源潜力提供资料支撑。 

“鄂秭地 4井”的钻探将首次探索南方四川盆地外陆相页岩气，属于新区域、新层

系、新类型、新领域，探索意义大，有望获得秭归盆地陆相页岩气的重要发现。（中国

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15日） 

晴隆安龙地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顺利通过中期验收。2016年 10月

25 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组织专家在贵州省兴义市对“晴隆安龙地区

页岩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开展了中期评审验收会。在认真听取施工方及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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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的汇报后，与会专家对考核试验点及已完成采集的测线现场处理剖面等地震资料

进行了仔细检查，认为该工程在该阶段实施组织有序，施工技术方法得当，野外质量控

制措施完善，已完成的地震资料品质达到合同及设计要求，专家组一致同意工程通过中

期验收评估，并给予“优秀”评级。 

“晴隆安龙地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隶属于地质调查二级项目“滇

黔桂地区上古生界海相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由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华

北分公司负责施工，以上二叠统龙潭组为主要目的层，在贵州省安龙向斜、云南省箐口

向斜分别部署二维地震满覆盖 50km，共计 100km。下一步，该工程将严格按照施工设计

进行后续野外施工，加强资料收集及分析，进行精细处理和综合研究，保质保量的完成

预定任务，为查明地下层位分布特征和构造格局，部署页岩气钻井和实现滇黔桂地区页

岩气发现奠定基础。（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4日） 

贵州安龙地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井“黔兴地 1 井”开钻。2016年 10 月 22 日，中国

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贵州省兴仁县大桥河三道坑部署的页岩气地质调查井

“黔兴地 1井”正式开钻。该井钻探工程由湖南省煤田地质局第六勘探队承担，构造位

置位于典母背斜西翼，主要目的层为上二叠统龙潭组，设计井深 1500 米，计划全井段

开展钻时录井、岩心录井，岩心荧光录井、气测录井及地化录井，并开展伽马扫描及元

素扫描工作，预计工作周期为 90天。 

野外露头及邻区钻井资料证实黔西南地区上二叠统龙潭组为含煤系地层且发育多

套泥页岩，TOC 含量平均为 3.51，Ro 在 2.0-3.0 之间，具备形成页岩气良好的物质基

础。但由于该区经历了多期构造运动，页岩气保存条件比较复杂。邻区钻井在相应层段

虽已见到页岩气显示，但页岩气富集规律还有待探明。近年来的研究结果表明，典母背

斜及周边安龙地区页岩气形成富集条件较好。为查明贵州安龙地区地层层序，为二维地

震勘探地质层位标定提供依据；获取龙潭组页岩厚度、有机地球化学、储集性能及含气

性等页岩气评价关键参数，为下一步在安龙地区部署页岩气参数井提供资料支撑，油气

调查中心在矿权空白区部署 1口地质调查井——“黔兴地 1井”。 

“黔兴地 1 井”的开钻将有效推进该区页岩气的勘查工作，为贵州安龙地区页岩

气调查迈出重要的一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9日） 

东昆仑八宝山盆地发现页岩气。由青海省四勘院实施的“东昆仑八宝山盆地页岩

气远景评价”项目日前取得重要发现，八页 1井在钻至 300米时探获页岩气，现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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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出的气体遇火可燃，初步估算单位含气量达 5m3/T~15m3/T，显示出该地区丰富的页

岩气赋存前景。这是东昆仑造山带地区首次发现页岩气，为该地区勘查非常规天然气

开辟了新思路。 

八宝山盆地位于青海东昆仑中部布尔汗布达山南坡，是青海省页岩气潜力评价工

作划分出的远景区和有利区之一。2016年，青海省四勘院利用青海省地勘基金，选择

该远景区开展调查评价工作，实施了八页 1 井。八页 1井设计井深 700米，目前已施

工至 460米，探获烃源岩 6层，累计厚度大于 120米。据项目组负责人介绍，已探获

的页岩气气量大、可燃性气体比例高，储气层位为晚三叠世八宝山组碎屑岩段，主要

岩性为粉砂质页岩及砂岩体。通过荧光录井，显示有大量油浸、油斑。该项目成果的

取得，为进一步扩大页岩气找矿前景奠定了基础。（中国矿业报，2016年 11月 17日） 

油气调查中心技术人员赴南方大区中心推进页岩气资源评价工作。为进一步推进

南方地区页岩气资源潜力评价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页岩气资源评

价项目组分别赴成都地质调查中心、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和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与各单位

资源评价负责人交流最新进展，讨论存在问题并形成了下步工作计划。 

油气调查中心页岩气资源评价项目组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评价技术方法与参数体

系，完成了南方地区震旦系陡山沱组、寒武系牛蹄塘组和志留系龙马溪组的页岩气资源

评价单元划分，其中陡山沱组划分 14个二级评价单元，总面积 19.54 万平方千米；牛

蹄塘组划分 23个评价单元，总面积 23.65万平方千米，龙马溪组划分 53个评价单元，

总面积 17.37 万平方千米。根据评价单元所处地理位置及南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

程二级项目设置情况，对评价单元进行了分工，同时依据制定的南方页岩气资源评价指

导做法分别开展评价工作。 

此次重点围绕各大区数据收集整理、入库及资源评价等方面的进展进行了讨论，过

程中进一步统一了评价思路和标准。本次交流还邀请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毛小平教

授同行，对各大区中心技术人员详细介绍赛格 2.0 资源评价软件系统的具体应用与操

作，在数据整理和成图的基础上可应用该评价软件系统开展每个单元的页岩气资源量

估算工作。（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8日） 

武陵山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项目顺利完成2015年度外协课题/工程结题验收。

2016年 11月 5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在成都组织石油地质、钻井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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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等方面多位专家对“武陵山地区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二级项目 2015年度各外协课

题和工程类外协项目进行了最终成果验收。 

专家组认真听取了各项目组关于项目运行、成果总结及预算执行情况的汇报，并仔

细审阅了原始资料与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文件。经质询与讨论，检查组一致认为各课题和

工程的实物工作量饱满，成果丰硕，质量管理体系健全且运行正常，预算执行符合规定，

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具体要求与建议。 

通过评议，专家组认为由中石化石油工程地球物理有限公司西南分公司承担的“贵

州黄平地区页岩气地质调查二维地震勘探工程”和长江大学承担的“湘西北古生界页岩

分布与烃源岩特征调查”项目执行有力，认识成果突出，最终评为优秀。同时，其他项

目也达到了项目质量要求，均评为良好。（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8日） 

油气调查中心检查组赴云南开展外协项目结题和质量检查工作。10月 31日，中国

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油气调查中心”）检查组赴云南开展外协项

目结题和质量检查工作，检查组由油气调查中心科技处、监审处、财务处、办公室以及

滇黔桂项目组相关成员组成。 

中石化地球物理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承担的“楚雄盆地东部地区油气地质调查二

维地震勘探工程”顺利通过结题验收并被评为优秀等级。项目以楚雄盆地东山凹陷南部

为中心，寒武系富有机质页岩为主要目标层，部署实施了二维地震 91.12km。自 2015

年 11月 14日施工以来，项目推进顺利，依次完成了开工检查、中期验收、野外验收和

处理解释交流；并圆满的完成了合同要求，所得成果剖面信噪比较高，反映的地质现象

丰富，目前，项目已进入归档阶段。检查组对中石化地球物理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2015-

2016 年承担的油气调查中心委托项目进行了质量检查和财务审计工作，旨在确保项目

资金运用合法、合规。 

11 月 1 日，油气调查中心检查组前往云南省普洱市对湖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承担

的“思茅盆地富有机质页岩分布及特征调查”项目开展野外工作质量检查。该项目隶属

于二级项目“滇黔桂地区上古生界海相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其主要目的为获取思茅

盆地富有机质泥页岩特征参数，优选富有机质页岩发育有利区 1-2 个。检查组选取云

南省普洱市宁洱县德化乡大沙田村剖面作为质量检查剖面，该剖面主要目的为查明二

叠系上统羊八寨组岩性特征，测量羊八寨组暗色泥页岩层的层数、厚度，并采集富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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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页岩样品。野外剖面检查证实，羊八寨组与下伏茅口组整合接触，下段主要发育浅灰

黄色的碎屑岩，沉积环境为浅海陆棚相沉积；上段水深变大，主要发育浅灰黄色-灰黑

色的碎屑岩，发育一层富有机质泥页岩，厚度约为 16.8m，沉积环境为浅海-半深海陆

棚相沉积，局部为还原环境。（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9日） 

 

勘查开发 

西南油气田页岩气实现规模效益开发。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经过十年探索，

注重引进消化，强化自主创新，率先在国内开展页岩气地质评价、先导试验，突破关键

技术瓶颈，形成了页岩气勘探开发六大主体技术系列，构建起页岩气勘探开发标准规范

体系，实现了页岩气配套勘探开发技术从无到有的革命性突破，优质储层钻遇率达到

90%以上，钻井周期下降 50%以上，关键工艺、工具、液体实现了国产化，掌握了 3500

米以浅页岩气勘探开发系列技术，圆满完成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各项示范

任务，建成 25亿立方米年产能，页岩气基本实现规模建产、效益开发、绿色生产，不

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绿色发展，更引领了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 

截至 11 月 8 日，长宁-威远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共投产 113 口井，累计生产页岩

气 31亿立方米。（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6年 11月 14日） 

涪陵页岩气田二期产建获得新进展。10 月 28日，涪陵页岩气田二期平桥区块焦页

184-2HF 井，采用 12 毫米油嘴测试，在稳定井口压力 28.4 兆帕的情况下，获得 45.8

万立方米/天的高产工业气流，创该气田二期产建启动以来单井测试产量最高纪录，标

志着气田二期产建取得新进展。 

焦页 184-2HF井地处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构造位于“窄陡”状平桥断背斜轴部，

是涪陵页岩气田二期产建平桥区块部署的重点开发井。该井试气获得高产，为涪陵页岩

气田复杂构造区页岩气井有效压裂探寻了一条优化调整之路，对二期产建区构造复杂

区块页岩气井改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016年初，涪陵页岩气田正式启动气田二期 50亿立方米的产能建设，并确定二期

产建区主力区块为江东、白涛、平桥、白马等四大区块。涪陵页岩气公司在平桥区块部

署 56 口井，在江东区块部署 71 口。平桥区块的焦页 188-2HF 井、焦页 184-2HF 井和

江东区块的焦页 70-1HF井、焦页 70-2HF井等井，试气相继获得日产 20万立方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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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产，进一步证实二期产建区资源落实、产能可靠，展示了良好的开发前景。 

目前，涪陵页岩气田正稳步推进二期产建，同时持续强化一期产建气藏动态、气井

生产、安全环保管理，全力以赴冲刺气田全年 50亿立方米产量、48 亿立方米销量的目

标。（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年 11月 2日） 

涪陵页岩气田销量突破 40亿立方米。截至目前，涪陵页岩气气田投产气井 232口，

今年以来页岩气销量达 40.0967亿立方米，11月日产销气量进一步提升。 

为保证页岩气销售渠道畅通，涪陵页岩气公司与天然气分公司制定联合应急处置

预案，细化应急处置流程，保证气田产销量逐步攀升。 

涪陵页岩气公司积极开展试验，创新技术，制定最优生产制度，助力效益开发。今

年以来，该公司组织完成产气剖面测试 15井次、现场取气样 716井次、产能试井 21井

次，调整气井产量 70 次。在焦页 37-3HF 井控水采气试验中，技术人员摸清各区域气

井产气产水规律，采用最佳采气和配产方案，收到明显效果。（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6

年 11月 10日）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涪陵页岩气开发示范工程”正式启动。11 月 1 日，由江汉油

田牵头，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等 10余家

科研院所联合承担的“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涪陵页岩气开发示范工程”启动会

在武汉召开。“十二五”期间中国石化在涪陵地区页岩气勘探开发中取得了重大突破，

成功建成我国首个商业化开发的页岩气田。 

“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涪陵页岩气开发示范工程”项目的启动，对于继续

发展和完善涪陵页岩气开发技术体系、建立标准规范，实现新区页岩气有效开发、老区

页岩气高效开发，全面建成涪陵国家级页岩气开发示范基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这一项

目于 2015年 9月通过国家能源局的立项审查。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作为课题三“涪陵页岩气钻井技术”的承担单位之一，将针对

涪陵页岩气田优快钻完井关键技术难题，重点围绕“井工厂”高效钻井、钻井提速工具

及柔性低密度水泥浆体系开展技术攻关与研究，攻克涪陵二期页岩气优快钻井与固井

中的关键技术瓶颈，为建成优质高效的涪陵页岩气示范区提供技术支撑和保障。（中国

石化新闻网，2016年 11月 11日） 

平桥南区第一口页岩气水平井顺利完钻。11 月 4 日，华东油气分公司平桥南区第

一口页岩气水平井焦页 195-5HF井顺利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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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上旬，油田事业部审查通过平桥南主体区焦页 194-3HF、焦页 195-2HF、焦页

195-5HF等三口开发井钻井地质及工程设计，要求加快平桥主体区产建节奏，按照平台

基准井先钻先试先评价的原则推进产建实施。 

焦页 195-5HF 井于 10 月 12 日三开钻进，为了保障该井优质高效中靶，紧密围绕

“水平井轨迹控制优良”这个核心地质任务，组建平桥南质导向团队，由南川项目部、

研究院、工程院，以及钻井、录井、定向等施工队伍组成，物探、地质、工程等多学科

技术骨干协同攻关，从严把控参数设计、钻研导向技术、优化导向思路，并规范管理制

度，做到责任分工明确、现场跟踪可视、早晚资料交接、工作记录备案。 

通过地震精细标定和小层精细对比，实时跟踪计算，明确地层产状变化，及时指导

水平井钻进。在导向过程中按照 24 小时工作制，经过 23 天的昼夜连续奋战，实现优

质页岩钻遇率 100%。全井段气测显示良好，与平桥北区高产水平井基本一致。焦页 195-

5HF井取得了钻井周期短、中靶率高、气测显示好的良好效果，目前平桥南区焦页 195-

2HF、焦页 197-4HF井三开钻进顺利，轨迹控制良好，预示着平桥南区良好的开发态势。

（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年 11月 7日） 

 

技术进展 

新技术刷新多项国内页岩气水平井压裂纪录。近日，由中国石化集团公司高级专

家、中国石化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储层改造研究所所长蒋廷学提出的“多尺度网络压裂

改造技术”，在丁页 3 井应用成功，刷新多项国内页岩气水平井压裂施工纪录。丁山五

峰-龙马溪组页岩气是中国石化勘探分公司重点勘探对象之一。7 月份，石油工程技术

研究院储层改造研究所承担了丁页 3 侧钻水平井分段压裂设计及压裂液技术服务。针

对丁山地区破裂压力高、地应力较高、体积改造难度大等难题，蒋廷学提出采用“多尺

度网络压裂改造技术”的思路，根据裂缝扩展的不同阶段，设计 4种压裂液体黏度，优

化不同规模、排量、支撑剂粒径及数量，力争获取更大的改造体积，实现不同尺度裂缝

有效输送和支撑。 

9月 18日至 28 日，项目组在中国石化勘探分公司和中国石化中原井下作业公司的

支持配合下，完成丁页 3侧钻水平井 22段压裂施工，配制压裂液量 4.2万立方米。多

尺度网络压裂技术通过压裂液黏度、排量和支撑剂粒径的合理设计，打开层理缝等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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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缝，形成较大的改造体积，提高各尺度裂缝的有效连通性，提供的液体性能稳定。（中

国石化报，2016年 11月 16日） 

川庆钻探油水并进“解放”页岩气。10月 24日 8时，在威 204H9-6井，川庆 ZY5096

钻井液队员工正将 160 立方米油基钻井液替入井筒。这口井从 3312 米开始，将用油基

钻井液钻进。此时，300 公里外，川庆钻探服务的长宁 H7平台，1号井和 6号井分别使

用油基钻井液和高性能水基钻井液进行钻进。 

从 2014 年 3 月到 2016 年 9 月，川庆钻探利用自主研发的油基钻井液和高性能水

基钻井液，已服务 90 口页岩气井，服务范围从最初的长宁、威远 2 个区块扩展到现在

的 8个区块。这两项钻井液技术，为页岩气安全快速钻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页岩气能否经济高效开发，钻井液是核心难题之一，也是工程技术企业科技创新攻

坚的方向。川庆钻井液公司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油基钻井液，不仅打破了外国公

司对页岩气勘探钻井液技术的垄断，而且以其优异的性能，助推威远、长宁第二轮井的

平均机械钻速提高了 28%。 

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复杂性，决定了油基钻井液不能解决所有难题。2015 年 6 月，

研发成功高性能水基钻井液，解决了页岩气勘探成本高、油基岩屑无害化处理的难题，

开启了页岩气绿色环保可持续勘探发展之路。同平台各井和相邻平台井的对比统计数

据显示：高性能水基钻井液使页岩气水平段提速 20%以上，且每口井减少油基岩屑无害

化处理费用上百万元。 

川庆钻探将油基钻井液技术推广运用到非页岩气勘探领域，以解决岩石非常破碎

地层的钻井施工难题。在高性能水基钻井液继续创新上，川庆钻探一方面研究高密度到

低密度系列体系配方，一方面研究不含矿物油的脂类润滑剂配方，从而将其适用范围扩

展运用到浙江油田的 YS区块、重庆页岩气公司的大足等 8个区块。9月 12日，低密度

高性能水基钻井液在包 201-H1井现场运用成功；10月 11日，长宁 H5-4井完钻，标志

着在页岩段全程使用脂类润滑剂配方、不含矿物油的高性能水基钻井液钻进的首个平

台 6口井全部完钻，并创造了这个区块 7项纪录。 

技术突破，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2015 年，川庆钻探钻井液公司利用油基钻

井液和高性能水基钻井液在页岩气市场、北疆市场共完成服务进尺 21.82 万米，比上

年增长 52.64%；今年前 9 个月，在油气勘探工作量总体下滑、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已

服务进尺 14万米，比 2015年全年还多出 1 万米。（中国石油新闻中心，2016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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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第三座页岩气汽车加气站投入使用。自贡市汽车南站加气子站于 10 月 12

日投入使用，这是该市继去年 5 月荣城页岩气加气子站和今年 5 月板仓页岩气加气子

站之后建成的第三座页岩气汽车加气子站。高压页岩气来自仅几十公里远的中石化页

岩气气井。该页岩气的可燃成份高达 98%以上，且不含硫，最适合用作 CNG 汽车加气

母站原料气。其经济性优于管道气作原料的 CNG 加气站。（中国能源网，2016年 11月 2

日） 

 

交流研讨 

地调局油气中心赴成都与中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调研。为加强推进鄂西宜昌地区

页岩气勘查工作，深化页岩气地质认识，交流页岩气勘查开发技术，11 月 3 日，中国

地质调查局油气调查中心（以下简称油气调查中心）翟刚毅副主任一行 8 人赴中石化

油气分公司进行调研。 

座谈会上，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王信高工介绍了井研-犍为区

块下寒武红筇竹寺组页岩气形成地质条件、勘查开发工作进展、成果认识，以及下一步

工作计划。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工程院刘斌高级工程师介绍了金石 1 井、金页 1

井、金页 1HF 井下寒武红筇竹寺组页岩储层压裂改造试气技术应用情况。中国地质调

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交流了鄂西宜昌地区页岩气勘查进展与成果认识、鄂阳页 1 井

震旦系陡山沱组分段压裂试气改造方案和下寒武统牛蹄塘组水平井钻探工程地质设计

方案。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及工程院专家高度肯定了油气调查中

心近些年在鄂西地区所取得的页岩气勘查成果，认为鄂西宜昌地区下寒武统牛蹄塘组

和震旦系陡山沱组页岩气重大发现极大了增强了油气企业页岩气勘探开发信心；并认

为鄂阳页 1 井震旦系陡山沱组分段压裂试气、下寒武统牛蹄塘组水平井钻探工程地质

设计依据充分，方案合理。 

会后，张克银副院长高度肯定交流成果，认为此次交流增强了企业页岩气勘查工作

信心，鄂阳页 1 井下寒武统牛蹄塘组、震旦系陡山沱组页岩气重大发现对四川盆地外

围页岩气勘查工作起到方向性的指导作用，并希望油气调查中心在今后的页岩气勘查

工作能够取得更多、更大的成果。翟刚毅副主任对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长期以来的

给予支持表示感谢，并肯定了本次交流成果。他表示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长期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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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盆地开展页岩气勘探开发工作，在井研-犍为区块下寒武红筇竹寺组页岩气勘探开发

成功经验对油气调查中心在鄂西宜昌地区页岩气勘查工作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他要

求油气调查中心的技术人员要多来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来学习交流，同时希望中

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在今后的油气勘查工作给予油气调查中心更多的支持。 

随后，在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王信高级工程师的陪同下，油气

调查中心技术人员前往中国石化西南油气分公司德阳岩心库，开展金石 1井、金页 1井

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钻井岩心观察。通过此次调研，油气调查中心技术人员进一步了解了

下寒武统等古老地层页岩气成藏地质特点，进一步了掌握了页岩气勘查开发关键技术。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2016年 11月 8日）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到涪陵页岩气田调研。11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李凡荣一

行到涪陵页岩气田调研。调研中，李凡荣一行分别到焦页 1号采气平台、焦页 6 号平

台压裂施工现场、涪陵页岩气公司采气中心生产调控中心考察。 

李凡荣对涪陵页岩气田开发建设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肯定。他说，企地合作共

建、责任共担、利益共享的“重庆模式”，对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推

动作用。中国石化在涪陵页岩气开发建设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五大配套技术体系、

“井工厂”生产组织模式、地面工程项目“四化建设”模式、“油公司”管理模式，

为中国页岩气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希望中国石化坚定不移地按照“管好一期、建好

二期、准备三期”的工作思路，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建设百亿立方米涪陵页岩气

田、开创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新局面做出更大贡献。（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年 11月 14

日） 

贵州省推进正安区块页岩气规模开发利用。11月 2日,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

刚主持召开全省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工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正安区块页岩气开发利用

工作。他强调,要抢抓机遇,周密安排部署,加大工作力度,尽快实现正安区块页岩气规

模开发利用,为全省脱贫攻坚、同步小康贡献力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秦如培,副省

长黄家培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省油气资源勘查开发工作推进情况和正安区块页岩气开发利用实施

方案汇报。在听取大家发言后,孙志刚说,贵州页岩气勘查及资源评价关键技术体系与

应用重大科技项目取得重大创新成果,安页 1 井实现重大突破,对贵州未来发展具有重

大意义。他强调,要坚持政府主导,以企业为主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努力实现油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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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利用效益最大化。要充分用好国土资源部委托我省组织拍卖正安页岩气勘查区

块的政策机遇,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精心制定完善出让工作方案,支持符合条件

的省内外优强企业积极参与竞争。要按照“三年落实储量、实现规模开发”的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工作进度,在保护好生态环境前提下,尽早实现正安区

块页岩气规模开发利用。要加强对全省天然气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统筹利用好省内外

天然气资源,为群众生活和企业生产提供便利,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贵州日报，

2016 年 11 月 3 日） 

卓军副巡视员主持召开页岩气勘探开发交流会。为推动岑巩区块页岩气勘探开发

进展，提前谋划解决项目建设面临的问题，10月 27日，省能源局卓军副巡视员主持召

开了页岩气勘探开发交流会。会上，中石化胜利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张煜总经理介绍了公

司页岩气、致密油气的勘探开发技术优势、实践经验和合作方式。铜仁能投公司张凯总

经理分析了岑巩区块页岩气勘探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最后，卓军副巡视员介

绍了我省能源开展情况以及煤层气、页岩气“十三五”的发展规划。并欢迎中石化胜利

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和省内油气企业合作勘探开发页岩气、煤层气资源。贵州天然气能投

公司、贵州东黎城投公司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参加了会议。（贵州能源网，2016年 11月 4日） 

 

国外动态 

EIA：美国 12 月份页岩油产量下降将继续减速。据普氏能源资讯 11 月 15 日纽约

报道，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一（14 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美国页岩油产量在

过去一年半里的持续下降预计将从 11 月份平均每天下降 3 万桶减速到 12 月份平均每

天下降 2 万桶。 

EIA 在其月度钻井生产力报告中说，与 11 月份的 451.8 万桶/天相比，美国 12 月

份页岩油产量估计将在 449.8 万桶/天。 

根据 EIA，美国在 2015 年 3 月份达到了日产 561.8 万桶页岩油峰值。但是，在报

告涉及的 4 个主要页岩生产区中的两个页岩生产区西德克萨斯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二叠

纪页岩探区以及科罗拉多州的奈厄布拉勒页岩探区的页岩油生产预计增加产量，而德

州的鹰滩页岩探区以及北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的巴肯页岩探区的页岩油产量预计下降。

（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 年 11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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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掌握全球天然气，为何放弃油价也能统治全球？美国出口的页岩天然气数量

行将增加一倍,联邦动力管理委员会（FERC）在一份告诉中称，钱尼尔动力公司坐落沙

宾渡头的出口设备如今能够填装液化天然气。据彭博报道，美国出口的页岩天然气数量

即将增加一倍。 

美国此时正加紧建设天然气出口设施，增加天然气出口将给全球市场增添压力，全

球供应过剩必将持续到 2020年。 

EIA上月表明，自从钱尼尔动力公司本年 2月出口第一批天然气后，至今已向全球

12个国家出口了大约 1130亿立方英尺的液化天然气，其间超越一半是出口到南美和加

勒比海，别的最多运往印度和我国，其次是中东（阿联酋、科威特和约旦）、欧洲（葡

萄牙和西班牙）和墨西哥。沙宾渡头现在是美国仅有的液化天然气出口终端，但另外 4

个终端已在建设中。 

除此之外，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口能够使用美国和亚洲之间的气价距离。尽管美国

亨利纽带（Henry Hub）的气价已升至 3美元/百万英热，但德勤（Deloitte）的近来查

询显现，石油和天然气专家们预期到 2020年之前亚洲天然气报价将持续远高于亨利纽

带的报价。81%的受访者以为世界气价将在 5-10美元/百万英热之间。 

除了出口液化天然气，美国也正通过管道向墨西哥运送越来越多的天然气，后者正

用天然气取代石油作为发电燃料。为了抓住机遇，美国的企业正和墨西哥以及加拿大的

公司合作，将在 2017 至 2019年推出更多跨境管道，加大对墨西哥的天然气出口。 

总而言之，不断增加的天然气出口设施将令美国天然气在争夺全球市场份额的道

路上如虎添翼。（中国页岩气网新闻中心，2016年 11月 2日） 

EIA 预计美国今年产气量或 11 年来首次下降。据普氏能源资讯 11 月 8 日华盛顿

报道，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周二（8 日）下调了其对美国本季度和下季度以及今年

全年天然气产量的预测。 

EIA 预测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在 2017 年反弹前将显示一个自 2015 年以来的首次下

降。下调美国天然气需求预测伴随着美国减弱的天然气产量估计。 

EIA 在 11 月份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缩减了其对今年第四季度、明年第一季度以及

今年和明年年平均天然气产量的预测。 

EIA 署长亚当.谢明斯基在展望报告附带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今年的天然气年产

量预计出现 11年来的首次下降，但是，由于钻井活动增加以及新管道连接供应需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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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在 2017年将出现反弹。（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 年 11 月 10 日） 

印尼邀请国际公司投标 3 个非常规天然气区块。11月 15日雅加达报道，印尼能源

和矿业部发言人苏贾特米科周二（15 日）在雅加达说，作为印尼政府满足国内未来需

求努力的一部分，印尼日前已邀请国际公司投标 3个非常规天然气区块。 

发言人说，这 3 个非常规天然气区块包含一个页岩气区块和两个煤层气区块。位

于东加里曼丹省陆上的 BatuAmpar 页岩气区块将通过定期招标对外提供，而位于南苏

门答腊省陆上的 Bungamas 和 Raja两个煤层气区块将通过直接招标提供。 

印尼有两种区块招标机制。根据定期招标制度，政府将提供区块，而感兴趣公司提

交他们的建议。根据直接提供机制，一个对收购某一个不是根据定期招标提供的区块感

兴趣的公司可以向印尼政府表达其兴趣。（中国石化新闻网，2016 年 11 月 15 日） 

 

 综述分析 

贵州绥阳区块页岩气形成富集条件与资源潜力 

一、概述 

贵州绥阳页岩气区块位于贵州省北部，遵义市东北部，隶属于遵义县、绥阳县、

湄潭县行政区内，面积为 1204.53km2。区块所在区域省际级、省级和县级公路、铁路

网络较发达，各县、区、乡均有公路相连，形成互相联结的公路交通网络,南部的乌江

尚可通航（货运），交通十分便利。 

区内地势北高南低，地形起伏大，地貌类型复杂。北部山峰海拔最高 1558m，南

部为切割甚剧的乌江河谷，海拔最低仅 400m 左右，平均海拔为 1000m 左右，相对高

差一般为 200~500m。地貌类型以溶蚀构造地貌（岩溶地貌）分布最广。 

区块内河流较为发育，属长江流域乌江水系，多年平均流量约 73.3m3/s。年可开

发利用水资源 34.6×108m3，地表水资源量约 14.421×108m3。 

   

二、区块地质概况 

（一）区域构造特征 

1. 区域构造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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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阳区块在构造单元划分上属于武陵褶皱带的道真—湄潭构造带（图 1）。该构

造带位于黔北断褶带和彭水-德江褶断带之间，构造展布方向从南至北逐渐由北东向

变为近东西向，该构造带在广西运动形成舒缓隆起的基础上，到泥盆、石炭纪因断裂

作用而继续隆升，致使大部分地区缺失或很少接受泥盆、石炭系的沉积。 

 

图 1 绥阳区块构造位置图 

2. 构造演化 

区块属于扬子地块大地构造单元，与华北地块和华南造山带相邻。扬子地块从晚太

古代开始发育，经晋宁运动形成了基底，发育了很厚的晚元古代至三叠纪以海相为主的

盖层及侏罗纪之后的陆相盖层。晚二叠世在西南部有裂谷活动，中生代以来有较强的构

造变形和岩浆活动。贵州大地构造由上扬子准地台与华南褶皱带“焊接”而成。贵州地

壳在已知约 1400Ma 的地质历史时期中，其构造发展演化大致可分为：武陵期-雪峰期

（Pt2-Pt3）的基底形成阶段；华南期（Nh）的冰期、间冰期阶段；加里东期（Z-S）的被

动陆缘-稳定台地阶段；海西期（D-P）的陆内张裂-台地阶段；印支期（T1-T2）的稳定台

地阶段；燕山期（T3-K1）的陆内河湖沉积阶段；喜山期（K2 以来）山间断陷整体隆升阶

段等 7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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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古代与晚元古代早期扬子准地台武陵运动形成扬子准地台第一个褶皱基底，

其上不整合覆盖晚元古代早期的板溪群、下江群、丹洲群。由复理石碎屑岩和中酸性火

山碎屑复理石组成，属于陆间裂谷浅槽盆地沉积。雪峰运动隆起、掀斜、变质，形成扬

子准地台第二个褶皱基底。但雪峰运动之后二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扬子准地台进入盖

层沉积。加里东构造阶段经过一段稳定时期之后，在地台内部发生了岩石圈的上隆作

用，由此产生东西向褶皱黔中隆起，继而出现了北西向为主的裂陷带，以致发展成广袤

的扩张海盆，并有大规模的玄武岩喷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支运动使这一再生地槽的

发展夭折。燕山运动和喜马拉雅运动使其相继发生褶皱断裂，近期仍处于不断隆升的构

造环境。由上述扬子准地台的简要发展过程看出，它与典型的地台相比较有其一定的稳

定性，也有其相对的活动性。既有某些相似性，又有若干特殊性，故命名为“准地台”。 

3. 区内构造特征 

区块受区域构造应力影响，主要发育近南北向和北东向褶曲构造，区内发育的复式

褶曲构造主要有 7 个。受褶曲构造影响，区内自三叠纪至寒武纪的地层均有出露，主要

出露地层为三叠纪和寒武纪，以灰岩为主，占全区出露地层的 60%以上。区块内地层倾

角大部较平缓，特别是褶曲两翼地层倾角一般 5~25°。区内向斜轴部倾角较为陡峭，

一般在 45~80°，局部地层甚至发生倒转，属较为典型的隔槽式褶曲构造样式。在南东

和北西向挤压应力作用下，区内发育一系列高倾角逆冲断裂和张性正断层，尤其是区域

断裂通过的北西部和南东部断裂构造均较为发育。总体上页岩气赋存地层形成时代较

老，经历多期构造运动。 

（二）区域地层分布 

贵州绥阳页岩气区块区域地层划归扬子地层区黔北—黔中—川南分区遵义南川小

区，赋存有下寒武统、上奥陶统和下志留统三套富有机质页岩地层。根据区域地层出露

及钻孔揭示，区块内地层发育较全，古生物化石丰富。区内大面积出露的地层主要有：

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下统、二叠系、三叠系和第四系，缺失志留系中、上统、泥盆

系、石炭系、侏罗系、白垩系、古近系和新近系（表 1）。由老至新将地层分布和岩石

特征简要叙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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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绥阳页岩气区块构造纲要图 

表 1 贵州绥阳页岩气区块地层分层系统表 

界 系 统 地层名称 代号 

新生界 第四系   Q 

中生界 三叠系 

中统 
狮子山组 T2sh 

松子坎组 T2s 

下统 
茅草铺组 T1m 

夜郎组 T1y 

古生界 二叠系 

上统 
长兴组 P2c 

龙潭组 P2l 

下统 
茅口组 P1m 

栖霞组 P1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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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组 P1l 

志留系 下统 

韩家店组 S1h 

石牛栏组 S1sh 

龙马溪组 S1l 

奥陶系 

上统 

观音桥组 O3g 

五峰组 O3w 

涧草沟组 O3j 

中统 
宝塔组 O2b 

十字铺组 O2sh 

下统 

湄潭组 O1m 

红花园组 O1h 

桐梓组 O1t 

寒武系 

中-上统 娄山关组 ∈2-3ls 

中统 
石冷水组 ∈2s 

高台组 ∈2g 

下统 

清虚洞组 ∈1q 

金顶山组 ∈1j 

明心寺组 ∈1m 

牛蹄塘组 ∈1n 

震旦系 上统 灯影组 Z2d 

（三）沉积环境 

1. 牛蹄塘组 

早寒武世牛蹄塘期，勘查区块及其周缘地区整体下沉，大部分地区演变为陆棚沉积

环境，此时沉积古地貌格局是北西高、南东低，自北西向南东分别由古陆、滨岸、浅水

陆棚、深水陆棚、斜坡及盆地组成。早寒武世的总体沉积背景是早期短暂的快速海进和

缓慢海退，早期为深水陆棚，后期沉积环境逐渐变浅，由早期深水陆棚逐渐向浅水陆棚

及潮坪演化，沉积了一套黑色泥页岩建造。 

牛蹄塘组上部为黑色炭质页岩夹绿色砂质页岩，中部夹黑色粗晶灰岩，下部为黑色

炭质页岩，底部为黑色含磷白云岩、硅质岩及磷块岩，因此认为该区域内牛蹄塘组主要

由黑色炭质页岩组成，为区内最主要的富有机质页岩发育层位。早寒武世牛蹄塘期，随

着海平面的上升，上扬子地区形成缺氧环境，勘查区块内沉积环境主要为深水陆棚相

（图 3）。 



《页岩气动态》2016年第 21期（总第 75期） 

21 

 

 

图 3 川东南-黔北地区早寒武世牛蹄塘期沉积相图（据国土部黔北页岩气选区成果 2012） 

2. 五峰组 

晚奥陶世五峰期，康滇古陆及黔中隆起、川中古隆起等较前期扩大，中上扬子海域

被古隆起围限，为一局限海盆，海域面积缩小。局限浅海相带几乎遍及整个中上扬子沉

积区，沉积的黑色岩系厚度薄且分布稳定，生物以笔石占绝对优势，是扬子地区重要的

生油岩系，区内本组厚约 0~8m，岩性单一，变化不大，岩性主要为黑色炭质页岩、含

粉砂质页岩及硅质页岩。 

3. 龙马溪组 

早志留世龙马溪期是继晚奥陶世以来中上扬子地区盆山格局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

该时期陆块边缘处于挤压、褶皱造山过程，为形成古隆起的高峰阶段。除边缘的川西-

滇中古陆、汉南古陆扩大以外，川中隆起的范围不断扩大，扬子南缘的黔中隆起、武陵

隆起、雪峰隆起和苗岭隆起基本相连形成了大的滇黔桂隆起带。中上扬子克拉通转为由

古隆起带包围的一个局限浅海深水盆地，隆起边缘主要发育潮坪-泻湖相、向中部过渡

为局限浅海陆架（图 4），地层厚度由南往北逐渐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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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川东南-黔北地区早志留世龙马溪期古地理图（据国土部黔北页岩气选区成果 2012） 

勘查区块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主要为一套浅海相的细碎屑岩。岩性主要为灰色薄层

状含云母片钙质粉砂岩、钙质砂岩夹灰绿、灰黑色页岩、炭质泥页岩，下部多为黑色笔

石炭质页岩。沉积环境主要为深水陆棚沉积，部分为浅水陆棚沉积。 

三、研究区地质特征与页岩气成藏地质条件 

（一） 富有机质页岩展布特征 

区内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志留系、二叠系及中生界构成了主要的地层单元。

其中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上奥陶统五峰组与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为本区主要页岩气赋存赋

存层段。 

1.牛蹄塘组 

牛蹄塘组中的富有机质页岩段位于其下部，岩性主要为灰黑-黑色含粉砂-粉砂质炭

质泥岩、页岩，黄铁矿普遍发育。 

牛蹄塘组在区内广泛分布，但地表无出露。通过对区域地层分析及野外地质调查发

现，牛蹄塘组以高炭质泥岩和钙质泥岩为主，见少量生物化石。其中，黑色泥页岩厚约

50m，位于牛蹄塘组下部。结合页岩气野外地质调查及前人研究成果，推测区块牛蹄塘

组富有机质页岩厚度约 40-90m，整体呈由东南向西北增厚的趋势。 

2. 五峰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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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组分布范围较小，岩性单一，变化不大，岩性主要为黑色炭质页岩、含粉砂质

页岩及硅质页岩。五峰组富有机质页岩地表出露厚度较小，全区厚约 0~8m，赋存于向斜

形成的凹陷内。 

3. 龙马溪组 

龙马溪组岩性主要为页岩、泥岩、粉砂岩，颜色下部为深灰色至灰黑色，上部灰、

局部深灰色，泥质含量从上向下逐渐增高。富有机质页岩段位于其下部，岩性主要为灰

黑-黑色炭质页岩为主，含丰富笔石（图 5）。 

龙马溪组主要分布于区块西部和西南部，构造部位位于土坪复向斜和虾子场复向斜

的核部及两翼，赋存面积约 604.8km2，占全区面积的 50.2%。 

龙马溪组在本区露头出露较多，但地表风化严重，多为农田覆盖，暗色页岩出露整

体较差，地层分布不连续，受褶曲构造和剥蚀作用明显，主要目的层段仅在向斜形成的

凹陷内存在，向斜两侧呈对称出现目的层露头，整体呈南北向展布。 

本区龙马溪组地层厚度总体呈北部沉积较厚，向南西方向逐渐减薄。区内厚度多在

30-170m，区块中部郑场及区块南部虾子场一带厚度较薄约 40m 左右，往新舟、徐阳坝

一带呈逐渐增厚的趋势，厚度可达 70-90m，区块北部从郑场至大路槽-洪光坝一线呈逐

渐增厚趋势，厚度可达 170 余米。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段厚度从南往北呈逐渐递增的

图 5 龙马溪组沉积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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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与龙马溪组厚度变化趋势较一致（图 6）。 

 

（二） 富有机质页岩埋藏深度 

1． 牛蹄塘组 

区内牛蹄塘组埋深相对较深，整体呈现自东向西逐步增加的趋势，与北东、北北东

向的主题构造具有很好的耦合性。其中，东部永安背斜、湄潭复背斜一带埋深相对较浅，

埋深小于 1500m。土坪复向斜、虾子场复向斜、徐阳坝向斜一带埋深较深，埋深约

2500~4000m，其中，保和场向斜与新舟向斜轴部及两翼埋深较大，最深达 4000m 以上。

全区整体埋深为 500~4000m 之间。向斜地区地表多出露二叠-三叠系地层，牛蹄塘组埋

深可达 3000m 以上。总体表现为在宽缓背斜埋深较小，向斜埋深大，埋深连续，整体

呈南北向展布（图 7）。 

 

图 6  下志留统龙马溪组厚度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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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下寒武统牛蹄塘组埋深预测图 

 

2. 五峰组 

五峰组富有机质暗色页岩地表出露厚度较小。根据对地表出露地层控制，初步推断

五峰组埋深约小于 2000m。 

3. 龙马溪组 



《页岩气动态》2016年第 21期（总第 75期） 

26 

 

区内龙马溪组地层沿向斜翼部出露，地层分布呈南北向狭长条带状，在背斜部位普

遍剥蚀，出露上寒武统、下奥陶统地层，造成龙马溪组区域勘探纵身较窄。各主要向斜

中，虾子场复向斜、土坪复向斜、徐阳坝向斜核部，龙马溪组埋深较大约 500~1500m，

局部达到 1800m 左右，地表出露三叠系地层。向斜向背斜过度的折转部位，龙马溪组埋

深浅至数百米不等（图 8）。 

 

图 8 下志留统龙马溪组埋深预测图 

（三） 页岩气保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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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赋存于泥页岩中，具有自生、自储，大面积连续成藏的特征，即含气暗色页

岩既是生气层，又是储气层。因此，保存条件对页岩气成藏十分重要。 

1、区内主要目的层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为大规模快速海侵期的沉积，主要为一套深

水陆棚相黑色页岩系，厚度平均 50 余米，分布稳定。底部为致密的黑色硅质页岩、硅

质岩，上部为灰色—深灰绿色炭质页岩，夹灰绿色沙质页岩和钙质页岩，其顶底板均

为好的盖层。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与下伏上震旦统呈平行不整合接触，与上覆明心寺组

整合接触，上下接触关系有利于页岩气的保存。 

2、区内断裂发育虽然复杂，但整体来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对断裂构造影响较大

的几期构造运动为武陵运动、雪峰运动、广西运动和燕山运动。武陵运动和雪峰运动产

生的断裂多为基底断裂。加里东末期的广西运动，对该区断裂影响深远。燕山运动，奠

定了现今所见地质构造和地貌发育的基础。按照断裂走向的差异，可划分南北向、东西

向、北西向、北东向、北北东向五组的断裂体系，每组断裂体系的主要形成期不同。一

般说来，研究区内南北向断层多为挤压性断层，东西向断层多为压扭性断层，北东向和

北西向断层多为压性或压扭性断层，北北东向断层多为扭性断层。由于构造运动的多期

改造，各走向的断层的性质又表现出多样性。 

由于上扬子为构造运动复杂的后期抬隆区，虽然页岩有机地球化学等条件有利，但

地层普遍遭受抬升及后期剥蚀，加之断层十分发育，相当多的为通天断层，保存条件受

到严重影响，可能导致地层总含气量普遍降低。 

（四）地化特征及储层物性特征 

牛蹄塘组黑色页岩发育于浅水陆棚沉积，主要由黑色炭质页岩组成，其中黑色泥岩

厚度大于 40m；有机质丰度高，有机碳含量一般位于 2.5~4.0%之间；有机质类型好，

以腐殖腐泥型（Ⅱ1）为主，次为腐泥型（Ⅰ）；Ro 值一般在 2.0~3.0%之间，处于过成

熟阶段；碎屑矿物含量在 28~87%之间，平均为 61.3%，成分主要为石英和少量的长石；

粘土矿物含量在8~47%之间，平均为31.1%；孔隙度分布范围是2.5~8.6%，平均为4.28%，

孔隙度中等；渗透率分布在 0.0022×10-3μm2~0.0172×10-3μm2，平均为 0.0083×10-3μm2，

渗透率极低，牛蹄塘组地层虽形成时代老，经历多次地质构造运动，但通过区域地质构

造分析，认为区块受多期构造运动影响并相互叠加，构造以褶曲和南北向断裂构造为

主，在向斜向背斜的过渡边坡处，牛蹄塘组黑色泥岩受构造影响较小，地层保存完整，

倾角平缓，可作为区块内评价工作的重点有利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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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页岩气资源潜力分析 

通过区域地质资料分析和野外地质调查，本区主要发育有下寒武统牛蹄塘组、下志

留统龙马溪组及上奥陶统五峰组三套海相黑色富有机质页岩建造。牛蹄塘组、龙马溪组

和五峰组黑色泥岩从成熟度、有机碳含量、碎屑矿物、孔隙度和渗透率等方面均表明页

岩气资源潜力较好。 

1． 龙马溪组、五峰组 

龙马溪组在本区厚度变薄，富有机质页岩厚度一般小于 15m，通过对地层控制，推

断埋深多小于 2000m。五峰组分布范围进一步缩小，厚度 0~8m，埋深也较浅。可在后期

综合勘查过程中，可作为资源赋存潜在层进行综合勘查和评价。 

2． 牛蹄塘组 

区内未见牛蹄塘组出露，结合周边页岩气调查井资料及区域地层分析，推断区内牛

蹄塘组富有机质页岩厚度 40~90m。埋深相对较深，呈从西向东逐渐变薄的趋势，一般大

于 1000m，最深可达 4000m。 

通过本次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对区内地形地貌有了更明确的认识，经室内资料整理、

分析、成图，确定区块地形相对高差较大的山峰区和相对高差较小的坝区。综合各种页

岩气成藏主控因素的分析，结合区块的实际情况，进行页岩气资源潜力分析。 

（1）区块东北部雷家塘-潘家湾-石家寨一带，构造部位位于土坪复向斜东翼及永安

背斜西翼，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平面面积约 41.69km2，有利区内牛蹄塘组地层发育稳定，

富有机质页岩段厚度较大，大于选区标准 30m；牛蹄塘组顶板高程约-2250m~-300m，埋

深约 1000m~3000m，从东向西逐渐增厚；构造发育相对简单，有利区富有机质页岩发育

总体较好，具有一定的保存条件及页岩气勘探潜力。 

（2）区块西北部何家坝-唐家坝-旺草一带，构造部位位于土坪复向斜西翼及老蒲场

背斜东翼，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平面面积约 45.31km2，区内牛蹄塘组地层发育稳定，富

有机质页岩段厚度较大；牛蹄塘组埋深约 2000m~2800m，从西向东逐渐增厚；构造发育

相对简单，有利区富有机质页岩发育总体较好，具有一定的保存条件及页岩气勘探潜力。 

（3）区块西部桐子堡-毛家湾-宋村坝一带，构造部位位于虾子场复向斜西部，地貌

以中低山为主，平面面积约 54.38km2，有利区内牛蹄塘组地层发育稳定，富有机质页岩

段厚度较大，埋深约 1900m~3500m，从北向南逐渐增厚，构造发育相对简单，有利区富

有机质页岩发育总体较好，具有一定的保存条件及页岩气勘探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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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区块南部新居湾-三渡-茅坡一带，构造部位位于徐阳坝向斜两翼，地貌以中低

山为主，平面面积约 65.89km2，有利区内牛蹄塘组地层发育稳定，富有机质页岩段厚度

较大，大于选区标准 30m；埋深约 2400m~3200m，从两翼向向斜轴部逐渐增厚的趋势；

构造发育相对简单，有利区富有机质页岩发育总体较好，具有一定的保存条件及页岩气

勘探潜力。 

（5）区块西南部八节滩-保和场-周家寨一带，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平面面积约

69.95km2，有利区内牛蹄塘组地层发育稳定，富有机质页岩段厚度较大，埋深约

2800m~4100m，从北向南逐渐增厚的趋势；构造发育相中等，有利区富有机质页岩发育

总体较好，具有一定的保存条件及页岩气勘探潜力。 

（6）区块东南部牛场-黄家坝-下寨一带，地貌以中低山为主，平面面积约 48.74km2，

有利区内牛蹄塘组地层发育稳定，富有机质页岩段厚度较大，埋深约 800m~1800m，从

东南向西北逐渐增厚的趋势；构造发育相中等，有利区富有机质页岩发育总体较好，具

有一定的保存条件及页岩气勘探潜力。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张宏达；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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