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使我
们明确了古龙页岩油要实行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即“六
化”：项目化管理、市场化运行、平台化布井、工厂化作
业、智能化管控、低碳化发展。

2020年 4月 29日古龙页岩油勘探开发会战前线指
挥部成立，按照“加强基础、搞清资源、突出重点、攻关
试验、加快推进”的总体要求，初步完成“十四五”古龙
页岩油勘探开发规划设想，立足齐家-古龙地区轻质
油带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 10亿吨，2025年年产油达
到 100万吨以上，建成大庆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开
发示范区。

2021年中石油集团公司党组会明确提出古龙页岩
油“三个目标任务”：资源可信、技术可行、效益可期。

当时从时间要求、技术水平、生产保障、组织运行
看，尚不具备完成任务的条件。但老铁人有句话“有条
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大庆油田以“起跑
即冲锋”的速度，以目标为导向，与时间赛跑，形成

“12345”高效运行模式。
建立“一项制度”：“无缝衔接”管理制度，倒排运行、

挂图作战、按表推进、时刻对标，全员、全过程、全天候无
条件服从现场运行。

推行“二个机制”：推行创优达标考核机制，单井考
核、完井兑现；推行市场化机制，引入渤海、西部钻探施

工队伍，以外促内、降本增效。
打破“三个常规”：井位、地质、工程设计和现场踏勘

由“串联式”变“并联式”；环评征地执行容缺机制，实行
承诺制，实现大区块环评；钻机、压裂车组连续施工，人
员轮休设备不停。

突出“四个前移”：专家、物料、维保、质检前移，施工
保障和技术保障能力大幅提高。

实施“五个不等”：钻机不等井位、钻井不等钻前、施
工不等设计、压裂不等方案、投产不等地面。

以上一系列措施，使井位设计、钻井地质和工程设
计从 25天缩短为 5天；试油压裂地质工程方案从 13天
缩短为5天；部署设计到环评征地常规组织需要3个月，
现在最快7天上钻，项目整体向前抢出4个月时间。

高峰期 34部钻机、5套压裂车组、2000多人奋战在
页岩油施工现场。战风雪、斗严寒，白+黑、5+2，不讲条
件、不畏困难，再现60多年前石油大会战场景。

目前，关键节点工作量全部完成，储量区直井全面
见油；1号试验区开发先导试验井组12口水平井完成压
裂，进入闷井排液阶段，产量值得期待；第三个节点工作
量全面展开，2号、3号、4号试验区水平井开发先导试验
井组方案已全部完成，正在陆续组织上钻；18口探井、评
价井水平井组织 15部钻机，目前已完钻 12口、正钻 5
口，现场工作井然有序推进。

8.在运营管理规划方面取得了哪些进步？
大庆油田以“起跑即冲锋”的速度，形成了“12345”高效运行模式。

亿吨！又一个大庆！12.68
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

（上接第一版）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大庆油田党委书记、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大庆石油管理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朱国文表示，大庆油田古龙页岩
油勘探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实现了“大庆底下
再找一个大庆”几代大庆石油人的梦想。

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实现重大战略性突
破，是大庆石油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大力提升国内勘探开发力度及大庆油田发
现 60周年贺信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
重大成果，充分体现了大庆石油人肩负起当好
标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重大责任的使命担当，
对大庆油田可持续发展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已逾 60年，面对油田储
采失衡和稳产难的严峻挑战，大庆石油人勇于
探索、攻坚克难，冲破认识禁锢、破解技术瓶颈、
勇闯勘探禁区，创新非常规勘探思路，向源内青
山口组页岩油进军，加强页岩油富集规律研究
和富集层评价以及水平井压裂提产攻关，取得
了页岩油原位成藏理论的重大创新、关键工程

技术的重大突破和勘探实践的重大成果。
在理论认识上取得四项突破性认识。发

现了古龙页岩具有受页理控制的缝孔储集体
系，突破了页岩储层物性差的传统认识；发现
了高粘土页岩源储一体、含油性好，突破了页
岩油主要赋存于砂岩、碳酸盐岩夹层中的传统
认识；发现了古龙页岩生油窗口宽，高成熟阶
段仍可以液态生烃为主，突破了Ro大于 1.3%
以气为主的传统认识；发现了水敏矿物蒙脱石

“消亡线”，突破了高粘土页岩可压性差的传统
认识。这些突破性认识，实现了从陆相页岩

“生”油到陆相页岩“产”油的跨越，实现了从经
典石油地质学运移成藏到高有机质页岩原位
成藏的跨越。

关键工程技术上取得重大进步。配套钻井
提速技术模板使水平段长度从 1500米提高到
2500米，钻井周期从113天缩短到18.8天；形成
大庆特色“逆混合、限流射孔、复合提产”压裂主
体工艺，创新发展复合提采技术，历时 33天完
成12口水平井381段压裂，工厂化施工能力、施

工规模实现新的提升，日压裂段数从3.5段提高
到最高8.2段，压裂施工时效提高50%。

通过探索控压放喷、提早下泵等生产制度，
古页油平 1、松页油 1HF等井见油生产一年多
以来运行平稳，充分展现了大庆古龙页岩油具
备较好的稳产能力。同时，也要客观认识到，陆
相页岩油作为一种非常规资源类型，勘探开发
还面临一系列理论、技术、成本、效益等方面新
的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科技攻关和管理创新，
实现大庆页岩油规模有效开发。

据悉，大庆油田把古龙页岩油作为重要战
略领域，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正全力加快推
进各项工作。2021年将实施 100口井，已完钻
58口井，试油 27口井，已有 25口井见油，17口
井获工业油气流。目前正按“项目化管理、市场
化运行、平台化布井、工厂化作业、智能化管控、
低碳化发展”全新模式，开展开发先导试验，积
极推动大庆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建
设。“十四五”将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 10亿
吨，页岩油年产量达到100万吨以上。

10问10答古龙页岩油
大庆油田专家何文渊权威详解

（上接第一版）
2.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
很有可能解决我国能源供给的燃眉之急。

从大庆油田发现以后，中国七大盆地的石
油勘探到 2020年基本上进入中期或者说中期
靠后的阶段。大庆油田常规油气资源探明率大
致已经达到了 62.7%。而对于一个盆地来说，
探明率达到60%，就被认为进入了勘探的后期，
对找油、尤其是找到大规模的油基本不抱希望，
只能是维持或者降产。

目前中国东部地区的陆上油气勘探就遇到
了这样的问题，大庆油田、胜利油田、任丘油田等
都面临这样的状况。大家在搞精细勘探的同时，
已经把目光都投向了中国西部，包括准噶尔盆
地、塔里木盆地。但是西部地区以气为主的特
点，导致东部地区大油田的降产，西部地区完全
不能承接。我们整个国家石油产量从2015年的
2.15亿吨，至2018年下降到1.87亿吨。

中国工程院曾经做过预测，2亿吨油是我
们基础性的供给，一定要保证，要不然国家能源
安全会岌岌可危。维持 2亿吨油的供给，才能
保证基础的工业，包括军工生产的正常运转。

而此次大庆古龙页岩油重大突破，很有可
能解决我国能源供给的燃眉之急，并有可能使
我国石油的产量上升到比2.15亿吨更高的一个
台阶。

3.预测产量能够达到多少？
将成为大庆百年油田年产量3000万吨的

最重要接替资源，并且能有一定规模的上升。

中国石油产量历史最高峰就是 2015年的
2.15亿吨，随后就出现了下降趋势。2018年产
量降至 1.87亿吨，2020年尚未回升至 2亿吨。
而页岩油能够在降产的形势下实现产量回升，
并且有可能成为突破历史高点的最现实的资
源。

对将来产量有各种预测。页岩油有两类，
一类是中-高成熟度，一类是中-低成熟度。如
果说中-高成熟度都能够突破的话，现在以大
庆古龙页岩油为代表，我们对产量回升到 2.15
亿吨以上充满了期待。如果中-低成熟度能够
突破的话，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地质与油气勘
探专家赵文智预测，我们国家的产量应该上到
近3亿吨。

通过这次发现，我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引领
大庆油田的产量，立足年产量 3000万吨，并且
能有一定规模的上升。等大庆油田真正成为百
年油田的时候，这些资源也将成为最重要接替
资源，成为 3000万吨稳定的基础，百年油田的
保障。

4.大庆古龙页岩油有什么特点？
陆相页岩油，较大庆常规原油具有更高的

经济价值。

我国页岩油主要为陆相页岩油，按照储集
特征划分为夹层型、混积型和页理型。大庆古
龙页岩油为页理型页岩油，页岩岩性纯，主要由
粒度小于 0.0039mm的粘土矿物组成，岩性细
腻，肉眼可见的纹层不发育，是泥级纯页岩。

古龙页岩油颜色为草绿色，特点是油质轻、
密度低、粘度低，每吨页岩油经加工、分离后可
得轻烃占 27%，较大庆常规原油具有更高的经
济价值。

5.与美国页岩油有何不同？
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之前任何一个已经开发的油田。

在页岩油方面，美国号称走在世界最前面。它从上世纪70
年代就开始研究页岩油，产量从最高的超5亿吨下降到2.75亿
吨。美国的页岩油以海相为主，在最早期突破的时候叫做
shale oil、shale gas（页岩油、页岩气）。但是到2009年之后，他们
改叫做 tight oil，也就是致密砂岩油或者致密油。所以它真正
针对的对象是致密储层里面的砂岩或者说混积岩或者碳酸盐
岩。

大庆古龙页岩油完全不同于世界上之前任何一个已经开
发的油田。首先是岩性细腻，整个岩石颗粒的大小就是
0.0039mm以下。第二点是基本上以黏土矿物作为主要的骨
架，这在别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点，美国的油都是经
过局部运移以后富集的。我们这套页岩油是生下来之后就待
在那的。做个形象的比喻：在这之前所有的油都是把女孩嫁出
去的，进到别人家去了；古龙页岩油却是大胖小子就生在自己
家里的，没动、没有富集的过程。

以前大家都认为这种情况可能没有孔隙度和渗透性、没有
富集的过程、压裂也不成功，所以工程技术改造难度极大。正
是基于这几点，大家长期不关注，也不重视。

6.勘探开发大庆古龙页岩油，在理论上取得了哪些重大突
破？

颠覆了石油地质学理论。石油地质学教材，按照古龙页岩
油来评判很多急需丰富和发展。

面对已有理论体系和国际大公司“获得商业油流的风险非
常高，不存在已知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类似湖相页岩区块”的
结论，大庆油田创新陆相页岩产油理论，取得颠覆性认识和突
破。突破了页岩高黏土含量不能高产的桎梏，突破了松辽盆地
低气油比传统认知，发现了水敏矿物蒙脱石“消亡线”，发现了
页岩储层较其中的砂岩、碳酸盐岩具有更高孔渗性，实现了从
陆相页岩“生”油到陆相页岩“产”油的历史性跨越。

应该说研究古龙页岩油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是创新，我们每
走一小步，科学上就是一大步。很多东西都是颠覆石油地质学
理论的。石油地质学教材，按照古龙页岩油来评判很多急需丰
富和发展。

首先细粒的沉积物当中居然孕育着比较大的孔隙度，也就
是有储油的空间，这一点超乎很多人的想象。

第二点，这种分散的滞留的，可以通过人工压裂的方式造
成局部的富集和局部的高产，大家也没有想过。

第三点，压裂和钻井工艺的创新，应该说谁都没有想到。
我们用一年时间，从113天打成了一口井，到我们目前18.8天左
右能够打成一口高效的井，我们自己都感觉进步很神速。最早
期的时候需要用8万方液体才能带进去3000方砂子，现在我们
基本实现了 5万方液体带进去 5000方砂子。只要砂子能够支
撑住，人工油藏就能造得好，将来肯定能够形成比较高的产量。

前不久，四川盆地探区平安1井应用大庆古龙页岩油的观
点、方法及大庆钻探和压裂试油的技术、工艺，在侏罗系凉高山
组页岩测试获得超百方油、十万方气的高产油气流，在四川盆
地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

7.在技术上取得了哪些重大突破？
大庆古龙页岩油在国外根本不是勘探开发的对象。

不同于国内外已经成功开发的页岩油，大庆古龙页岩油具
有独特的地质特征，石油富集在陆相纯页岩中，黏土矿物含量
高达 35%，根本不是勘探开发的对象。古龙页岩页理极其发
育，钻井过程中井壁剥落严重。页岩油主要赋存层理页理缝
内，平面流动性差，纵向无流动，运移困难。人工裂缝易沿层理
启裂和延伸，裂缝高度受限。这种打不成、压不开、伸不远的油
藏，没有现成的理论、技术和经验可以借鉴。

事实证明，我们取得了成功，从打不成，到打得好、打得
快。配套钻井提速技术模板使水平段长度从 1500米提高到
2500米，钻井周期从 113天缩短到 18.8天；从压不进到以液带
砂、压得均匀，突破非常规改造思路，形成人工就地成藏理念。
考虑页岩油流动性较差，以张开缝和填砂缝接触的页岩油为基
础，以游离气和二氧化碳气体为动力，以人工填砂空间为储集
层，就地建立人工油藏。形成“逆混合、限流射孔、复合提产”压
裂主体工艺，历时33天完成1号试验井组12口水平井381段压
裂，施工参数已达到并超过中石油压裂技术 2.0指标。工厂化
施工能力、施工规模实现新的提升，日压裂段数从3.5段提高到
8.2段，平均泵注效率从41%提升至61%，提效50%，已成功赶超
北美水平（54%-57%）。

目前从内部和外界，以及了解我们的外国公司来了之后再
传递给美国人的一些信息，他们都觉得不可思
议。美国很高水平的、最顶尖的业界科学家都觉
得不可思议。我们的每一项创新都是世界领
先。首先是突破了人的思维，这个是能够想
到的极限；第二是突破了速度的极限；第三
是突破了压进去这种技术的极限。

目前正在生产的几口井一直保持稳产的特征，递减
很小。对于第一年要递减 50%-80%美国致密油的生产
特征，在我们应用上没有完全得到体现。下一步我们可
能还会有一些提高采收率的方式，使得页岩油能够尽可
能多采出。

目前看来，国内大多数油藏都过了打一口直井就能
够获得高产的状态，非常规开采也就会越来越多。有人
疑虑，非常规就是非常贵的代名词。以前打一口井，自
喷就能求产。现在打一口井，可能还是水平井，还要搞
体积压裂，还要打进去砂子，还要打进去液体，把砂子带
进去，这样有很多额外的投资，显得投资成本相当高。

国际油价目前将近70美元，按照45美元作为盈亏平

衡点来进行衡量，我们认为可以控制成本。首先是提高
钻速，因为技术已经非同日而语。以前在我们大庆打一
口直井也需要30天，现在打一口水平井18.8天。第二通
过提高效率，比如说压裂，尽可能把有效的技术支撑在关
键地方提高单井产量。我们实施“钻井双提、压裂三提”，
钻井是提速、提质，压裂是提效、提质、提产，通过产量的
提高来降低每桶油的成本。现在我们基本上通过努力，
争取能够实现45美元每桶盈亏平衡点，并且有一定的收
益，对油田目前正在生产的油实现效益的正向拉动。

如果说“非常规”是“非常贵”的代名词，是过去世界
普遍规律的话，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下一步“大庆非常
规”不一定非常贵。

第一，最直接的就是对大庆市的影响。大庆市去年
年底的时候，为了完成工业产值和GDP，需要大庆油田
再增产2万吨，所以可见大庆市对油田产量的需求是很
大的。而如果页岩油能够开发成功，那就不是一个2万
吨，是 100个 2万吨；如果从远期来看，技术成熟后是
1000个 2万吨。所以说对于大庆经济的拉动和黑龙江
的振兴发展，从GDP和产值上来说影响显而易见。

第二，产业链得到延伸。轻烃是做化工的主要原
料，以前的油都是以高分子的长链的黑油为主，轻烃很
少，使用时得下力气把它熔断。断链需要消耗能量，那
就是钱。而目前古龙页岩油整个的油区，它的主碳是在
碳12到碳15，是短链的。首先这种油品是轻质油，品质
非常好，第二还含有大量的轻烃，无论是做乙烷和相关
的化工原料都是必不可缺的。这就必然会促进黑龙江
省产业链的延伸，如果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乙烯或者丙
烯等相关的原料产业，带来的经济价值肯定是不可估量
的。

第三，可能会产生一个科学高地的概念。大家都知
道世界石油中心之前在美国，因为美国搞成了页岩油，
全球搞石油的人才趋之若鹜。

钻探工程公司运输一公司在古龙页岩油 1号试验

区进行搬家工作。
大庆第一次石油会战没有形成科学高地的概念，因

为当时找到的还是常规油，是世界上最经典的一种类
型。而目前面临的是从 0到 1的东西，所以会产生科学
高地，真正形成人才集中。

最近东北石油大学花了 1000多万引进了一批人
才，有三位从美国和澳大利亚回来的很成功的石油专家
已经落户、入职，他们愿意抛弃国外的很多资源和教授
头衔，跑到东北石油大学来当教授，他们提出的唯一的
要求就是参与古龙页岩油。

包括原来出去的一些院士专家，也都想回流到大
庆，他们对科学充满了好奇，他们已经不愁名利了，为什
么愿意回到大庆来？就是因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孕育着
神奇的油藏。我也是“庆漂”，从北京漂过来的，也是对
古龙页岩油充满了好奇，这里面孕育着巨大的科学意义
和科学发现。

一个地区的发展，最大的高地就是科学高地。科学
高地吸引人才，一旦有了人才，对于经济的拉动不言而
喻。而且对于全国来说，类似的油藏可能还会有更大的
收获。辐射效应和传播效应，在科学上远远大于石油自
身带来的产值。

10.大庆古龙页岩油的勘探开发成功，对黑龙江省振兴有何重大意义？
对于大庆经济的拉动和黑龙江的振兴发展，从GDP和产值上来说影响显而易见。尤其会产生科学高地，真

正形成人才集中。

9.如何避免非常规开采“递减快、成本高”这两大陷阱？
目前基本上保持产量稳定，递减很小。相信通过努力，非常规不一定非常贵。

采油三厂员工在检采油三厂员工在检修中进行皮带更换修中进行皮带更换。。

大庆油田油井大庆油田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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