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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地球化学发展与油气勘探的不解之缘
—访王铁冠院士
——
王铁冠袁1937 年 12 月出生遥 1956 年毕业于北京
石油地质学校石油地质专业曰1983要1986 年先后
在美国特拉华大学地质系作研究学者尧 俄勒冈州
立大学海洋学院任客座副研究员袁 研修分子有机
地球化学遥 1994 年起任中国石油大学 渊北京冤教
授尧博士生导师曰2005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遥 现
兼任国家 973 计划第三届资源环境领域专家咨询
组成员袁油气资源与探测尧煤炭资源与安全两个国
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袁 有机地球化
学尧 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曰叶海相油气地质曳尧叶天然气工业曳等期刊
顾问尧编委遥 在分子有机地球化学基础研究方面
学术成就卓著袁曾发现尧命名三个新的生物标志化
合物系列袁 检测出 98 种新同系物或新异物体袁完
善了文献中已知的 7 个生物标志物系列曰 建立四类生物标志物的成因模式袁 首创生物标志物相对定量组合
法袁建立沉积有机质生源构成百分比曰还在沉积环境尧古植物化学尧事件地层学尧元古界烃类尧油气成藏等基础
研究领域袁探索分子标志物的应用与研究意义遥 建立有机地球化学与有机岩石学相结合的烃源岩评价方法袁
揭示了非常规油气成因类型曰建立和推广了低熟油气成因理论袁产生显著经济效益曰近期还致力于油气成藏
地球化学与古生界要元古界海相油气资源的研究袁为探索找油新领域与油气勘探提供依据遥 共发表论文 202
篇袁合撰叶生物标志物地球化学研究曳尧叶低熟油气形成机理与分布曳等 13 部专著遥 1996 年获中国石油天然气总
公司铁人科技成就奖渊银奖冤袁1998 年获孙越崎能源大奖袁2002 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渊地质研究者奖冤袁并曾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尧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以及 10 项部级科技进步奖遥
采访时间：2007 年 8 月 31 日
采访地点：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王铁冠院士办公室
采 访 人：赵国宪，
《海相油气地质》副主编，以下简称“编”
被采访人：王铁冠，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
分子有机地球化学家与石油地质学家，以下简称“王”

王院士袁您好浴 首先袁非常感谢您接受叶海相
油气地质曳期刊的采访遥您一生从事石油地质学和石
油地球化学研究袁在生物标志化合物的鉴定尧低熟油
气成因理论尧 煤系烃源岩研究方法等许多方面有独
到的研究和创新袁 在研究油气成藏方面做出了重要
贡献遥
今天主要想请您谈一谈有关油气地球化学在国
内外的发展与近年进展趋势遥 目前有哪些值得关注
的新发展钥 这些新进展对推动生烃理论和油气成藏

研究等起到哪些作用钥 中国油气地质界在有机地球
化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上应如何走在世界前列钥

1

有机地球化学的形成具有三个发
展阶段
首先请您谈一谈有机地球化学学科是如何

兴起和发展起来的钥
好的遥 地球化学与地球物理学都是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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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边缘交叉学科遥 有机地球化学是地球化学的一门

叫野地球化学中的有机地球化学过程冶钥冤这个会议当

分支学科遥 经典的地球化学主要研究星球 渊包含地
球冤上无机元素与同位素的物质组成尧分布尧演化规

表明会议的研究领域内涵袁尚未明确确认野有机地球

律以及固体矿产资源问题遥 有机地球化学的发展起

化学冶是一门学科袁直到两年之后的第二届国际会议

步较晚袁在上世纪中叶袁随着有机化学理论与仪器分

时才正式打出牌子为野有机地球化学会议冶遥以后袁这

析技术的发展袁 人们具备了分析检测有机物质分子
组成的手段之后袁 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有机地球
化学这门新兴学科遥可以说袁有机地球化学的形成经
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遥
第一个阶段院有机地球化学的萌芽期
1932要1934 年 德 国 有 个 有 机 化 学 家 叫 A.

Treibs袁他首先从原油尧页岩与煤中分离并鉴定出一
种含氮的有机化合物要要
要卟啉渊porphyrin冤袁并指出

它与叶绿素渊chlorophyll冤在化学组成尧分子结构上具
有相似性遥由于叶绿素是由植物光合作用所形成的袁

而卟啉仅见于地质产物袁 据此 Treibs 在二者之间建
立起了生物先质(precursor)与地质产物 (product)的

成因联系袁 这类产物后来被称为 野生物标志物冶
(biomarkers)遥 Treibs 又进一步推断野石油和沉积有机
质都具有生物起源冶袁野石油的生成未曾经历过高温冶

时之所以叫野有机地球化学过程冶袁我认为当时仅仅

个国际会议正式成为每两年召开一届的 野国际有机
地球化学会议冶袁 且至今每届会议都在欧洲召开袁会
后均出版一部以标注该会议年份为届别的会议论文

集 渊 如 叶A dvances in Organic Geochemistry袁19 伊伊 曳冤袁
这样进一步推动了有机地化学科的成型与发展遥

1969 年袁英国有机化学家 Eglinton 主编出版了
第一部理论巨著叶Organic Geochemistry院Methods and

Results曳袁总结了这个新学科各个研究方向的早期成
果袁并正式厘定野分子有机地球化学冶与野生物标志

物冶的科学含义袁从而标志有机地球化学已经成型为
一门新兴学科遥 当时出于石油勘探的需求袁Tissot 等
(1971)尧Tissot 和 Welte (1978)建立了干酪根热降解
生烃模式袁提出了干酪根晚期生油理论遥这一理论奠
定了油气资源评价的理论基础袁 并广泛地为国际石
油界所接受袁成为指导油气勘探的重要依据遥
也就是说袁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袁有机地球化

渊通常认为低于 200 益袁 高温下卟啉分子就会被分
解冤遥 因此袁Treibs 对生物标志物与有机地球化学的

学已经从学术性研究, 转变成石油勘探中的一项高

探索性研究袁 不仅为石油有机成因论提供了第一个

识向应用技术领域转移的最佳例证袁 并与石油工业

分子水平的证据袁 而且也标志了有机地球化学学科

建立起千丝万缕的联系曰 各国的油公司不仅资助科

度应用性的分析技术袁 成为基础研究和边缘科学知

的研究阶段从此开启遥这段历史还同时表明袁有机地

研院所尧大学与独立研究公司袁开展油气有机地球化

球化学从一开始就与石油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学研究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袁而且各跨国油公司自身

第二个阶段院有机地球化学学科的成型期
20 世纪中叶袁一批对石油成因感兴趣的有机化

学家袁将质谱仪应用于石油先质组成的化学分析袁成
为促进有机地球化学早期发展的推动力遥

自 1948 年起袁美国石油学会(API)连续数十年

不断发表从原油与炼油产品中检测尧 鉴定的各种有
机化合物的质谱图遥 1959 年美国化学家 Meinshein

还都设立地球化学实验室/研究室遥 烃源岩评价尧油
气源对比尧烃源层生烃机理与生烃模式袁以及稍后的
油气系统等袁均成为油公司的热门课题遥

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袁 雪佛龙石油公司的有机地

球化学实验室就处于国际有机地球化学研究的领先
地位袁 我国各油田也大都设立了地球化学实验室与
研究组遥 这个时期袁在国际地学领域的研究中袁油气
地球化学最早与计算机技术和数值模拟相结合袁开

首先运用质谱分析技术研究了石油的化合物组成袁

展盆地模拟袁 重建地层埋藏与烃源层热演化生烃的

并写了一篇关于石油成因的文章袁 由此对石油的有

地质过程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油气资源评价袁卓有成

机成因提供了进一步的分子组成依据遥此后袁主要是

效地服务于油气勘探遥一时间袁随着数值模拟的成功

欧尧 美学者从石油尧 沉积物与烃源岩中检测出正烷

运用并几乎能回答野所有的冶油气地球化学问题袁在

烃尧植烷与姥鲛烷尧甾烷尧藿烷等分子组成遥

一定程度上使耗资又费时的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分析

1962 年在意大利米兰召开首届野地球化学中的

有机地球化学过程国际会议冶遥渊

为什么这个会议

研究遭受冷遇袁以致于后来在 90 年代中期袁有人在
英国出版的杂志叶Journal of Petroleum Geology曳上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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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地说野渊现在冤计算机倒成了有机地球化学发展的

气藏寻找外围的野卫星冶油气藏曰在理论研究上它与

驱动力冶遥

油气系统尧烃源灶和油气运移的研究接轨袁实践中又
我插个问题遥 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参加国际

地球化学会议的钥 规模有多大钥
我第一次参加的是 1985 年在德国召开的

第十届国际地球化学会议遥 当时会议代表人数达到

了 400 多袁可以说世界各个油公司都去了遥会后出版

在油田勘探尧油气藏描述与评价尧油田开发与采油工
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遥
进入本世纪以来袁在世界政治尧经济等因素导致
国际油价一路高涨不衰的形势下袁 一些原来因成本
核算而停止油气勘探尧开发的地区袁油气勘探的活力
开始复苏袁甚至像北美沿海地区尧阿拉斯加等石油勘

有叶有机地球化学进展袁1985曳袁分为叶分子地球化学曳

探的野禁区冶也在考虑重新开放遥但是袁油气勘探难度

时期似乎是有机地球化学在国际上最辉煌的时候遥

转向深层尧 从构造油气藏逐渐转向隐蔽的地层-岩

和叶石油地球化学曳两册袁合计有 1000 多页厚遥 这个
国外地球化学热到什么程度呢钥 不亚于搞 DNA浴 搞

日渐增大仍是不争的事实袁 比如勘探的目标从浅层
性油气藏尧从找油为主转向找气袁在我国还有从陆相

分子地球化学更是热得很啊遥 几乎所有搞有机地球

地层找油转向海相地层找油气的问题曰因此袁为了提

化学的人都在研究石油遥应该说这一个时期袁石油工

高勘探成功率袁一些跨国油公司渊如雪佛龙公司冤又

业依靠地球化学得到了发展袁 地球化学也依靠石油

重新招聘地球化学科研人员袁 再度启动石油地球化

工业得到了进步遥地球化学仪器的更新换代也很快袁

学研究袁 近期的国际石油刊物上又频频见到跨国油

靠的就是石油工业的支持啊遥

公司石油地球化学人员的研究成果就是例证遥

第三个阶段院有机地球化学研究领域的扩展期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袁 由于全球范

2 中国有机地球化学的发展沿革

围内未经石油勘探的沉积盆地日趋减少袁 油气勘探

现在国内的每一届有机地球化学会议都是

市场相对萎缩袁加上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袁致使石油

许多学者热切期待并积极参与的遥 请问中国的油气

勘探成本日益飚升袁 特别是在美洲本土的油公司一

勘探是从何时开始开展地球化学研究的钥 有哪些专

度还把投资重点从区域勘探移向油田开采袁 并形成

家长期涉足这个领域钥

油公司裁员尧紧缩与兼并的潮流遥 像雪佛龙尧阿莫科
这类跨国油公司的地球化学实验室/研究室陆续被
裁撤袁从业人员或改行或转移到大学与研究单位袁从
而单纯以烃源岩与资源评价为主的经典石油地球化
学研究近乎处于低谷遥
这种形势的变化袁 一方面促进了国际有机地球
化学界的研究领域由原来相对单一的油气地球化学
研究转向环境科学尧沉积学尧海洋学尧生物学尧大气科
学尧人文科学渊如考古学冤以及其他地学基础研究领
域袁客观上扩展了有机地球化学的研究范畴曰另一方
面在石油工业内部袁 面对增产上储与老油田储量产
量双递减的矛盾袁 同时也促使有机地球化学一个新

早在 1956要1966 年期间袁原北京石油勘探

开发科学研究院尧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尧地质
部上海中心实验室等单位袁 陆续从前苏联引进了沥
青化学渊当时还没有野有机地球化学冶这门学科冤尧发
射光谱与卟啉等分析技术与研究方法袁 对我国的原
油尧 烃源岩以及陆相地层生油问题进行了早期的地

球化学研究遥 1959 年袁兰州地质研究所黄汝昌尧黄第

藩等袁基于我国西北油区的地质-地球化学研究袁提

出了野潮湿坳陷生油冶理念遥 60 年代初袁黄第藩等首
次开展了青海湖现代沉积物的有机地球化学研究遥

1964 年袁中国科学院在涂光炽先生的领导下袁在贵
阳筹建地球化学研究所袁 开展有机地球化学与沉积

的研究方向要要
要油气藏地球化学要要
要首先在北欧地
区北海油田应运而生遥 油气藏地球化学是一个传统

地球化学研究遥 此时也正是国际上有机地球化学学

的有机和无机地球化学与油藏工程尧 石油工程紧密

科发展成型之际袁因此与国外相比袁我国的起步看来

展油藏地球化学描述袁研究油气成藏历史过程曰它一

还不算太晚遥 但是这一个良好开端却因 野文化大革
命冶的干扰而停顿多年袁当时也没有一个有机地球化

反以往从油源到圈闭的勘探思路袁 而是围绕已知油

学学者有机会和条件去国外学习和交流遥

结合的产物袁它采用现代地球化学分析测试技术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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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年以后渊野文革冶后期冤袁中国科学院地球化
学研究所傅家谟与他的同事们关注到了国际有机地

沈平渊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冤袁尚慧芸渊石油部北京

球化学会议的动向袁及时编译出版叶A dvances in Or鄄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冤袁张爱云渊北京地质学院冤袁陈

ganic Geochemistry曳的重要会议文献袁率先对石油有
机地球化学新技术进行跟踪研究袁 促进了国内有机
地球化学学科的发展遥 同时 70 年代后期袁石油部率

交流会的有傅家谟渊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冤袁范濮尧

庸勋渊成都地质学院冤袁赵师庆渊淮南矿业学院冤袁张义
纲渊国家地质总局无锡中心实验室冤等袁我渊江汉石油
学院冤也有幸与会遥 这次会上袁国内科学院尧石油尧地

先引进气相色谱-质谱仪和同位素质谱仪袁 在北京

质尧 煤炭等系统的科研院所与大学的有机地球化学

的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建立了地球化学研究室与实

界同行建立起了学术联系遥会上大家酝酿决定袁会后

验中心曰1978 年尚慧芸与石油化工研究院汪燮清在

由傅家谟先生和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牵头袁 筹备

叶石油学报曳上袁发表了国内第一篇陆相原油和烃源
岩的色谱-质谱分析与生物标志物研究论文曰 国家

召开全国性的有机地化学术交流会遥 此后经过多方

地质总局也重建了无锡中心实验室袁 开展油气地球

第一届野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冶遥此后袁每二三

化学研究遥 80 年代袁黄第藩尧程克明等陆续对准噶
尔尧柴达木尧周口尧酒东等沉积盆地/坳陷袁开展了系
统的石油地球化学研究袁 为油气资源评价与勘探提
供了地球化学依据曰戴金星尧徐永昌等在天然气地球
化学基础研究与国家天然气科技攻关研究方面也取
得重大进展遥同一时期袁由于油气资源评价与勘探的
需要袁大庆尧胜利尧华北等油田以及华东尧江汉尧大庆尧
西南等石油学院以及武汉地质大学等也相继建立有
机地球化学研究室/实验室袁取得了地球化学科研工
作的进展遥 1985 年袁中国科学院分别在贵阳和兰州
建立野有机地球化学冶以及野生物尧气体地球化学冶两
个开放研究实验室袁 在此基础上袁1990 年在广州建
立野有机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冶尧在兰州建立野气
体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冶遥 至本世纪袁涉足油气
地球化学研究的实验室袁还有中国石油大学渊北京冤
的野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冶尧 西南石油大

努力袁终于在三年后袁也就是 1982 年袁在贵阳召开了

年召开一次全国有机地化学术会议袁 由中国石油学
会尧 中国地质学会尧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主
办袁由中科院尧石油部尧地质部尧高等院校等轮流承

办袁与会者最多可达到 300 人以上袁在国内地学领域
的学术会议中是公认最正规尧 人气最旺盛的学术会

议遥 渊

到 2007 年已经是第十一届会议了袁二十五

年弹指一挥间啊遥冤是的遥值得提及的是袁除了傅家谟
先生以外袁 国内还有一批资深的老专家为历次会议

的顺利召开费尽了心血袁他们是田在艺尧黄第藩尧郝
石生尧梁狄刚尧张义纲等先生遥
中国的石油院校里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开设
有机地球化学这门课程的钥
中国在有机地球化学研究上的发展主要是

在野文革冶以后遥 早在 1982 年袁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

学与成都理工大学共建的 野油气藏地质及开发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冶等遥 总之袁 从上世纪 70 年代到

版了国内第一部论著 叶有机地球化学曳渊科学出版

国连续五个野五年计划冶国家油气科技攻关项目以及

石油地球化学教材有两部院 一是武汉地质学院王启

本世纪初袁上述这些有机地球化学的科研实体袁在我

所有机地球化学与沉积研究室傅家谟等就撰写尧出

社冤遥 此后袁由国内正式出版并应用较为广泛的高校
军和陈建渝编著的 叶油气地球化学曳渊中国地质大学

野973冶尧野863冶等重大科技研究项目中袁做出了重要的
科学贡献袁 由此出现了有机地球化学学科繁荣发展

出版社袁1988冤曰 另一是华东石油学院曾国寿和徐梦

的良好局面遥

虹编著的叶有机地球化学曳渊石油工业出版社袁1990冤遥

1979 年傅家谟教授赴英国纽卡斯尔大学首次
出席野国际有机地球化学会议冶袁并从此与国际同行

建立了学术联系遥同年 11 月袁在北京召开的野全国第
二届沉积学学术会议冶 上专门设立了一个有机地球
化学分会场袁 从而提供了第一次有机地球化学学术

交流的机会遥这次学术交流袁还为召开全国性有机地
球化学会议作了首次酝酿遥记得当时袁参加那次学术

上世纪 80 年代袁国内各个高校的石油地质专业或地
质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开设了 野有机地球化学冶或

野石油地球化学冶课程袁有的也编著自己的教材或讲
义遥 80 年代中袁各石油/地质高校尧中科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尧兰州地质研究所尧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等相继

取得了硕士 辕 博士学位授予权袁开始培养有机渊油气冤

地球化学的研究生遥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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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学课程的钥 冤我从 1987 年起在江汉石油学院主
讲 40 个学时的野生物标志物地球化学冶研究生课程袁

离子回旋共振质谱仪冶渊FT-ICR-MS袁 简写为 FT-

主讲的是生物标志物与分子标志物的重要文献袁这

MS冤的出现袁也为非烃尧沥青质的剖析研究提供了新
的手段遥 它可以从复杂的混合物中精确地分辨化合

子有机地球化学冶袁 当时虽然没有出版正式教材袁但

合物分成不同的野组冶袁而根据环数(或双键)的数量

课程讲义中编辑了二百多张透明胶片袁 囊括的文献

将同一组中的化合物分成不同的野类冶袁并依据同一

一课程在 1994 年石油大学渊北京冤开课时改称为野分

大约有二三百篇袁学时也增到 60 学时曰听课对象除

物的分子元素组成袁 根据分子中杂原子的数量将化

类化合物碳原子数表征化合物的分子量分布袁快速尧

硕士生尧博士生之外袁还有本校和外校的教师尧博士

准确地直接从原油中分析极性杂原子化合物的组

后以及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遥

成遥仅一张质谱图袁即可以提供石油中各种化合物分

3

子元素组成的详细信息遥

有机地球化学的几个值得关注的
发展趋向
有机地球化学是一门应用性尧 实验性的学

科袁因而它是在不断实践应用中进步发展的遥 我想袁

第二袁野油气成藏地球化学冶研究发展迅速袁对于

油气成藏过程与成藏历史的研究水平有所提高遥 野油
藏地球化学冶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与北美的野油气系
统冶几乎同时发展起来的遥 它主要体现在对成藏年代

随着仪器设备不断的升级和测定精度的不断提高袁

学测定尧油气运移/油藏充注途径示踪研究袁以及油气

不仅它的研究深度会越来越深袁 而且应用的面应该

运移输导层/优势通道表征等方面的研究进展上遥

也越来越广泛吧遥那么袁有机地球化学研究目前发展
到什么程度袁尤其是今后将朝着哪些方向发展钥

油藏地球化学发展了对油藏流体包裹体的显微
镜下观察尧均一温度与冰点的测温技术袁配合单井一
维数值模拟的方法袁 以及采用油藏储层自生矿物伊

近十年来袁在有机地球化学基础研究的方
法与手段上袁有几个方面发展得很迅速遥

利石 40K要40Ar 和 40Ar要39Ar 法测年技术袁 精确地确
定油藏中石油充注与成藏的地质年代袁 其定年的精

第一袁在对沉积有机质组成剖析的手段上袁尽量

确度可以达到以野Ma冶渊百万年冤为单位的水平曰并且

向未知的分子领域拓展袁 即向低分子量和高分子量

还可以运用共聚焦激光显微镜进一步测定两相流体

的烃类组分以及非烃组分尧沥青质组分拓展遥 我们历
来所作的石油和岩石抽提物常规分析袁 无论饱和烃

还是芳烃袁一般只检测中等分子量的 C12耀C40 组分袁对
天然气与轻烃的分析通常也只检测 C1耀C7 组分袁以往

很少有人对二者之间的较轻组分作分析袁因为 C7耀C12

分子的同分异构体很多袁 化合物的定性确有一定难

包裹体的气液比袁配合 PVTsim 软件模拟技术袁校正

包裹体的捕集压力与成藏时间遥 上述成藏年代学的
地球化学方法袁 明显优于传统石油地质学采用的定

性与半定量的方法渊如圈闭形成时间法尧生烃史法尧
饱和压力/露点压力法尧油水界面追索法等冤遥
在油气运移/油藏充注方向尧途径示踪研究及输

度遥 这些年王培荣与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同

导层/优势通道表征方面袁油藏地球化学建立了在砂

行对这些组分的基础研究已有所进展遥 随着高温毛

岩储层与圈闭中石油运移与充注成藏的模式理念袁

细色谱柱与高温气相色谱尧 色谱-质谱仪器的出现袁

发展了运用吡咯类含氮化合物尧 含硫芳烃二苯并噻

很多实验室都可以将烃类馏分的检测范围扩展到

吩类尧高分子量正烷烃以及常规饱和烃尧芳烃中的分

C40耀C120 的高分子量馏分遥 此外袁对溶解于天然气中的
微量生物标志物的检测与研究也有所进展遥

子标志物袁示踪石油运移方向与途径袁表征油气运移
优势通道袁均获得良好成效遥

至于非烃组分的研究袁 除了已经开展了吡咯类

值得注意的是袁 上述石油成藏地球化学的研究

含氮化合物尧噻吩类含硫化合物的分离尧检测袁以及

方法袁 目前正在向凝析油油藏与天然气藏的成藏过

较为广泛地应用于石油运移途径示踪尧 有机质成熟

程方面发展遥 油气成藏过程与成藏历史的研究日益

度厘定等研究之外袁直链脂肪酸尧醇尧酮以及相应的

受到石油地质学家与地球化学家们的关注袁 油气成

环状非烃化合物等一直是现代沉积物与重稠石油地

藏研究正在向着地球化学尧地球物理尧地质学的各个

球化学剖析研究的对象遥
此外袁近年来具有超高分辨能力的野傅立叶变换

方面袁 以及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

向发展遥 1999 年我曾主持翻译出版了一本由英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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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公司 渊BP冤 两位资深地质-地球化学家 Emery 和
Robinson 撰写的专著叶Inorganic Geochemistry院A ppli鄄
cation to Petroleum Geology曳渊叶无机地球化学在石油
地质学中的应用曳袁石油工业出版社冤遥该书几乎网罗
了我们所知道的地质实验室的所有手段袁 透射电镜
法尧扫描电镜法尧X-射线衍射法尧热失重法尧孔隙图
像分析法尧流体包裹体测温法尧稳定与放射性同位素
法等技术袁全部应用于研究油气藏遥
第三袁对非常规油气资源渊例如袁重稠油尧油砂尧
页岩气尧天然气水合物等冤的地球化学研究日益受到

层是输导层钥地球化学就可解决这个问题渊当然得有
一个条件袁在断层处要取岩心冤遥 再比如油气运移的
示踪研究遥 地质家的油气野场冶也好袁野势冶也好袁真正
要弄清楚从哪条路线来的袁靠的是地球化学示踪遥

4

中国要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现在的有机地球化学在学和用方面很

多都是从国外引进遥 请问我们中国的地球化学怎样
走在世界前列钥

各国同行的关注遥无论是从全球还是从国内来看袁目

首先我认为袁我国有机地球化学界在实验

前在剩余的石油资源中袁 重稠油资源所占比重越来

技术方面袁目前主要还是处于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袁原

越大袁而相当大一部分重稠油是生物降解形成的遥从

创性的技术较少遥当然也并非一点都没有袁也曾冒出

地球化学的角度袁剖析重稠油的化学组成袁研究其原

过好的火花袁但由于种种原因袁并没有结果遥 举个例

油物理性质与稠化机理袁 在油藏勘探早期预测原油

子来讲袁对天然气的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袁即对于溶解

属性袁 力争在最大限度内优先发现并探明稀油资源
的分布袁以及探索已知重稠油藏的化学降黏技术等袁
已经成为重稠油地球化学的研究内容遥 天然气水合

在天然气中的石油分子的检测研究袁 早在 1990 年袁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廊坊分院的蒋助生就率先试验
成功了袁但是这项技术没有及时推广袁特别是对石油

物是新世纪的重要替代烃类资源袁 勘探早期对天然

分子溶于天然气的分馏效应袁 缺乏规律性的研究与

气水合物的识别技术袁 也已经成为油气地球化学家

认识袁阻碍了这项技术的有效应用遥 但是袁在石油地

的关注点遥

球化学理论研究上袁 不能说国外的什么都走在我们

看来袁有机地球化学的发展对油气勘探有
着深远的意义遥如果没有有机地球化学技术的辅助袁
石油工业就会像缺了一条腿吧钥
是的遥 总的来讲袁地球化学方法上袁它在很

的前面袁我国对煤成油尧低成熟油和高尧过成熟油气
的研究还是很深入的遥
您认为我们国家要提高有机地球化学研究
水平还需要具备哪些条件钥

大程度上都已经发展到分子水平的研究了袁 或者说

地球化学是一门实验性的科学遥 在我国袁有

到了微观尧超微观研究了遥地球化学在石油工业上的

机地球化学界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袁就是在很大程

定位袁实际上对于每一种新的资源尧新的找油领域袁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都是首当其冲的袁都离不开它遥

度上存在地球化学实验与地质研究分家的局面要要
要
这不仅在地球化学领域里袁可能在地质学其他领域里

比如油气成藏研究领域袁地质学方法是基本的方法袁

也有类同现象遥 往往实验分析人员不熟悉地质背景尧

比如圈闭形成时间法尧生烃时间法等袁是宏观的袁比

样品采集条件与研究目的袁而地质研究人员又不熟悉

较粗略的曰而真正搞清油气成藏研究的袁关键技术还

实验条件尧方法与技术袁更不了解所拿到的实验数据

是地球化学方法遥不管你是用裂变径迹法尧流体包裹

是否可靠遥 一些研究人员一旦拿到实验结果袁就不加

体法袁还是用伊利石的钾氩同位素法袁它们都属于地

分析地野大胆冶使用袁特别是以研究论文的形式发表出

球化学范畴遥用地球化学方法提供的地质依据袁地质

去袁致使常常出现对同一地区尧同一个问题袁不同作者

家拿去才管用遥 比如袁不管你川东罗家寨气田也好袁

得出的结论却相互矛盾袁甚至有时还出现野以讹传讹冶

普光气田也好袁原先到底是油藏还是气藏钥油气来自

的现象袁这种情况有时很影响我国地球化学家在国际

何处钥是什么性质的油或气钥关键的还是要靠地球化

上的声誉遥 这里有一个原因应当正视袁就是从事研究

学来拿证据遥 又比如袁地质家讲的野输导系统冶袁概念

人员的专业背景问题遥 国外的地球化学家绝大多数都

上大家都在用袁但是你说地层中到底哪个是输导层钥

是学化学的袁只有少数是学地质出身的曰而我国绝大

油气从哪条路来的钥你说断层是输导层袁那么哪个断

多数地球化学研究人员都是具有地质背景的遥 因此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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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研究人员大都比较精通实验技术袁这可能也是我

苦袁但我们和工人吃住在一块儿袁有实际的工作感受

们实验技术上创新成果少的一个原因吧遥

和收获遥 跑野外是一个基本功遥

因此我觉得袁要提高我国的研究水平袁首先是要
提高研究人员的水平遥 有几点值得重视院第一点袁石
油地球化学人员还要熟悉油田生产实际遥 如果对采
集的岩心尧岩屑样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袁那怎么能做
好分析实验与研究呢钥第二点袁要提高地球化学实验
研究人员的专业素质遥 现在好象似懂非懂的野半通冶
不少遥例如袁测定镜质组反射率的人员没有系统学过
有机岩石学袁不会鉴别显微组分曰搞流体包裹体测温
的人员又不大懂成岩矿物袁 分不清流体包裹体的期
次袁 这就难免在研究报告与论文中经常暴露出不少
问题遥 第三袁地质研究人员一定要熟悉实验技术袁地
质研究和实验工作绝对不能分家遥 渊

你是说我们

现在实验人员要与地质学家相结合袁对吗钥冤是的遥我

我还有一个问题院过去各个油田尧各个研
究院所都拥有地球化学实验室袁 在 80 年代旺盛期
后有一段走下坡路的时间袁 结果一些实验室的人才
走了袁 仪器也卖了袁 那现在是不是需要重新发展起
来钥 地球化学实验室袁是每家都去搞呢袁还是集中起
来搞好呢钥 样品应该分散在每个油田自家单位的实
验室做好呢袁还是将样品集中送到几家水平比较高尧
设备比较齐全尧 实验手段比较多的研究院所去做好
呢钥 如果油田留着这一批人尧养着一批设备袁但是样
品不是那么多袁是否还要保留实验室钥
在中国袁 过去是大大小小的油田都搞实验
室曰到后来袁盆地模拟似乎能解决一切问题了袁钱又花

们需要复合型人才要要
要要能够借助于测井尧物探尧钻
井尧试油各方面的资料和知识开展研究工作袁这是一

发展历史院雪佛龙公司的地球化学研究过去是很辉煌

种趋势袁我感到这是很必要的遥

的袁在这个学科里过去是领头的袁原来有一个地球化

得少袁结果实验室纷纷野收摊冶遥 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

学部袁后来取消了遥 不仅是雪佛龙袁其他很多油公司的
人才的培养袁要从学校抓起遥 我们的石油院
校应当如何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呢钥
在我们中国石油大学渊北京冤袁硕士生培养
阶段就有两套培养方案院 本科从化学系毕业的研究
生要补修地质课袁 本科从地质系毕业的要补修化学
课遥而且袁要求硕士生阶段对实验室所有的分析全都
得亲手做过遥 例如袁对于色谱-质谱分析技术袁要求
硕士生懂原理袁会在质量色谱图上识别常规化合物遥
对于博士生袁则要求在阅读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袁能够
自己上机处理色谱-质谱资料袁检测化合物袁要求研
究生的学位论文是自己从地质样品中分析尧 研究出
来的遥渊

那么袁在大学生的培养阶段应注意哪些方

面呢钥冤我感觉袁我国的石油院校里袁由于新的学科很
多袁开一门课程三四十个学时袁新的知识学得很多袁
石油地质专业里学地球化学的 渊目前中国的地球化
学没有本科生袁国外好象也没有冤袁反而是地质学基

础有所削弱遥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袁毕竟你学的是地质
专业遥 另一个问题是袁现在新技术很多袁但其他基本
技能方面袁比如野外与油田现场的教学与实习袁有点
薄弱遥 学生的油田实践不够袁这个基础不好的话袁今

后毕业袁生产实际会很困难要要
要我为此感到很担心遥
过去我们读大学的时候都到井场实习袁 井队条件艰

地球化学部也都兼并了或者取消了遥 但是现在袁有的
跨国油公司的地球化学部又恢复弄起来了袁而且用的

都是复合型人才要要
要是搞盆地模拟的尧 搞地球化学
的尧搞地球物理的结合起来的研究人员袁这是不可少
的遥 外国油公司又把地球化学实验室搞起来袁是因为
要找石油找天然气袁没有地球化学不行啊遥
我认为袁我们中国的中小型油田袁不一定都要搞
实验室遥搞野小而全冶实在没必要袁大家都去弄地球化
学实验袁很费钱呐遥发展石油地球化学一半靠居于学
科前沿的智力袁一半是靠国际上先进的仪器设备遥当
然袁 再先进的设备袁 没有智力你做不出前沿的成果
来袁而且实验设备还要不断更新袁三年尧五年新型号
的仪器又问世了袁一旦建立实验室袁买了仪器搁在那
儿没起作用袁就是浪费遥 因此袁有条件的大油田应该
要有些强有力的研究室遥而我们的研究人员袁应当是
能与实验室紧密结合的遥 油公司需要有些懂行的复
合型的人才袁油田也要有懂地球化学的人来做课题袁
并借助一些实验室来做分析遥这在国外一些大学尧或
者一些油公司的大实验中心袁现在都形成体制了遥我
觉得中国也应该是这样遥
好的遥 谢谢王院士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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