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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中国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的归口管理技术组织 ，负

责研究建立页岩气全产业链技术标准体系 ，开展页岩气通用及基础标准研制等相关标准化工作 。在中

国 ，页岩气是新兴产业 ，与页岩气产业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刚处于起步阶段 ，更没有建立页岩气

技术标准体系 。为了页岩气产业健康 、快速发展 ，国家对页岩气开发企业的监管有标准可依 ，助推页岩

气开发中小企业取长补短 ，快速复制页岩气开发技术 ，需要制订页岩气全产业链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标准

体系 。为此 ，介绍了中国页岩气标准技术现状 ，重点阐述了页岩气技术标准制订对促进页岩气技术进步

的作用 、意义 ，标准体系存在的不足 ，以及标准制订的下一步发展方向 。依据能源局下达的页岩气技术

标准体系表 ，目前国家能源局已经发布实施了 ２９项页岩气国家和行业标准 ，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已完成 ４８项页岩气技术标准制订 ，并正在组织制订 ２项页岩气技术标准 。这些标准的制订和

发布实施将有力支撑中国页岩气产业的快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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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 of Shale Gas is a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in shale gas
standardization ，which mainly engag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and
standardization work in the study of general and basic shale standards and so on ．In this paper ，the
basis ，objective ，principle ， professional division of established technical standard system ， planning
standards and the stat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technology standards are reported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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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ical standards ． these standards were formulated and implemented will effectively suppor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hale gas industr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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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中国页岩气快速发展对标准化的需要 ，国

家能源局批准成立了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主要负责研究建立页岩气全产业链技术标准体系 ，

开展页岩气通用及基础标准研制 ，共同开展页岩气某

一专业领域标准制修订等相关标准化工作 。页岩气标

准体系表是页岩气行业制修订标准的蓝图 ，体系表是

一个开放的体系表 ，由国家能源局对其进行动态管理 ，

并随着页岩气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充实 ，２０１３年

国家能源局下达了页岩气技术标准体系表［１］
。

1  中国页岩气技术标准现状

1 ．1  页岩气技术标准体系各专业规划标准概况
页岩气技术标准体系以需求导向 、用户导向 、避繁

就简 、与时俱进 、先进适用 、统一规范 、层次合理 、协调

配套 、国际接轨为原则 ，建立覆盖页岩气全产业链的技

术标准综合体系 。规划制订的国家和行业标准共计

８４项 ，其中制订 GB 国家标准 ３１ 项 ，NB 行业标准 ５３

项［２］
，具体见图 １ 。

1 ．2  中国页岩气技术标准的制定现状
围绕能源局 ２０１３年下达的页岩气标准体系表 ，能

源行业页岩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开展了标准制订及标

准研究工作 ，已累计完成制订页岩气技术标准 ４８项 ，

正在制定 ２项 。

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 、２０１６年 １２月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准

发布了 NB／T 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１５《页岩气藏描述技术规范》

等 ２６项能源行业标准 。加上其他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组织制定的有关页岩气的 １项国家标准和 ２项石油天

然气行业标准 ，共 ２９项页岩气标准已经发布实施（见

表 １） 。

2  对页岩气技术标准体系的认识

页岩气属于非常规天然气 ，２０１１年 １２ 月 ，国土资

源部发布公告 ，将页岩气作为新的独立矿种予以管理 。

其勘探开发程序 、分析实验方法 、储层评价参数 、储量

表 1  已发布页岩气标准统计表
Table 1  The industry standards of shale gas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１  NB／T １４００３  ．２ － ２０１６
页岩气 压裂液 第 ２ 部分 ：降阻剂性
能指标及测试方法

２  NB／T １４００２  ．６ － ２０１６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 ６ 部分 ：水平井
分簇射孔作业要求

３  NB／T １４００２  ．５ － ２０１６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 ５ 部分 ：水平井
钻磨桥塞作业要求

４  NB／T １４００４  ．２ － ２０１６
页岩气 固井工程 第 ２ 部分 水泥浆
技术要求和评价方法

５  NB／T １４００９ － ２０１６ ˇ页岩气 钻井液使用推荐作法 油基
钻井液

６  NB／T １４０１０ － ２０１６ ˇ页岩气丛式井组水平井安全钻井及
井眼质量控制推荐做法

７  NB／T １４０１２  ．２ － ２０１６
页岩气工厂化作业推荐做法 第 ２

部分 ：钻井

８  NB／T １４００４  ．３ － ２０１６
页岩气 固井工程 第 ３ 部分 质量监
督及验收要求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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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９  NB／T １４０１８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水平井井位设计技术要求

１０  NB／T １４０１９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水平井钻井工程设计推荐作
法

１１  NB／T １４０１７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录井技术规范

１２  NB／T １４０１４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井试气技术规范

１３  NB／T １４０１５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开发动态分析技术规范

１４  NB／T １４０１６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开发评价资料录取技术要求

１５  NB／T １４０１３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井生产数据试井解释规范

１６  NB／T １４０１１ － ２０１６ s页岩气地震资料处理解释和预测技
术规范

１７  NB／T 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１５ s页岩气藏描述技术规范

１８  NB／T １４００２ T．１ － ２０１５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 １ 部分 ：压裂设
计规范

１９  NB／T １４００５ － ２０１５ s页岩气开发概念设计编制规范

２０  NB／T １４００６ － ２０１５ s页岩气气田集输工程设计规范

２１  NB／T １４００４ T．１ － ２０１５
页岩气 固井工程 第 １ 部分 ：技术规
范

２２  NB／T １４００２ T．４ － ２０１５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 ４ 部分 ：水平井
泵送桥塞-射孔联作技术推荐作法

２３  NB／T １４００８ － ２０１５ s页岩全孔径分布的测定 压汞-吸附
联合法

２４  NB／T １４００２ T．３ － ２０１５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 ３ 部分 ：压裂返
排液回收和处理方法

２５  NB／T １４００３ T．１ － ２０１５
页岩气 压裂液 第 １ 部分 ：滑溜水性
能指标及评价方法

２６  NB／T １４００７ － ２０１５ s页岩气资源评价技术规范

２７  SY ／T ６９４０ － ２０１３ [页岩含气量测定方法

２８  SY ／T ６９９４ － ２０１４ [页岩气 测井资料处理与解释规范

２９  GB／T ３３２９６ － ２０１６ r页岩气技术要求和实验方法

计算方法 、产能评价方法 、开发方案编制都与常规气藏

不同 。页岩气一般采用水平井组多段压裂 ，一般一个

井组 ６ ～ ８口水平井 ，一口水平井使用（２ ～ ４） × １０
４ m３

压裂液 ，目前最高压裂段数达 ２９段 。常规气藏一般采

用直井 、单层压裂开发技术 。页岩气开发用水量大 ，页

岩气开发的环境保护方面国家 、社会关注度高［３］
。同

时 ，页岩气在国际上也是新兴产业 ，与页岩气产业相关

的国际标准和世界知名协会标准刚刚处于发展的起步

阶段 。因此 ，应尽快针对页岩气勘探开发中的特色技

术独立形成标准和标准体系 。

为了标准制订和管理的专业化 ，页岩标准体系依

据页岩气勘探开发的基本流程将标准划分为地质分

析 、地质评价 、钻完井工艺 、储层改造 、气藏开发 、地面

建设 、安全环保 、经济评价 ８ 个专业及通用基础标

准［４-１１］
，如图 ２所示 。

  地质分析专业标准解决在页岩含气性 、页岩储层

物性 、岩石力学性质等方面存在的分析实验能力不完

善的问题 。地质评价专业标准解决页岩气资源评价 、

地震资料分析 、储量计算和产能预测需求 。钻完井专

业要建立页岩气水平井钻完井技术标准体系 ，提高钻

完井效率 ，最大程度地开发利用储层 ，降低页岩气开发

综合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 。储层改造专业标准针对控

制页岩压裂对地层 、地下水 、地面水的影响 ，提高页岩

压裂作业效率和经济技术可行性 。气藏开发专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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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页岩气藏开发可行性 、地质描述 、动态分析 ，保证

页岩气藏开发科学有序 。地面建设专业标准针对页岩

气开发井场工艺特点 、集输管网布局及处理工艺特点 ，

保证页岩气田地面集输工程建设安全 、有效 。安全环

保专业标准针对页岩气开发水资源使用量大 ，返排液

处理困难等 ，解决页岩气勘探开发对地下水资源体系 、

地面水资源体系和地层 、地表的影响评价 ，以及噪音污

染 、地层污染 、地面污染 、水资源污染和浪费 、液固污染

物等环保问题 。经济评价专业标准解决页岩气开发中

的效益评价 、经济评价 ，为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技术经济

性提供评价手段 。

页岩气标准体系是国家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 。 在《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中 ，重点提出了优化 、完善页岩气地质选区及评价

技术 、深层水平井钻完井技术 、深层水平井多段压裂技

术 、页岩气开发优化技术 、页岩气开采环境评价及保护

技术等五方面技术标准的要求 。 通过 ３ 年的制订工

作 ，页岩气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开始起步并快速发展 ，目

前已经开展了页岩气相关标准制订 ５０项 ，发布 ２９项 ，

页岩气勘探开发系列核心技术标准已基本建立 ，初步

满足了页岩气勘探开发的技术需求 。四川长宁-威远

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重庆涪陵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

已实现商业开采［１２-１３］
，有力支撑了中国页岩气产业的

健康发展 。

3  讨论与建议

建立我国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体系是国家新矿种

页岩气的发展要求 ，以国家《页岩气发展规划（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和《页岩气产业政策》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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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订页岩气标

准的原则是 ：现行常规油气标准能用于页岩气行业的 ，

直接采用 ；仅与常规油气技术标准有较小差异性的标

准 ，转至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进行修订 ，不制订新标

准 ；新制订的页岩气标准与常规油气技术标准有较大

差异 ，是页岩气技术特色的标准 。近期 ，将重点关注页

岩气水平井钻完井 、储层改造 、油基泥浆处理 、返排液

回注与处理等特色标准 ，页岩气产业急需标准的制订 ，

加强页岩气开发生产过程监管 。

3 ．1  地质分析专业
地质分析专业已发布了 NB／T １４００８ － ２０１５《页

岩全孔径结构的测定 压汞-吸附联合法》与 SY／T
６９４０ － ２０１３《页岩含气量测定方法》２ 项标准 。 NB／T
１４００８ － ２０１５规定了页岩全孔径分布的测定方法 ，岩

样孔隙体积 、汞饱和度 、部分介孔及微孔孔径分布计算

公式 。同时 ，对进汞压力换算为气／水条件下的毛管压

力和对应的毛管半径 ，吸附法孔隙半径换算为气水两

相条件下的毛管压力及压汞法与吸附法的衔接进行了

解释 。该标准只适用于测定页岩中孔隙直径大于 ２

nm以上的孔径分布 ，对于孔隙直径小于 ２ nm 的孔径
分布还需采用其他方法进行测定 。该专业需加强页岩

渗透率分析方法 、页岩气藏流体物性分析方法等标准

的制订 ，满足专业发展的需要 ，为利于该专业发展 ，标

准体系优化研究中应考虑将其与地质评价专业进行合

并［１４-１６］
。

3 ．2  地质评价专业
地质评价专业已发布了 NB／T １４００７ － ２０１５《页

岩气资源评价技术规范》 、SY／T ６９９４ － ２０１４《页岩气

测井资料处理与解释规范》 、NB／T １４０１１ － ２０１６《页岩

气 地震资料处理解释和预测技术规范》等 ４ 项标准 。

NB／T １４００７ － ２０１５ 规定了页岩气资源评价的流程 、

页岩气资源评价内容 、资源量计算方法 。页岩气资源

的评价 、计算是页岩气开发的核心技术标准 ，标准中详

细地解释了基于产能的类比法 — FORSPAN 模型法 、

体积法及含气量类比法 ３ 种资源量计算方法 ，为页岩

气资源的科学计算 、评价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

体系表中存在《页岩气井史和井号编制要求》等标

准的规划 ，按照国家标准委印发的《推荐性标准集中复

审工作方案》及国家能源局推荐性标准集中复审的要

求 ，页岩气井史和井号编制要求属于企业自主行为 ，不

再纳入国家和行业标准制定范围中 。因此 ，在标准体

系的优化研究中要对类似标准进行优化［１７-１８］
。同时 ，

页岩气地层能量评价 、页岩气非均匀布井等方面的技

术标准缺乏规划 。

3 ．3  钻完井专业
钻完井专业已发布了 NB／T １４０１０ － ２０１６《页岩

气丛式井组水平井安全钻井及井眼质量控制推荐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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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NB／T １４０１２ ．２ － ２０１６《页岩气工厂化作业推荐做

法 第 ２部分 ：钻井》 、NB／T １４０１８ － ２０１６《页岩气水平

井井位设计技术要求》等 ９ 项标准 。丛式井组水平井

是页岩气开发区别于常规气藏关键特征之一 ，NB／T
１４０１２ ．２ － ２０１６规定了页岩气工厂化钻井工程设计特

殊要求 、钻机选型与配套 、钻前工程技术特殊要求等 。

标准中对页岩气开发中的单井组和多井组钻井井场布

置 ，钻机的移动 ，批量化钻井的作业流程进行了详细地

规范 ，保证了页岩气从式钻井的快速 、高质量地完成 。

尽管该专业相关 ９项技术标准已经形成 ，但油基

泥浆成本高 ，油基钻屑处理困难 ，制约了页岩气开发的

低成本与快速发展 。水基泥浆将是解决这一瓶颈的关

键技术 ，也是该专业标准化工作重点关注的技术 。

3 ．4  储层改造专业
储层改造专业已发布了 NB／T １４００２ ．１ － ２０１５

《页岩气 储层改造 第 １ 部分 ：压裂设计规范》 、NB／T
１４００３ ．１ － ２０１５《页岩气压裂液第 １部分 ：滑溜水性能

指标及评价方法》 、NB／T １４００３ ．２ － ２０１６《页岩气 压

裂液 第 ２部分 ：降阻剂性能指标及测试方法》等 ７ 项

标准 。滑溜水要满足大排量施工必须具有较好的降阻

性能 ，同时水中细菌会引起水体变质恶化 ，在储层中还

可能由于自身代谢堵塞储层微细裂缝 。硫酸盐还原菌

能够将硫酸根还原成二价硫离子 ，产生的 H２ S 对金属
有腐蚀作用 ，还可产生硫化铁沉淀 ，造成堵塞 ；铁细菌

能从氧化二价铁中得到能量 ，形成氢氧化铁沉淀 ；腐生

菌能从有机物中得到能量 ，代谢产物累积沉淀可造成

堵塞 。同时 ，对降阻性能的评价还没形成统一 、有效的

方法 ，对滑溜水的质量监督缺乏评价标准 。 NB／T
１４００３ ．１ － ２０１５ 规定了滑溜水的指标和性能评价方

法 ，其中要求滑溜水降阻率 ＞ ７０％ ，硫酸盐还原菌含量

＜ ２５ 个／mL ，铁细菌和腐生菌含量 ＜ １０
４个／mL 。

储层改造专业核心标准已完成制订 ，但已制订标

准的系统性和配套性不够 ，体系还需优化完善 。如储

层改造第 １部分 、第 ３部分至第 ６部分已发布 ，缺第 ２

部分 。页岩气工厂化作业推荐做法第 ２ 部分已发布 ，

第 １部分缺失 。体积压裂是页岩气开发获得突破的关

键性技术 ，也是国家《页岩气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未来页岩气发展的四方面重点任务之一 ，今后标

准制订中要求跟踪技术的更新换代 ，促进技术的快速

发展 。

3 ．5  气藏开发专业
气藏开发专业已发布了 NB／T 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１５《页

岩气藏描述技术规范》 、NB／T １４００５ － ２０１５《页岩气开

发概念设计编制规范》 、NB／T １４０１４ － ２０１６《页岩气井

试气技术规范》等 ６ 项标准 。 其中 ，NB／T １４００１ －

２０１５规定了页岩气藏描述内容 ，包括地层与沉积描

述 、构造特征描述 、保存条件描述 、页岩有机地球化学

描述 、页岩储层描述等描述方法 。解释了基于矿物含

量的脆性指数 、基于岩石力学的脆性指数两种脆性指

数计算方法 。根据脆性矿物含量 ，对可压裂性进行评

价 ；一般地 ，脆性矿物质量分数为 ４０％ ～ ５５％ 、黏土矿

物质量分数 ＜ ４０％ ，可压裂性评价为中等 ；脆性矿物质

量分数 ＞ ５５％ 、黏土矿物质量分数 ＜ ４０％ ，可压裂性

好 。依据脆性指数 ，对可压裂性进行评价 。一般地 ，脆

性指数为 ４５％ ～ ６０％ ，可压裂性评价为中等 ；脆性指

数 ＞ ６０％ ，可压裂性好 。

气藏开发专业核心技术标准基本完成制订 ，但页

岩气井产量预测技术 、试井技术 、试采方案编制 、页岩

气水平井产出剖面测试作业及资料解释等相关技术 、

方法还未形成标准 ，需进一步加强技术研究 ，形成技术

标准 ，确保页岩气藏科学开发 。

3 ．6  地面建设专业
地面建设专业已发布标准 NB／T １４００６ － ２０１５

《页岩气气田集输工程设计规范》 ，适用于页岩气气田

地面集输工程设计 。该标准对压裂给水及压裂返排液

系统作了详细地规定 ，压裂给水系统水源应采用站场

自备水源 ，并宜优先采用压裂返排液处理后水 。压裂

返排液处置工艺宜优先考虑回用方案 ，并提高回用率 ，

以最大程度减少水资源的需求及对环境造成的污染 。

当采用储池存储压裂返排液时 ，应采取相应的防渗措

施 ，不对地下水造成污染 。根据页岩气开发的特点 ，橇

装化成为页岩气集输装置的新趋势 ，今后标准制订中

要加强橇装化标准的制订 ，确保地面建设有序推进 。

同时 ，地面建设专业标准少 ，缺乏系统性和技术连贯

性 。

3 ．7  安全环保专业
安全环保类标准是页岩气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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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同时国家 、社会对页岩气开发环境问题很关注 ，页

岩气开发现场对相关标准的需求也急迫 。如在进行页

岩气安全风险评价时 ，安全距离 、井口装置技术要求 、

管汇承压等安全管理评价参照的是常规天然气标准 ，

而这类标准要求高 ，不适应页岩气安全高效开发 。依

据《国家危险废弃物名录》 ，油基岩屑是危险废弃物 。

GB ４９１４ － ２００８《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浓度

限值》规定 ：油基岩屑处理后含油率小于 １％ （质量分

数 ，下同） 。由于国内还没有油基岩屑处理标准 ，环保

管理部门认为含油率低于 １％ 的含油岩屑未判性前仍

应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进行暂存及处置 。尽管安全 、环

保相关标准须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 ，安全 、环保

相关标准制订协调的问题多 ，但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加

快相关标准的进程 ，满足页岩气开发的需求 。

4  结 语
页岩气技术标准体系已经开展了 ５０ 项标准的制

订工作 ，重点解决了页岩气的资源评价 、页岩气工厂化

作业 、页岩气水平井钻完井 ，页岩气储层改造等页岩气

勘探 、开发中急需的特色技术标准 ，有力支撑了页岩气

的规模 、效益开发 。同时 ，能源行业页岩气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已启动页岩气技术标准体系优化研究 ，旨在通

过研究 ，解决现有体系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差 、安全环保

类标准进展缓慢等不足 ，通过自主创新 、采用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等手段 ，形成更为合理和完善的 ，具有

先进性 、有效性和适用性的中国页岩气技术标准体系 ，

弥补短板 ，为页岩气标准的国际化奠定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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