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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自 2011 年在四川南部地区下古生界海相地层
中获得页岩气工业性突破以来，在四川盆地进行的
海相页岩气开发得到多方的重视和迅速发展，随之
而来的是人们对页岩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对环境影
响的关注。页岩气，它以吸附或游离状态为主要方
式赋存于富有机质泥页岩及其夹层中，是一种非常
规天然气。与常规天然气相比，页岩气气质优良，
甲烷含量更高。页岩气化学成分主要为甲烷
（CH4），一般含量在 85%以上，最高达到 99.8%，另外
还 含 有 少 量 的 乙 烷（C2H6）、丙 烷（C3H8）和 丁 烷
（C4H10）。一般认为我国页岩气中可以存在少量氮
（N2）、二氧化碳（CO2）等非烃气体，不含硫化氢或极
少有硫化氢（H2S）气体。
本文旨在查明川南地区海相页岩气的气质成
分以及其中是否含有对环境有一定影响的组份，以
免造成不必要损害。

2 研究方法（Methods）

页岩气样品采集于川南地区 N201-H1 井，该井
位于四川省南缘的珙县上罗镇附近，构造位置属长
宁背斜上罗场鼻凸东翼。长宁背斜处于四川盆地
与云贵高原结合部，川南古坳中隆低陡构造区与娄
山褶皱带之间。N201-H1 井的开口层位是下三叠
统嘉陵江组，由上向下依次钻遇了下三叠统飞仙关
组、上二叠统长兴组和龙潭组、中二叠统的茅口组
和栖霞组、下二叠统梁山组、中志留统韩家店组、下
志留统石牛栏组和龙马溪组，目的层为下志留统龙

马溪组。龙马溪组为深灰色、黑色页岩。该井水平
段斜深 2705~3750 m，长 1045 m，分 10 段压裂，即：
2705~2768 m、2793~2856 m、2884~2944 m、2940~
3037 m、3062~3124 m、3154~3217 m、3334~3391 m、
3421~3487 m、3586~3657 m、3663~3750 m。
页岩气样品采自上述 10 段经水力压裂后产出
的，并由井口直接通过集输站进入管网的页岩气。
在集输站气压表处用气袋取样，其过程是将页岩气
充入气袋，然后挤出，这样进行 3 次“洗袋”，保证袋
内无其他气体，才最后充入页岩气，共取样 2 袋。随
即利用天然气地质四川省重点实验室的气相色谱
仪进行分析，此仪器是浙江福立分析仪器有限公司
2012 年 12 月生产的型号为 GC9790Ⅱ气相色谱仪，
步骤和方法按天然气的组成分析气相色谱法标准
GBT13610-2003 进行，仪器分析组分分析误差在
0.02%。

3 研究结果（Results）

（1）通过气相色谱对取自 N201-H1 井的页岩气
样品分析了 19 种组分，其中包括硫化氢（H2S）在内
的 13 种组分有一定含量，另外 6 种组分在样品中没
有 ，它 们 是 氢（H2）、氦（He），以 及 烃 类 ：C9、C10、
C11、C12。从分析结果（表 1）可以看出，N201-H1
井产出的页岩气组分以甲烷为主，含量 97.447%，重
烃为 1.532%；非烃类气体为 1.021%，其中硫化氢含
量为 0.416%，氮气 0.448%，二氧化碳 0.157%。
与四川盆地其他地区相比，如渝页 1 井下志留
统龙马溪组岩心样品解析出的气体中主要成分为
甲烷、乙烷和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氮气，未发现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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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川南 N201-H1 井页岩气组分
Table 1 Components of N 201-H1 well’
s shale gas in
souther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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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川南 N201-H1 井页岩气物理参数
Table 2 Physical parameters of N 201-H1 well’
s shale gas
in southern Sichuan

化氢，因此在开采过程中要最大限度减小硫化氢的
排放，以免对施工人员和页岩气钻井平台周围居民
安全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化氢；从涪陵焦石坝地区上奥陶统五峰组和下志留
统龙马溪组压裂后采出的页岩气组分所进行的大
量测试分析资料，大多数样品仍以甲烷为主，不含
有硫化氢；极少数含 0.002%~0.005%的硫化氢，极其
微量。从上可以看出四川盆地不同地区下古生界
海相页岩气除以甲烷为主外，非烃类气体组分存在
着明显差异。川南地区海相页岩气中含微量硫化
氢，与涪陵页岩气中含极微量硫化氢相比，无疑增
加了页岩气的地球化学信息，对探讨页岩气形成机
理有一定帮助。
（2）还对页岩气的相对密度、临界温度、临界压
力等近 10 个物理参数进行了测试（表 2），得到样品
中每升含硫化氢为 0.006 g。当测试出含有硫化氢
后，随即将备用的一袋页岩气样品也进行了测试，
测出的组分两者相同，各组分含量很相近。而备用
袋中每升含硫化氢为 0.005 g，与前者相差 0.001 g，
误差很小。这是首次在川南海相页岩气样品中分
析出含有微量硫化氢。在川南珙县上罗镇 N201H1 井页岩气中发现微量硫化氢，川南海相页岩气藏
属于微含硫气藏，可以说明我国页岩气组分具有多
样性和复杂性，或者说具有独特性。另外，硫化氢
和二氧化碳都是酸性气体，对页岩气井管柱和设备
有腐蚀性。在四川盆地页岩气开发核心区发现硫

4 结论（Conclusions）

（1）川南地区产自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气以
甲烷为主，含微量硫化氢，川南页岩气是微含硫气
藏。这是在海相页岩气中的首次发现。从我国开
发核心区页岩气中所含硫化氢来看，可以说明我国
海相页岩气组分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
（2）页岩气中含硫化氢，
增加了其地球化学信息，
为页岩气形成机制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同时在开
发和集输过程、
环境保护方面也要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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