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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三十年来全球范围内的海域油气勘探
活动十分活跃袁 丰富的海洋油气资源也促使了海洋
油气勘探技术的不断提高袁 同时也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国家参与其中遥但对我国来说袁海域油气勘探尚处
于早中期阶段遥 我想与您聊一聊目前海域油气勘探
中的几个问题袁以便大家有更多了解遥

关于海洋油气勘探中所遵循的原则
到目前为止袁 全球有 100 多个国家从事
海域油气勘探袁 其中有 60 多个国家开展深水油气

勘探袁 那么各个国家在海域勘探活动中遵循什么原
则钥 比如划界尧环境保护等方面有没有国际公约钥
首先涉及到划界问题遥 海域划界有几个原

则袁首先是中心线原则袁根据 1958 年日内瓦大陆架
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袁 英国尧 挪威尧 丹麦及荷兰在

1965要1966 年期间通过双边谈判达成以中界线为
原则划分北海油气资源归属权的协议遥以后丹麦尧德
国及荷兰之间的海域争端袁直到 1970 年才由国际仲
裁法庭解决遥

比如我国和朝鲜尧韩国在北黄海尧南黄海存在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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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油气勘探过程中的环境保护由谁来管

界问题袁都应遵循中心线原则遥朝鲜半岛和我国的辽
东半岛尧 山东半岛之间就存在中心线袁 可能是个曲
线袁但黄海的划界问题尚未最终解决遥
怎么确立这个中心线钥
中心线的确定要由双方协商尧谈判解决遥 英
国是个岛国袁离海岸线较远的地方还有些小岛袁小岛
在划界中的地位袁都需谈判来解决遥
另外袁根据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袁每个沿海国

家从自己的海岸线往外推 200 海里渊约 360 km冤袁称
之为专属经济区遥 在这个范围内的各种资源归沿海
国家所有遥 在 200 海里以外部分为国际水域遥

第二个原则袁是大陆架自然沿伸原则遥比如我国

东海大陆架一直延伸到冲绳海槽袁 因此按该原则冲
绳海槽中线以西应属中国遥 这个原则是国际上非常
通行的做法遥
最后一个原则袁就是要考虑历史性水域遥比如我

国南海的九段线袁 是 1946 年当时的中国政府划定

的袁 在我国出版的涉及南海的地图均标示出九段线

理呢钥
由联合国环境委员会尧联合国海底委员会
等国际机构管理遥
中国是成员国吗钥
中国是海底委员会的成员国遥
海洋油气钻探污染除泥浆之外袁是否还有
其它可能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钥
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井喷遥 一旦发生井喷袁
泥浆尧岩屑和各种油污都会喷到海面遥所以我们在进
行海上钻探时袁必需安装防喷器遥 另外袁还有钻井船
上所有的各种生活污水袁 在排放前都要进行微生物
处理袁水质达到排放标准后袁方可排放到海里遥
如果由于施工期间出现不可意料事故袁万
一出现原油泄漏或其它污染现象怎么办呢钥 有没有
处理措施钥

渊即我国在南海的传统海疆线冤遥 原苏联及东欧的社
会主义国家出版的地图也都标出了南海的九段线袁

万一出现原油泄漏或其它污染事故袁由环保部门渊包

包括越南在内的各国都承认南海诸岛属于中国遥 因

括联合国环保组织冤在最快的时间内帮助治理污染袁

此南海九段线以内的海域可理解为历史性水域遥

治理污染所发生的经费由造成污染的单位承担袁可

1956 年 6 月袁越南外交部副部长雍文谦曾表示院野根
据越南方面的资料袁从历史上看袁西沙群岛和南沙群
岛应归属中国领土冶遥而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黎
禄更明确地指出院从历史上看袁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
早已在宋朝就归于中国遥

1968 年以后袁南海周边国家开始占领我南海诸
岛袁并开始在附近海域进行油气勘探遥
我们搞海洋油气勘探袁存不存在对环境污

染问题钥

在油气勘探开发中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袁

能还要追加罚款遥处理海洋污染袁国外有很丰富的经
验和办法遥

关于海洋地质及海洋油气储量
我们搞海洋油气勘探袁离不开对海底地质
构造的深入研究遥那么袁我们对海域油气地质研究的
依据是什么钥 也就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进行研究钥
英国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就开展了海洋环

球地质考察袁20 世纪上半叶海上商旅活动比较频
当然存在环境污染问题遥 海洋的油气勘探

繁袁 需要搞清海底情况袁 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污染主要是泥浆污染的排放问题遥 泥浆是海洋油气

间袁交战双方都需要了解海底地形尧地貌和底质遥 美

钻探的污染物载体袁钻探需要采用泥浆袁它能保护井

国联邦地质调查所尧美国各著名大学的海洋研究所尧

壁袁通过泥浆循环将岩屑返出井口遥地质学家可根据

英国的剑桥大学等这些世界顶尖的科学研究机构袁

岩屑和泥浆了解井下的地层和油气状况遥因此袁泥浆
需要通过符合环境保护的处理才能排 入大海遥

1977要1980 年我们珠江口盆地进行油气勘探时袁当
时的环境保护意识没那么强遥

开始综合这些海洋调查资料遥 他们对全球海底绵亘

80 000 千米的洋中脊进行了研究袁 包括洋中脊的产
生原因袁 后来又通过海洋磁力调查识别出磁异常条
带袁按磁异常条带来推断洋壳的年龄袁在洋中脊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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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壳最年轻袁往两侧洋壳时代变老袁在海沟处洋壳消

亡袁洋壳有个不断更新的过程袁大约 2耀3 亿年就全
部更新遥 因此袁大洋洋壳海底洋壳的年龄都很年轻袁

地质学家对海底的地质情况的了解是初步
的遥海洋占地球那么大袁还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地
质学家进一步探索和研究遥 现在地质界对海洋板块

一般不超过 2 亿年袁 洋壳上部的沉积层厚度一般不

构造尧板块理论基本赞同遥 当然也有人反对袁比如部

20 世纪 60 年代末袁 美国和英国的科学家联合
提出了板块构造理论遥 这一理论的提出是地球科学

化造成的遥 有关人员按深海钻探计划和大洋钻探计
划在日本海进行了钻探袁 未取得板块理论所预料的

界的重大革命遥为了验证板块构造理论袁由美国等国

那种结果遥

超过 5 千米遥

分地质学家认为日本海和中国南海袁 是由陆壳大洋

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提出进行深海钻探计划和
后续的大洋钻探计划遥 由于当时我国正处于文化大
革命期间袁加之经费缺乏袁我国没有参加这个地学界
空前的国际大合作遥 我国直到 1999 年才第一次以
1/6 成员国髴的身份参加了大洋钻探计划袁在南海共
完成 11 口钻井袁所获得的大量资料对研究渐新世以
来东亚季风的演变起到很大的作用遥

在开展这项国际性地学大合作中袁 英国剑桥大

自从人类在海域打第一口油气井以来袁已
有半个多世纪了袁那么袁我们对海域的油气地质储量
有没有大致的估算钥
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前景良好遥 根据美国地
质调查局评估袁世界渊不含美国冤海洋待发现的石油

资源量为 548 亿吨袁待发现天然气资源量为 78.5 万
亿立方米袁 分别占世界待发现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量

学早在 1965 年就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氧尧碳同位素实

的 47%和 46%遥

详细的分析袁取得了白垩纪以来全球古环境尧古气候
演化的大量资料袁 这对恢复全球地质构造具有很大

量相当于陆地的 30%遥 墨西哥湾盆地是世界上最大
的含油气盆地之一袁盆地范围部分位于德克萨斯尧路

的作用遥

易斯安那尧佛罗里达三州的陆地袁另外还包括墨西哥

验室袁 对深海钻探和大洋钻探所取得的岩心进行了

在大陆边缘发育一系列沉积盆地袁 特别在被动
陆缘发育的沉积盆地袁其油气资源尤为丰富遥
我国和国外海洋油气勘探是什么时候开
始的钥
美国于 1947 年在路易斯安那岸外的墨西

哥湾钻探第一口探井遥 1949 年前苏联在南里海油石
头钻探第一口探井遥

1963 年我国石油部门在莺歌海浅海将几个浮
桶焊接在一起袁 搭建一个简易平台袁 钻探了几口浅
井袁取得了少量油气袁那是土法上马的遥 1967 年袁石
油 部 门 正式 在 渤海 钻 成 我国 海 上 第 一 口 石 油 探

井要要
要海 1 井遥 我国海洋油气勘探起步落后于发达
国家约 20 年遥

目前外国 已能够 在水深 3000 多米 进行石 油
钻探遥
目前人类对海底地质情况的研究处于什么

程度钥 可不可以说我们人类对海底的地质情况已有
基本了解钥

海洋发育了很多沉积盆地遥 目前海洋产油气储

的沿海地带袁但主体在海域遥类似于我国的渤海湾盆
地袁包括冀东油田尧中原油田尧冀中油田尧大港油田尧
胜利油田袁还有辽河油田袁它们都是渤海湾盆地的一
部分遥

美国部分的墨西哥湾到目前已发现 5000 多个

油气田袁可采石油储量 98 亿吨袁天然气有 19 万亿立

方米袁墨西哥湾目前已发现深水油气田 140 个渊水深
大于 300 米冤袁年产原油 8600 万吨袁目前在开采深水

油气田有 44 个袁16 个油气田在建设中遥

英国北海水域的石油储量是 56.8 亿吨袁挪威北

海海域石油储量 49.5 亿吨袁 荷兰的格罗宁根气田袁
2.75 万亿立方米袁天然气的油当量是 30 亿吨袁整个
北海共有 130 亿吨油当量遥西非海域尧波斯湾海域和

东南亚海域也拥有大量油气资源遥

北海尧墨西哥湾尧西非等海域的油气采收
率是多少钥
北海尧墨西哥湾尧西非等海域的油气采收率

大约 40%左右遥 我国珠江口盆地的油气采收率较

髴 一个成员国要缴纳 300 万美元会费袁因为我们国家当时资金不足袁只交了 50 万美元袁因此算是 1/6 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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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袁约有 50%遥
海洋的油气资源如此丰富遥 依您看来袁将
来全球油气资源更多是来自海洋袁还是陆地钥
陆地上仍有较大的油气勘探潜力袁但海洋
的油气勘探潜力更巨大遥 陆地上还有很多地方油气

比较深入袁因此袁就油气普查和勘探而言袁我们并不
比西方差遥 但在地震资料采集和处理尧钻井技术尧工
程施工和测井技术等方面袁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遥 另
外袁在油气勘探的仪器装备方面袁有些还需要进口袁
受制于西方国家遥特别是深水油气钻探技术袁我国与
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遥

勘探程度较低袁比如北极的陆地部分袁另外袁中东尧独
联体和中亚等地区油气勘探潜力较大遥
海域的油气勘探前景主要分布在西非和南美之

我国现在还不能制造先进的钻井船和钻井
平台袁是技术问题还是资金不足钥
主要是技术问题遥

间的海域尧墨西哥湾尧里海海域尧巴伦支海海域尧北极
和南极海域等遥

中国海域油气勘探和生产状况
我国目前海域油气勘探进展如何钥 在全球
海域油气勘探中所占的比例大致有多少钥

南 沙群 岛 附近 海 域油 气 开 发处 于 什么
状态钥
目前南海周边国家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已
发现油气田100多个袁 其中个别气田属特大型规模袁
另有一批大中型油气田遥 越南尧 马来西亚尧 印度尼

我国海域的油气产区主要位于渤海湾盆

西亚尧 文莱还有非律宾等国已在南沙海域进行了大

地尧 珠江口盆地尧 北部湾盆地尧 莺歌海盆地和琼东

规模的油气开发袁 南沙海域的油气开发给周边国家

南盆地遥 前三个盆地以产油为主袁 后两个盆地以产

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遥

气为主遥
东海陆架盆地有少量油气田在生产遥 南黄海盆
地仅有两口井见油气显示袁但至今未取得油气突破遥
我国海洋油气产量仅占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的一
小部分遥

我国早在 1993 年就已做好了在南沙群岛附近

海域上钻的前期工作袁由于种种原因袁最终未能实施
钻探遥
那么您对中国海域油气勘探有什么建议钥

对没有争议的海域袁 应加大投入力度和

我国对台湾海峡的地质情况是否比较了

勘探力度袁 首先是提高地震采集和处理的质量袁 争

我国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在台湾海峡开展

一步的普查和详查奠定基础遥 争取在短期内部署一

解钥

取得到能反映中尧 深层的高分辨率地震剖面袁 为下

了油气普查和详查袁并提出五个可共上钻的构造袁但

批探井袁 包括少量科学井遥 另外袁 还应该大力发展

由于种种原因袁至今未能实施钻探遥

我国的深水油气勘探技术遥 至于有争议的海域袁 应

我国海域油气勘探在技术上与先进国家相
比袁有多少差距钥

尽快进行划界谈判遥 另外袁 也可考虑跟相关国家进
行合作和开发遥 如近几年中尧 菲尧 越在礼乐滩附近
海域进行的合作勘探遥

由于我们对海尧 陆的区域地质研究进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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