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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 年）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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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清

洁、高效的能源资源。近几年，美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突破，产

量快速增长，对国际天然气市场及世界能源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世

界主要资源国都加大了对页岩气的勘探开发力度。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推进页岩气等

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为大力推动页岩气勘探开发，增加天

然气资源供应，缓解我国天然气供需矛盾，调整能源结构，促进节

能减排，特制定本规划。

本规划期限为 2011 年至 2015 年，展望到 2020 年。

二、规划基础和背景

（一）发展基础

1、页岩气资源潜力

我国富有机质页岩分布广泛，南方地区、华北地区和新疆塔里

木盆地等发育海相页岩，华北地区、准噶尔盆地、吐哈盆地、鄂尔

多斯盆地、渤海湾盆地和松辽盆地等广泛发育陆相页岩，具备页岩

气成藏条件，资源潜力较大。据专家预测，页岩气可采资源量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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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立方米，超过常规天然气资源。

2、页岩气发展现状

（1）资源调查

我国页岩气资源战略调查工作虽处于起步阶段，但也取得初步

进展。研究和划分了页岩气资源有利远景区，启动和实施了页岩气

资源战略调查项目，初步摸清了我国部分有利区富有机质页岩分

布，确定了主力层系，初步掌握了页岩气基本参数，建立了页岩气

有利目标区优选标准，优选出一批页岩气富集有利区。

（2）资源管理

经国务院批准，2011 年 12 月 3 日，国土资源部已发布新发现

矿种公告，将页岩气作为独立矿种加强管理。针对页岩气的特点和

国外成功经验，明确了“调查先行、规划调控、竞争出让、合同管

理、加快突破”的工作思路；根据已选定的页岩气有利远景区和页

岩气探矿权管理目标，编制了页岩气探矿权设置方案；引入了市场

机制，创新了页岩气资源管理，开展了页岩气探矿权出让招标工作。

（3）勘探现状

我国页岩气勘探工作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及其周缘，鄂尔多斯

盆地、西北地区主要盆地。截至 2011 年底，中石油在川南、滇北

地区优选了威远、长宁、昭通和富顺-永川 4 个有利区块，完钻 11

口评价井，其中 4口直井获得工业气流。中石化在黔东、皖南、川

东北完钻 5口评价井，其中 2 口井获得工业气流，优选了建南和黄

平等有利区块。中海油在皖浙等地区开展了页岩气勘探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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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石油在陕西延安地区 3口井获得陆相页岩气发现。中联煤在山

西沁水盆地提出了寿阳、沁源和晋城三个页岩气有利区。

截至 2011 年底，我国石油企业开展了 15 口页岩气直井压裂试

气，9 口见气，初步掌握了页岩气直井压裂技术，证实了我国具有

页岩气开发前景。完钻两口页岩气水平井威201-H1 和建页 HF-1井。

（4）对外合作

2009 年，与美国签署了《中美关于在页岩气领域开展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就联合开展资源评估、技术合作和政策交流制定了工

作计划。我国石油企业与壳牌公司签订富顺-永川联合评价协议，

与挪威、康菲、BP、雪弗龙、埃克森美孚公司建立联合研究合作意

向，收购了部分国外页岩油气区块权益。

（5）科技攻关

在“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中设立“页

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成立了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

验）中心，以加大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研发力度。

3、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1）资源情况尚不清楚。我国具有页岩气大规模成藏的基本

条件，但尚未系统开展全国范围内页岩气资源调查和评价，资源总

量和分布尚未完全掌握。

（2）关键技术有待突破。页岩气勘探开发需要水平井分段压

裂等专门技术，目前我国尚未完全掌握相关核心技术。

（3）资源管理机制有待完善。页岩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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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需研究制定资源勘探开发准入资质和门槛，以加快其发展。

（4）地面建设条件较差。我国页岩气藏普遍埋藏较深，页岩

气富集区地表地形复杂，人口密集，工程作业困难，经济性较差。

（5）基础设施需要加强。页岩气资源富集区很多集中在中西

部山区，管网建设难度大、成本高，不利于页岩气外输利用和下游

市场开拓。

（6）缺乏鼓励政策。页岩气开发具有初期投入高、产出周期

长，投资回收慢的特点，需要制定页岩气开发的鼓励政策，加快页

岩气产业化。

（二）发展形势

“十二五”时期，加快调整优化能源结构的迫切需求和天然气

管网的快速发展，为我国页岩气大规模开发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

遇。同时，我国页岩气产业化也面临一定挑战。

1、面临的机遇

（1）北美页岩气开发技术基本成熟，为我国发展页岩气提供

了借鉴。北美已形成一套先进有效的页岩气开采技术，这些先进技

术的大规模应用，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单井产量，实现了页岩气低

成本高效开发，为我国页岩气勘探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提供了借

鉴。

（2）天然气需求旺盛，为页岩气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未

来十几年，中国天然气需求将快速增长，天然气需求缺口将逐渐扩

大，发展页岩气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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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然气储运设施不断完善，有利于页岩气的规模开发。

部分页岩气资源富集区已有管网设施，且小型 LNG 和 CNG 技术不断

成熟，为页岩气早期开发和就地利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2、主要挑战

（1）落实资源基础任务重。我国页岩气资源潜力大，但要大

规模勘探开发，尚需确定有利目标区及各地区可采资源量，工作难

度高，资金投入大，实施周期长。

（2）突破关键技术尚需时日。我国页岩气开发尚处于起步阶

段，关键开发技术尚未掌握，突破关键技术尚需要做大量工作。

（3）大规模、多元化投资机制尚未形成。页岩气开发初期投

入较大，在投入产出效益不确定的情况下，投资规模不足将影响页

岩气快速发展。

三、指导方针和目标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创新理念和方法，依靠政策支持、技术进步、体制创新，

加大页岩气勘探开发力度，加快攻克页岩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尽

快落实资源，形成规模产量，推动页岩气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缓解

我国天然气供需矛盾，促进能源结构优化，提高我国天然气供给安

全和能源保障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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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坚持科技创新。用无限的科技潜力，改变有限的资源状况，

通过加大科技攻关和对外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掌握

适应我国资源状况的勘探开发生产和管理技术。

二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要创新理念，在资源开发、市场开拓、

气价、管理等方面创新体制机制，研究制定扶持政策。

三是坚持常规与非常规结合。页岩气和常规天然气分布区多数

重叠，输送和利用方式也相同，页岩气开发利用要给予特殊优惠政

策，与常规天然气有机结合，实现有序发展。

四是坚持自营与对外合作并举。加强自营勘探开发技术攻关的

同时，开展与国外公司的合作，通过对外合作，引进技术，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

五是坚持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页岩气勘探开发过程中要注重

井场集约化建设、地表植被恢复和水资源节约利用，严格钻完井操

作规程和压裂液成分及排放标准，保护生态环境。

（三）发展目标

１、总体目标

到 2015 年，基本完成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与评价，掌握

页岩气资源潜力与分布，优选一批页岩气远景区和有利目标区，建

成一批页岩气勘探开发区，初步实现规模化生产。页岩气勘探开发

关键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主要装备实现自主化生产，形成一系

列国家级页岩气技术标准和规范，建立完善的页岩气产业政策体

系，为“十三五”页岩气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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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具体规划目标

“十二五”期间实现以下规划目标：

（１）基本完成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与评价，初步掌握全

国页岩气资源量及其分布，优选 30～50 个页岩气远景区和 50～80

个有利目标区。

（２）探明页岩气地质储量 6000 亿立方米，可采储量 2000 亿

立方米。2015 年页岩气产量 65 亿立方米。

（3）形成适合我国地质条件的页岩气地质调查与资源评价技

术方法，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及配套装备。

（4）形成我国页岩气调查与评价、资源储量、试验分析与测

试、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技术标准和规范。

四、重点任务

（一）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在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专项中，设置“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

调查评价及有利区优选”项目，将全国陆域划分为上扬子及滇黔桂、

中下扬子及东南、华北及东北、西北和青藏五个大区，开展页岩气

资源和潜力调查评价工作。

1、全国富有机质页岩分布调查

2011 年到 2013 年，分析已有区域地质调查和油气等勘查资料，

实施野外地质调查，开展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勘查和浅井调查，完

成野外剖面实测 50 千米，非地震地球物理勘查 10000 千米，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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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井 200 口，获取各个地区富有机质页岩基础资料，尽快查明我国

陆上富有机质页岩的分布和基本参数，优选页岩气资源远景区。

2、全国页岩气资源潜力调查与评价

以四川盆地及渝东鄂西，滇黔北，黔南桂中，南盘江；湘中-

洞庭，赣西北，苏浙皖；鄂尔多斯，南华北，松辽，渤海湾盆地辽

河坳陷，塔里木，准噶尔，吐哈，三塘湖，柴达木，羌塘，比如等

盆地和地区为重点，兼顾其它地区，部署二维地震 20000 千米，非

地震地球物理勘探 40000 千米，调查井 50 口，获取页岩气的系统

参数，评价资源潜力，基本掌握全国页岩气地质资源量和可采资源

量分布，优选页岩气富集有利目标区，研究总结页岩气富集规律。

建设页岩气调查评价、勘探开发和综合利用一体化示范区，推动页

岩气产业快速形成和发展。

（二）科技攻关

1、页岩气资源评价技术

总结海相和陆相页岩气成藏机理、富集规律，建立不同类型的

页岩气成藏模式，确定页岩气资源评价的关键参数、方法体系和评

价标准，重点研发和形成页岩气分析技术和设备，为查明页岩气资

源情况提供技术支撑。

2、页岩气有利目标优选评价方法

在页岩气富集保存地质条件和分布特征研究基础上，进行技术

适用性和经济性分析，重点开展页岩气储层地质及成藏主控因素研

究，从沉积相、构造演化、埋深条件、有机质含量、热成熟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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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丰度等方面，建立页岩气有利目标优选评价方法和标准，为勘探

部署提供技术支撑。

3、页岩储层地球物理评价技术

在消化吸收国外技术基础上，开展复杂地形和地质条件下，地

震采集和处理解释、页岩气测井识别和储层精细描述等地球物理识

别技术和评价标准研究，逐步形成富含有机质页岩及含气性地球物

理识别关键技术，建立页岩气储层参数识别技术，为确定页岩气“甜

点区”提供技术手段。

4、页岩气水平井钻完井技术

借鉴常规油气藏和低渗透气藏钻完井技术，重点开展页岩气钻

井和固井辅助工具、定向井井眼轨迹优化、长井段水平井优快钻井

及套管完井、适应性油基钻井液体系等研究，不断提高设备适应性、

可靠性和安全性，形成一套适用于我国页岩气地质条件的钻完井技

术。

5、页岩储层改造及提高单井产量技术

研发可钻式桥塞及分段压裂封隔器、3000 型压裂车等装备并实

现国产化，研究同步压裂和微地震裂缝监测等技术；开展新型压裂

液、压裂液处理和再利用、储层伤害机理及保护、分段压裂、长井

段射孔和体积改造等技术攻关，掌握适用于我国页岩气开发的增产

改造核心技术，提高页岩气单井产量。

6、产能预测、井网优化与经济评价技术

跟踪和分析我国页岩气井产能动态，深入研究解吸、扩散和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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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机理，开展不同参数条件下气井产能数值模拟和最终可采储量研

究，形成页岩气开发产能评价技术；结合页岩气井生产特点，开展

不同井网与井距组合条件下的采收率研究，形成井网优化技术；开

展影响经济效益的因素研究，形成页岩气开发经济技术评价指标体

系。

7、编制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规范

编制页岩气地质调查、地震勘探、非地震勘探、微地震、钻井

完井、测井、实验分析测试、储层改造及开发与生产等技术规范和

储量标准。

8、培育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

加快页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攻关，实现自主创新，培育专业

化技术服务公司，降低勘探开发成本，实现跨国服务，培养新的经

济增长点。

（三）页岩气勘探开发布局

页岩气勘探开发以四川、重庆、贵州、湖南、湖北、云南、江

西、安徽、江苏、陕西、河南、辽宁、新疆为重点，建设长宁、威

远、昭通、富顺-永川、鄂西渝东、川西-阆中、川东北、安顺－凯

里、济阳、延安、神府－临兴、沁源、寿阳、芜湖、横山堡、南川、

秀山、辽河东部、岑巩-松桃等 19 个页岩气勘探开发区。

（四）2020 年远景展望

在基本摸清页岩气资源情况、勘探开发技术取得突破基础上，

“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加大投入，大幅度提高 19 个勘探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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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储量和产量规模。同时，大力推进两湖、苏浙皖、鄂尔多斯、南

华北、松辽、准噶尔、吐哈、塔里木、渤海湾等勘探开发，建成新

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区。力争 2020 年产量达到 600-1000 亿立方米。

五、规划实施

（一）保障措施

1、加大国家对页岩气资源调查评价的资金投入

设立页岩气调查评价和勘查国家专项，一是开展页岩气资源调

查评价和潜力评价；二是开展页岩气靶区优选和勘查技术攻关示

范；三是开展页岩气地质理论研究和国际合作交流。

2、加大页岩气勘探开发技术科技攻关

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等，加大对页岩气勘探开发相关技术研

究的支持力度，在“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专项中将“页

岩气勘探开发关键技术”列为重点项目，增设“页岩气勘探开发示

范工程”。加强国家能源页岩气研发（实验）中心和其他页岩气重

点实验室建设，建立高层次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基地。鼓励国内企

业及院所与国外研究机构开展勘探开发关键技术联合研究，通过引

进国外技术服务和开展对外合作等，吸收借鉴国外先进成熟技术，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勘探开发核心技术。

3、建立页岩气勘探开发新机制

加快引入有实力的企业参与页岩气勘探开发，推进投资主体多

元化。同时要制定准入门槛和资质，推动矿权招投标制度、区块退

出机制及合同管理，大幅度提高最低勘查投入，杜绝“跑马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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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象。石油天然气、煤层气矿业权人应综合勘探开发矿业权范围

内页岩气资源。页岩气勘探开发要与其他固体矿产矿业权、整装勘

查区相互衔接，协调处理好矿业权重叠，确保安全生产。从事页岩

气勘探开发的企业，经国土资源部前置性审查，由国家发改委报经

国务院批准后，与国外有经验的公司合作，引进页岩气勘探开发技

术。进一步完善页岩气勘探开发监管机制。

4、落实页岩气产业鼓励政策

参照煤层气财政补贴政策，研究制定页岩气具体补贴政策；依

法取得页岩气探矿权采矿权的矿业权人或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人可

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减免页岩气探矿权和采矿权使用费；对页岩气勘

探开发等鼓励类项目项下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设备（包括随设

备进口的技术），按有关规定免征关税；页岩气出厂价格实行市场

定价；优先用地审批。

5、完善页岩气利用配套基础设施

一是在天然气管网设施比较完善的页岩气勘探开发区，积极建

设气田集输管道，将页岩气输入天然气管网。二是对于远离天然气

管网设施，初期产量较小的勘探开发区，建设小型 LNG 或 CNG 利用

装置，防止放空浪费。三是根据勘探开发进展情况，适时实施建设

页岩气外输管道。

（二）实施机制

1、加强统筹协调

能源主管部门总体负责规划组织实施，其他各有关部门根据职

责尽快落实各项保障措施。建立定期或不定期沟通协调机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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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规划实施过程遇到的各种问题。各公司根据规划确定的目标和

重点任务，落实资金和工作量，并及时上报勘探开发进展。

2、强化规划实施监管

强化规划实施监管，建立规划实施监管机制，掌握各页岩气区

块工作量和产量目标完成情况，对“十二五”目标完成较差的公司，

按规定要求其退出区块面积。

3、建立滚动调整机制

加强页岩气行业技术攻关和勘探开发进展的跟踪分析，掌握规

划实施情况，适时进行规划中期评估。根据规划实施效果和页岩气

行业发展实际，及时调整发展目标和科研攻关及勘探开发任务，研

究制定新的保障措施。

六、社会效益与环保评估

（一）社会效益

页岩气的开发对推动我国科技进步、带动经济发展、改善能源

结构和保障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

1、推动油气勘探理论创新和技术进步。页岩气成藏理论突破

了传统地质学关于油气成藏的认识，有利于开拓页岩油等非常规油

气资源勘探的思路。水平井钻井、分段压裂、同步压裂、微地震监

测和批量工厂化生产等相应的开发技术也可应用到其他非常规油

气的勘探开发。

2、促进改善能源结构。实现页岩气产业化开发，有利于增加

天然气供给，缓解我国天然气供需矛盾，改善能源结构，降低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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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排放，提高我国天然气对外谈判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3、带动基础设施建设。我国部分页岩气勘探开发区交通不便，

管网欠发达。开发这些地区的页岩气资源，对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建

设，促进天然气管网、液化天然气（LNG）、压缩天然气（CNG）等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拉动国民经济发展。作为一项重大能源基础产业，页岩气

开发利用可以拉动钢铁、水泥、化工、装备制造、工程建设等相关

行业和领域的发展，增加就业和税收，促进地方经济乃至国民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

（二）环境评估

1、开发利用页岩气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保护生态环境。

按页岩气的年产量 65 亿立方米计算，与煤炭相比，如果用于发电，

可减少二氧化碳年排放约 1400 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 11.5 万吨、

氮氧化合物排放约 4.3 万吨和烟尘排放约 5.8 万吨。

2、页岩气开发环境保护措施。页岩气开采工艺与常规气大部

分相同，可能产生的环境和生态破坏与常规气基本相同。在页岩气

开发各个环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可有效减少或杜绝可能产生的

各种环境问题。

一是工厂化作业减少地表植被破坏。页岩气开发多采用丛式水

平井群，一个井场可以向不同方向钻多口水平井，大大减少了井场

数量，较好地解决了占地多和地表植被破坏多的问题。

二是压裂液循环利用减少用水量。页岩气压裂用水量比生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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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能量的煤和燃料乙醇要少得多。且出于成本考虑，页岩气压裂液

须多口井循环重复利用，客观上节约大量用水。

三是严格钻完井规程杜绝污染地下水。页岩气井钻井液为天然

气人工合成的油基泥浆，短时间内可自然降解；压裂液主要成份是

水和砂，不足 0.5%的添加剂体系中绝大部分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无毒无害物质。另外，页岩气层比地下饮用水层深很多，且中间夹

有多层不可渗透岩层，压裂液污染地下水的可能性很小。如严格执

行钻完井操作规程，保证套管和固井质量，可彻底杜绝水层污染。

目前，全球尚未发生开采页岩气导致重大地下水污染的事件。

四是加强环保监测实现压裂液无污染排放。压裂开采石油天然

气已有 60 年历史，压裂液成份和排放标准均有严格法规要求。通

过加强日常生产中的环保监测检查，保证压裂液无害排放，防止土

壤和地表水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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