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项目成果

编 辑 说 明
1、《地学新书资源推介》立足“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和地质调查中心工作，
充分发挥地学文献服务支撑作用”的目标任务，瞄准地调局业务布局中的科技需
求，调研国内外地学文献资源动态，努力采集最新最全的国内外地学文献资源，
为广大地质工作者和科研人员提供文献资源资讯。
2、本推介为“地学文献信息更新与服务” 二级项目成果之一，每年根据需
求不定期发布。
3、本专辑重点推介馆藏 2020 年后出版的非常规能源图书和国内标准规范目
录。
4、读者如需其它相关文献，可登陆图书馆网页，还可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
多种图书馆服务客户端进行文献的检索、咨询和借阅:

中国地质图书馆门户网站
提供馆藏文献资源检索、在线咨询服务、各类专题数数据库发布等。

移动数字图书馆
移动数字图书馆 APP，支持安卓、苹果客户端，提供 WAP 网页。

中国地质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提供个人借阅查询、预约情况以及阅读馆藏电子资源等。

地学圈
中国地学开放资源文库与学术社交平台——地学圈。

文献资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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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图书
1、煤层气（瓦斯）
低品位能源利用: 煤矿乏风瓦斯热逆流氧化理论与技术
责任者: 刘永启[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8305-2
出版年: 2021
页码: 221 页
索书号: 725/876-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介绍煤矿乏风瓦斯热逆流氧化和回收热量利用的理论、方法与技术。
全书分为九章: 第一章为绪论, 介绍煤矿乏风瓦斯利用技术发展现状和热逆流氧
化技术各装臵的功用; 第二章至第五章介绍热逆流氧化机理、蓄热氧化床的阻力
特性、蜂窝陶瓷的传热特性、蓄热蜂窝陶瓷的热震特性; 第六章至第九章介绍氧
化装臵的加热起动性能、氧化床的流动分配特性、乏风逆流氧化的取热特性和氧
化装臵的换向控制技术。

工程扰动下富含瓦斯煤岩损伤破坏规律及测试方法研究
责任者: 张伟, 许开立, 雷云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210-1
出版年: 2020
页码: 117 页
索书号: 725/603-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围绕矿井深部开采富含瓦斯、低渗透煤层过程中瓦斯防治重要的基础
理论——工程扰动下富含瓦斯煤岩层损伤破坏演化、瓦斯运移及其测试方法这一
系统问题展开研究。理论分析掘进、爆破及开采扰动富含瓦斯煤岩层损伤破坏演
化机理、瓦斯渗流和瓦斯涌出规律；实验研究深部矿井煤系煤层和岩层瓦斯赋存
的基本规律和工程扰动下富含瓦斯煤岩层损伤破坏演化规律；结合实验矿井煤层
地质条件，数值模拟研究沁水煤田实验煤层在工程扰动下富含瓦斯煤岩层的损伤
破坏演化及瓦斯运移规律；研发防爆型超高精度示踪气体定量分析测试系统及建
立实测工艺技术体系，并在沁水煤田实验煤层开展井下实测工业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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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煤及其瓦斯地质意义
责任者: 姜波[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3847-2
出版年: 2020
页码: 396 页
索书号: 441/394-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作为国内第一部构造煤结构演化动力学机制的学术专著，以我国典型
矿区系列构造煤为主要研究对象，针对我国煤矿安全生产中瓦斯突出预测关键技
术难题和”构造煤结构特征及其演化的构造动力学机制”这一关键科学问题，系
统阐述了构造煤的概念及分类，不同类型构造煤的微观结构、孔裂隙结构和大分
子结构演化特征及其对瓦斯赋存与突出的影响；系统分析了构造煤区域及层域非
均质分布及研究。

贵州二叠系煤系非常规天然气有利区预测
责任者: 杜胜江[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156-0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6 页
索书号: 454/284-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重点研究了贵州龙潭组的沉积地质特征，分段恢复了龙潭组沉积时期
的岩相古地理面貌，阐述了龙潭组煤系地层烃源岩的有机地球化学、储层物性及
含气性特征，初步划分了龙潭组煤系“三气”有效目标层段，探讨了龙潭组煤系
“三气”构造保存条件，预测了贵州龙潭组煤系“三气”有利区。

华北中东部煤系非常规天然气潜力及资源评价
责任者: 吕大炜[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134-8
出版年: 2020
页码: 168 页
索书号: 454/29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阐述了华北中东部地区(包括山东、河北南部以及河南北部)的石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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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系煤系天然气(煤层气、煤成气及煤系页岩气)有机源岩地球化学特征、不同
煤储层、煤成气砂岩储层以及煤系页岩等分布，并进行了不同类型的煤系气资源
评价，反映了华北中东部地区煤系天然气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

急倾斜煤层分段开采围岩裂隙场演化及瓦斯运移规律
责任者: 刘程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827-3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5 页
索书号: 713/882-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急倾斜煤层瓦斯涌出的来源不清、来源复杂，以及行业缺少该类
工作面瓦斯涌出量预测方法的现状，以急倾斜煤层分段开采矿井——乌东煤矿为
试验点进行研究。

井下水力压裂治理瓦斯理论与实践
责任者: 姜波[等] 付江伟, 傅雪海著
出版者: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46-4612-7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4 页
索书号: 725/193-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井下煤层水力压裂过程中滤失率引起的煤体水分增加对瓦斯运
移的负效应以及瓦斯场、渗流场、应力场重新分布规律问题, 采用理论分析、数
值模拟、实验室实验和现场工业性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分析了不同煤体结构适应
性的井下水力压裂技术, 研究了煤-水-气三相介质条件下瓦斯解吸规律, 揭示了
水力压裂影响区域地应力分布特征, 探讨了水力压裂煤层瓦斯运移产出的双重
效应, 指出了利用瞬变电磁法和示踪剂法对井下煤层水力压裂流场分布特征研
究和评价的可行性。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开发了井下水力压裂治理瓦斯成
套技术及装备, 并开展了广泛的工业性试验和应用。

煤层气开采增透理论
责任者: 薛东杰著
出版者: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 978-7-5369-7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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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年: 2020
页码: 120 页
索书号: 714/940-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是绪论。第二部分是三种不同开采条件下工作
面前方采动煤岩增透机理, 其中主要包括假三轴应力状态下煤岩体变形理论模
型。第三部分是保护层开采瓦斯卸压增透量化评价, 其中主要包括相似模拟试验
及沉降变形理论推导和上覆岩层裂隙拓展力学机理。第四部分是采动煤岩体渗透
率分布规律与演化过程研究, 其中主要包括体积应变-渗透率关系建模和采场变
形-渗透率关系。第五部分是采动中煤应力-瓦斯渗流耦合试验研究。第六部分是
采动岩体裂隙网络演化的逾渗理论研究, 主要包括裂隙网络演化的逾渗机理研
究和重正化群研究。第七部分是上覆岩层裂隙演化逾渗模型研究, 主要包括采动
裂隙宏观演化特征和逾渗建模研究。

煤层气勘探开发地质工程
责任者: 康永尚[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435-8
出版年: 2020
页码: 205 页
索书号: 454-6/56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分 8 章。第一章系统总结了煤层气基本特点; 第二、三、四章全面
探讨了煤层气密集成藏模式; 煤储层关键参数及其分布规律, 并对煤层气勘探开
发评价方法进行了论述; 第五、六、七章针对煤层气开发中的压裂、排采等工程
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方法探讨; 第八章对煤层气井。

煤矿瓦斯灾害防治实用新技术及应用实例
责任者: 孙东玲主编, 赵旭生, 孙海涛副主编
出版者: 煤炭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020-6909-4
出版年: 2020
页码: 417 页
索书号: 725/50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在总结我国“十一五”“十二五”以来瓦斯治理实用技术研究成果的
基础上，阐述了煤矿瓦斯灾害防治技术体系及其新认识，介绍了瓦斯抽采、煤与
瓦斯突出防治、瓦斯爆炸防治、通风瓦斯治理和瓦斯监测监控五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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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查技术
责任者: 程爱国等编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1807-2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6 页
索书号: 441-6/7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在对比研究煤炭和煤层气资源勘查技术的基础上，系统阐述了煤炭与
煤层气资源综合勘査技术，分别提出了以煤炭、煤层气为主矿种的煤炭与煤层气
综合勘查模式和勘查方法，并对煤炭与煤层气综合勘査技术提出了具体要求。

新疆煤层气资源勘查开发及关键技术
责任者: 李瑞明[等]主编,周梓欣[等]副主编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3803-5
出版年: 2020
页码: 337 页
索书号: 454/275-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20 余年来在新疆地区煤层气勘查、
开发及科研中获得的实践经验与研究成果，尤其是 2013 年以来大规模实施煤层
气勘查、开发及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科研项目中获得的地质理论与工程技术创新成
果，对新疆煤层气资源赋存、产业现状、勘查开发进展、赋气地质理论、勘查开
发技术、集输利用技术、经济效益评价、煤矿瓦斯抽采技术及发展趋势进行系统
性整理、总结。

用于揭示煤与瓦斯突出机理与规律的模拟试验仪器及应用
责任者: 袁亮, 王汉鹏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59886-8
出版年: 2021
页码: 274 页
索书号: 725.04/48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煤与瓦斯突出模拟试验的关键科学技术难题, 在相似理论、相似
材料、仪器系统、功能技术、方法工艺取得重要突破与创新: 构建完善煤与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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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相似准则, 研发含瓦斯煤、低渗性岩层等相似材料, 研发了用于含瓦斯煤物
理力学特性研究的六套基础试验仪器, 研发了以巷道掘进诱突为目标的多尺度
煤与瓦斯突出定量模拟试验系统, 创建煤层高压气体“三层密封”方法, 创建“煤
层预制+岩层现浇”的模式化试验模型制作方法。

中国煤层气勘探开发探索与实践
责任者: 张君峰等编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1798-3
出版年: 2020
页码: x, 348 页
索书号: 454-6/60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集成了我国煤层气资源勘探开发形势、领域拓展、发展问题、技术需
求和政策导向等方面的最新成果，探讨了我国煤层气勘探开发的全力发展区、着
力推进区、战略拓展区，以及煤层气资源基础、勘探开发现状和潜力、技术难点
和需求。

2、致密气（砂岩气、火山岩气、碳酸盐岩气）
鄂尔多斯盆地致密砂岩气藏储层精细表征
责任者: 唐颖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725-7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4 页
索书号: 450/46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分为 5 章，第一章重点介绍了鄂尔多斯盆地地理位臵、资源概况、
构造演化史及勘探开发简史；第二章阐述了苏里格气田的地质概况和基本地质特
征，包括地理位臵、地层特征、勘探开发简史、烃源岩的地化特征、含气性、气
藏基本特征等；第三章对苏里格气田的地质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包括沉积
特征、岩石学特征、成岩特征、微观孔隙结构特征，此外，还就对气藏开发影响
较大的黏土矿物及储层敏感性进行探讨，并分析了储层致密成因；鉴于苏里格气
田气水关系复杂，单井稳产难度大，气井出水严重，因此，在第四章中，对地层
水形成机理及赋存形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五章分析了致密砂岩气藏储层的分布
模式，为致密气有利储层预测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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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疏松砂岩气藏开发机理研究与应用
责任者: 万玉金[等]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532-8
出版年: 2021
页码: 222 页
索书号: 714/758-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柴达木盆地涩北气田岩性疏松、非均质性强、层数多、井数多、
边水指进的地质特点与开发特征，综合利用柱塞岩心、全直径岩心、填砂人造岩
心、填砂箱体和填砂薄片等手段，从多层疏松砂岩出水气藏开采过程中气－水－
砂微观渗流过程及机理、气水流动能力影响因素、气水微观及宏观分布规律、非
均匀水侵过程影响因素等方面讲行模拟实验和分析讨论，提出适用于涩北气田的
“传导率、水体倍数、过渡带含水饱和度、相对渗透率曲线端点值”多参数精确
调整的非均匀水侵数值模拟方法。

多层致密砂岩气藏高效开发关键技术
责任者: 武恒志[等]编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6092-9
出版年: 2021
页码: 341 页
索书号: 714/331-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该书主要内容为四川盆地多层致密砂岩气藏开发过程中的重要技术实践
及总结出的理论方法, 内容涉及致密砂岩气藏储层物性分析、开发技术的选用,
及安全环保相关措施的实施等, 对相关领域天然气的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
意义。通过该书的出版, 对于川西气田致密砂岩气藏勘探开发过程中的突出特
点、理论及技术特色, 进行了深入全面的阐述, 可以为国内外同类气藏开发提供
有价值的指导。

低渗、致密气藏渗流规律与产能评价方法文集
责任者: 甯波[等]编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3938-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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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 714.082/65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在中国在四川、鄂尔多斯、柴达木、松辽等地区先后发现了大量致密气田,
资源评估量巨大, 致密气开发成为目前的热点, 但致密气的有效开发存在诸多问
题, 迫切需要解决。本书汇总了国内一批天然气开发领域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与
心得, 可以为气藏开发提供理论参考与方法借鉴。

典型火山岩气藏定量表征及预测
责任者: 王延杰等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3864-1
出版年: 2020
页码: 220 页
索书号: 450/123-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专著以准噶尔盆地克拉美丽火山岩气田为例，系统地阐述了火山岩储层
的层序特征、期次划分、对比原则，火山岩体的内幕构型、岩相学、岩石学，以
及储层的物性特征、储集空间类型、孔隙结构、储层分类和综合评价；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火山岩气藏测井评价技术、优质储层地球物理识别及预测技术等。

非常规致密气储层裂缝表征及“甜点”预测
责任者: 尹帅, 张凤奇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717-2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2 页
索书号: 450/13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随着常规油气资源的消耗，非常规致密砂岩油气成为当前现实的油气资源
勘探、开发领域。本书基于沁水盆地南部地区下二叠统山西组露头、岩心、地震、
测井资料和实验测试数据，对该地区断裂系统、裂缝发育特征及主控因素、裂缝
测井识别方法、三维构造应力场模拟、古构造恢复、脆性建模等方面进行了系统
研究。最终，基于综合考虑山西组构造样式、保存条件、断裂展布、古构造、裂
缝分布及脆性特征，确定出了致密砂岩气甜点预测关键参数，建立了相应标准参
数体系，提出了一套基于地质力学理论的海陆过渡相煤系致密砂岩储层甜点预测
方法。

复杂砂岩气田开发： 涩北气田高效开发技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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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者: 李江涛, 马力宁等编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502-1
出版年: 2021
页码: 279 页
索书号: 714/273-1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柴达木盆地三湖地区涩北气田 25 年的试采开发技术探索为主线,
紧密结合第四系长井段疏松砂岩气田多层、多水、多泥砂的地质特征和储量基础、
建产规模多变的特点, 围绕开发过程中遇到的层薄层差、水侵水淹、砂蚀砂埋、
低压低产等技术难题, 以难题为导向, 多因素分析, 突出支撑涩北复杂砂岩气田
实现十年稳产的潜力层解放、优化配产调控、持续挖潜调整、砂水综合治理等开
发主体技术和钻采、集输工艺特色技术进行总结提炼论述, 以实例说明技术方法
的适用性、可靠性。

页岩气与致密砂岩气井工厂化作业技术
责任者: 刘乃震编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2459-0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6 页
索书号: 714/882-1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威远页岩气和苏里格致密气钻完井和压裂工厂化作业的案例为基
础，从工厂化的概念入手，系统介绍了工厂化作业的技术、装备和配套流程，包
括工厂化平台地质工程一体化部署、批量钻井、钻井液重复利用、同步压裂、集
中测试、标准化操作等内容，提出了工厂化作业的发展方向。

致密气储层地质
责任者: (美)查尔斯•W. 斯宾塞(Charles W. Spencer), (美)理查德•F. 马斯特
(Richard F. Mast)编，刘晓鹏[等]译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36708
出版年: 2020
页码: 353 页
索书号: 450.82/67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收录了 14 篇关于致密天然气藏学术论文，内容包括含气页岩储层特征描
述、致密储层对比、砂岩次生孔隙的演化、低渗透砂岩概述、煤层气和致密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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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的关系、裂缝成因及与油气聚集状态的关系、致密气藏勘探开发等。

致密气藏沉积特征与储层预测
责任者: 肖玲, 魏钦廉, 田景春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6000-4
出版年: 2020
页码: 110 页
索书号: 454/95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对储层测井定量预测进行了研究，在测井资料标准化的基础上，以岩
心物性分析资料为依据，建立储层测井解释模型，并进行模型可信度分析，进而
对储层平面分布进行预测。根据沉积相带展布和储层平面分布规律，结合成岩相
研究成果，对川南须家河主要储层段进行有利区预测。

致密气藏加砂压裂实验评价技术与应用
责任者: 李杰等编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128-3
出版年: 2020
页码: 279 页
索书号: 714/275-2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集成梳理了致密气藏加砂压裂实验评价类型、实验原理、实验设备、
实验评价参数、实验测试及数据处理方法, 介绍了岩石力学、地应力大小及方向、
脆性指数、大尺寸真三轴水力压裂裂缝起裂与扩展、支撑剂缝内铺臵特征、裂缝
导流能力等特色技术, 并介绍了致密气藏加砂压裂实验评价结果在裂缝起裂及
扩展研究、加砂压裂入井材料优选、施工排量和施工规模优化、压裂工艺措施选
择等方面的应用。

致密砂岩气藏水相圈闭损害及其防治
责任者: 刘雪芬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911-4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2 页
索书号: 714/8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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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阐述了致密砂岩气藏在我国能源需求中所处的地位，分析了典型的致
密砂岩气藏地质特征及在钻完井过程中的水相圈闭损害，简述了油气层损害及其
机理、储层损害常规评价方法及预防措施，通过相圈闭系数法和水相圈闭损害评
价实验，综合诊断致密砂岩气藏中毛管自吸和液相滞留造成的水相圈闭损害程
度，重点阐述了如何通过处理岩石－水－气界面防治钻完井过程水相圈闭损害、
提高致密砂岩气藏气体渗流能力，优选界面修饰预防水相圈闭损害的表面活性
剂、开展氟表面活性剂常规性能及保护储层潜力的效果评价，并进一步探讨了岩
石－水－气界面处理预防水相圈闭损害机理。

致密砂岩气开发机理研究与应用
责任者: 李熙喆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941-4
出版年: 2021
页码: 157 页
索书号: 714/275-2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总结了致密砂岩气开发机理研究进展及经验认识，主要包括致密砂岩
气开发实验技术、岩石微观孔喉结构与物性特征、气驱水动力充注含气饱和度实
验测试、气水渗流机理、产水规律预测、储量可动用性评价等。这些实践经验和
技术成果总结为揭示致密砂岩气藏开发规律和提高气藏开发效果奠定了理论基
础，同时对于其他类型气藏开发也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3、页（泥）岩气
常压页岩气压裂理论与实践
责任者: 蒋廷学, 卞晓冰, 张龙胜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6149-4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0 页
索书号: 未编目图书
获取途径: 未入馆藏
摘要: 本书以实现常压页岩气井降本增效开发为目标, 对可压性评价技术、射孔
工艺技术、多簇裂缝均衡扩展控制技术、配套压裂液体系及工具等最新研究成果
进行了介绍, 详细阐述了适合我国常压页岩气藏的水力压裂技术, 并介绍了典型
施工井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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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地区页岩气体积压裂认识与实践
责任者: 马辉运, 李力, 肖勇军主编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3840-5
出版年: 2020
页码: 245 页
索书号: 714/47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重点介绍了川渝地区页岩气开发中典型的体积压裂工艺及质量控制
技术，主要内容包括：页岩气体积裂缝形成机理、页岩气体积压裂施工工艺技术、
页岩气压裂质量控制技术、压后评价技术、页岩压裂工艺技术新发展(重复压裂
技术、CO2 无水压裂技术)。同时阐述了几种体积压裂技术在页岩气开发中应用
的背景及原因；介绍了体积压裂技术基础理论、体积压裂设备及工具、体积压裂
工艺流程；介绍了各种页岩气水平井体积压裂技术的现场应用实例。

鄂西震旦系—寒武系页岩气富集规律及勘查关键技术
责任者: 翟刚毅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2305-2
出版年: 2020
页码: 194 页
索书号: 454/807-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围绕页岩气“源－成－藏”富集成藏主控因素，剖析鄂西地区震旦系、
寒武系富有机质页岩形成地质背景、发育和分布特征、有机地球化学与储层物性
特征、含气性及页岩气赋存特征；阐述区域构造演化与页岩气形成富集成耦合关
系，深化提升了“古隆起边缘成藏模式”；提出了“高频层序地层对比+化学地
层对比+测录井综合对比”三位一体的页岩气甜点段评价方法；探索提出了复杂
构造区“地质、技术、经济、生态”一体化有利区优选与资源评价方法体系；系
统阐述盆外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水平井钻探与分段压裂试气的关键勘查技术
及其应用，为该类页岩气勘探开发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勘查借鉴。

海相页岩气
责任者: 邹才能, 董大忠, 蔚远江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057-3
出版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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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293 页
索书号: 454/77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根据我国海相页岩气地质认识进展和勘探开发实践成果, 在对海相页
岩气内涵、发展历程和勘探开发进展总结的基础上, 全面、深入探讨了中国海相
页岩气形成富集条件、地质评价方法和资源评价技术, 重点总结了中国海相富有
机质页岩发育背景与展布、地球化学、储层特征、成气与富集条件, 阐述了野外
地质调查与富有机质页岩厘定、储层地球物理、“六性特征”、页岩储层实验测
试四方面地质评价方法, 以及资源评价流程方法、参数体系与标准、区带评价方
法与选区参数标准和资源评价结果, 并对海相页岩气资源分布、与非海相页岩气
异同、北美成功经验与启示、发展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

四川页岩气开发的水环境问题及其监管制度研究
责任者: 郭海霞, 王勇著
出版者: 四川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90-4539-0
出版年: 2021
页码: 142 页
索书号: 484/55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自 2005 年开始页岩气资源评价以来, 中国已成为全球页岩气储量第一大
国, 建立了五个重点建产区, 而四川则是中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最重要的地区, 其
中四个重点建产区位于四川。本书分析了四川页岩气的发展历程、现状, 并从水
资源、水环境质量两个方面分析了页岩气开发对水环境的影响, 影响四川页岩气
开发水环境风险的因素, 以及页岩气水环境风险监管相关的制度现状。本研究结
果将为页岩气开发中的水环境保护研究及制度完善提供启示。本书具有较高的出
版价值。

我国页岩气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
责任者: 张喜征[等]著
出版者: 湖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67-1871-6
出版年: 2021
页码: 138 页
索书号: 873.2/599-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我国页岩气产业化发展现状及问题，包括产业组织形成、产业技
术的采纳，还有页岩气产业发展政策等，进行深人研究。依照产业生命周期特点
并通过借鉴北美页岩气产业发展经验，探索了我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的规律、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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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长路径及产业技术发展路径，提出了促进我国页岩气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政
策建议。

涪陵海相页岩气富集及高产机理
责任者: 郭洪金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7050-2
出版年: 2020
页码: 231 页
索书号: 454/55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我国首个成功开发的涪陵页岩气田为研究对象，开展页岩气富集和
高产机理研究。建立了“生物-洋流-陆源输入”优质储层成因模式，揭示了页岩
气微观赋存机制，重建了吸附气-游离气动态转换过程，阐明了联合供气保证气
源、生烃成孔贡献赋存空间、弱构造变形有利保存，明确了高游离气量是高产基
础、高效体积改造是高产关键、高品质完井是高产保障，揭示了涪陵页岩气“生
烃-成储-保存**匹配”富集机理和“含气-改造-完井”高产机理。

海相页岩气储层勘探与压裂改造效果评估
责任者: 李亚林主编, 胥云, 巫芙蓉, 张晓斌副主编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6022-6
出版年: 2020
页码: 253 页
索书号: 454-6/275-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总结了页岩气勘探和储层改造效果评估方法的技术特点及应用情况，
提出了相关过程中涉及的关键技术及参数。全书共六章，内容包括：海相页岩储
层预测与优选技术、页岩储层压裂微地震监测技术、基于微地震的页岩储层压裂
改造效果评价等。

我国页岩气产业化发展路径研究
责任者: 张喜征[等]著
出版者: 湖南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67-1871-6
出版年: 2021
页码: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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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书号: 873.2/599-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我国页岩气产业化发展现状及问题，包括产业组织形成、产业技
术的采纳，还有页岩气产业发展政策等，进行深人研究。依照产业生命周期特点
并通过借鉴北美页岩气产业发展经验，探索了我国页岩气产业发展的规律、产业
组织成长路径及产业技术发展路径，提出了促进我国页岩气产业跨越式发展的政
策建议。

页岩气: 崛起中的新能源
责任者: 魏凤, 周洪, 郑启斌编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4201-1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9 页
索书号: 454/961-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对国内外页岩气发展的背景、 作用、 组成、 资源禀赋、 重要
的勘探开发技术及带来的环境影响进行阐述, 同时分析当前美国、 英国、德国、
印度、 中国等欧美亚主要国家的页岩气开发与环境管理政策, 尤其是对美国和
中国的页岩气及相关产业发展状况和前景进行剖析, 最后给出我国发展页岩气
产业的对策建议。

页岩泥岩储层微观孔喉结构
责任者: 朱如凯[等]著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ISBN: 978-7-116-11994-9
出版年: 2020
页码: 242 页
索书号: 450/225-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针对中国不同沉积环境页岩层系油气储层，应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
子显微镜、场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聚焦离子束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断层三
维扫描技术(CT 扫描)、气体吸附、压汞分析及核磁共振等不同尺度分析方法，
重点分析海相、海-陆过渡相和陆相页岩层系储层微观结构特征，阐明了页岩和
泥岩等储层岩性、储集空间、储集性及其形成控制因素与分布特征。

页岩气地质评价技术与实践
15

地学新书资源推介（非常规能源最新图书专辑）

责任者: 郭洪金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687-8
出版年: 2020
页码: 204 页
索书号: 450/557-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立足于涪陵页岩气田勘探开发中面临的难题，针对我国海相页岩气的
主要地质特征，从优质含气页岩段的沉积特征、生烃潜力、储集特征、含气性、
可压性、资源量及地质综合选区评价等等七个方面开展大量的研究工作。从三个
方面介绍了页岩气地质评价技术：一是在涪陵页岩气下构造裂隙带活化导渗研究
的基础专著。本书综合运用室内实验、理论分析及现场实测等方法，针对带压开
采过程中的构造裂隙带活化突水通道形成机制及渗流突变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
最后将试验及理论成果应用于现场，验证了构造裂隙带岩体阻渗强度评价方法及
断层活化突变模型的适用性，为带压开采构造扰动底板突水危险。

页岩气优质储层形成机制与定量表征
责任者: 郭伟[等]编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120-7
出版年: 2020
页码: 163 页
索书号: 454/563-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介绍了中国页岩气分布地质特征、四川盆地区域地质特征、页岩岩相
特征及储层分布模式、页岩气”甜点区”的预测与评价研究、页岩储层表征技术
及储层分类评价，以及优质页岩发育规律、表征技术及面临挑战等内容。

页岩气藏建模与数值模拟方法面临的挑战
责任者: (英)Jebraeel Gholinezhad, (英)John Senam Fianu, (英)Mohamed Galal
Hassan 著, 王硕亮[等]译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013-2
出版年: 2020
页码: 80 页
索书号: 714/894-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导致能源需求量急剧上升，但是，传统油气产量逐年下
降迫使各国石油公司积极寻找替代能源。页岩气储层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油气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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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虽然人们对页岩储层与常规储层之间的差异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页岩储层
的渗流特征还存在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本书的目的是集合目前已有的成果和认
识。

页岩气藏生产动态分析理论及方法
责任者: 魏明强等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3621-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45 页
索书号: 714/961-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系统介绍了页岩气藏渗流机理、压裂水平井数值试井和产量递减分析
理论及方法，详细阐述了非结构 PEBI 网格构建理论、页岩气藏压裂水平井数值
试井及产量递减分析方法基本原理、图版制作、实例分析，并总结了近几年页岩
气藏产量递减经验分析法的最新进展。

页岩气水平井分段多簇压裂返排优化理论与技术
责任者: 曾凡辉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7044-1
出版年: 2021
页码: 446 页
索书号: 714/66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页岩气藏资源分布及特征、页岩水平井改进交替体积压裂、压裂液
与页岩水化作用机理、页岩储层压裂液返排机理、页岩储层动态表观渗透率、页
岩水平井体积压裂渗流规律研究，以及页岩水平井体积压裂后返排制度优化，论
述和总结页岩气水平井体积压裂返排相关理论与技术研究成果。

页岩油与页岩气手册
责任者: (加)Sohrab Zendehboudi, (澳)Alireza Bahadori 著，万立夫, 陈海洋, 曲海
译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008-8
出版年: 2020
页码: 274 页
17

地学新书资源推介（非常规能源最新图书专辑）

索书号: 450.51/128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讲述了页岩气和页岩油的性质以及勘探、钻井、生产、加工和处
理。通过本书的学习, 可为从事页岩油气的钻探、开采和生产加工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本书共十章, 主要内容包括: 页岩气简介、页岩气特点、页岩油气储层
的勘探和钻井、页岩气生产技术、天然气处理、页岩油简介、页岩油性质、页岩
油油藏的生产方法、页岩油加工和提取技术、页岩油气现状未来和挑战。

中国二叠系海陆过渡相泥页岩储层及页岩气赋存机理
责任者: 郭少斌, 翟刚毅等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3802-3
出版年: 2020
页码: 218 页
索书号: 450/561-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以鄂尔多斯盆地、沁水盆地、南华北盆地和贵州西部海陆过渡相泥页
岩储层为例，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空间展布特征、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岩石学特征、
孔隙结构特征和物性特征，探讨页岩气含气量的预测方法并建立计算模型，实现
对中国典型地区海陆过渡相泥页岩储层的精细表征。并以鄂尔多斯盆地太原组和
黔西地区龙潭组泥页岩为例，总结页岩气的赋存机理和富集模式。

中国页岩气示范区建设实践与启示
责任者: 胡文瑞, 曹耀峰, 马新华等编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380-5
出版年: 2020
页码: 338 页
索书号: 714/399-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基于四个页岩气示范区的不同特色, 围绕建设各环节的特点、难点、
具体办法, 对建设方案、建设程序、建设过程、建设成效、经验教训等进行写实。
突出难点、挑战和矛盾, 描述问题的缘由、解决办法、结果及解决过程中的困惑、
波折。突出与北美相关环节、做法、特征的对比, 并用建设过程中各环节有代表
性的花絮、问题解决过程中一语惊醒梦中人的事件等, 生动描述认识过程、学习
过程和进步过程。突出事件、数据、图件等信息的参考性, 资源数据、生产数据、
地质参数、设计数据、设备工具数据、施工参数、典型曲线、成本数据及工作和
作业程序、案例等具体、详实, 均出自权威机构或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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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页岩气开发概论
责任者: 胡文瑞, 曹耀峰, 马新华等编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385-0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 326 页
索书号: 454/399-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专著系统梳理了我国页岩气发展从受到美国页岩气革命的影响到开展
资源评价, 从艰苦的探索实践到获得点上的突破, 从政策的指导到示范区建设,
从技术的引进到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方面, 突出资料的纪实性、完整性、权威性和
丰富性, 描绘了我国页岩气历经的阶段、形成的技术、出台的政策、建成的规模,
系统的记录了我国页岩气发展历程的史料。

4、天然气水合物（可燃冰）
地热能与可燃冰
责任者: 郑永春主编, 南宁市金号角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绘
出版者: 广西教育出版社
ISBN: 978-7-5435-8746-5
出版年: 2021
页码: 42 页
索书号: 未编目
获取途径: 待入馆藏
摘要: “神奇的新能源”系列丛书之一, 本册介绍地热能与可燃冰。以我社“青
少年新能源科普教育复合出版物”数字产品素材为基础, 进行图文二次创作, 制
作形成一套向少年儿童普及新能源的原创科普绘本, 通过精彩的画面和简单的
文字, 配以数字资源, 介绍科学知识, 展现了核能领域研究、开发、应用的最新
技术、成果、趋势, 并注意描述了相关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
关系, 以及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甚至灾害等。

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岩石地球物理特征
责任者: 肖昆, 邹长春著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708-0
出版年: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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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 110 页
索书号: 456/95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 4 章：阐述了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科学钻探工程概况、天然气水合
物成藏地质条件；阐述了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不同赋存状态的 AMT 响应特征，
并分析了采集参数对 AMT 反演结果的影响；介绍了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储层正
演模拟速度模型，并分析了 AVO 正演响应规律和弹性参数敏感性；分析了冻土
区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声波测井建模方法。

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技术
责任者: 苏丕波等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5454-0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 266 页
索书号: 456-6/98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介绍了南海天然气水合物在地质环境中的各项地质特征和识别
标志，并系统阐述了依据这些地质特征及识别标志发展起来的地质、地球物理、
地球化学、微生物、取样等方面的多种技术手段。包括多道地震、浅层地震剖面、
单道地震、侧扫声呐、海底多波束、海底摄像、地球化学分析、地质微生物勘查、
测井及钻探取心技术，以及声学、地震和电磁等新技术方法。

深水气井天然气水合物防治理论与技术研究
责任者: 王志远, 孙宝江, 高永海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3540-2
出版年: 2020
页码: 173 页
索书号: 714/119-15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共 7 章，内容包括：深水油气开发水合物风险概述、天然气水合物的
生成与分解、深水气井天然气水合物生成区域预测方法、天然气水合物相变对深
水井筒多相流动的影响、深水气井天然气水合物沉积堵塞机理与预测方法、深水
气井天然气水合物防治技术、深水气井水合物防治软件与案例分析。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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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者: 宋永臣, 赵佳飞, 杨明军著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8017-4
出版年: 2021
页码: 328 页
索书号: 714/256-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是对作者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总结，系统地介绍了天然气水合物开采
涉及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全书共 11 章，内容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天然气水合
物热力学与相变动力学特征、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基础特性、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
法及管道输运安全、天然气水合物储层力学特性与稳定性；重点阐释了天然气水
合物相平衡热力学及生成与分解特性，开采过程储层导热、渗流与力学特性变化
规律，降压、注热、臵换三种方法下天然气水合物开采产气特性和管道流动安全
保障，以及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过程储层稳定性和安全评价。

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 理论、方法与实践
责任者: 吴能友主编, 苏明副主编, 吴能友[等]著
出版者: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ISBN: 978-7-5337-7417-2
出版年: 2020
页码: 294 页
索书号: 456/292-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聚焦我国首个海域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钻探和试采区域—
—神狐海域，通过对世界范围内典型区域的天然气水合物油气系统的对比分析，
提出天然气水合物分布和成藏的关键控制因素——“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
梳理和总结其概念体系、涵盖内容、研究意义等理论体系，并以地质―地球物理
综合解释和分析为指导，综合运用层序地层学、沉积学、盆地动力学等研究方法，
基于多波束海底地形、高分辨率二维和三维地震、钻探岩芯和测井等资料，研究
了南海北部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流体运移条件和水合物储集条件，对神狐海
域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进行要素识别、精细刻画、时空匹配等实际应用。

5、其它
非常规油气资源：评价与开发
责任者: (美)Y. Zee Ma, (美)Stephen A. Holditch 编, 崔景伟等译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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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83-3782-8
出版年: 2020
页码: [13], 439 页
索书号: 450/477-3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概述如何评估和开发非常规油气资源，给出了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
全过程，包括勘探、评估、钻井、完井和生产，讨论了开发阶段使用的总体方法、
集成流程以及优缺点。同时本书还包含一些术语汇编，包含了非常规油气资源评
价和开发中的一些术语定义。

非常规油气与可再生能源: 富媒体
责任者: 刘成林, 唐友军, 蒋裕强主编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058-3
出版年: 2020
页码: 352 页
索书号: 830.5/878-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阐述了致密储层油气、页岩油气、煤层气、油页岩、油砂和天然气水
合物等非常规油气，地热、海洋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和氢
能的基本特征、形成机制、资源和分布、评价和开发技术，反映了非常规油气与
可再生能源的评价理论和开发技术的最新进展。

干热岩地热储层裂隙岩体渗流传热机理研究
责任者: 郑君[等]著
出版者: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25-4744-0
出版年: 2021
页码: 162 页
索书号: 485.3/83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主要对热固耦合作用下地热储层花岗岩导热性能开展研究, 根据干热
岩地热储层裂隙岩体的渗流传热机理, 从单裂隙、粗糙单裂隙和多裂隙等热储岩
体特征, 系统的介绍了干热岩地热储层不同裂隙岩体渗流-传热影响机理。此外,
还结合数值模拟方法, 探寻了热储裂隙特征对 EGS 水平井热能效应影响规律,
提出了综台考虑系统寿命与发电功率的开采方案, 以期为干热岩实际工程开发
利用提供参考。最后以地热工程为背景, 研究总结了热储裂隙特征对 EGS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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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热能效应影响规律。

海洋可再生能源水动力学基础
责任者: 李晔著究
出版者: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60439-2
出版年: 2021
页码: 150 页
索书号: 226.4/277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分类总结了海洋各项可再生能源水动力学研究过程中需要用到的一
些基础理论知识及主要问题, 基于专业实际需要, 本书限于讨论海洋潮汐能、潮
流能、波浪能、温差能及盐差能五个方面的力学知识及问题。

海洋能开发利用标准分析及标准战略研究
责任者: 李健编著
出版者: 海洋出版社
ISBN: 978-7-5210-0718-3
出版年: 2021
页码: 166 页
索书号: 226.7/279-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通过分析国内外现行的海洋能标准现状、技术内容和政策规划特点，
开展了我国海洋能开发利用标准体系的优化研究，提出了一种对海洋能开发利用
标准体系的定量评价方法，并对未来海洋能开发利用标准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开发深海海洋能 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深海海洋能开发战略构想
责任者: 赵强著
出版者: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5670-2633-9
出版年: 2020
页码: 102 页
索书号: 226.7/796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书从深海海洋能的开发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捍卫国家能源安全、加快
氢能源时代到来、支撑深海矿采资源开发以及推动全球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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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了深海海洋能开发的战略需求。然后，在对国内外海洋能开发现状进行概述
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海洋能开发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最后，以“海洋命运
共同同体”理念为指导，提出了深海海洋能开发国际合作的建议，基于大洋天然
环流系统，提出了深海温差能和波浪能整体开发的战略构想。

沥青、重油及其组分表征
责任者: (美)Oliver C. Mullins[等]主编, 宋智勇, 王明波, 张星译
出版者: 中国石化出版社
ISBN: 978-7-5114-5625-0
出版年: 2020
页码: 413 页
索书号: 714/884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对于石油工作者, 丰富的稠油资源是避不开的课题和难题, 而沥青质更是
其关键组分。该问题的复杂程度和难度都不是少数科研人员能够解决的。针对这
一现状, 《沥青、重油及其组分表征》主要围绕沥青质, 展开对石油组学中结构
与功能关系的讨论。借用目前已初获成功的基因组学, 将其发展历程与石油组学
进行对照, 讨论了两个领域的相似与差异, 为石油研究注入希望, 同时指出了建
立石油组成与功能的关系将要面临的独特挑战。

中国非常规天然气地球化学文集
责任者: 戴金星, 倪云燕等著
出版者: 石油工业出版社
ISBN: 9787518341351
出版年: 2020
页码: 205 页
索书号: 454.082/930-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文集收录了戴金星院士从事天然气研究和勘探工作以来，在非常规天然
气地质研究方面公开发表的对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等的研究论文。内
容涵盖我国煤层气组分、 碳同位素类型及其成因和意义，中国致密砂岩气及在
勘探开发上的重要意义，次生型负碳同位素系列成因，中国天然气水合物的成因
类型，中国页岩气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的若干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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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标准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油页岩、石煤、泥炭
责任者: 钟长林[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中心[等]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346-2020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时间: 2020-04-30
实施时间: 2020-04-30
出版年: 2020
页码: 26 页
索书号: DZ/T/0346-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标准规定了油页岩、石煤、泥炭矿产地质勘查的目的及阶段、勘查工作程
度、勘查工作及质量要求、可行性评价、资源储量估算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油
页岩、石煤、泥炭矿产各勘查阶段的地质勘查工作及其成果评价。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油砂
责任者: 闫晓兰[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自然资源部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中心[等]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337-2020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时间: 2020-04-30
实施时间: 2020-04-30
出版年: 2020
页码: 36 页
索书号: DZ/T/0337-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标准规定了油砂矿地质勘查的目的任务、勘查工作、资源量和储量类型
的适用条件及估算等要求。适用于油砂矿各勘查阶段的地质勘查及其成果评价工
作。

煤层气储量估算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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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者: 韩征[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自然资源部油气储量
评审办公室[等]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216-2020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时间: 2020-04-30
实施时间: 2020-04-30
出版年: 2020
页码: 20 页
索书号: DZ/T/0216-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煤层气储量估算的基本原则，地质储量、技术可采储量、
经济可采储量的估算条件和方法以及储量综合评价的要求。适用于地面勘查开采
煤层气的储量估算、评价及相关技术标准制定。采用其他方式勘查开采煤层气的
储量估算及评价可参照此标准执行。

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规范
责任者: 韩征[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自然资源部油气储量
评审办公室[等]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343-2020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时间: 2020-04-30
实施时间: 2020-04-30
出版年: 2020
页码: 61 页
索书号: DZ/T/0343-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标准规定了我国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的基本要求、文字报告的内容
和要求、插表及附表的编制要求与格式、插图及附图的编制要求与格式等。适用
于地面勘查开采的煤层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采用其他方式勘查开采煤层气的储
量报告编写可参照执行。

页岩气调查测井技术规程
责任者: 魏斌[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363-2021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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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 2021-02-04
实施时间: 2021-05-01
出版年: 2021
页码: 12 页
索书号: DZ/T/0363-202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文件规定了页岩气调查测井的设计、作业、原始资料质量控制及验收、
资料处理、资料解释、报告编写与资料提交等要求。适用于页岩气调查测井工作。

页岩气调查录井技术规程
责任者: 倪有利[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
气资源调查中心, 中国石油集团长城钻探工程有限公司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364-2021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时间: 2021-02-04
实施时间: 2021-05-01
出版年: 2021
页码: 18 页
索书号: DZ/T/0364-202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本文件规定了页岩气调查的录井作业、录井技术、录井解释评价、资料整
理及上交和报告编写、资料验收及移交的操作程序和基本要求。适用于页岩气调
查录井工作。

页岩气探明储量报告编写规范
责任者: 韩征[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自然资源部油气储量
评审办公室,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分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起草
出版者: 地质出版社
标准号: DZ/T 0333-2020
发布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发布时间: 2020-04-13
实施时间: 2020-05-01
出版年: 2020
页码: 49 页
索书号: DZ/T/0333-2020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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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岩气资源量和储量估算规范
责任者: 韩征[等]起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自然资源部油气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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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文图书

Coal bed methane :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 煤层气：理论与
应用(2 版)
责任者: edited by Pramod Thakur, Steve Schatzel, Kashy Aminian, Gary Gary,
Morgan Mosser, Joeseph D'Amico.
出版者: Elsevier
ISBN: 9780128159972
出版年: 2020
页码: xviii, 441 pages
索书号: 454/T32c/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Coal Bed Methane: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Second Edition, captures the
full lifecycle of a coal bed methane well and offers petroleum geologists and
engineers a single source for a broad range of coal bed methane (CBM) applications.
The vast coal resour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produce tremendous amounts
of natural gas, contributing to a diverse range of energy assets. This book addresses
crucial technical topics, including exploration and evaluation of coal bed reservoirs,
hydraulic fracturing of CBM wells, coal seam degas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engineering and processing, among others. The book also covers legal issues and
permitting, along with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BM projects. This new edition
includes information on new and established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making it
relevant for field geologists and engineers, as well as students.

Fundamentals of enhanced oil recovery methods for
unconventional oil reservoirs / 非常规油藏提高采收率方法的
基本原理
责任者: Dheiaa Alfarge, Mingzhen Wei, Baojun Bai
出版者: Elsev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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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0128183434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ii, 271 pages
索书号: 714/AL2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The book describes the parameters affecting obtained oil recovery by injecting
different EOR methods in both the microscopic and macroscopic levels of ULR. This
book also provides proxy models to associate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improved oil
recovery by injecting different EOR methods with different operating parameters,
rock, and fluid properties. The book provides profesasionals working in the petroleum
industry the know-how to conduct a successful project for different EOR methods in
shale plays, while it also helps academics and stud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 basics and
principles that make the performance of EOR methods so different in conventional
reservoirs and unconventional formations.

Oceanic methane hydrates : fundamental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sustainability / 海洋甲烷水合物：基础、技
术创新和可持续性
责任者: Lin Chen, Sukru Merey
出版者: Gulf Professional
ISBN: 9780128185650, 9780128185667
出版年: 2021
页码: xi, 455 pages
索书号: 454/C41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Shale oil and gas production processes / 页岩油气生产工艺
责任者: James G. Speight
出版者: Gulf Professional Pub.
ISBN: 9780128133156
出版年: 2020
页码: xiii, 1031 pages
索书号: 714/Sp3s
获取途径: 馆藏纸质图书
摘要: Crude oil and natural gas production from shale formations continues to gain a
place in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with more refineries upgrading and expanding their
capacities. Engineers today, especially early career, are still grappling to und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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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cessing and variable by-products produced from shale, along with the
economic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surrounding these more complex feedstocks.
Shale Oil and Gas Production Processes delivers the basics on current production
technology, processing and refining from shale formations. Starting with the potential
from formations, production, and completion, this foundational resource also dives
into the chemical and physical nature of the precursor of oil shale, kerogen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operties in shale to optimize. Rounding out with the reporting
of oil shale, in situ retorting, refining, and environmental aspects, Shale Oil and Gas
Production Processes gives engineers and managers a strong starting point on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the challenges and current processes to accompany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se more complex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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