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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青年地质论坛 

会议日程 
日期与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7.12 全天 会议报到 海都大酒店 

7.13 

上午 

7:00-7:50 早餐 海都大酒店 

7:50-8:30 酒店乘车前往山东科技大学 会务组  

8:30-9:00 
大会开幕式 

主持人介绍与会嘉宾 

魏久传 
逸夫 
讲堂 

（J5）

山东科技大学校领导致欢迎辞 

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领导致辞 

9:00-9:20 合  影 逸夫讲堂门口 

9:20-9:45 

大  会  特  邀  报  告 

纪占胜 

逸夫 
讲堂 

（J5）

煤型战略金属：机遇与挑战 

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代世峰 教授 

9:45-10:10 
煤田构造研究新进展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曹代勇 教授 

10:10-10:35 
我国煤层气产业发展现状及技术需求 

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 张守仁 教授级高工 

10:35-10:45 茶  歇  

10:45-11:10 
煤系非常规矿产成矿成藏作用系统 

太原理工大学 曾凡桂 教授 

韩作振 11:10-11:35 
中国南海海域区煤地质研究进展 

山东科技大学 李增学 教授 

11:35-11:55 
特殊用煤资源潜力调查评价进展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宁树正 教授级高工 

12:00-13:20 午餐（集中乘车往返） 宏运玲珑酒店 

13:30-14:00 参观地球科学馆 地科学院（J6）



  全国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青年地质论坛 

 

日期与时间 
分会场 1：内   容 

（报告 17 分钟，讨论 3 分钟） 
主持人 地点 

7.13 

下午 

14:10-14:30 
宏观煤岩类型对煤层气富集产出的控制作用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许  浩 教授 

吴财芳 
 
 

地科学

院楼 

J6-434

（地科

学院报

告厅）

14:30-14:50 
煤层气开发中煤分产出机理极其控制措施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魏迎春 副教授 

14:50-15:10 
海拉尔盆地呼和湖坳陷中南部低煤阶煤层气富集特征探讨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皇甫玉慧 研究生 

15:10-15:30 
沁水煤田首阳山矿 15#煤的稀土元素特征 

河北工程大学 申伟刚 研究生 

许 浩 
 

15:30-15:50 

利用泥质岩化学蚀变指数分析物源区风化程度时的限制因

素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徐小涛 博士研究生 

15:50-16:05 茶  歇 

16:05-16:25 
滇东黔西多煤层煤层气地质选区选段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 

中国矿业大学 吴财芳 教授 

16:25-16:45 
煤体结构约束的煤储层物性与力学特性：对水力压裂的影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蔡益栋 副教授 

16:45-17:05 
中国与全球煤炭资源对比分析 

中煤总局勘查研究总院 张莉 高级工程师 

孙学阳 17:05-17:25 梧桐庄煤矿 2 煤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华芳辉 研究生 

17:25-17:45 
石煤伴生元素的特征 

中国矿业大学 李文博 研究生 

17:45-18:25 集中乘车回海都大酒店 会务组  

18:30-20:30 晚餐（自助餐） 海都大酒店 



  全国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青年地质论坛 

日期与时间 
分会场 2：内   容 

（报告 17 分钟，讨论 3 分钟） 
主持人 地点 

7.13 

下午 

14:10-14:30 
华北型煤田奥陶系灰岩顶部注浆改造关键技术及应用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皓 研究员 

尹会永 

地科学

院楼 

J6-433

（经管

学院报

告厅）

14:30-14:50 
华北型煤田煤层底板面上注浆治理规范研究 

中煤总局第三水文地质勘探队王宗明 高级工程师 

14:50-15:10 
兖州煤田奥陶系灰岩顶部充填结构及阻水特征研究 

安徽理工大学 柴辉婵 讲师 

15:10-15:30 

华北型煤田煤层底板面上注浆治理工程质量验收技术研

究 

中煤总局第二水文地质勘探队  卢玲敏 高级工程师 

王皓 
 

15:30-15:50 
地下工程围岩含导水裂隙注浆扩散规律与注浆效率研究 

山东科技大学 韩承豪 博士研究生 

15:50-16:05 茶  歇 

16:05-16:25 
厚底板阻隔层条件下㡳板突水的新特征 

华北科技学院 连会青 教授 

16:25-16:45 
山西西山煤田聚煤期后构造应力场研究 

太原理工大学 谢晋强 副教授 

16:45-17:05 
深埋煤层开采侧向高压奥灰含水层影响特征与防治技术 

山东科技大学 尹会永 副教授 

卢玲敏 17:05-17:25 
矿井水害防治基础信息管理及预测评价系统研发 

西安科技大学 肖乐乐 工程师 

17:25-17:45 
基于 FLAC3D 的岩石含水蠕变损伤模型的开发与应用 

合肥工业大学 李蕊瑞 研究生 

17:45-18:25 集中乘车回海都大酒店 会务组  

18:30-20:30 晚餐（自助餐） 海都大酒店 



  全国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青年地质论坛 

日期与时间 
分会场 1：内   容 

（报告 17 分钟，讨论 3 分钟） 
主持人 地点 

7.14 

上午 

7:00-7:50 早餐 海都大酒店 

7:50-8:30 酒店乘车前往山东科技大学校区 海都大酒店门口 

8:30-8:50 
不透气夹矸对煤层瓦斯运移特性影响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赵洪宝 教授 

常象春 
 

地科学

院楼 

J6-434

（地科

学院报

告厅 

 

8:50-9:10 
超声波加载煤体孔裂隙逐级响应特征研究 

西安科技大学 师庆民 讲师 

9:10-9:30 
煤层气直井定量化排采控制方法 

山东科技大学 张晓阳 讲师 

9:30-9:50 
胡家河矿富惰质组煤的地球化学特征 

河北工程大学 李进孝 研究生 

赵洪宝 
 
 

9:50-10:10 
吐哈-三塘湖盆地低煤阶煤层气富集条件分析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李  硕 研究生 

10:10-10:25 茶  歇 

10:25-10:45 
煤系非常规天然气合采理论基础及技术展望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李  勇 副教授 

10:45-11:05 
新疆二叠系煤中 REY-Zr(Hf)-Nb(Ta)-Mn 富集机理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李宝庆 副教授 

李  勇 

11:05-11:25 
高硫煤中稀土元素的洗选分配特征 

中国矿业大学 段飘飘 讲师 

11:30-12:00 闭幕式、颁奖 宁树正 

12：00-12:30 集中乘车回海都大酒店 会务组  

12:30-14:00 午 餐 海都大酒店 

 



  全国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青年地质论坛 

日期与时间 
分会场 2：内   容 

（报告 17 分钟，讨论 3 分钟） 
主持人 地点 

7.14 

上午 

7:00-7:50 早餐 海都大酒店 

7:50-8:30 酒店乘车前往山东科技大学校区 海都大酒店门口 

8:30-8:50 
探析煤的分阶段属性及利用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王绍清 教授 

 
宋立军  

地科学

院楼 

J6-433

（经管

学院报

告厅）

8:50-9:10 
琼东南盆地渐新统煤层发育与分布预测 

山东科技大学 刘海燕 副教授 

9:10-9:30 
陆相断陷盆地煤与油页岩共生机制及其赋存规律 

山东科技大学 王东东 讲师 

9:30-9:50 
柴西缘阿尔金山前下侏罗统层序地层与岩相古地理研究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刘炳强 博士研究生 

王绍清 
 

9:50-10:10 
依托学会优质资源 打造精品科技期刊——以《煤田地质与

勘探》为例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范章群 副研究员 

10:10-10:25 茶  歇 

10:25-10:45 
西兰蒂亚板块构造特征、演化及煤相关矿产资源 

西安石油大学 宋立军 教授 

10:45-11:05 
铀：油气生成过程中可能的无机促进因素－基于褐煤生烃模

拟实验 

山东科技大学 安鹏瑞 博士研究生 
孙贵 

11:05-11:25 鹤壁矿区二 1 煤层煤岩煤质及煤相分析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何文博 研究生 

11:30-12:00 闭幕式、颁奖 宁树正 

J6-434
、地科

学院报

告厅 

12：00-12:30 集中乘车回海都大酒店 会务组  

12:30-2:00 午 餐 海都大酒店 

 



  全国煤及其共伴生矿产资源青年地质论坛 

日期与时间 内   容 主持人 地点 

 

15:00-15:20 乘车去金沙滩、连三岛滨岸带 会务组  

15:20-18:00 金沙滩、连三岛滨岸带沉积考察 
毛光周 

张伟杰 
滨岸带 

18:00-18:20 乘车回海都大酒店 会务组  

18:30-20:00 晚餐（自助餐） 海都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