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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页岩气是我国重要的资源之一,对社会经济建设发展非常重要。但是由于当前开发技术不完善,
再加上页岩气埋藏较深、开采难度大,在开采作业中容易引起严重的环境问题,因此,要做好页岩气开发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环评现状问题进行综合性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从而全面提升页岩气开
发环评质量,减少资源开发中的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经济机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对页岩
气开发环境影响评价要点进行综合性分析,为页岩气合理性开发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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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le ga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sources in China,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economic construction. However, due to the current imperfect development technology, coupled
with the deep burial and difficult exploitation of shale gas, it is easy to caus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exploitation oper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put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is paper mainly
mak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n the key point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f shale gas development,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basis for the rational development of shale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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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些地壳中原有的放射性物质、盐类等也会伴随着化学物质回

页岩气是一种低碳能源,是游离于泥页岩中的非常规天然

[1]
流到地表,引起严重的水体污染。 由于页岩气埋深较深(页岩

气,对页岩气进行合理性开发,可以有效缓解能源问题,为经济

气埋深示意图如图1所示),需要大量的钻井作业,开采井的数量

建设提供更多能源支持。然而,现阶段的页岩气开发技术还不完

较多,耗水量较大,也加大了返排液处理难度,对城市生活、工业

善,容易引起地下水、地表水污染。因此,需要做好页岩气开发

用水安全造成影响。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最大程度上减少页岩

1.2大气环境影响

气开发的环境影响,促进综合效益的全面提升。

在页岩气开采过程中,容易出现页岩气、温室气体等泄漏问

1 页岩气开发环境影响分析

题,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页岩气泄漏,一方面是因为钻

1.1水环境影响

井施工工艺不当,导致页岩气沿着井筒、废井等释放；另一方面

当前技术水平背景下,主要应用水力压裂技术、钻井技术等

是通过没有被发现且及时封堵的断裂等途径泄漏。在燃烧放空、

进行页岩气的开采与开发。在具体作业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

输送过程中,容易引起大气污染物的排放,对大气环境造成严重

导致压裂液中的化学物质渗漏到地下水层中,对地下水造成严

的污染和破坏,甚至威胁周边人员生命安全。在进行环境影响评

重的污染,甚至危害未来身体健康。在完成开采作业后,这些渗

价工作时,不仅需要将这些问题纳入到评价范围,还需要对挥发

漏的化学物质会通过裂隙、裂缝等通道,逐渐向地表、浅层渗透,

性有机化合物形成的二次气溶胶污染问题进行综合性分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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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明确,缺乏深度,难以突出评价重点,导致其约束力和指导性

实反映页岩气开发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

价值难以正常发挥。
2.2介入时机不明确
我国对页岩气的开发还处在探索阶段,很多困难没有解决,
而且不确定因素较多。页岩气储藏地质复杂,储量不明确。而且
我国在页岩气开发工作中,往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工作形式以
滚动开发为主,而且涉及到很多学科的知识,因此开发规划不明
确,难以确定精准的环评介入时机,对环评工作的有效性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2.3公众参与不合理
根据国家相关要求,在环评工作开展中,需要开展公众参与,

图1 页岩气埋深示意图

采纳公众的意见,然而实际工作中,公众参与情况不理想。公众

1.3土壤环境影响
在页岩气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生产设施、配套设施,土
地需求比较大,而且井场土地密度直接关系到开发土地需求,同
时需要结合页岩层的具体性质,确定距离的井数量和占地面积。
[2]

页岩气开发项目中需要的土地量如表1所示。再加上钻井开采

中需要大量的储水池、配套道路、输气设备等,因此,土地需求
量较大。钻井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岩屑、废泥浆等固体废弃物,

参与形式流于表面,公众虽然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但是相关
部门却没有采纳,致使邻避事件时有发生,严重侵害公众的参与
权和监督权。此外,公众对环评结果不理解,不了解项目建设开
发带来的环境影响后果,难以提出合理的意见,难以保护自身的
[4]
合法权益。 公众调查没有代表性,而且公众参与往往属于自发

行为,缺乏制度化和规范性,知识公众参与代表性受到质疑。
2.4跟踪评价不及时,信息化建设不足

如果不及时处理,需要占用较大的土地面积,甚至对土壤造成加
大的污染。而且在开采过程中,会对地表、地下地质环境造成不
同程度的影响,如土壤扰动、地表植被破坏、地质结构改变、土
壤松动等问题,对人类生存发展造成一定威胁。

展,页岩气开发力度和规模不断拓展,钻井数量越来越多,但
是开发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开展力度不足,对规划环评

表1 页岩气开发土地需求
指标

在页岩气开发项目实施中,环境影响和环境污染问题严重,
非常不利于开发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当前,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文件的落实情况不彻底,导致规划跟踪评价工作难以及时开

低技术水平

高技术水平

4 3

9.93

3.55

乏信息化和网络化工作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评工作

单个井场生产用地/10 m

4 3

3.75

1.06

的监督管理力度。

单个井场寿命/y

10

10

井场间最小距离/m

3200

600

单个井场建筑用地/10 m

展。此外,环评工作中,对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利用力度不足,缺

3 页岩气开发环境影响评价优化要点
3.1完善环境影响评价体系
在页岩气开发环评工作开展中,需要结合生态文明建设的

1.4地质影响

要求,遵循绿色矿业发展原则,强化环境监管体系的顶层设计,

在页岩气开采过程中,页岩气钻井施工,会对现场的土体结

构建完善的环评管理制度,为开发项目全过程环境工作工作提

构造成严重破坏,尤其是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会导致土壤在重

供制度支撑,保障环境质量的改善。页岩气是一种非常规天然气,

压作用下产生裂隙问题,严重情况下还会引起地面塌陷,营养元

需要以其开发项目的特殊性为依据,制定针对性且完善性的环

素流失,植被破坏,致使出现很多人工裸地,产生扬尘污染。水利

评体系,在具体实施中,需要加大环保技术论证力度,形成合理

压裂情况下回加大山体滑坡风险。裸露岩土风化引起严重的水

的评价指标体系,明确技术规范、导则、政策、技术审查体系等。

土流失问题。使用水利压裂法开采页岩气时,容易诱发地震等地

[5]

质灾害。

承载能力、资源环境效率等进行等级划分,实现分级审批管理,

同时要进行分级审批,对开发项目的地域大小、生态环境原始

2 页岩气开发环境影响评价问题

必要情况下可以进行单独的规划环评。在制定环评文件时,需要

2.1法律法规不完善

遵循报告书原有原则,并确保其开展程序符合法定要求,一旦出

我国在页岩气开发环评工作的法律法规、制度建设方面还

现违背法定程序的文件形式,需要对其进行追责,并实施严格的

存在很大的缺陷问题。如现阶段我国现行的环保法律法规主要

惩罚,严禁违法违规环评现象的出现。要结合开发项目的具体特

是针对常规天然气开发项目,对页岩气这种非常规天然气的开

点,形成规划环评与建设项目环评联动机制,形成信息共享机制,

发环评工作没有针对性的法律条款,而且在环保标准、环评技术

结合实际操作需求形成配套的管理办法,保障环评工作的合理

导则、技术规范等方面缺乏完善性,导致页岩气开发环评顶层设

性开展。

[3]

计难以精准开展。 此外,在环境影响评价内容方面设计方面不
24

3.2及时开展环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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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环评结果的有效性,强化其价值作用,需要合理把

其刚性约束作用,从而构成更加制度化、有序化的环评、规划、

握环评开展时机,尽可能及早开展环评工作,一般选择在项目的

审批等环评联动机制。同时需要加大监督力度,对环评工作的进

井位勘定阶段介入,这样可以具备较多的时间开展各项环境影

展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合理编制规划环评,如果在没有规划环评

响内容开展全面的分析与研究,从而保障环评结果的真实性与

的基础上就审批项目,需要追究相关部门、人员的责任。要构建

全面性,还可以对开发项目选址的合理性开展科学论证,促进环

完善的工种参与机制,完善监管体制,对环评机构进行市场监管,

评工作的秩序性开展。同时,需要对环境影响问题进行量化研究,

强化责任追究,保障各项工作的规范性开展。

对潜在的不利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梳理,从而对开发项目可能造

4 结语

成的环境影响开展综合性分析和预测,为开采技术的改进与创

综上所述,页岩气开发前景广阔,需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工

新提供参考依据,这样可以减少环境风险系数,减少必然性环境

作,明确环评工作开展中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应对措施,如完

[6]
污染破坏,也可以为生态恢复提供保障。 要结合我国页岩气开

善环评管理体系,明确环评指标和技术规范、导则等,并确定环

发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防治技术和规范,促进开发项目的安

评介入时机,保障环评结果的价值作用,要完善公众参与机制,

全、环保、高效发展。

及时公开信息,尊重公众的参与权、监督权和知情权,要构建大

3.3及时信息公开

数据监管平台,完善监管机制,保障页岩气开发环评工作的有序

页岩气开发具有明显的工程特性,涉及到环境科学、法律知

性、高效、环保性开展。

识,社会公众日常生活中难以接触这些知识领域,难以做到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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