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5 卷 第 期
2010年 1 月

海 相 油 气 地 质

专家访谈
文章编号院1672-9854(2010)-01-0001-05
中图分类号院TE122.11 文献标识码院A

中国 近海油气勘探机遇和挑战
—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朱伟林总地质师
——
朱伟林, 1956 年生袁博士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袁江苏苏州
人袁毕业于同济大学遥 现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地质
师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曰同时担任国家
高新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渊863 计划冤海洋技术领域专家组
副组长尧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渊973 计划冤野南海深
水盆地油气资源形成与分布基础性研究冶项目首席科学
家袁被聘为同济大学和中国地质大学兼职教授遥
朱伟林总地质师长期从事中国近海的石油天然气勘
探研究和管理工作袁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袁省
部级科技进步奖多项曰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袁入选国家野百
千万人才工程冶曰 被评为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袁获
得第十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遥

采访时间：2009 年 11 月 12 日
采访地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朱伟林总地质师办公室
采 访 人：金顺爱，
编辑，
高级工程师，以下简称“编”
以下简称“朱”
被采访人：朱伟林，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地质师，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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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海勘探历程及含油气盆地
基本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油气资源需求量的

海域展开了油气勘探袁 基本完成了中国近海各海域
的区域地质概查遥 该阶段的油气勘探活动基本在浅
水区域进行勘探袁采用简易平台采油袁初创了中国海
洋石油工业袁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遥

不断增长袁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越来越引人关注遥越

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后遥在国务院作出了野加

来越多的人想了解有关中国近海的基本地质情况及

速勘探开发我国海上石油资源冶的战略决策后袁中国

油气勘探进展等一系列问题遥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始于上世纪 50 年代遥在这期

间经历了哪几个不同阶段钥 其不同阶段的勘探活动
各有什么样的特点钥
中国近海的油气勘探分阶段的话袁可以分
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后这两个大阶段遥

海洋石油总公司于 1982 年成立袁中国近海的油气勘

探自此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遥 该阶段又可进一步细
分为对外合作勘探为主渊1979要1984冤尧合作勘探与

自营并举 渊1985要1997冤 和以自营引领合作勘探
渊1997 至今冤三个时期遥
1982 年中海油成立之初的油气年产量只有九

第一阶段为自力更生的早期勘探遥 由原石油工

万吨渊就在渤海冤袁开采也很简易袁油气勘探可谓是刚

业部和地质部系统在渤海尧黄海尧东海尧南海北部等

刚起步遥这一时期在国家政策以及一定贷款支持下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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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主要通过对外合作的方式来积累资金尧 技术和

了国际竞争遥

培养尧储备人才遥 从与外方签订物探协议袁由外方担

回顾这一勘探历程袁 我们应归功于在对外合作

任作业者开始袁我们边干边学袁从中方参与并监督合

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对油气盆地尧 石油地质条件以

同执行到进行合作区块的平行研究袁 逐步进行勘探

及油气成藏等方面的扎实研究遥 中海油的油气产量

作业的大量反承包袁接受人员培训袁进行区域含油气

已经由成立之初的年产九万吨袁 到今年预计将超过

性评价袁制定对外招标方案袁同时袁我们也持续进行

了四千万吨袁明年将会达到五千万吨遥

了自营地震勘探并钻探少量探井遥
那时我们具备这个海洋勘探技术吗钥

中国近海盆地主要是中尧 新生代沉积盆
地吗钥

当时我们的技术还不行遥 不过通过对外合

中国近海既发育新生代盆地袁 也有中生

作袁我们不但积累了资金和经验袁还慢慢地把人家的

代盆地分布遥 目前袁我们的油气发现集中在新生代

技术也学来了遥我们逐渐加大了自营勘探的投入袁并

盆地遥

从 80 年代末期开始袁通过自营发现了绥中 36-1 等

有没有古生代盆地钥 潜力如何钥

油田遥

中国近海也残留有部分古生代盆地袁正在

也就是说袁 中国近海勘探从最初依赖于对外合

作开始袁逐渐过渡到自营与合作相结合袁从 90 年代

研究中遥

末袁我们已经进入了自营引领合作勘探的新阶段遥

在对外合作中袁一些国外大公司干了一阵袁发现
这里没有所想象的潜力大袁扔了几亿美元袁没有多少

中国近海深水区与浅水陆架区地质结构尧沉
积特征与盆地类型有哪些差异钥
中国近海的深水区主要分布在南海海域袁

发现袁他们先后退出了遥有的甚至认为中国近海没有
多大潜力袁但是我们继续干遥
那个时候袁 国外大公司都认为没有什么希
望袁觉得中国近海野贫冶油袁咱们为什么还坚持继续干
呢钥

现在的深水环境大致仅形成于中新世以后袁因此袁深
水区和陆架浅水区在新生代盆地的形成和演化上具
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袁 深水区获得的油气发现也
初步证实了这一点遥当然袁由于从陆架浅水区到陆坡
深水区袁 其地壳厚度的减薄会造成热体制以及生烃

因为主导思想不一样遥 我们觉得中国近海

条件上有所差异遥此外袁深水区的远源沉积特征及油

投资的袁一旦发现投资的风险很大袁甚至可能完全没

气成藏特征也有待深入研究遥 973 计划 野南海深水
盆地油气资源形成与分布基础性研究冶 项目正在展

有收益袁很快就离开了遥 其次袁我们研究思路也不一

开这些方面的深入研究遥

是我们的野家园冶袁我们必须耕耘好遥而外国公司是来

样遥 我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对中国近海盆地进行研
究遥对外合作中袁外国公司按照合同规定陆续采集了
大批地球物理资料袁 留给我们研究的资料也越来越

中国近海盆地的地质情况与国外有没有可
比性钥

多遥 从早期盆地油气资源评价尧区带的评价尧一直到

几十年以来的中国近海的勘探实践和研究

有利目标的优选和评价袁我们从没有停止过遥 因此袁

表明袁中国近海盆地的油气地质特征具有其特殊性遥

我们对近海盆地油气地质特征的认识更扎实尧 更全

首先袁中国近海盆地位于太平洋西侧袁形成于在中生

面尧更深入袁这也促成后来我们自营勘探不断获得油

代以来太平洋板块向欧亚板块的持续俯冲产生的弧

气发现袁现在正步入中国近海油气勘探的高潮遥

后伸展作用背景下袁其时代以新生代为主遥 其次袁中

到目前为止袁我们自营勘探的井袁是合作方钻井

国近海盆地多由新生代陆相湖盆演变而来袁 还受到

数的大约六至七倍遥 我们现在勘探投入要比合作方

多期构造作用袁尤其是新构造作用的影响袁其油气成

的大得多遥 中海油经历了从缺乏资金尧技术尧人才而

藏条件和分布可能更为复杂遥

对外合作袁到积累了资金尧技术尧人才后的自营为主遥

尽管中国近海的油气地质条件远不如世界上典

目前袁我们已经开始走出了国门尧走向了海外袁参与

型富油气盆地那么优越袁 但我们对中国近海的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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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袁对自己家园的耕耘前景仍然充满了信心袁这个
信心一方面来自于我们扎实的积累和研究袁 另一方
面也源于我们近海盆地的勘探程度仍然较低袁 正处
在油气勘探发现高峰的前期袁仍然大有可为遥
渤海湾盆地到底是多旋回叠合盆地还是单
一旋回的裂谷型盆地钥 学者中有不同的看法遥
对同一个地质问题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
观点袁这是很正常的遥 从我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袁渤海
湾盆地至少是裂谷型盆地袁 并经历了多期次的构造
运动袁发育几期区域性的不整合面袁而且袁它是个继
承性的盆地袁以陆相为主遥
多旋回叠合盆地和单一旋回的裂谷型盆地袁
是不是勘探思路上不一样钥 如何看待两套盆地的勘
探潜力问题钥
是的袁不同类型盆地的勘探思路的确不会

天然气储量为 5600 亿立方米遥

石油的技术可采储量约为 7.73 亿立方米袁经济

可采储量约 7.2 亿立方米曰 天然气技术可采储量约

3300 亿立方米袁 经济可采储量为 2600 亿立方米左
右遥可采储量取决于采收率的高低袁比如在珠江口盆

地我们的采收率高的可达 40%耀50%遥渤海海域由于
受到稠油开采难度的影响袁采收率略偏低遥

从目前来看袁中国近海油气资源的潜力是浅
海的大袁还是深海的大钥
现在很难下结论遥 目前袁我们的勘探主要集
中在陆架浅水区袁体现在勘探的工作量袁研究和认识
程度以及获得的油气发现等方面遥就浅水区而言袁我
们仍然认为很有潜力遥深水区是新的勘探领域袁潜力
很大袁但勘探和认识程度都相对较低袁它的神秘面纱
只被揭开了个角遥更为广阔的深海区袁我们的研究资
料还很少袁且部分地区还存在领土争议袁暂时无法大

一样遥 如果是中尧新生代的叠合盆地袁我们要考虑同

规模地开展工作遥 现在我们在毗邻浅水的白云凹陷

时兼顾这两套地层遥目前袁我们勘探的目的层还集中

深水区获得了天然气发现袁评价情况不错遥

在新生代袁但随着勘探程度的不断深入袁今后不排除

至于深水区何时成为中国近海的储量接替区袁

会遇到中生代地层遥 例如袁在渤海海域袁今后逐渐走

目前还很难说遥现在只能定性地评价深水区有潜力袁

向深层的勘探袁 将会面临中生代地层的烃源潜力如

但潜力究竟多大袁还不好说遥 比如袁珠江口盆地的白

何尧中生代地层的主要目的层等一系列问题遥

云凹陷袁沉积很厚袁但再往南袁沉积地层逐渐减薄袁地

2 勘探认识及勘探进展
中国近海目前共有多少盆地钥 有效盆地有

温梯度逐渐升高袁热演化程度随之提高袁但其南部的
一些凹陷究竟有多少资源潜力袁还不清楚遥目前只能
说袁深水区是很有潜力的新区袁可能是我们未来勘探
的主战场之一遥

多少钥
中国近海从北到南分布有渤海湾盆地尧北
黄海盆地尧南黄海盆地尧东海盆地尧台西盆地尧台西南
盆地尧珠江口盆地尧北部湾盆地尧莺歌海盆地和琼东

南盆地袁共 10 个盆地遥 目前的油气发现主要集中在

请教一下袁 我们所说的深水现在一般在
300 米以上袁那么这个深度是指工程深度袁还是地
质深度钥

盆地袁气主要在莺歌海尧东海盆地袁琼东南盆地发现

深水的概念在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遥
深水区定义也在不断变化袁最初为 200 米水深袁后来
有 300 米袁还有 500 米遥深水区的界定主要和作业技
术水平有关袁 深水和浅水条件下的工程和作业是完

现遥 此外袁珠江口盆地深水区也获得了天然气发现遥

全不一样袁深水的作业技术和成本要高得多遥

其中 7 个盆地内袁油集中在渤海湾尧珠江口尧北部湾
了崖城 13-1 气田袁 台西南盆地也有一些天然气发
已发现的中国近海油气总资源量和探明储

量有多少钥 可采储量能有多少钥
截至 2008 年底袁中国近海累计发现石油地

质储量为近 55 亿立方米袁天然气地质储量约 1.4 万
亿立方米袁其中袁探明石油储量为 30 亿立方米袁探明

现在的勘探活动主要集中在北部湾尧珠江口
和渤海湾遥 那么东海大陆架和黄海盆地有没有进一
步勘探的可能钥
我们在东海盆地和南黄海盆地也在展开勘
探工作和相关研究遥 去年我们在南黄海盆地的钻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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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了其与周边的盆地有所差异袁 尽管它主体也属

高采集技术呢钥

于新生代盆地袁但发育了中生代地层袁有没有更老的
古生代地层袁我们还在研究过程中遥这些差异可能决
定了其勘探思路和勘探方向也应有所不同遥 目前的
认识是袁该盆地的新生代地层勘探潜力可能较小遥东
海盆地也有其特殊性袁既有新生代盆地袁也发育古生
代地层袁目前的勘探主要集中在新生代盆地袁古生代
地层是下一步研究和勘探的方向遥
古生代沉积多吗钥
古生代沉积可能很厚袁我们正在研究遥
我们在海域勘探过程中袁有没有与海外不同

可以利用很多方法遥 一是开展大面积的三
维地震袁着眼于一个勘探区带的整体部署袁统一采集
设计袁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分块采集设计留下的采集

野脚印冶遥二是开展宽方位角三维地震采集袁以克服海
上地震资料单一方位角数据的缺陷袁 进一步提高海
上资料品质遥三是在观测系统设计尧震源组合上下功
夫袁开展三维地震照明度分析袁针对勘探目的设计出
科学的施工设计遥 四是采用先进的电缆横向控制技
术袁在资料采集过程中保持多条电缆的平性状态袁保
证反射面元内远尧中尧近道数据均匀等方法遥 这些都
是改善和提高资料品质的技术方法遥

的成功实例,也就是比较特殊的实例钥 有什么值得
总结的经验和教训钥
勘探中遇到暂时的挫折很正常遥 如果不能
在遇到挫折时保持信心袁在成功时保持清醒袁就不可
能成为一个好的勘探家遥 从 2005 年开始袁中海油的
油气勘探逐渐走出了低谷袁开始步入了良性循环遥近
年来袁不论是发现的大中型油气田数量袁还是发现的
储量袁在不断地刷新中海油的历史记录遥我有几点体
会院 渊1冤勘探人员必须坚定信心袁没有信心袁任何事
情都干不成遥近年来袁我们始终坚持以寻找大中型油
气田的思想来指导勘探部署和研究收到了良好的成
效曰渊2冤必须要创新思维袁不能被传统认识所禁锢遥近
几年我们找到的大中型油气田袁 有不少在原来打井
失败的地方发现的遥比如说 JZ25-1 亿吨级轻质油田

在勘探技术上您的一些文章里提到用集束
勘探方法提高了勘探效率袁 能不能介绍一下集束勘
探的概念钥
这是一种勘探理念遥 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袁怎么样以技术作为支撑袁提高作业效率袁降低作
业成本遥 有三层含义遥
一是集束部署遥 就是要着眼于一个领域或区
带袁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不同的钻探目标集中部署袁以
求解剖这一领域或区带遥二是集束预探遥本着发现有
经济性商业油气藏为出发点袁 简化初探井作业和测
试袁加强测井袁以提高初探井的作业效率袁降低初探
井费用遥 三是集束评价遥 一旦有所发现袁迅速形成一
个完整的评价方案袁一次组织实施袁缩短评价周期和

的发现就是在已经钻过井的地区袁 通过区域研究创

整个勘探周期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袁根据具体探井作

新了对储层的认识后发现的遥

业条件有很多创新遥 这些年的探井作业一直秉承这

3 目前海上勘探技术

样一种理念遥
这是从外部学来的袁还是咱们独创的钥

技术上袁我们与国外的差距是什么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袁我们在技术上和国
外大公司相比袁已经没有什么明显差距了遥前面也提
到了我们对中国近海盆地的认识袁应该是最系统尧全
面和深入的遥 我们的作业理念和使用的作业技术也

是我们独创的遥 现在海上打一口井很贵袁越
来越贵遥 以技术为依托袁用最少的钱打更多的井袁很

重要遥 野集束勘探冶体现了这些思想遥 野集束冶的意思袁
就是在一个地方多作点工作袁多打几口井遥

是最先进的遥
您在 2009 年 2 月发表的叶中国近海近几
年油气勘探特点及今后勘探方向曳一文中袁提到近期
油气勘探中需要解决的几个技术问题袁 其中提到需
要急待提高地震资料采集技术遥 那么靠什么手段提

有没有在深水区已经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技
术方法钥
虽然南海北部深水区的钻探近几年才刚
开始袁 但深水区的勘探和研究工作其实早就展开
了遥 我们将南海北部的陆架浅水区和陆坡深水区作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访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朱伟林总地质师: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机遇和挑战

为一个整体展开区域研究袁以浅水区和深水区的类

水区将会成为中国近海重要的储量贡献区遥

比研究着手袁针对深水区的特殊性袁展开专项研究
和技术攻关遥
目前袁 我们已经初步认识了深水区的油气地质

目前中国近海油气勘探中最大的难点和关
键问题是什么钥 受制约的最大因素是什么钥

特征袁 并在深水区地震采集处理和专项地球物理技

前面说到了随着勘探程度的不断深入袁我们

术攻关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袁 随着深水勘探的持续

勘探的难度在日益加大袁 当前遇到了诸如复杂条件

深入袁有望进一步取得这些方面的突破遥

下地震勘探相关技术尧 低孔低渗储层尧 低阻油层识

4

别尧 高温高压气藏和隐蔽油气藏的识别和勘探技术

勘探前景

等一系列难题遥

从勘探目的层和作业水深角度上讲袁中国海
上油气勘探总体上有三大领域袁 包括陆相第三系断
陷盆地尧中古生代海相地层及深水地区遥 那么袁海上
野有效勘探冶需要重点关注的领域在哪里钥
从目前油气发现的角度来看袁我们发现储

在资源战略上袁中国海上勘探下一步应该
分几步走钥 中国近海油气勘探能否成为陆上勘探接
替区钥
中国近海油气资源探明程度总体仍然较低袁

内集中我们的勘探工作量和研究力量投入到这一储

待探明资源量至少是已探明的 2 倍以上袁 其中勘探
程度相对高的渤海海域袁 也仅处于储量发现高峰的

量发现最为现实的领域中遥然而袁可供我们勘探的新

早期遥因此袁我们勘探人员首先必须坚定寻找大中型

生代盆地的范围却是有限的曰同时袁随着勘探程度的

油气田的信心袁没有信心任何事情都办不成曰其次袁

提高袁勘探目标的数量尧规模都在逐渐减小尧变小袁油

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袁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袁耕

气藏的类型趋于复杂袁勘探的目的层也越来越深曰勘

耘好我们的家园袁同时也要加大海外勘探的力度袁争

量都集中在新生代盆地中袁 我们也将在较长的时期

探目的层走向中要深层袁 勘探目标的类型由构造转

取更多尧 更好的发现袁力争为我国石油工业做出更

向岩性袁勘探范围由新生代盆地拓展到中尧古生代盆

大的贡献遥

地袁勘探领域由浅水迈入深水将是必然的选择遥
有人认为袁中国南海北部深水区是中国近海
未来储量增长的地区袁您怎么看钥

未来中国近海油气勘探远景区在哪里钥天然
气水合物的勘探前景如何钥
中国近海的勘探远景区包括两个方面院新

南海北部深水区面积广阔袁发育一批沉积盆

层系和新领域遥 新层系既包括现有勘探目的层的立

地和凹陷袁 具有和邻近陆架浅水区相似的油气地质

体拓展袁又包括古尧中生代地层曰 新领域包括现有勘

条件袁 钻探获得的重大天然气发现也初步证实了深

探地区的隐蔽油气藏尧 低孔低渗领域和高温高压领

水区的资源潜力遥但是袁我们绝对不能忽视深水勘探

域以及勘探的新区遥 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前景我们

的高昂投入和巨大的风险袁 我们将在研究充分的基

也在积极地投入研究遥

础上袁逐步加大深水区的勘探遥 从勘探远景上看袁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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