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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超美国。

根 据 第 四 次 全 国 油 气 资 源 评 价

统计，我国页岩气资源量为80.4万亿

立方米。直到2014年我国才开始有

页岩气的探明地质储量数据（1068

亿立方米），2018年即超过1万亿立

方米，2019年页岩气新增探明地质

储量为7644.24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513.1%；截至2020年年底，页岩气探

明地质储量突破2万亿立方米，但我国

页岩气的探明率仅有5.72%，仍然处于

勘探开发初期。

非常规天然气发展虽然处于起步

阶段，但勘探开发实践证明，页岩气是

“十四五”期间天然气增储上产的绝对

主力军。以中石油西南油气田为例，该

油田正是“厚积薄发”的典型。2014

年，西南油气田页岩气年产量仅1亿立

方米，2020年，西南油气田年产页岩

气超100亿立方米，成为我国年产气规

模最大的页岩气开发企业，短短6年产

量爆炸式增长了100倍，即使美国“页

岩气革命”也没有这个倍率。

在商业化勘探开发方面，我国页

岩气虽然起步较晚，但自2018年突

破百亿立方米产量以来，连年增长，

2019年页岩气产量为153.84亿立方

米，同比增长41.4%；2020年产量突破

200亿立方米，同比增长超30%，在国

产气占比中首次超过10%。如今，我国

“十四五”期间，天然气消费需

求年均增长量约为200亿～250亿立方

米，预计到2025年，我国天然气表观

消费量约4500亿立方米，“十四五”

末国产气量能达到2500亿立方米，这

中间至少还有2000亿立方米的缺口需

要依赖进口，因此，天然气勘探生产力

度必须加大。而国内常规天然气剩余资

源品质越来越差，勘探开发难度越来越

大，要实现革命性突破就应考虑非常规

天然气——页岩气。

储量多，潜力大
我国常规天然气储量约排在世界

第13位，但页岩气储量却是世界第

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页岩气探明地质储量突破2万亿立方米，但

探明率仅有5.72%，仍然处于勘探开发初期。同时，无论从勘探开发

实践，还是未来市场需求来看，页岩气都是“十四五”期间天然气

增储上产的绝对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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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开发如何突破？
与 北 美 页 岩 气 地 质 成 藏 条 件 相

比，我国页岩气的资源禀赋基础较差，

资源多分布在山区。地表条件复杂造成

钻前工作量和后续地面工程的投资大幅

增长，资源禀赋差异造成的技术和工程

成本增加，以及环保和水资源等生态问

题，客观上降低了中国页岩气开发的经

济效益，但近年来页岩气勘探开发企业

迎难而上，资金投入力度持续加大，技

术也有新突破。

页岩气产能已位居世界第二。

目前，我国已探明的天然气田284

个，但页岩气田只有7个，只占全国气

田数的2.5%，然而2020年页岩气产量

已经超过国产气总量的10%，以如此小

的气田区块数量（面积）占比如此大的

产量比例，在世界上也少见。在如此

短的时间内，探明地质储量6年翻了19

倍，产气量8年翻了200倍，虽然总的

规模产量不及美国，但在增长速度上已

经超越美国，有力实践了习近平总书记

“能源革命”的指示。

借鉴北美页岩气开发的技术和经

验，针对我国页岩气的地质特点，我国

经过十余年勘探开发的实践探索和技术

攻关，形成和发展了页岩气藏精细描述

及综合评价技术、立体开发调整技术、

山地条件下优快钻井与长水平井分段压

裂技术以及气田绿色开发配套技术，这

些都为“十四五”期间页岩气增储上产

提供了保障。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够落地的

新技术首先是页岩油气储层最终采收率

（简称EUR）预测新方法。该方法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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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敏感性测试方法选取岩性和工程参

数相关的主控影响因素，然后利用非线

性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评估EUR与

工程及生产参数的相关性，再在原有模

型的基础上加入岩性参数因子，最后利

用优化后的数据模型测算页岩油气藏区

块的最终采收率，达到增产目的。

其次，海量大数据是页岩气工程多

学科交叉融合一体化的手段。大数据技

术的进步为页岩气工程的信息化、智能

化、数字化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建立

统一的、一体化的页岩气大数据平台，

结合油气勘探储运工程专业的特点，借

助机器自学习、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

法，形成页岩气工程领域大数据生态系

统，对于优化页岩气勘探开发工程作业

参数、提高作业效率和降低作业成本具

有明显效果，也可以达到增产目的。

总体来看，从技术上说，有中国

特色的页岩气开发要靠气藏地质工程

一体优化技术，结合工业4.0能源互联

网，采集页岩气钻探生产参数到云端进

行大数据模拟计算，再加上智能水平井

随钻导向、优化页岩气钻井技术、流固

耦合分段压裂模拟优化、非常规数值模

拟等新技术手段，增储要靠大数据实现

页岩气“甜点”预测，增产要利用长水

平加密切割式体积压裂来实现。通过

“精耕细作”提高单井产量，采用钻加

密井网、补孔压裂等多种方法，实现页

岩气增储上产的有效突破。

政策如何激活市场？
除了核心的勘探技术外，页岩气

的发展还需要政策的引导和激励机制，

二者是产业形成合力的重要抓手。

首先是价格政策改革。2013年，

国家发改委关于调整天然气价格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1246号)中明确规定

“页岩气、煤层气、煤制气出厂价格，

以及液化天然气气源价格放开，由供需

双方协商确定。”延长石油研究院院长

高瑞民曾表示，中国在页岩气开发过程

中，最大的难点就是成本问题。中国页

岩气勘探开发成本要大大高于常规天然

气（与美国相反），在价格没放开前无

论成本多高都只能统一卖一个价，所以

资本投入页岩气的积极性不高，只有当

允许页岩气能卖出高于常规天然气价格

时，才能刺激资本的流入，用于扩大再

生产，推动页岩气产业健康发展、良性

循环。

其次是财税政策改革。资源税方

面，自2018年4月1日至2021年3月31

日，我国对页岩气资源税减征30%。

增值税方面，自2017年7月1日起简并

增值税率，一般纳税人销售或进口页

岩气使用增值税税率从13%降至11%。

2018年5月1日起将11%增值税税率下

调至10%。明确在“十四五”期间继

续给予页岩气开发财政补贴的政策。

2020年7月1日，财政部发布《清洁能

源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页岩气

等非常规天然气开采利用给予奖补，按

照“多增多补”的原则分配，实施期限

为2020年至2024年，到期后还可申请

延期。

此外，页岩气田区块公平开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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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也成为其增储上产的关键节点，对于

页岩气在“十四五”期间的规模化发展

至关重要。

早在2011年年底，原国土资源部

就发布了2011年第30号公告，国务院

批准页岩气为独立矿种，编号为172

号。此举不但有利于打破页岩气资源

被国有垄断企业垄断其勘探开发活

动，还有利于引进外资与民营资本进

入页岩气产业链，促进我国页岩气产

业的快速发展。

2019年，自然资源部下发的《自

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

干事项的意见（试行）》中明确规定：

开放油气勘查开采市场，多渠道引入社

会资金开展油气勘探开发；实行更加严

格区块退出，督促企业加大勘探开发力

度；实行油气探采合一制度，从制度层

面保障企业勘探获得发现后直接进入油

气开采等。

其实，自2011年以来，我国开展

了八次国内油气勘查区块竞争性出让，

其中四轮是页岩气区块竞争性出让。最

近一次是2020年11月，国家自然资源

部和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云平台在其官

网发布了《2020年贵州页岩气探矿权

挂牌出让公告》，对贵州正安中观、

遵义新舟等6个区块的页岩气探矿权进

行挂牌出让。这次出让最小区块面积

为56.819平方千米，最大的区块面积为

159.216平方千米；挂牌起始价最高80

万元，最低仅有29万元。

上述几点对“十四五”期间页岩

气增产的重大意义在于吸引民营资本

进入，只有加大资金投入，产量才能

成正比例增加，例如“十一五”期间

仅中石油一家对天然气产业链的投资

就达到5985亿元，相当于同期实现利

润的125.62%。众所周知，国有资本

在能源领域的比重占90%以上，如能

通过政策引导民营企业向页岩气领域

投资，体现资本的力量，增产是可以

预期的。

最后，油气管网公司针对页岩气

的送出意义重大。洁陵、威远、长宁

（长宁—昭通）等页岩气田在一定

程度上受制于缺少管网或管网输送能

力不足，只能暂缓投产或降低产能生

产，尤其是最近新开发的页岩气田，

地处偏远，周边配套油气基础设施建

设没有跟上，打出来的页岩气输送不

出去。管道建设需经历项目立项、可

行性研究、初步设计、投资计划审

批、安全评价、环境评价、招标建

设、拆迁征地、施工实施等诸多环节

和审批手续，建成需要漫长的时间。

相比之下，美国页岩气革命成功的主

要经验之一就在于美国输气管网非常

发达，因此要抓好页岩气产地周边外

输管道市场配套开发建设。

可喜的是，2019年12月9日国家

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

牌，这是我国油气体制改革的重要成

果。尤其是2020年9月30日正式运行

后，“全国一盘棋”统筹规划、设计、

建设、运行天然气管道，其主要目的就

是做好上下游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及

时把生产的页岩气运出去，更好地服务

于页岩气生产。油气体制改革实现了

产运销分离，彻底公平开放，不仅能

够让“三桶油”的财务预算资本支出

更集中在页岩气勘探及提升产量上，

还能够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页岩气

的勘探开发领域。过去，由于管输通

道的“垄断性”，民营企业很难使用

“三桶油”的管道代输，结果就是投

入高额成本开采出来的页岩气输送不

出去，这必然抑制民营企业对页岩气

勘探开发的投资热情。而现在，国家

管网公司的成立，让民营企业开发的

页岩气可以输送到任何地方，解决了

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后顾之忧。

（作者系中石油天然气销售分公司总调度部
油气储运专业高级工程师）

加强科技创新、产业扶持，促进常

规天然气增产，重点突破页岩气、

煤层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

建成多个百亿立方米级天然气生产

基地。

着力突破油气勘探开发系列关键技

术，加快已探明未动用储量的动

用，加大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

力度，持续完善配套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