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届非常规油气成藏与勘探评价学术讨论会 

（一号通知）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能源需求的日益攀升和常规油气资源的不断消耗，使油气供需

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包括煤层气、致密油气、页岩油气、沥青砂、天然气水合物等在

内的非常规油气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在新增储量和产量中，非常规油气所占的比重越来

越大，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已经成为油气地学领域最突出的研究热点。与之相应，每

年有关的会议多达数十个，但其中不少是商业性的会议或重复性的会议。为了给广大地

学工作者提供一个与非常规油气勘探和评价有关的学术性的交流、沟通的高端会议平

台，在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及赵文智主任委员、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

业委员会及金之均主任委员和戴金星院士等相关学会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2011 年，由

赵靖舟（西安石油大学）和卢双舫（原东北石油大学）倡议发起，在西安举办了全国首

届非常规油气勘探与评价的学术讨论会，2013 年在大庆举办了第二届会议，得到了石油

高校和有关研究院所、油田的超乎预期的积极响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由于从各级政府到企业、研究院所、高校等方面全方位的重视和投入，近两年来，

不仅非常规油气的勘探取得了一系列像焦石坝页岩气田这样的重大勘探开发突破，而且

有关非常规油气的基础理论研究、勘探技术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为了交流非常规油气

勘探及评价领域的新成果、新观点、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领域,促进我国非常规油气领

域理论、技术、应用研究的全面深入，进而推动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的不断突破，经

研究定于 2015 年由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在青岛承办第三届非常规油气成藏与勘探评

价学术讨论会。 

会议将汇集学界、业界精英，畅所欲言，集思广益，力争办成一届非常规油气领域

的空前盛会。热忱欢迎有关专家、同仁踊跃参加这次会议。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非常规油气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纳米地质专业委员会 

二、承办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 



 

三、协办单位（待定，列会议赞助的单位） 

四、会议特邀单位 

《石油学报》编辑部  

《石油勘探与开发》编辑部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编辑部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编辑部 

五、会议时间、地点 

初定：2015 年 6 月-7 月初期间，青岛。具体见 2 号通知。 

六、会议主题与专题 

本届会议涵盖非常规油气（致密油气、页岩油气、煤层气、火山岩油气、油砂、天

然气水合物）成藏及勘探评价的各个方面，包括非常规储层的成储机理、储层表征及分

级评价，各类非常规油气的赋存、富集及成藏机理、主控因素和分布规律，非常规油气

的有效勘探开发技术与甜点预测及选区评价等。 

本届会议主题：非常规油气储层表征及成储机理 

本届会议预设专题： 

1、非常规储层的表征、成储机理及分级评价 

2、非常规油气的赋存机理及定量表征 

3、非常规油气的成藏、富集机理、主控因素与资源评价 

4、非常规油气可动、可采性及其表征 

5、非常规油气的地球物理评价及“甜点”预测 

6、非常规油气的实验、分析及勘探新方法、新技术 

7、其他 

七、会议论文 

本届会议接受符合会议议题、在国内外未发表的研究论文。向会议投稿的作者请提

交 1000～2000 字的详细摘要，摘要格式要求如下： 

（1）摘要请提供 Word 文档格式，篇幅在 A4 纸 2 页之内，参考文献不超过 5 条，

可附关键图表 1～2 幅，文章最后附作者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性别、籍贯、技

术职称、从事专业、工作单位地址及邮编、联系电话、电子信箱等； 

（2）作者请根据投稿论文内容按照会议专题（编号 1～7）进行归类，并将相应的

专题编号命名在摘要 Word 文档文件名中，文件名命名格式为：会议专题编号_第一作者



 

姓名_论文题目； 

（3）详细摘要格式：A4 页面，页边距均为 2.0cm，论文题目小二号黑体，作者名

小四号仿宋，作者单位小五号仿宋体，正文五号宋体，行距 15.6 磅，图表名称小五黑；

段落缩进 2 字符并两端对齐；参考文献六号宋体，段落悬挂缩进 2 字符； 

（4）投稿务请用电子邮件方式，本届会议不接受非电子文档的投稿。投稿电子信

箱：fcgyq2015qd@163.com 

本届会议设大会和分会两类报告，会议学术委员会将从提交的论文及摘要中遴选优

秀论文作为大会报告，希望有意参与大会报告的作者踊跃报名，将 Word 文档用 Email

寄至会议秘书处。另外，本次会议将专门安排展报时间，并邀请展报作者现场交流。 

论文摘要截至时间：2015 年 3 月 31 日。 

论文摘要通过会议学术委员会审阅后，2015 年 5 月 10 左右由秘书处发出录用通知。

本届学术会议将由学术委员会评选中青年优秀论文。会后将选择优秀论文在国内核心刊

物发表或出版会议论文专集，欢迎广大从事非常规油气研究工作的学者踊跃投稿。 

八、会后地质考察（费用自理） 

灵山岛地质考察 1 日 

金沙滩-崂山地质考察 1 日 

诸城-曲阜-泰山考察 3 日 

九、会议组织机构 

一）指导委员会 

主  任：贾承造 山红红 

副主任（按姓氏拼音排序）： 

戴金星  胡文瑞  金之钧  康玉柱  李  阳  马永生  彭平安  王铁冠  赵文智 

查  明  方朝亮  焦大庆  王香增  杨长春  叶建良  张光学  张善文  朱伟林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董月霞  方志雄  冯志强  付金华  郭旭升  郝  芳  何治亮  匡立春  梁世君 

李亚辉  刘一峰  吕延防  孟卫工  庞雄奇  秦  勇  王玉华  王招明  杨长春 

易积正  张昌民  赵金洲  赵贤正  赵志魁  邹才能  徐春春 

秘书长：赵靖舟  卢双舫  翟刚毅 

二）会议学术委员会 

主  任：马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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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按姓氏拼音排序）： 

查  明  郝  芳  何治亮  胡爱梅  金之钧  琚宜文  卢双舫  庞雄奇  叶建良 

张金川  赵靖舟  赵文智  朱伟林  邹才能 

秘书长（兼）：卢双舫  赵靖舟  操应长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包书景  操应长  陈  波  陈桂华  陈世加  董大忠  杜启振  胡东风  胡望水 

姜振学  黎茂稳  刘池阳  刘洪林  刘可禹  刘招君  卢海龙  罗晓容  吕延防 

马世忠  潘仁芳  单玄龙  宋  岩  宋国奇  苏  新  孙冬胜  唐晓明  王兰生 

王兴志  王延忠  吴景福  吴能友  肖安成  肖贤明  徐兴友  薛海涛  业渝光 

张丽霞  周  文  祝有海 

三）组织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兆敏  张善文 

副主任委员：邹才能  何治亮  翟刚毅 

委  员（按姓氏拼音排序）： 

操应长  曹中洪  陈  波  陈  祥  邓守伟  付晓飞  何幼斌  胡宗全  黄永春 

姜振学  解习农  金凤鸣  金广春  琚宜文  李建青  李建忠  刘向君  柳广第 

卢双舫  马达德  蒙启安  穆泽辉  彭  君  单俊峰  施尚明  田  军  王凤琴 

王国力  王  霞  王绪龙  王永诗  魏国齐  吴景富  燕烈灿  杨跃明  姚泾利 

姚  军  翟刚毅  张  俊  张丽霞  张士万  张水昌  赵靖舟 

秘书长（兼）：卢双舫，操应长，姚军 

四）会议秘书处及联系方式 

秘书长： 

薛海涛（18661856597，0532-86983190，sea1999101@sina.com） 

邓少贵（13969891879，0532-86981872，dengshaogui@126.com） 

梁昌国（18678986875，kjclcg@upc.edu.cn） 

会议网址：http://2015fcgyth.upc.edu.cn 

 

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非常规油气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纳米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代章） 

mailto:kjclcg@upc.edu.cn
http://2015fcgyth.upc.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