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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文 通 知

各石油石化企事业单位：

为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实现“双碳”目标，推动油气行业上、中、

下游工程技术进步，“2023国际石油石化技术会议”将于2023年5月31

日-6月2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召开。会议以“数智时代

的石油石化企业变革与创新”为主题，开展高端访谈、专题报告等系列

活动。届时，第二十三届中国国际石油石化技术装备展览会将与本次

会议同时同地举行。

会议现面向国内外石油石化行业的学者、专家征集论文及专题报

告，同时欢迎有关单位合作专题分会并参与技术交流。会议将持续采

用现场参会并结合远程视频会议的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具体事宜通知

如下：

一、会议主题

数智时代的石油石化企业变革与创新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 西安石油大学

陕西省石油学会

北京振威展览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 上海市石油学会

中国石油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材料研究院

中国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

中国石化华北油气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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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乌鲁木齐石化公司研究院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采油工艺研究院

中国石油大庆油田采油工程研究院

西部低渗－特低渗油藏开发与治理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陕西省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协同创新中心

天然气水合物国家重点实验室

陕西省油气田特种技术增产重点实验室

承办单位： 西安石油大学石油工程学院

陕西省石油学会石油工程专业委员会

西安华线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期刊： Springer、测井技术、断块油气田、海相油气地质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石油炼制与化工、石油钻探技术

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媒体支持： HXAN、中国石油报、中国化工报、石油同学、

化工仪器网

三、会议征文范围

（一）油气藏地质工程技术

 地质储集体表征与描述：地质储集体及构型描述，储层物性

特征描述，地层流体分布特征及地质模型建立方法，复杂构造与储

层地质模型，深层储层孔隙演化与评价预测新方法，裂缝性储层发

育机制与评价方法。

 地球物理储层建模与解释：油气藏地震监测与建模，重力及

电磁法监测资料解释及其应用技术，复杂介质地震波场传播机理及

储层识别方法，各向异性全波形速度建模和深度域地震成像技术方

法，非线性高分辨率地震反演与储层智能预测技术，潜山裂缝性油

气藏储层地震响应机理及精确成像方法，高精度速度建模与成像方

法。

 石油物理与测井技术：岩心物理与孔隙网络建模技术，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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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转换及渗流特征研究，测井新技术，复杂储层及流体测井定量

评价技术，复杂结构井测井各向异性分析与处理解释新技术，渗透

率测井新方法及探测器。

（二）油气藏工程技术

 油气井生产监测：压裂压力和温度分析技术，井下分布式实

时分析优化技术。油气井液面监测技术，注入剖面测井及资料解释

技术，工程测井与套损监测技术。

 油气藏建模与动态模拟：油气藏建模与描述新技术，各种油

气藏数值模拟新技术。

 海相深层油气富集机理与开发技术：深层海相盆地充填过程

和构造改造对油气富集与贫化控制机理，深层海相碳酸盐岩和页岩

油气富集机理与开发方法，陆相湖盆细粒沉积与烃源岩发育机制，

页岩储层定量表征与油气赋存机制，深层页岩气甜点识别与压裂监

测方法。

 一体化的油气藏开发与管理：现代油气藏开发方案优化设计

与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油气藏差异化管理。

 项目管理与设施优化：部署设计管理，单项工程设计管理，

探井井位管理，合同与投资管理，项目实施管理，设施优化管理。

 油气藏的经济评价及资产优化：油气藏储量组合优化评价方

法，目标区块勘探油气资源评价方法，油气藏的经济与投资的组合

优选。

 页岩油气、稠油、煤层气开发：页岩气藏压裂技术，页岩油

气地质特征、渗流特征与产能预测，稠油、油砂矿测井解释及评价，

页岩油气体积压裂、有效改造体积与可改造性评价，页岩气及致密

油有效开发及高效储层改造方法，煤层气排采技术与工艺，致密油

http://www.so.com/link?m=abMGavYtuX4jyxiNR+6DtGxgqaDxsduODVp2Frt6pbTpCaNvXjmmxJKIva9ft9WXW9HxysTg8ic+/+HPT6/+HipRG0zs1sBRj5yEWeM8bvLp+G7xWPd7phPywh26DI2zCErGJn8XH0DAYRCePwO6bCPafy+XmgD/hFODjG7ZfBNgWn4gtqAZUaQVbpt6EikrGzVqPJvpC7bu+F+sPACR7NgPLfuOlWPfFBbiYtkg2byRvnjYMmD8G8Yfmo9Y=
http://www.so.com/link?m=abMGavYtuX4jyxiNR+6DtGxgqaDxsduODVp2Frt6pbTpCaNvXjmmxJKIva9ft9WXW9HxysTg8ic+/+HPT6/+HipRG0zs1sBRj5yEWeM8bvLp+G7xWPd7phPywh26DI2zCErGJn8XH0DAYRCePwO6bCPafy+XmgD/hFODjG7ZfBNgWn4gtqAZUaQVbpt6EikrGzVqPJvpC7bu+F+sPACR7NgPLfuOlWPfFBbiYtkg2byRvnjYMmD8G8Yfmo9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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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藏提高采收率技术。

（三）钻完井工艺技术

 钻井工程技术：井位设计，石油天然气钻井，定向钻井，水

平井、多分支井钻井，欠平衡钻井，大斜度井钻井，钻井液，钻井

工具，钻井自动化，新一代定向井装备基础理论与方法，钻井优化

数据分析，固井技术，案例研究等先进技术。

 完井工程技术：射孔完井、裸眼完井和衬管筛管完井；完井

管柱、分层注水管柱、防腐油套管、管柱力学分析、完井管柱安全

系统；射孔工艺技术、多级脉冲射孔压裂复合技术、水力深穿透水

平孔技术；水平井砾石充填完井，防砂完井技术，屏蔽式暂堵技术，

完井液与射孔液技术等先进技术。

（四）采油气工艺技术

 压裂酸化作业技术：水力压裂技术，爆燃压裂技术，酸压技

术，压裂支撑材料，压裂液技术，压裂酸化设备技术。

 流体注入设备及井口装置：分层注水设备及作业技术，调驱、

调剖、堵水设备及作业技术，气井增压设备技术，生产井口装置、

注水和热采井口装置，稠油热采注入设备等先进技术。

 人工举升系统：有杆泵举升技术，螺杆泵举升技术，电潜泵

举升技术，气举举升技术，三次采油油井举升技术，高温流体油井

举升技术，气井积液预测，人工举升优化技术，排水采气工艺或者

煤层气井排水采气工艺，如：优选管柱、气举、间歇气举与柱塞举

升、电潜泵举升，螺杆泵举升，水力举升，气井泡沫排水采气。

 流体注入提高采收率新技术：深部液流转向调控新技术，致

密油气藏提高采收率技术。

 井筒完整性管理与流动保障技术：储层保护技术，井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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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管修复技术，防垢防蜡技术，天然气水合物，蜡和沥青质，设备

保温技术，清管技术，防砂和腐蚀控制、高温高压深层钻完井控制

方法、地层与大型压裂作用下井筒结构体损伤/破坏规律及完整性构

建方法、高温高应力井筒失稳和地层破岩、起裂扩展机理、高温高

应力地层孔隙压力预测、井筒失稳（破坏）和复杂缝智能控制方法

等先进技术。

 油气田生产作业管理：基于节点管控的井下作业生产调度管

理方法，井下作业安全管理办法，油气生产预警方法，勘探开发设

备管理方法，油田作业车辆监管方法等管理方法。

（五）油气储运与流动保障技术

 油气水分离技术：三相分离器设备，重力分离，离心分离，

电脱分离，乳化水的粗粒化蒸发，气浮分离技术等先进技术。

 多相流计量技术：多相流测量，油气在线计量技术，质量流

量计，油气储运销售计量系统，在线天然气硫化氢+二氧化碳色谱分

析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管线中流体监测、流体粘度

测量和组分分析等先进技术。

 油气储运技术：原油与天然气储运技术，成品油储运技术，

液化天然气储运技术，煤层气集输工艺及管道技术，天然气压缩机

状态监测技术，变频输油控制技术，LNG、CNG、地下储气库及配

套设施完整性管理等先进技术。

 管线检测与监测技术：油、气、水管线流动保障技术，管道

泄漏检测定位系统及报警定位装置，超声波检测技术，管线腐蚀监

测与防护技术，油气集输设备数字化感知系统及在线监测技术，城

市地下管线泄漏点精确定位等先进技术。

 管线管理技术：管线系统的完整性管理，油气田集输管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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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性管理新技术，地下管道和管线标识、跟踪和探测技术，油气管

网仿真技术，清管技术，原油管线清管周期预测，管道非开挖技术，

原油管道巡护，管道风险评价，油气管道失效分析与控制，管道安

全预警，管线测绘技术等先进技术。

（六）海洋钻采工程与集输系统

 海洋钻井与完井：深水石油钻井，深水位随钻测井，海 洋 智

能钻柱，新型海水钻井液体系等先进技术。

 海上采油气工程：海上生产设备与作业，隔水管系统，深水多

立管系统之间相互作用耦合分析技术，水下生产和加工系统，顶面

生产加工系统和水下防腐技术等。

 海上油田提高采收率技术：针对海上油田平台井距大、空间小

的注水工艺技术，化学驱均衡驱替提高采收率方法，可地层原位增

粘的功能性驱油体系。

 海上油气集输：海底管线设计研究、海上管线、海上流动保障，

海上可移动工程设施设计技术，深水蜡晶与水合物多相混输管道固

相沉积与安全输运机制，海洋码头与运输，海上LNG，漂浮系统和

系泊系统。

海上HSE：海上施工作业健康、安全、环保技术，海上作业与

管理规范，海上救助与应急响应。

（七）炼油与化工生产技术

 炼油技术：基于烃族组成的炼油新工艺、原油直接制烯烃和

高效低能耗的低碳烃和芳烃分离等炼油向化工转型新技术，炼油过

程中的分子管理工程，原油加工优化增效技术，油气水分离工艺、

负压闪蒸原油稳定技术、重质油催化转化技术、渣油转化技术，油

品清洁化技术，炼油厂优化节能、炼油厂全流程优化技术等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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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

 天然气处理及煤化工技术：井场天然气回收、轻质油回收，

天然气制高附加值化学品技术，氢的制取、储存及利用，天然气净

化技术，煤层气综合开发与利用技术，液化天然气技术，压缩天然

气技术，新型低阶煤热解技术，煤炭加氢液化新技术、煤炭高效清

洁转化、富碳天然气合成化学品技术等先进技术。

 化工技术：石油化工中的化学工程，石油化工反应与分离工

程，新一代高附加值合成材料及产品技术，石油化工催化和分离新

材料，耦合加氢烷基化催化新技术，高效过氧化过程强化技术，高

附加值聚烯烃树脂，高性能合成橡胶，新型生物基材料及生物降解

材料，官能化聚烯烃材料，环境友好型聚合物发泡技术，功能化离

子液体在合成橡胶改性中的应用技术，绿色过氧化氢环己基苯固体

酸催化酸解技术，合成气生产及合成气化学品生产技术，化工新材

料和精细化学品产值率提高技术，高含氮天然气液化工艺。

 炼油化工厂生产运行管理：清洁安全生产技术，炼油化工设

备运行管理，加油气站与油品（燃油、润滑油、沥青）供销管理。

（八）机械、材料与腐蚀防护技术

 机械工程技术：机电一体化，仿生机械和生物制造，疲劳与

断裂力学，摩擦学，传动与动力，地球物理勘探设备制造、钻采设

备制造，海洋石油设备制造，油气集输设备制造，炼油化工设备制

造，人工智能和数字制造，机器人机构，产品设计和加工制造技术，

制造系统运作管理，先进制造及故障诊断技术，石油石化机器学习

应用技术等先进技术。

 材料技术：橡胶材料，智能材料，涂装材料，高分子材料，

生物材料，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稀土材料，纳米材料，超



8

导材料，能源材料，高温材料，可降解材料，复合材料以及各种材

料加工技术等。

 腐蚀防护技术：表面防护与控制技术，防腐涂层，腐蚀监测

与检测技术，阴极保护技术，电化学保护，微生物腐蚀，腐蚀环境

分析，以及油气田开采、油气管道及集输、海洋石油设备、炼油化

工等石油石化方面的特殊腐蚀机理研究与防护技术。

（九）数字与智能技术

 智能与数字油气田技术：物探、测井、录井、试井等远程数

据自动化采集技术，智能化导向钻井、智能完井，数字化人工举升

系统，电动智能压裂装备技术，远程无线智能分层注水系统，井场

设备运行状态智能化监测和能效监测，智能油气田及其虚拟现实技

术，设备故障智能诊断技术，智能与数字化油田标准。

 油气集输智能与数字化技术：油气集输过程的工业控制系统

及信息安全分析技术，管线地理信息系统、GPS管道巡检管理系统，

能源管网的监控和数据采集系统，长输天然气管道智能化技术，数

字化变频输油控制系统，数字化计量技术，原油库的智能检测报警

技术，LNG接收站数字与智能技术，智能管道施工技术与方法，智

慧管网技术，管线检测的机器人技术。

 工厂智能与数字炼化技术：炼油化工工厂智能化技术，成品

油在线调和优化技术，化工过程模拟技术，化工过程自动诊断技术，

基于机器视觉、光谱、质谱、核磁等非接触式信息敏捷感知技术，

复杂生产过程多尺度耦合智能建模与优化方法，炼油过程动态调度

与先进过程控制和优化，智能化反应塔技术，多场多相数据的可视

化技术，全流程虚拟生产系统，化工泄露智能检测及无线传输系统，

三维数字化工厂关键技术，工厂作业机器人设计与开发，基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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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数据的复杂人机物系统等先进技术。

 加油气站及油气销售系统技术：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区块

链、数字孪生及工业互联网的油气销售系统业务模型、加油气站安

全智能管理平台、油库智能化技术、加油气站智能监测系统。

 数据驱动与知识驱动融合的人工智能技术：数据驱动的机器

学习与知识和算法驱动技术、知识表示与推理技术、数据和模型驱

动的鲁棒决策和安全可靠推理技术、知识数据双驱动的决策推理及

其在石油工业中的应用。

 数字孪生与元宇宙融合技术：构建智能与数字化油气田、油

气管道、炼油化工及加油气站的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机器学

习、知识图谱、区块链、数字孪生、元宇宙等先进信息技术。

（十）环境监测与管理

 环境监测技术：气体和水质污染物采样、监测专用仪器设备

技术，监测分析所用的标准物质、化学试剂及玻璃器皿技术，安全

环境信息处理和传输技术，放射性、噪声、振动、光、热测定仪和

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能源开发及其应用中的环保技术、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在环保中的应用、环保在线监测装备等先进技术。

 环境治理技术：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技术、油

气田废水处理及回收再利用工艺技术，污水再生回用高性能非金属

膜分离技术，石油井场废弃液无害化处理技术，石油工业废气减排

和清洁生产技术，油气排放控制与高效治理技术，含油污泥处理技

术，海洋原油资源高效利用技术，油田和煤田化学和放射性有毒持

久性污染物的转化规律，多介质多界面污染物迁移转化规律，难降

解工业废水深度处理技术，催化剂厂废气综合治理，清洁安全生产

等先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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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管理技术：油气田勘探开发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管

道建设与加油站环境影响评价技术，环境安全应急监控与预警管理

系统，安全与环保风险评估与技术规范。

 HSE管理体系：钻井工程和井下作业的HSE危害识别与风险

评价，集输联合站HSE管理方法，工厂及实验室的HSE管理方法，

国际总承包项目HSE管理方法，天然气安全事故应急响应管理系统。

四、论文征文要求（含征集报告人）

1、摘要及全文提交截止日期：2023年3月30日

2、本会议论文投稿格式要求：

大会拟征集学术性论文，要求中英文题目、字数235～450的中

文和英文摘要，以及中英文关键词3-5个。摘要高度概括全文学术、

技术要点，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

必要的信息。摘要需包含四部分内容（1）研究目的和范围（30-75

字）；（2）方法、步骤和过程（75-100字）；（3）结果、认识和

结论(100-200字）；（4）创新点、技术贡献和意义（30-75字）。

论文必须具有原创性，未在任何刊物和会议公开发表。论文题

名应简明、确切，不要太长、太笼统，英文标题要省去定冠词和不

定冠词。摘要及全文要求通过会议网站(www.ipptc.org）注册提交。

附上作者中英文简介，包括：姓名（出生年），性别，学历，职称，

主要从事的研究方向、单位名称、通讯地址、邮编、电话、手机、

电子信箱等。

3.会议全文提交要求严格按照论文模板编辑（论文模板从会议

网站 www.ipptc.org下载），否则会务组拒绝接收稿件。

4.论文出版说明：

会议收录的英文论文由Springer Nature正式出版并推荐EI/SCI文

http://www.ipptc.org/
http://www.ippt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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