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会议宗旨

“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自1993年在北

京召开以来已经延续六届。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常规油气勘探工作面

临着很大挑战，勘探对象日趋复杂，勘探工程技术难度逐渐加大，而

非常规油气地质研究开始呈现出蓬勃生机，新成果不断涌现。为进一

步交流常规、非常规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的最新研究成果，

研讨油气成藏研究的发展战略，掌握国际研究动态和发展方向，促进

本研究领域的学术进步，增进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提高油气成

藏和资源评价的学术水平，兹定于2017年10月20-22日在北京召开“第

七届油气成藏机理与油气资源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一号通知发

出后的近三个月内，我们已经得到国内外众多同行学者的鼎力支持。

我们期待国内外石油地质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广大同仁相聚北京，共

同交流油气成藏和资源评价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



二、大会主题

从常规到非常规

——油气成藏研究的理论突破与技术进展



三、分会主题

（1）深层和古老层系油气成藏与资源潜力

（2）非常规油气成藏与地质评价

（3）油气成藏实验研究与资源评价新方法新技术



四、会议日程和地点

1. 会议日程：2017年10月20-22日

会议报到日期：2017年10月20日
开幕式和大会报告：2017年10月21日

外国专家（按字母排序）：
Alan A Curtis (eGAMS)
Donggao Zhao (赵东高，University of Missouri)
Hendrik Rebel (AEE Technologies Inc.)
Hyun Suk Lee (KIGAM)
Mehdi Mokhtari (University of Louisiana)
Michael Abrams (Imperial College)
Michael D Lewan (USGS)
Neil Sherwood (CSIRO) 
Qinhong Hu (胡钦红，University of Texas)
Richard Brito (University of Oklahoma)
Sebastian Naeher (GNS)
Stephen D Sturm (RMAG)
Steve Larter (University of Calgary)
Shu Jiang (蒋恕，University of Utah)
Zhuoheng Chen (谌卓恒，Geological Survey of Canada)

会间及会后短期课程(Kinetics Short Course): 
Michael D Lewan, Determining Timing and Extent of Petroleum 

Generation

分会报告及大会总结、闭幕式：2017年10月22日

2. 会议地点：北京昌平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五、主办、协办和承办单位

1. 主办单位

中国石油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石油地质专业委员会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学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

2. 协办单位

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有效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分公司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盎亿泰地质微生物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3. 承办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油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



六、指导、组织、学术委员会

1.指导委员会

主 任：王铁冠
副主任：马永生 孙龙德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蔡希源 戴金星 邓运华 傅诚德 高瑞琪

龚再升 关德范 胡见义 胡文瑞 李德生 李思田 李 阳 罗治斌 康玉柱
牟书令 邱中健 孙 枢 童晓光 王成善 汪集旸 杨树锋 翟光明

2.组织委员会

主 任：贾承造
副主任：赵文智 郝 芳 柴育成 庞雄奇 孙冬胜 罗晓容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 胡素云 付锁堂 姜振学 焦大庆 李根生

罗晓容 廖 勇 刘 羽 马新华 梅 海 宋明水 宋 岩 隋 军 孙福街
田 军 王贵文 王 霞 王玉华 钟宁宁 曾溅辉 邹才能

3.学术委员会

主 任：金之钧
副主任：赵文智 郝 芳 邓运华 彭平安 庞雄奇 李金发 Steve Larter

委 员(按姓氏拼音为序)：操应长 查 明 陈红汉 陈践发 Zhuoheng Chen
董月霞冯志强 匡立春 胡文瑄 付金华 付晓飞 姜振学 Maowen Li 何治亮
纪有亮李美俊 林畅松 柳广弟 刘池阳 Keyu Liu 刘树根 刘文汇 卢进才
卢双舫罗晓容 吕修祥 马新华 孟卫工 Michael D Lewan 米立军 邱楠生
施和生宋国奇 宋 岩 王永诗 王招明 谢玉洪 徐春春 杨海军 杨胜雄
曾溅辉 张昌民 张洪安 张金川 张水昌 赵靖舟 赵贤正 曾联波 钟宁宁
翟刚毅 朱筱敏 邹才能



七、会议注册

会议代表可通过邮箱prp@cup.edu.cn填写回执（见附件1）进行注册并

获取会议相关信息。请一定回复是否做口头报告，是否需要展板。

注册费：正式代表每人1800元（或300美元），随行人员和学生代表

800元。注册费在代表报到时收取（主要用于论文摘要编辑、资料、招待及

会间茶点等），会议代表的食宿由承办单位统一安排，费用自理。学生注

册时须提供学生身份的证件。

mailto:prp@cup.edu.cn�


八、会议论文

本届会议制作电子版论文摘要/论文全文集，论文摘要限A4纸1页之

内，论文全文限8000字以内，模板见附件2。届时请将论文电子文档

（使用Word编辑，仅限.doc文档格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秘书组（邮

箱prp@cup.edu.cn）。

本届会议也将提供会议展板，展板规格见附件3。

本次会议将组织青年学者/学生优秀报告评选并颁发证书；会后将组

织部分参会的优秀论文在公开出版物出版，版面费自理。

mailto:prp@cup.edu.cn�


九、联系方式

协调组：
王贵文（13701115672）
岳大力（13366596043）
杨明慧（13621171219）
王宣赫（13488655605）
费葳葳（13811880010）

学术组：
邱楠生（13910633594）
陈冬霞（13581885298）
白国平（13601372036）
翁庆萍（18911226688）

秘书组：
余一欣（18911226082）
李 璐（13811396242）
常 健（13426324212）
张永旺（13521575975）
马 勇（13552121028）
唐文连（13601074503）
王洪玉（13691022080）
刘红英（13520327578）

联系电话及传真：010-89733423
Email：prp@cup.edu.cn
地址：北京昌平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盆地与油藏研究中心（102249）



附件1：会议回执



附件2：论文写作体例和格式

一、论文写作体例

论文写作体例参照《地质学报》中文版要求，包含下列内容：
（1）文章题目
（2）作者
（3）作者单位
（4）作者通讯地址，邮政编码
（5）摘要
（6）关键词
（7）引言（介绍前人等的工作进展和存在问题）
（8）地质背景
（9）正文（图件直接插入正文，勿用表格或文本框插入，

图例、图名及图说明应中英文严格对照）
（10）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11）讨论（对上述内容的分析和说明）
（12）结论
（13）参考文献（若引用文献未公开，请用注释）
（14）基金项目、作者简介

二、格式

（1）论文文字格式参照《地质学报》中文版要求
（2）图件为Coreldraw格式，半栏宽75mm，通栏宽165mm，

横卧图宽240mm



附件3：展板

会场展板的文字可为中文或英文，要求突出重点，整洁美观。每个展

板内容控制在1个版面，版面规范尺寸为长120cm、9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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