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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内涵与战略地位
赵文智，胡素云，侯连华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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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是利用水平井电加热轻质化技术，将埋深 300～3 000 m 页岩中的重质油、沥青和各类有机
物大规模转化为轻质油和天然气的物理化学过程，可称为“地下炼厂”，在清洁开采、总量规模与产出物品质等方面具
有明显优势。以有机质生排烃机理为基础，研究认为陆相中低成熟度（Ro 值小于 1.0%）富有机质页岩中，滞留液态
烃占总生油量最大比例约 25%、未转化有机质达 40%～100%。适合地下原位转化的富有机质页岩需具备以下条件：页
岩集中段 TOC 值大于 6%，且越高越好；Ro 值为 0.5%～1.0%；厚度大于 15 m；埋深小于 3 000 m、面积大于 50 km2；
页岩段顶底板封闭性好；地层含水率小于 5%等。中国页岩油原位转化潜力巨大，技术可采资源量石油约（700～900）
108 t，天然气约（60～65）1012 m3。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是新时期“进源找油”勘探的重大接替领域，如能实现商
业突破，对中国石油工业的长期稳定乃至跨越式发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图 7 表 4 参 16
关键词：页岩油；原位转化；地下炼厂；技术可采资源量；陆相页岩；滞留烃；中国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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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otation and strategic role of in-situ conversion processing of
shale oil underground in the onshore China
ZHAO Wenzhi, HU Suyun, HOU Lianhua
(R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 Development, PetroChina,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situ conversion processing (ICP) of shale oil underground at the depth ranging from 300 m to 3 000 m is a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cess caused by using horizontal drilling and electric heating technology, which converts heavy oil, bitumen and various
organic matter into light oil and gas in a large scale, which can be called “underground refinery”. ICP has several advantages as in CO2
capture, recoverable resource potential and the quality of hydrocarbon output. Based on the geothermal evolution mechanism of organic
materials established by Tissot et al.,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in the nonmarine organic-rich shale sequence, the amount of liquid
hydrocarbon maintaining in the shale is as high as 25% in the liquid hydrocarbon window stage (Ro less than 1.0%), and the unconverted
organic materials in the shale interval can reach 40% to 100%. The conditions of organic-rich shale suitable for underground in-situ
conversion of shale oil should be satisfi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OC higher than 6%, Ro ranging between 0.5% and 1%, concentrated
thickness of organic-rich shale greater than 15 meters, burial depth less than 3 000 m, covering area bigger than 50 km2, good sealing
condition in both up- and down-contacting sequences and water content smaller than 5%, etc. The shale oil resource in China’s onshore
region is huge. It is estimated with this paper that the technical recoverable resource reaches 7090 billion tons of oil and 6065 trillion
cubic meters of gas. The ICP of shale oil underground is believed to be a fairway to find big oil in the source kitchen in the near future.
And it is also believed to be a milestone to keep China long-term stability of oil and gas sufficient supply by putting ICP of shale oil
underground into real practice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shale oil; in-situ conversion processing; underground refinery; technical recoverable resource; lacustrine organic-rich shale;
residal hydrocarbon; onshor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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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验室数据，提出了页岩油原位转化的内涵、适应条件、
资源潜力与未来发展前景等，指出中国陆相页岩油资

笔者及研究团队基于有机质生排烃机理及已有实

源潜力巨大，如经过先导试验，选好靶区并突破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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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关，对保持中国石油工业长期稳定乃至跨越式发

烃源层系均有泥页岩裂缝型油气藏的发现。如松辽盆

展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地南部吉林探区最早在大安构造上钻探的大 4 井于白

1 研究背景

垩系青山口组泥页岩段获油 2.66 t/d，新北构造钻探的
24 口井于白垩系青山口组、姚家组、嫩一段泥页岩获

中国石油供应安全形势严峻，石油优质储量发现

工业油流并累产超过 3×104 t；北部大庆探区古龙凹陷

和产量稳定均面临挑战：①国内主要含油气盆地石油

钻探的英 12 井等 6 口井于青山口组泥页岩段获工业油

资源探明程度越来越高，发现规模效益储量的难度加

流等。但泥页岩裂缝型油藏总体储、产量规模有限，

大，且新增石油探明储量的品质持续变差，低渗—特

评价工作难以展开，页岩油发展进程缓慢。②直井、

低渗—致密油储量占比达 65%，低丰度—特低丰度储

水平井体积压裂“致密油”主探阶段。2010 年以来，

量占比达 70%[1] ；②国内已开发主力油田稳产难度加

受“页岩油气革命”的影响和启发，长庆、大庆、胜

大，含水率逐年增加，年综合递减率达 5%～6%，新

利、大港等油田不断攻关致密油“甜点区（段）”预测

建产能难以弥补老油田产量递减；③中低油价下石油
企业效益下滑，盈亏平衡油价较高，效益生产压力加
大。2017 年全国石油产量为 1.92×108 t，石油对外依存
度达 67.4%。寻找石油资源接替领域、保障原油稳产甚
至上产、降低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成为保障国家能
源安全的迫切需要。
工程技术领域关键技术的创新，增强了对非常规
油气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和可靠性。
“页岩气革
命”主要是依靠水平井和体积压裂改造技术，通过打
碎地下含天然气页岩地层，进而建立众多的渗流通道，
提高单井产量，实现了页岩气的商业开发利用。将页
岩气商业开发利用技术复制到致密油领域，又成功实
现了对致密油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这场以美国主

评价、钻完井降本提产等关键技术，积极开展成熟—
高成熟页岩砂岩互层段孔隙型石油开发试验技术攻
关，在多层系取得新进展。如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钻
探的孔南 9、官 1608 等 2 口井于古近系孔二段页岩层
系试获高产工业油流，近期完钻的官东 1701 H 和官东
1702 H 两口水平井，水平段页岩油层钻遇率达 96%，
见到良好效果；又如鄂尔多斯盆地宁 148 等 8 口井于
上三叠统长 7 段页岩段获工业油流，松辽盆地古龙凹
陷松页油 1 等 2 口井于青一段页岩段获工业油流，济
阳坳陷 8 口直井、4 口水平井试获工业油流或见到良好
油气显示，江汉盆地古近系潜江组盐间页岩段见良好
油气显示等。从实践看，互层型页岩油展示出有资源
潜力，但存在单井产量低、稳产工艺技术尚不成熟，
仍需持续攻关等问题。③油页岩原位加热转化“人造

导的“页岩油气革命”，改变了全球能源供应版图，对

石油”探索阶段。油页岩是指埋深 300 m 以浅至地表

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2-7]。水平井体积

出露的富含液体石油和尚未转化有机质的页岩地层。

压裂技术，基本解决了成熟—过成熟阶段（Ro 值为

油页岩的地面提炼过程，俗称“人造石油”，在 20 世

1.0%～2.9%）非常规页岩层系中滞留油气资源的大规

纪 40 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就有了，近期油页岩的地

模开发利用问题。然而，有效开发中低成熟度页岩层

面转化又有新探索。2015 年以来，针对松辽盆地青山

系中的油气资源，包括页岩中尚未排出的液态烃和尚

口组油页岩，选择吉林探区开展原位转化技术探索与

未转化的有机物（这些统称为页岩油），也需要有针对

现场先导试验，通过国际合作、钻井岩心分析和现场

性地开发关键技术。页岩油的地下原位转化是最具潜

试验，建立了油页岩原位转化的丰度下限标准，并采

力的接替资源，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利用全球页

用压裂燃烧、化学干馏、临界水等方法，现场试验获

岩数据库资料，估计全球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约

得了少量的人造石油。另外，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12

t，是常规石油资源总量的近 3 倍。依靠钻采

院与壳牌石油公司（以下简称壳牌）连续几年开展合

技术创新，
“页岩油革命”会是油气行业即将来临的一

作，针对鄂尔多斯盆地上三叠统延长组长 7 段富有机

场新革命，并非遥不可及，非常值得期待。

质页岩，以新完钻的 2 口井密闭取心样品分析和岩心

1.4×10

2 页岩油的发展现状
2.1 中国页岩油发展进程
中国页岩油的发展大致经历了 3 个阶段：①早期
的泥页岩裂缝型“常规石油”兼探阶段。2010 年以前，
伴随着松辽、渤海湾以及江汉等盆地规模油气勘探，

热模拟实验为基础，开展了中低成熟度（Ro 值小于
1.0%）页岩油原位加热转化潜力与可行性研究，初步
设计提出了试验开采方案，页岩油原位转化攻关试验
不久将有望进入实施阶段。
2.2 页岩油原位转化技术现状
总体看，壳牌、埃克森美孚、道达尔等多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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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油公司非常重视油页岩资源开发利用，很早就致

岩井 3 口，但钻井岩心分析揭示，吉林省发育的油页

力于油页岩（Ro 值小于 0.5%）原位转化技术研发和现

岩含油率丰度和净地比等参数均低于壳牌原位转化选

[8]

场试验 。目前以壳牌的原位转化技术（ICP，In-situ
[9]

区下限标准，壳牌最终放弃了该项合作。②2014 年众

Conversion Process）最成熟 。从各油公司原位转化技

城公司对吉林省扶余—长春岭青山口组页岩开展油页

术内涵看，小井距水平井（水平井井距 6～20 m）、准

岩原位转化+化学干馏先导试验，初试期间产油 5.20 t，

确控制井眼轨迹技术、加热管、自控温技术与加热方

中试期间产油 8.86 t。③2015 年吉林大学与以色列合

式等是原位转化技术的核心。统计全球 10 余家公司的

作，开展近临界水法（SCW）油页岩原位转化先导试

原位加热方式，主要有 3 种（见表 1）。

验，产出了少量原油。④2013 年以来，中国石油勘探

表1

油页岩原位转化加热方式基本情况表

加热方式

热传导

对流+传导

辐射+传导

开发研究院与壳牌合作，对准噶尔盆地二叠系芦草沟

公司

方法

组页岩和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长 7 段富有机质页岩开

Shell

电加热棒加热

展基础研究，经过近 5 年攻关，在原有技术基础上，

EGL

蒸汽循环管线加热

IEP

燃料电池棒加热

针对中国陆相中低成熟度富有机质页岩特点，研究提

美孚石油

电介质加热

出利用地下“水平井电加热轻质化”高效转化技术，

PetroProbe

热有机气体加热

雪佛龙

热 CO2 气体加热

开发利用页岩油资源。该技术适用于埋深 300～3 000

Mountain West
雷神
LLNL
凤凰石油

热有机气体加热
电磁波
微波加热

壳牌致力油页岩原位加热转化技术研发，已有 20
余年的室内和现场试验历史，累计投入研发经费约 30
亿美元，ICP 技术成熟度已超过 80%，加热工艺与关
键设备等技术难题基本得到解决。目前壳牌利用研发
的技术，已在美国科罗拉多州、加拿大阿尔伯达省、
约旦等地进行了 38 个井组现场试验，基本具备工业化
应用条件。特别是 2003—2005 年间，壳牌在美国绿河

m 的页岩油富集区，有望大大拓展页岩油资源的开发
利用空间。

3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内涵
3.1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最佳成熟度窗口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资源潜力，主要决定于页
岩层系中尚未转化有机质的生烃潜力和已生成尚未排
出的滞留烃数量。显然中低成熟度、髙丰度页岩是原
位转化的理想对象。陆相页岩Ⅰ型、Ⅱ 1 型有机质生烃
模拟实验表明（见图 1），当 Ro 值达到 0.5%时，页岩

页岩 South Mahogany 试验区开展的油页岩原位转化先
导试验取得成功。本次先导试验采用直井井网加热，
方案设计 2 口生产井、16 口加热井，直井垂直井深 93
m，加热层段厚度 38 m。加热过程为缓慢加热升温，
累计加热作业时间 15 个月，累计产油 256 t，标定采收
率 62%。经现场先导试验验证，新的加热器制造工艺
成熟、生产流程配套、技术可行。页岩油原位转化技
术的核心设备是加热管，目前国外已成功研制长度超
过 4 000 m、地下保持恒温 600～800 ℃超长加热管，
平均寿命 5 年以上。与早期的油页岩近地表原位转化
技术相比，无论是核心技术、开采深度、产油率、投
资回报，还是开发利用潜力等，都有明显差异。其中
地下原位转化技术又在污染物排放、地表环境保护等
方面有优势。
国内也非常关注油页岩及中低成熟度页岩油资源
开发利用问题，原位转化技术研究也有新进展。①2005
年吉林省与壳牌合作，成立合资公司开展油页岩原位
转化可行性研究，并在舒兰、敦化、松原等地钻油页

图1

页岩生、排、滞留烃模式 （基于蒂索模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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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机质的转化潜力约为原始生烃潜力的 90%；当 Ro

温度达到峰值（约 330 ℃）[10]，页岩段因热作用发生

值达到 1.0%时，页岩中有机质的转化潜力约为原始生

层理剥离，书页状层间微裂缝大规模形成，页岩段具

烃潜力的 40%；而在 Ro 值为 1.0%左右，滞留烃量达到

备规模储集与输导油气能力（见图 3），气油比进一步

最大值，约占总生烃量的 25%。因此，页岩油原位转

升高，生成的气体中含有大量的 C3S 和 C4S（一种很好

化潜力，除页岩中的有机质丰度外，Ro 值也是影响转

的溶剂），与高温裂解产生的天然气和轻质油相结合，

化潜力的关键因素。对比分析中国、美国和约旦 3 个

使液态烃黏度降低、流动性增强，这样页岩段完全具

地区不同热演化程度的页岩有机质生烃转化潜力（见

备了规模储集油气、允许油气流动的能力，又因持续

图 2），总体上随着 Ro 值增加而降低。随着热演化程度

加热，保持相对恒温，油气不断生成和气油比增高的

增加，页岩中有机质逐步转化成烃类物质，滞留烃量

过程使地层压力可以保压，油气生产过程得以持续，

呈先增后减的变化趋势，其中 Ro 值为 0.5%～1.0%的阶

直至生烃过程中止。整个页岩段原位加热转化过程可

段滞留液态烃数量最大，尚未转化的有机质占比较大，

以达到很高的采收率。

因而是页岩原位转化的最佳成熟度窗口。窗口内滞留
于 页 岩 中 的 液 态 烃 高 达 25% ， 未 转 化 有 机 质 可 达
40%～90%（见图 1）。

图3
图2

不同地区页岩生烃转化潜力

原位转化页岩油的立体模式

因此，页岩油地下原位加热转化，可以实现从高

3.2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内涵

能耗、高污染的“地上炼油厂”模式，发展到优质清

目前已有的调研、实验和现场先导试验均表明，

洁的“地下炼油厂”模式，从而实现页岩油的清洁高

地下原位加热是实现页岩油规模开发利用的最优选

效开发利用。

项。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可称之为“地下炼厂”，是利

3.3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技术优势和适用条件

用水平井电加热轻质化技术，持续对埋深 300～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主要有 3 方面的技术优势。

3 000 m 的富有机质页岩层段加热，使多类有机质发生

一是地下原位转化过程可实现清洁开采。无需水力压

轻质化转化的物理化学过程，其中重油、沥青等有机

裂、占地少、无尾渣废料、无空气污染、基本没有地

物会大规模向轻质油和天然气转化，并将焦炭和 CO2

下水污染，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开采过程对生态环境的

等污染物留在地下，对环境保护是有利的。理论上，

破坏。二是原位转化油气资源采出程度高。原位转化

利用电加热器向地下页岩层注入热量，主要经历 2 个

过程中会产生超压流体系统和微裂缝系统，增加了页

动态演变过程，实现生烃、增压、成储、保压与提高

岩地层的渗流通道、驱动力及高效泄流能力，可实现

采收率的目标：①蓄热生烃增压过程。加热阶段初期，

相当高的原油采出率，最终采出率可达 60%～70%。

页岩段温度缓慢升高，地层压力随热膨胀而增加。当

三是地下原位加热转化的油品质量好。地下高温条件

温度持续上升到一定水平（约 280 ℃）

[10]

，轻烃气和

下，页岩地层中未转化的有机质通过人工加热加速降

石油开始产生。温度进一步升高，气油比变大，页岩

解形成轻质油和天然气；残存于页岩中的重油和沥青

段内流体流动能力显著增加，油气流动生产能力已经

通过热裂解形成低碳数烃，黏度显著降低。

具备。②成储保温保压提高流度过程。加热到后期，

经过多年研究与现场试验探索，适合地下原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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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页岩油，须满足以下 5 个条件：一是页岩集中段

找油”经“下洼找油”到“进源找油”的重大进展 [11-13]，

有机质丰度要高，TOC 平均值大于 6%，而且越大越好，

这会是找油人的“圆梦之旅”，石油工业由此实现的理

另外，有机质类型以Ⅰ、Ⅱ1 型干酪根为好，产液态烃能

论技术创新，将会推动中国油气供应安全发生重大

力强；二是页岩集中段厚度一般大于 15 m，净地比大

改观。

于 0.8；三是页岩热演化程度适中，Ro 值一般为 0.5%～

赋存于页岩层中的液体石油，因页岩本身的孔渗

1.0%；四是埋藏深度、分布面积适宜，埋深小于 3 000

性极差（孔隙度小于 3%，渗透率小于 1×109 m2）而

m，连续分布面积大于 50 km2；五是页岩目的层段具

难以流动，可动油饱和度极低，常规技术难以商业开

有较好的顶底板封闭条件，遮挡层厚度应大于 2 m，断

发利用。地下原位转化技术可以使页岩中的滞留液态

层不发育，且地层含水率小于 5%，不存在活动水。

烃进一步热裂解形成轻质油和天然气，也可以使尚未
转化的有机物发生人造热降解生成油气的过程。因此，

4 页岩油原位转化的战略地位

原位电加热转化技术是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利用的
“杀手锏”技术。

4.1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战略地位
经过近 60 年的勘探开发实践，中国陆上大多数易

基于实验室数据和已有地质资料，本文评价中国

发现又优质的油气藏多数已被找到，且都已投入开发

陆相页岩油资源相当丰富，技术可采石油资源量约

数十年。待发现的常规油气资源还占相当大数量，但

（700～900）×108 t，是中国常规石油技术可采资源总

多数分布在现有理论、技术与资料有价值信息的判读

量的 3～4 倍。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松辽和准噶尔 3

盲区内，需要认识、技术创新与研究精细度提高才能

大坳陷型沉积盆地内，也是中国油气生产的主要油气

找到，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准备。

区。按照现有页岩油气产率数据，结合数值模拟结果，

中国的沉积盆地演化与地质条件决定了中国是一

预测在油价 377～409 美元/m3（60～65 美元/bbl）条件

个非常规油气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且勘探程度比较

下，中国页岩油经济可采资源量约（200～250）× 108 t，

低，只要坚持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非常规油气资源

与中国常规石油技术可采资源总量相当；天然气技术

会在保持中国油气工业持续健康发展中担当重任。页岩

可采资源量约（60～65）×1012 m3，是中国常规天然气

层系中赋存着大量滞留液态烃和未转化有机物，是非

资源总量的 3 倍[14]。其中鄂尔多斯、松辽和准噶尔 3 大

常规石油资源开发利用的重大接替领域。如能实现页

盆地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约（570～680）×108 t（见

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商业开发利用，将实现从“高点

表 2），占陆上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总量的 80%以上。

表2
盆地

层位

鄂尔多斯 延长组 7 段

孔隙度/
%
3～7

Ro /
%

鄂尔多斯、松辽、准噶尔盆地页岩主要地质参数
TOC/
%

0.60～1.00 5～38

厚度/
m

石油技术可采
资源量/108 t

天然气技术可采
资源量/1012 m3

5～30

原油密度/
(gcm3)
0.85

22

400～450

约 30～35

15

120～150

约 9～10

120

50～80

约 4～5

含油
饱和度/%

地层压力
系数

气油比/
(m3m3)

80～90

0.70～1.05

松辽

嫩江组一段

3～8

0.40～0.85 2～12

40～90

1.10～1.80

8～40

0.90

准噶尔

芦草沟组

5～8

0.70～0.95 2～16

80～95

1.20～1.58

1～30

0.92

4.2 页岩油与致密油的主要区别

极低（孔隙度小于 3%，渗透率小于 1×109 m2）；致

本文提到的页岩油，是指埋藏深度大于 300 m 的

密油储集层的孔渗条件相对较好，孔隙度一般大于

中低成熟度（Ro 值小于 1.0%）富有机质页岩层中赋存

6%，多数在 10%以上，但渗透率极低，一般小于 1×103

的石油和多类有机物的统称，包括地下已经形成的石

m2；三是陆相页岩层往往塑性大，脆性矿物含量低，

油烃、沥青和尚未转化的有机物质。而致密油则是指

利用人工压裂改造技术难以形成有效的人造流动通

储集在与生油岩间互分布的致密砂岩和致密碳酸盐岩

道，所以人工改造后的单井初始产量低，单井累计产

地层中的石油。

油量小，无法实现规模商业开采。

页岩油与致密油的主要区别有 3 方面：一是烃类

美国所称的页岩油与致密油与本文所指的页岩油

物质不同。页岩油包含已转化形成的各类烃和未转化

有所不同，美国所指的页岩油实际上相当于本文所称

的各类有机物两部分，是源内自生自储；而致密油全

的致密油。此外，美国的页岩油（致密油）主要产自

部是邻近生油岩中生成并排出的石油，是近源他生自

海相地层，在储集层的连续性、分布面积与累计厚度、

储。二是天然储渗能力不同。页岩油储集层的孔渗都

原油成熟度及油质和油气比等方面均有良好条件（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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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所以单井初始产量高，累计产油量较大。美国

压裂，这些技术适合中国陆相致密油的开采，并不适

页岩油（致密油）的开发主要使用水平井和多段水力

合于页岩油的开发。

表3
国别

中国与美国页岩油地质特征及开采技术差异比较

主要源储组合

运移特点

有机质成熟度

开采技术

中国

髙 丰度烃源岩段，包括已
转化未排出的石油和未
转化有机物两部分

未经运移，属源岩
内部残留有机物

处于未熟—成熟
早期阶段（Ro<1.0%）

水平井+压裂改造
不能开发利用

美国

与高 TOC 烃源岩
呈互层分布

经浓度扩散或
短距离运移

处于湿气阶段
（Ro 值为 1.0%～1.7%）

水平井+压裂改造
可以开发利用

4.3 重点盆地的页岩油资源条件与潜力

动水。首先，从针对长 7 段纯页岩段的 7 口井压裂试

4.3.1 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 7 段页岩油原位转化现实性
最好
按照页岩油原位转化选区条件，鄂尔多斯盆地延

油结果看，均不产水；其次，从页岩层系密闭取心样

长组 7 段页岩可满足原位转化选区标准。

过程中减少能量耗散，提高热能利用率。

品分析结果看，页岩含水饱和度普遍小于 10%、含水
率小于 0.3%（见图 4）。这一特点有助于原位转化加热

①富有机质页岩连续厚度大。据研究长 7 段页

⑥页岩成熟度分布适中。盆地长 7 段页岩有机质

岩段有机质丰度大于 6%的平均厚度为 16 m，最大厚

成熟度分布范围较大，Ro 值为 0.5%～1.3%。但从有机

4

2

度为 60 m，页岩分布面积约 3×10 km ；其中厚度大
4

2

于 20 m 的面积占 50%，约 1.8×10 km ，且分布连续稳
定

[15-16]

质成熟度平面分布看，小于 1.0%的区域面积较大，约
占页岩总分布面积的 90%（见图 5），原位转化潜力大。

。

②有机质丰度高、类型好。长 7 段页岩 TOC 值为

⑦热模拟实验结果显示，长 7 段页岩原位转化潜
力大。两年前在壳牌原位转化实验室完成了 2 组热模

5%～38%，平均值为 13.8%；有机质类型以Ⅰ、Ⅱ 1 型

拟实验：岩心样品的 TOC 值为 23.7%、Ro 值为 0.82%、

干酪根为主；氢指数值较高，最高可达 750 mg/g。统

氢指数值为 347 mg/g，模拟结果是，1 t 页岩的产油量

计表明，长 7 段页岩氢指数值平面上大致可以分为 3

为 36 kg、产气量为 22.5 m3；露头样品的 TOC 值为

个区域，在成熟度相近条件下（Ro 值为 0.8%左右），

24.7%、Ro 值为 0.51%、氢指数值为 405 mg/g，模拟结

西北部地区长 7 段页岩发育区氢指数值最高，平均值

果是，1 t 页岩的产油量为 52 kg、产气量为 26 m3。从

为 550 mg/g；中部地区氢指数值较低，平均值为 350

模拟结果看，生成的油品均为轻质油（见图 6）。基于

mg/g；东南部地区氢指数居中，平均值为 450 mg/g。

实际样品热模拟实验结果，完成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

③页岩层中滞留烃含量大。长 7 段页岩的含油量

中—低成熟度页岩原位转化资源潜力评价，表明盆地

是页岩原位转化潜力的关键参数之一，通过密闭取心

长 7 段页岩地下原位转化石油技术可采资源量约

可以获得准确参数。以近期完成的密闭取心井乐 85 井

（400～450）×108 t、天然气技术可采资源量约（30～

为例，长 7 段页岩 Ro 值为 0.8%，现场测定具有较高含

35）×1012 m3。在油价 377～409 美元/m3（60～65 美元/

量的游离气量，最高为 1.7 m3/t，平均值为 1.0 m3/t；

bbl）时，经济可采资源量约（150～180）×108 t，是该

页岩含油量为 8.80～26.77 mg/g，平均值为 18.70 mg/g，

盆地常规石油技术可采资源量的 4～5 倍，潜力十分巨

其中 C16轻质组分含量平均为 5.54 mg/g，占总含油量

大。

的 31.4%（见图 4）。

壳牌对科罗拉多绿河页岩原位转化现场先导试验

④页岩残余生烃潜力大。TOC 值大于 6%的页岩残

获得成功，不仅验证了地下原位转化加热器制造工艺成

余生烃潜力为 27.53～132.23 mg/g，平均值为 63.88

熟、生产流程配套、技术可行，同时也验证了实验室参

mg/g（见图 4）。

数的合理性、用于资源预测的可行性。对比鄂尔多斯

⑤长 7 段页岩含水饱和度和含水率低、不存在活

盆地长 7 段页岩与科罗拉多绿河页岩，长 7 段页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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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乐 85 井延长组 7 段页岩综合柱状图

含氮量、Ro 值、页岩含水率、活动水以及地面设施等

位转化潜力评价，松辽盆地嫩一段页岩原位转化技术

方面明显优于绿河页岩（见表 4）。因此，有理由相信

可采资源量：石油为（120～150）×10 8 t、天然气为

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原位转化条件比绿河更好。

（9～10）×10 12 m 3 。根据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相似

4.3.2 松辽盆地嫩一段页岩油的基本条件与潜力

性类比，在油价 377～409 美元/m 3 （60～65 美元/

松辽盆地白垩系发育青山口组与嫩江组 2 套烃源

bbl） 条件 下 ，经 济 可 采 资源 量 至 少 为（20～25）×

岩，其中青山口组页岩为大庆长垣世界级大油田的主

108 t。

力烃源岩。对比青山口组与嫩江组烃源岩，青山口组

4.4 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战略意义

烃源岩 TOC 平均值为 3.8%、Ro 值为 0.8%～1.4%；嫩

页岩油可能是石油工业下一个“革命者”，如能率

江组烃源岩 TOC 平均值为 4.5%、Ro 值普遍小于 0.8%，

先在中国实现页岩油商业开发的突破，不论对提高中

成熟度偏低，页岩油原位转化潜力相对更好。

国原油自给保障能力，还是引领世界石油工业未来发

松辽盆地嫩江组一段页岩埋深小于 1 400 m，分布

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面积约 2.5×10 km 。其中 TOC 值大于 6%的页岩集中

①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技术突破，将有效解放潜

段厚度为 8～12 m，TOC 平均值为 7%，分布面积约

力巨大的页岩油资源的开发利用，保障国内原油长期

4

2

2×10 km ，Ro 值为 0.4%～0.8%。对比松辽盆地嫩一段

稳产甚至上产。经过一段时间技术攻关和先导试验准

和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松辽盆地嫩一段页岩氢

备，如技术与经济性有突破，中国页岩油原位转化原

指数值更高，是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的 1.73 倍

油产量可望达到年产油 2×108 t 以上，稳产期可超过 50

（见图 7），页岩油原位转化潜力值得关注。

年。到那时，中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可以从目前的 65%～

4

2

借用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热模拟结果进行原

70%，降至 50%以下，安全性会大大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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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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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模拟实验结果

②页岩油突破的科技含量高，有助于解决低品位
石油储量难以大规模动用的难题。页岩油是石油资源
开发利用最具挑战性的类型，攻克页岩油瓶颈技术，
可以为特低渗乃至致密储集层石油、高黏度石油规模
开发提供可借鉴的技术手段。目前，页岩油地下原位
转化已经引起国际同行的广泛关注，如中国能在页岩
油的规模开发利用方面先行一步，将在改变全球油气
图5

供应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

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 Ro 分布图
表4

页岩/ 生油潜力/ 目标层连
评价
续厚度/m
%

埋深/
m

鄂尔多斯盆地长 73 亚段页岩与科罗拉多绿河页岩主要特征对比
有机质
含硫量
含氮量
类型 （黄铁矿）

Ro/%

页岩
含水率/%

活动水

含盐量/ 热导率/ 与之相邻
%
(W/(mK)) 致密油

基础
设施

绿河

11～13

＞50

600～700

Ⅰ

低

较高

<0.2

3～5

上部有，
下部无

14

1

无

无

长 73
亚段

7～13

10～70

500～
2 500

Ⅱ 1/
I

较高

很低

0.6～1.2

<0.3

无

无

0.86～
0.99

有

齐全







+

+

+

+

+

+

+

优劣

热利用
率高

埋深增加、
早期产 减少水汽 减少水汽 减少盐 略低，井 合采可以 降低先期
热损失
生烃能力 硫化氢处 油品不需
成本可能
油，现金 化热量
化热量 分解热量 距需稍 提高致密 投资，提高
相对较低
略低
理费增加 加氢脱氮
增加
流提前
损耗
损耗
损耗
小一些
油产量
净现值

注：“+”—优（好）；“”—劣（差）；优劣—长 73 亚段页岩与科罗拉多绿河页岩相比

5 结论
基于有机质生排烃演化机理，富有机质页岩中能
成熟并排出母体的液态和气态烃类占页岩有机物总量
的比例很小，相当多的有机物，包括已形成的液态烃、
排烃后留下的重烃/沥青质和尚未转化的未成熟有机
质，都残留在页岩内部，如果能够找到技术手段实现
地下原位转化，就等于在地下建立了数座炼厂，会向
地表输送源源不断、品质优良的油气，同时把污染物
留在地下，实现资源开采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这
正是本文倡导的真谛。
图7

松辽盆地嫩一段与鄂尔多斯盆地长 7 段页岩氢指数
对比图 （HI—氢指数；Tmax—热解峰温）

适宜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页岩需具备以下条
件：①页岩集中段 TOC 值大于 6%，且越高越好，有

2018 年 8 月

赵文智 等：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的内涵与战略地位

机质以Ⅰ和Ⅱ 1 类最优；②Ro 值为 0.5%～1.0%；③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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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石油钻采工艺, 2013, 35(6): 55-59.

2

度大于 15 m；④埋深小于 3 000 m、面积大于 50 km ；

WANG

⑤页岩段顶底板封闭性好；⑥地层含水率小于 5%等。

Enlightenment of American’s oil shale in-situ retorting technology[J].

中国陆相页岩油原位转化资源主要分布在鄂尔多

Youping,

WANG

Yiwei,

MENG

Xianglong,

et

al.

Oil Drilling & Production Technology, 2013, 35(6): 55-59.
[9]

ALPAK F O, VINK J C, GAO G, et al. Techniques for effective

斯、松辽和准噶尔 3 大盆地陆相页岩层系，初步评价

simulation, optimization, and uncertainty quantification of the in-situ

地下原位转化石油技术可采资源量约（700～900）×108

upgrading process[J]. Journal of Unconventional Oil & Gas
Resources, 2013(S3/S4): 1-14.

3

t，油价 377～409 美元/m （60～65 美元/bbl）条件下，
经济可采资源量约（200～250）×108 t，与常规石油技

[10]

saturations during thermal conversion of oil shale[R]. SPE 170733-MS,

术可采资源总量相当；天然气技术可采资源量约（60
～65）×1012 m3，是中国常规天然气资源总量的 3 倍。

KIBODEAUX K R. Evolution of porosity, permeability, and fluid

2014.
[11]

邱中建, 赵文智, 胡素云, 等. 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及其在未来低

其中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 7 段页岩油原位转化现实性

碳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J]. 中国工程科学, 2011, 13(6): 81-87.

最好。

QIU Zhongjian, ZHAO Wenzhi, HU Suyun, et al. The natural gas
resource potential and its important status in the coming low-carbon

推动页岩油地下原位转化先在中国开展工业化试
验、实现商业化突破，对国内石油稳产上产、技术升

economy[J]. China Engineering Sciences, 2011, 13(6): 81-87.
[12]

赵文智, 胡素云, 李建忠, 等. 我国陆上油气勘探领域变化与启

级换代等均有具有革命性的战略意义。国家应该积极

示[J]. 中国石油勘探, 2013, 18(4): 1-10.

关注并给予立项研究和先导试验经费支持。

ZHAO Wenzhi, HU Suyun, LI Jianzhong, et al. Changes and
enlightenment of onshore oil/gas exploration domain in China[J].
China Petroleum Exploration, 2013, 18(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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