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年谱 

1952 年 

七月 

△ 石油管理总局向燃料工业部、教育部、人事部和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文化教育委员

会报告，请求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为基础在北京成立石油学院，并由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对此给予了肯定。

十月 

29 日 中央教育部和中央燃料工业部联合给中央教育委员会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写报

告，就成立石油学院的理由及学校名称、建校目的、领导关系、专业设置、学校规模、建校

地点、建校进度、建筑面积、建校费用、筹备机构干部、师资调配等问题作了陈述。燃料工

业部于 1952 年 10 月在给政务院有关部门建设计划中，提出北京石油学院建校地址问题。后

经政务院同意，由北京市计划委员会指定，在北京清华园以东的文教区东北部分，即海淀区

九间房一带建校，计划占地面积 58万平方米（南北宽 500多米，东西长 1100多米）。 

△ 石油管理总局成立“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正、副组长由管理局人事处处长连

庆溥、教育科科长于学业分别兼任，抽调计划处张英、陈世忠，干部科管时勉，经理处朱琳、

贾立勋和刚分配来工作的方华灿组成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工作组，分别负责计划、统计、文事、

干部、财务、供应等项工作。清华大学根据需要派部分教师参加了具体工作。 

十ー月 

△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达文教企字 466号《通知》，批准成立北京

石油学院。 

十二月 

△ 石油管理总局调来贾皞、徐克性、刘若愚、杜再生等 4人参加筹备工

作，调整了组织机构，加强了领导，使筹备组的工作更进一步开展。 

1953 年 

一月 

15 日 “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东长安街燃料工业部大楼专家办

公室举行。委员会由曾昭抡、李曙森、周钟岐、陈蔼民、于世胄、李范一、刘澜波、袁溥之、

周宏明、陈舜瑶、曹本熹、朱亚杰、贾启允、连庆溥等 14人组成。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

主持会议并讲话。与会委员对筹备委员会的工作任务、学院的发展规模、专业设置、干部师

资来源、设备、经费以及设立筹备工作执行机构问题进行了讨论，形成了议案作为执行工作

的依据。会议公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刘澜波、贾启允为副主

任委员。决定在筹备委员会之下设立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指定石油管理总局副局长贾

启允为主任，曹本熹、贾皞为副主任，并当即开始办公。筹备处办公地点暂时设在北京琉璃

门五号石油管理总局内。 

二月 

△ 燃料工业部陈郁部长再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根据周总理和政务院的有关指示，筹备

工作全面展开。 

△ 石油管理总局贾启允副局长全面负责筹备处的工作。筹备处下边临时设置了基本建设

处、教学筹划处和办公室。曹本熹负责教学筹划，贾皞负责基本建设。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在

艰苦的条件下，抓紧对师资、干部和职工队伍的配备，制定教学计划，购置教学设备和图书

资料，规划设计和建设新校舍等，以迎接北京石油学院的成立。 



四月 

1 日 张定一由东北石油管理局调来，参加学校的筹建工作。 

8 日 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会制定《北京石油学院组织草案》，规定：北京石油学院实行

院长负责制，院长是全院的行政首长。院长一方面向燃料工业部和高教部负责，另一方面，

对全院行政工作、教学科研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实行领导。院长之下设院务委员会。院长

是院务委员会的当然主席。 

九月 

12 日 中共北京石油学院总支部成立，总支书记为贾皞，副书记为严振海。党总支部下属

6个党支部，有党员 103人。 

13 日 青年团北京石油学院委员会在清华大学成立，由上级团委决定黄圣伦为书记，吴

林祥为副书记。 

23—28 日 ①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处的工作人员，从清华大学化学馆迁到海淀区九间房学

院的新校址办公。②从清华大学转来的二、三年级本科生、专科生和研究生 476 人，从大连

工学院转来的四年级本科生 59人，成为北京石油学院的第一批学生。 

△学院有民盟支部，盟员 16人；九三学社支社，成员 6人。 

十月 

1 日 按照中央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局京办（53）字第 12472号《通知》，北京石油学院于

10月 1日正式成立。这一天，1000多名师生员工汇集在半是田野、半是工地的校园里，举行

了开学典礼，由新到任的副院长张定一主持。10月 1日这一天，就成为学校的校庆日。 

19 日 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正式上课。共有学生 115 人，张定二任副院长，贾皞任党

总支书记，曹本熹为教务长。当时可以充作教室、食堂、宿舍的只不过 3000平方米的临时平

房，教学用的各项建筑正在加紧施工。 

20 日 学院召开师生员工大会，由张定一副院长报告学校的工作计划。 

△ 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张献放为主席。 

十一月 

7 日 张定一副副院长向全院师生传达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及其有关文件，并开展了广

泛的学习和讨论。这项活动持续到 12月中旬。 

9 日 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首批新生入学，本科生 561 人，学制 5 年；研究生 46 人，

进修生 13人 

△ 当时，学院设有钻采、机械、炼制 3 个系，钴井、采油、矿机、炼机、储运、炼制、

人造石油等 7个专业。共有教师 207人，其中教授、副教授 22人，讲师 22人，助教 168人。

这些教师中由清华大学转入 58人，大连工学院转入 6人，财经学院调调入 7人，高教部统一

分配 100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抽调 32人，招聘 4人。学院汇集了一批石油科学、石

油工程和其他学科的著名学者、专家。他们之中有胶体化学专家傅鹰教授，地质学家张更教

授，化学家张锦教授，化学工程专家曹本熹、武迟、朱亚杰教授，石油工程和其他学科的专

家王檠、白家祉、张希陆、蔡伯民、甘怀新、周世尧、赵仁寿、王曰才教授等。具有副教授以

上职称的教师还有：严可信、杨光华、张怀祖、田曰玲、左鹿笙、吴崇筠、方淑姝、彭慧云、

张英、罗蛰潭、宋明祥、卢克君、申松昌、冯世瑄、李志强等。 

△ 开学前后，学院各个机构相继建立，在第一学期，学院建有院长办公室、政治辅导处、

教务处、总务处、建校处 5个处室，下设 15个科室。 

△ 开学第一学期，所有教研室都草拟了教学计划，确定了教材及各门课程的教学大纲，

编排课程表，确定了教师，基本上保证了按时开课。第一学期开出的课程共 54门，由在校教

师开出 46门，其余 8门课是聘请校外教师开出的。先后为我校兼课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地质

学院、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各教研室都采取了集体备课、课前讨论和

反复试讲等备课方法，对所讲授的课程强调科学性、系统性，注意专业特点和要求。 

△ 年底前学院组成临时行政领导小组，分工负责各方面的工作。领导 

小组的成员有；张定一、贾皞、曹本熹、武亚柏、宋明祥、严振海、刘若愚、陈骥骆正愉、许

德贵、黄圣伦等。 

△ 到 1953年底，建成包括专业课、技术基础课、基础课在内的实验室 14 



个，拥有图书 46349册。 

1954 年 

一月 

29 日 苏联格罗兹宁石油学院副教授帕·彼·扎巴林斯基到校工作。后被聘为院长顾

问。 

30 日 张更教授当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 

三月 

19 日 学院成立地质系，同时设立石油地质专业。 

九月 

24 日 学院公布高等教育部任命的学院处级干部名单：地质系主任张更。 

十一月 

25 日 我院与北京地质学院签订联系合同，经高等教育部批准生效。 

1955 年 

七月 

8-14 日 地质系举行毕业设计答辩。 

1956 年 

四月 

21-24 日 学院举行第一次科学报告会。石油地质研究生所作的《利用荧光分析资料对比

我国几个石油构造钻井地质剖面》的报告，被认为是提出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值得推广。 

六月 

16 日 院部举行欢送会，欢送在学院工作作二年半已经期满的苏联专家扎巴林斯基、波

波夫、吉玛都金诺夫。会上由张定一、孙卓夫副院长代表周恩来总理颁给三位专家每人一枚

中苏友谊纪念章。 

十月 

6 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贺龙、聂荣臻、彭真等到首都机

场欢送贵宾。北京石油学院的许多学生参加了欢送行列。 

1957 年 

八月 

27 日 学院举行了应届毕业生毕业典礼，这是北京石油学院成立后自己培养的第一批毕

业生。 

十一月 

18 日 学院召开行政会议：物理教研室划归地质系。 

1958 年 

六月 

30 日 学院举行“七一”向党献礼大会，师生员工纷纷报捷献礼。金工厂提前完成

1700台水泵的生产任务和煤炼油厂的机械设备任务，石蜡氧化组成功地用合成石蜡氧化的

方法制取醇并用它制成了洗洁剂，固体燃料研究室用页岩石蜡氧化制取脂肪酸，地质系只用



3天就筹建了一个红旗地球物理仪器厂并制成第一个产品：PAPK型放射性测井仪器。党委副

书记张定一在献礼之后作了总结发言。 

十一月 

中旬 学院组织了 200余名师生参加了石油部川中会战，在四川龙女构造上成立了“北

京石油学院龙女寺科研站”，秦秦同洛任站长，樊世忠任党支部书记兼副站长。下设地质、

物探、试采、钻井、矿机等几个组。 

十二月 

△ 1958年学院师生在党委领导下，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生产和科研上取得显著

成绩：派出了近 2000名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找矿、勘探、钻井、采油、包矿、设计、建

厂、建油库及输油管等任务；地质系师生提前完成了川东地区三个石油构造的详查细测，面

积为 2300平方公里的；在三河地区的测井队已完成了 20口井的测井工作。 

1959 年 

四月 

9 日 “北京石油学院龙女寺科研站”副站长樊世忠賃给党委的工作总结中谈到：围绕

生产进行了 7项科学研究：①摸清油层规律的研究：②龙女寺做杆防断措施的研究；③酸化

过程程防腐剂的研究；④泥浆对油层的影响及预防積施的研究；⑤油井处理方法的研究：6

运用测井资料解释龙女寺构造凉高山油层横向变化规律的研究；⑦超生处理原油降凝的研

究。总结中还谈到川中会战获得红旗手及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有 63人，电工教研室教师林风

举因制出钻杆磁力探访器，被评为“红旗手”。 

九月 

9 日 “北京石油学院龙女寺科研站”副站长樊世忠写给党委的工作总结谈到：围绕生

产进行了 7项科学研究：①摸清油层规律的研究；②龙女寺钻杆防断措施的研究；③酸化过

程防腐剂的研究；④泥浆对油层的影响及预防施的研油井处理方法的研，运用测并资料解释

龙女寺构造凉高山油层横向变化规律的研究；⑦超超生处理原油降凝的研究。总结中还谈

到：川中会战获得红旗手及先进工作者称号的有 63人，电工教研室教师林风举因制出钻杆

磁力探访器，被评为“红旗手”。 

七月 

27－29 日 学院与石油科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石迪地质、钴采矿机科学报告会。报告会分

地质物探、钴井、矿机、采油 4个组同时进行，共提出和讨论了 23篇论文，其中我院提出

11篇，两院合作 2篇，参加会议的有 20个单位的 300名代表。 

1960 年 

三月 

30 日 由地质、钻采、炼制、机械四个系近 200名师生组成的超声波突击队，举行誓师

大会，表示一定要搞出突出成绩，向党献厚礼。 

六月 

1 日 全国文教战线群英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王曰才副教授被评为这次大会的先

进工作者。 

1961 年 

一月 

23 日 学院今年科学技术理论研究工作重点计划立项 6项，如松辽下白垩纪石油生成理

论研究等项，均为重大理论课题。 



十二月 

6 日 北京市批准确定北京石油学院教授 6人：赵仁寿、蔡伯民、张英、苏盛甫、秦同

洛、王日才。确定副教授 4人：贾锡彤、张楷荪、吴崇筠、张怀祖。副教授提升教授 2人：

杨光华、李志强。讲师晋升副教授 32人，提升和确定讲师 74人。 

1962 年 

八月 

△ 北京石油学院的师生，在大庆石油会战中，既受到了锻炼，又增长了才干，取得了

全面丰收，也为国家的石油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整个大庆石油会战中，我院师生被评

为五好红旗手、五好共青团员的共 41人次，占参加石油会战师生的 67％。部分教师参加了

会战指挥部门的领导工作。许多学生在基层担任了负责工作，如测井五年级学生吴乾藩担任

了测井队队长，采池五年级学生委明担任了松辽第一女子采油队队长。因为她的出色的工作

与学习，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任务，中央新闻纪录影片厂为她拍了新闻电影片。 

十二月 

△ 我院 1963年的科学研究共立项 88项，主要是由石油地质系、石油炼制系和石油机

械系等单位承担的。其中有的是与外单位合作的，如感应测井项就是与石油研究院合作完成

的。有的项目则是由石油部委托完成的。 

1963 年 

十二月 

△ 我院 1963年的科学研究共立项 88项，主要是由石油地质系、石油炼制系和石油机

械系等单位承担的。其中有的是与外单位合作的，如感应测井项就是与石油研究院合作完成

的。有的项目则是由石油部委托完成的。 

1964 年 

四月 

△ 我院 1964年的科学研究计划共立项 34项，其中属于地质勘探部分的 21项，属于炼

制部分的 13项。 

五月 

16 日 院党委和院行政在表扬五好师生员工《纪念册》上联合发文：《再接再厉，继续

前进》。文章说：这次总结评比大摆成绩，大摆进步，大摆经验，大摆方向。摆个人，也摆

集体。一切好人好事好经验都摆出来了，摆得大家心明 

眼亮，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在“四摆”的基础上，又评出了五好单位和五好个人，各方

面都发现和树立了样板。这次总结评比共评出五好单位 63个，五好个人 703人。《纪念册》

刊登各类典型材料 42篇，典型材料记述的教职工是：张英、秦同洛、吴崇筠、张怀祖、王

日才、张更、任瑛、顾乐诚、王君钰、方华灿、林风举、雍世和、王贤清、郭学增、章兆

琪、梅风翔、管守锐、傅雅琳、朱伟华、孙士孝、李旺、沈荃、李妙兰、曾有德、周汝庭、

郭玉福、杨君海、刘亚顺、田振儒、刘禄臣、袁积善。 

△ 学院的“测井电模型”和“大庆原油在管路中的结蜡规律研究”两项科研成果，在

石油部勘探与开发技术座谈会上获得奖励。 

七月 

△ 学院在全国科技研究成果展览会上，共展出“微电极图板及测井工作的研究”、“感

应测井线圈设计的理论和方法”等 13项项科研成果。这些均为我院自 1960年至 1964年间

取得的重要成果。 

△ 学院在科研工作会议之后，重新调整了科研计划，最后确定了 56个题目，地质勘探



方面的 27项，石油炼制方面的 29项，其中院重点项目 11项。 

十二月 

△ 1964年下半年，学院向国家科委上报了 13项项科研成果。在科研译著方面，岩矿

教研室与厂矿合作完成了《沉积手册》的编写。编译译室与厂矿合作完成了《国外油田勘探

经验》的编译工作。 

1965 年 

四月 

21－24 日 学院召开科学技术报告会，按照内容分三个组，即社会和学组，石油矿厂、

地质、钻采、矿厂机械组，石油加工、人造石油组。 

五月 

22 日 学院举行全院讲好一堂课教学观摩活动，电工教研室林风举、物探教研室林中

根、物理教研室田浩、测井教研室章兆琪、无机化学教研室丁友春、水力学教研室刘位教

师，为全院 500多名教师、实验员和干部、学生作了讲课示范表演。 

十一月 

26 日 党委作出对李代荣同学来信的批示。测 63－1班学生李代荣针对学生社会活动

多、会议多、学生干部工作多的情况，1月 19日给党委书记刘长亮写信，反映这些现象违

背了党委减少学生课外活动时间的规定，影响学生贯彻毛主席关于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

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指示。党委认为，李代荣同学反映的情况很值得重视。指出，对

于党委明确规定的学生学习活动总量（每周不得超过 46小时），学生干部社会工作时间（每

周不得超过 3小时）以及中午、周末、星期日及其他自由支配时间的规定必须坚决卡死，人

人严格遵守，决不能令出多门，灵活掌握。 

1966 年 

五月 

下旬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浪潮，很快冲击到北京石油学院。 

1967 年 

一月 

22 日 学院的“造反派”组织宣布夺院党委和院行政的权力，并抢走了院党委和院行政

的印章。到到 1月月底，学院内的各级党、政、财的权力全部落入“造反派”组织手中。他

们力图行使领导全院的权力，但由于各个造反派的派性对立和斗争，根本无法实现。所以，

学院的各项工作，都陷人瘫痪状态。 

1968 年 

1969 年 

一月 

30 日 北京石油学院革命委员会向石油部送交了《关于北京石油学院在哪里办学的问题

的报告》。报告中摆出了 4种方案：①全院搬山东；②将“油矿”类专业（即地质专业、采

油专业、钻井专业，机械系的一部分）和“油厂”类专业（即炼制系和机械系的一部分）搬

到山东、北京（东方红炼油厂或大庆炼油厂）办学；③将地质专业业搬到到三线另立学校，

其余的搬到山东或大庆；④将地质专业搬到三线，“油矿”类专业、“油厂”＂类专业两部分

也分开办学。 



十月 

21－23 日 石油部军管会向北京石油学院下达了迁校东营的命令。随即，驻院工军宣队

和院革命委员会向下逐级传达，动员全校师生立即投入迁校。行动上突出一个“快”字。 

23－28 日 学院先后分三批共 352人，前往山东省东营和辛店两地安营扎寨，负责迁校

的接转行李事宜。 

26 日 中共中央发布 7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高等院校下放的通知》。通知决定：①国

务院各部门所属的高等院校（包括半工半读、函授学校），设在北京市的，仍归各有关部委

领导。如果搬到外地，可交由当地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②教育部所属的高等院

校（包括函授学校）全部交由所在省 

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领导。 

27 日 学院第一批物资发往山东东营。 

31 日 第一批师生员工和家属乘专列从北京到达山东东营。 

十一月 

3-7 日 第二、三批师生员工及家属乘专列到达山东东营。三批共迁来师生、家属 4200

多人，迁来家具 5400多件，其他物资有 11000多箱。迁校共用车皮 138节。学院在迁校之

后，除校舍外，只剩下当时无法拆迁的大型设备和少量留守人员、危重病人。 

21 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业部军事管制委员会给国务院业务组呈送了《关于北京石

油学院外迁情况的报告》。报告称：北京石油学院已迁往山东省东营，与胜利油田实行“厂

校联合办学”，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领导。 

1970 年 

三月 

19 日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石油部军管会联合发出《关于北京石油学院下放问题的通

知》，规定从 1970年 1月起，将迁往山东胜利油田的北京石油学院改名为“华东石油学

院”，实行厂校结合办学，由山东省革命委员会领导。迁校的扫尾工作继续抓紧进行。这次

迁校，除固定资产、图书、家具造成严重损失外，最严重的是师资的流失，据不完全统计，

迁校后仅数年内调走的教师竟达 300人，损失过半。 

十一月 

月底 地质、测井、钻井、采油、矿机等 5个专业连队，在“九二三厂”建立了校外三

结合基地。矿机、炼机、炼油、合成、采油、钴井和地质 7个专业都提出了教改方案。与此

同时，新编写的教材已送印的有：《采油工人手册》、《炼油基本知识》、《钻井工人手册》、

《炼机工人手册》、《泥浆讲义》、《钻井工人手册》等，为新学员入学做了积极的准备工作。 

1971 年 

十月 

8 日 燃化部委托我院和胜利油田共同负责举办的测井、泥浆训练班，在我院开班。学

员是由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 17个省市的石油矿区所在地的党组织推荐的，共 181

名，学习时间为半年。按学习内容分气测、电测和泥浆 3个专业，分别由我院勘探、开发两

系党总支和革委会具体负责。 

1972 年 

五月 

25 日 学院举行 72级工农兵新学员开学典礼。在这年招生的专业中增加了地球物理勘

探专业、矿场地球物理测井专业和石油储运专业。招生人数增加到 567人。其中工人 402

人，农民 119人，解放军战士 14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 31人，干部 1人。 



七月 

1－2 日 院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召开扩大会议，決定全院首先建立一批教研室：勘探

系两个，开发系两个，炼制系 3个，机械系 8个，基础处 4个。 

十ー月 

28 日 院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决定，在全院成立 24个教研室，即政治理论、体育、

数学、物理、外语、石油地质、地球物理勘探、测井、基础地质、采油、钻井、炼油工程、

石油化工、化学、矿场机械、化工机械、储运、炼厂仪表自动化、工程画、力学、机械原理

与零件、电工、金工、热工教研室。教研室成立后，原专业连队建制撤消。 

十ニ月 

年底 物探专业 72级工农兵学员贴出《七个月的大学生活》的大字报，方面批评学院领

导不抓教学，一方面“上纲上线”说这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反映”。该大字报立即受到

工军宣队和院革委会的支持，并动员学生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一时群众性的批判运

动又起。 

1973 年 

十月 

3 日 物探 72级工农兵学员贴出大字报《不管教学的现象是不容许的》大字报说强调教

学质量、强调办学困难就是“复辟回潮”。 

15 日 院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说，物探 72级工农兵学员 10月 3日的大

字报，是一份革命的大字报，是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高度积极性的表现。号召大家就

如何开展教育革命、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多提意见。 

22 日 为进一步掀起教育革命的热潮，学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组长刘众在全院大会上作

了动员报告，当讲到对物探 72级工农兵学员贴大字报的认识时说：他们继去年贴出的《七

个月的大学生活》的大字报以后，于今年 10月 3日又贴出了《不管教学的现象是不容许

的》大字报，接着其他学员相继写了响应、支持的大字报和大标语，院核心领导小组一致认

为，这些大字报是革命的好得很。 

1974 年 

十二月 

年末 地质专业与胜利油田地质部门联合组队，对鲁西南地区新生界和古生界碳酸盐岩

进行石油地质综合研究，为扩大石油后备储量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这个专业还在实验室内试

制成功了“岩石揭片法”，为鲁西南碳酸盐岩研究提供了重要手段。 

1975 年 

十二月 

△ 这一年，我院开展了多项科研课题，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测井专业进行了测井

数字化的研究工作，用电子计算机处理测井资料，见到了地质效果，成为我国数字法进行测

井解释的先声。物探专业接受了北京地震资料处理会战指挥部的“亮点”技术科研攻关任

务，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填补了我石油勘探采用定点机进行“亮点”技术处理的一项空白。

矿机专业进行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一一水文地质 500米钻机的设计，是年鉴定定型并投入试

生产。仪表厂制板组革新剧毒氰化镀金工艺，试制成功了金银合金镀层，解决了过去路线板

镀金使用剧毒品的问题。炼油厂接受了石化部用国产原油研究生产优质沥青的任务，经半个

多月的奋战，该科研组探索出釆用深拔法直接从减压塔底取得优质沥青的工艺条件后，得到

了合乎国家标准的优质道路沥青，并正式投入生产，填补了用国产原油制取优质道路沥青的

空白。 

 



1976 年 

1977 年 

一月 

25 日 院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作出《关于 1976年年终总结、发奖的决定》：在年终总

结评比中，评出了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 6个（石油储运专业、物探专业、机械系自 74－1

班、牙轮钻头科研组、化学实验室和有机化学小组、电工班），其他先进集体 27个，先进团

支部 10个，先进民兵排 6个，受嘉奖的 18人（陈淑君、景开喜、仝兆岐、王泽金、郝启

镇、梁庆长、程国忠、赵玉来、林世雄、刘贵庆、曹玲、冯书板、纪安德、赵义芳、贺福

茹，另有 3名学生），先进生产者 180人，先进工作者 207人，优秀团员 114人，三好学生

200人，先进民兵 142人。 

十二月 

21-24 日 我院举办了石油地质科学报告会。石油化学工业部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北

京大学等 22个单位 32名代表应邀参加会议。我院地质专业 7名教师在会上作了《华北下古

生界若干间题的探讨》等 7篇报告。 

1978 年 

三月 

18 日 我院召开 77级学员开学典礼和 1977年年终总结发奖大会。在大会上受到表彰的

有：6个学大庆先进集体（钻井教研室、石油地质教研研室、仪表厂制板组、力学实验室、

检漏仪科研组、电工班），其他先进集体 34个，先进团支部 8个，先进民兵排 6个；受嘉奖

的 14人（林世雄、曹玲、楚泽涵、任瑛、刘贵庆、蔡镜仑、倪禹勤、纪安德、于海南、王

泽金、冯书板、赵义芳，另有 2名学生），先进工作者 253人，先进生产者 192人，优秀团

员 143人，三好学生 143人。 

五月 

12 日  中共山东省委发布《关于任命科技人员职务的决定》：杨光华、蔡强康同志任华东石

油学院教授；林世雄、杜世通、沈本善、施惠群、牟永光、冯增昭、顾伯愕、黄宗鑫、洪世

铎、王迺、崔孝秉、袁璞、樊世忠同志任华东石油学院副教授。 

是年 

△ 在山东省科技大会上，我院受奖的项目有：①地震真振幅恢复程序；②6英寸天然

金刚石钻头；③新型高效塔板。④6英寸天然金刚石取芯钻头：⑤泥浆内旋转粘度计；⑥地

下管道防腐层检漏仪；⑦石油青新品种；⑧胜利一号烃类蒸汽转化制氢催化剂；⑨粘结型轻

油加压蒸汽转化制氢催化剂；⑩胜炼联合装置技术改造；11炼油厂酸性气“部分燃烧法”

制硫；12小化肥生产自动化；13军用用凝油粉。受奖单位有：大口径弯头三通强度试验研

究室、石油化工设备研究室。受奖个人有：蔡镜仑、陈世廉、张义秋。 

1979 年 

二月 

24 日 副院长吕德甫在我院 1978年度年终总结发奖大会上，宣布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

《关于 1978年年终总结发奖的决定》，表彰在本年度涌现的 5个红旗单位（钻井教研室、物

理教研室、普化教研室、力学教研室、电工教研室、胜华炼油厂），30名受嘉奖个人（蔡强

康、黄醒汉、袁恩熙、钱家麟、任瑛、袁璞、陆基孟、史乃立、冯成武、齐国光、田浩、陈

世廉、韩淑文、田德连、汤洪昌、刘金山、李长民、刘东利朱洪亮、唐兴玉、王希水、于海

南、冯书板、王泽金、赵义芳、陈有荣、张玉栋、史炳章、金尚培、张仕琦），39个先进集

体，410名先进工作者，249名先进生产者及 61名家属先进生产者。 



十一月 

△ 我院物探教研室牟永光副教授随中国地球物理专家组，应美国勘探地球物理学会

（SEC）的邀请，参加第 49届国际年会。专家组把我院主编的《地震勘探数字技术》一书赠

送会议主席等人，受到广泛好评。 

1980 年 

六月 

23 日 国家测量局顾问、南京工学院副教授龚家彪应邀来我院举办“流量测量专题讲

座”，前后共 20天。听课的除我院有关教师研究生外，还有各石油学院、省计量局和一些化

工学院、工学院等 23个单位的 100余人。 

七月 

1 日 院党委决定授予力学教研室党支部、水力学教研室党支部、炼油厂常减压工段党

支部为先进党支部，授予时铭显、曹玲、王日才、冯书板模范共产党员称号。 

△ 学院学术委员会正式成立。杨光华任主任委员，朱亚杰、王日才、蔡强康、华泽

澎、胡湘炯任副主任委员。 

△ 学院筹建的碳酸盐岩石油地质、钻井、泥浆、重质油、化学工程、机械等 6个研究

室，得到石油工业部的正式批准。在筹建研究室的过程中，一支相对稳定的以中年教师为骨

干的老、中、青教师和实验人员相结合的科学研究队伍开始形成。 

1981 年 

四月 

1 日 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济南开幕。我院王日才、沈复教授，刘希

圣、程人和副教授以及雷春碧讲师等出席了大会。会议选举沈复、刘希圣、雷春碧为山东省

科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 

4 日 学院召开 1980年表彰大会，宣读了院党委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的决定，红旗单位

4个：体育教研室、胜华炼油厂、水力学教研室、电工教研室。先进集体 12个，受嘉奖个

人 27人：陈庭根、周明伦、陈弘、路永明、武汉民、胡泽明、袁荣秀、刘东利、汤洪昌、

朱洪亮、于维全、马本尉、杨学丽、张仕琦、尚祥运、赵义芳、张秀田、谢海江、冯书板、

董守臣、李玉生、王俊恩、谭玉燕、孙洪照、巫晓燕、刘庆琢、史鸾英。先进工作者、先进

生产者、先进家属 716人。 

六月 

19 日 由电化教学科与石油地质教研室合作摄制的第一部彩色 35毫米教学电影片《储

集层》，在院内首次放映。 

22 日 教育部、石油部联合下文发布《关于成立华东石油学院北京研究生部的通知》，

批准我院在北京石油学院原校址内建立北京研究生部。文件规定，研究生部在校研究生规模

暂定 400人，教职工编制暂定 300人。1981年、1982年每年招生 50至 100人，以后逐步发

展。设置石油地质、石油地球物理、油田开发工程、石油机械工程、石油储运、石油加工工

程、石油化工、石油生产自动化及石油管理工程等 9个专业。 

十月 

中旬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我院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专业为 7个：石

油地质、应用地球物理、油气田开发工程、石油机械工程、石油储运工程、石油加工工程、

应用化学（固体燃料化学、石油化学）。 

1982 年 

一月 



23 日 学院原勘探系系主任张更教授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追悼会由石油部副

部长季铁中主持，杨光华院长致悼词。 

二月 

20 日 学院召开教职工大会，表彰 1981年做出突出成绩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受表彰的

有矿场机械教研室、电工教研室、外语教研室、体育教研室、电化教学科等 5个红旗单位；

受嘉奖个人 21名：陈庭根、蔡强康、韩玄浩、林凤举、吴铭方、韦绍律、陈世廉、王为、

尚祥运、张仕琦、朱继洲、毕瑞珍、张淑敏、陈有荣、朱润庭、赵义芳、朱洪亮、刘东利、

王玉田、胡泽明、许子峰。表彰的先进集体 18个，先进工作者、先进生产者 571名。 

1983 年 

三月 

12 日 学院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表彰 1982年度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大会宣读了院

党委的表彰决定，决定授予矿机教研室、外语教研室、图书馆、电化教学科、炼油厂联合工

段等 5个单位红旗单位称号，表彰了 15个先进集体，对时铭显、陈世廉、吴铭方、严大

凡、袁之舜、陈如恒、黄醒汉、胡泽明、双金良、施兆福、王光埙、李庶润、曹万章、朱哈

娜、邱国庆、尚样运、苏日平、陈有荣、朱继洲、张金贵、杨云茜、刘东利、朱洪亮、许子

峰、安立光、杨志江 26名同志予以嘉奖，表彰了 353名先进工作者和 228名先进生产者。 

14 日 院长办公会对勘探开发培训中心的领导体制、经费管理等问题作了研究，会议决

定：①勘探开发培训中心对内为院属独立的二级教学单位，对外为石油部勘探开发培训中

心；②经费管理由院部统一上报计划，一经批准，专款专用；③组织机构由人事处与勘探开

发培训中心商议，提出方案，报院党委审定。 

1984 年 

二月 

25 日 我院举行 1983年度教职工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决定授予图书馆体育

教研室、化机教研室、钻井教研室、微波科研组、注水泵科研组、沥青研究室、电教科红旗

单位称号，授予陈世廉く严大凡、胡泽明、杨行庄、王为、仝兆岐、朱哈娜、李汝霖、庄锦

江、范存诚、尚祥运、孙永亮、许子峰、黄金平、齐选良劳动模范称号，同时表彰了 17个

先进集体。 

六月 

10 日 美国休斯顿大学著名地震声学专家加得纳教授应邀来我院讲学，为物探专业师生

作了三维地震理论及应用的讲座。 

1985 年 

九月 

25 日 天津大学石油分校委托我院代培 84级地质专业、采油专业，85级物探专业、测

井专业、钻井专业 8名本科生，以备充实师资队伍。 

十二月 

5 日 石油部勘探司副司长李国玉来院，为师生作了题为《立志做一名卓有胆识的石油

勘探家》的报告。他说，勘探学家的基本功有三条：一是科学技术的本事，二是闯过外语关

扩大信息接收领域，三是具有管理和组织的才能。 

12 日 学院第一个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并做出突出成绩的青年教师鞠晓东研制的“MCB－

DLT－A型数控式补偿密度测井仪”通过专家鉴定。此项成果获核工业部 1987年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 

1986 年 



一月 

14 日 我院举办的“新型地质物探综合解释培训班”结业。出席结业典礼的有石油部总

地质师阎敦实、勘探司总地质师陆邦干、杨光华院长以及有关的专家、教授等。 

二月 

21 日 三位全国人大代表；胜利油田地质科学院副院长帅德福、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朱玲和我院勘探系副教授黄醒汉等来院检査工作，听取了杨光华院长、华泽澎书记关于学校

基本状况和发展规划的汇报，并和部分教师进行了座谈。 

三月 

22 日 我院原地 56届（地 52级，从北京地质学院转入）毕业的同学在北京石油部举行

“从事地质工作 30周年座谈会”。我我院副院长张炳林、勘探系主任张一伟应邀出席。石油

油部部长王涛、副部长赵宗鼐出席并讲话。 

四月 

9 日 我院为石油部举办的“沉积微相及成岩作用”进修班结业，历时 20天。学员来自

各油田和石油院校，共计 43人。 

九月 

9 日 在石油部召开的科技进步奖励大会上，我院石油勘探研究所第三系综合研究室、

研究生部相平衡科研组，被授予先进科技集体称号，蔡镜仑被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有

6项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20 日 我院召开全体教职工 1985－1986学年总结表彰大会。党委决定授予陈庭根、信

荃麟、鞠晓东、蔡镜仓、史乃立、任瑛、郭天民、李汝霖、艾长义、田言信、许子峰、嵇明

12人劳动模范称号，授予岩矿教研室等 27个单位为文明单位，表彰 251名先进个人。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院第三批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专业点。博士学位授予学

科、专业指导教师：石油地质与勘探（冯增昭）、应用地球物理（牟永光）油气田开发工程

（刘希圣）、石油储运工程（蔡强康）、石油机械工程（陈如恒、胡泽明）。已有博士学位授

予权的学科、专业增列指导教师：有机化工（石油加工）郭天民。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

业：自然科学史（物物理学史）、化工机械、工业管理工程、矿山电气化与自动化。至此，

我院有博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点 7个，博士生指导教师 10名；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点

11个，硕士生指导教师 127名。 

十月 

4 日 我院在勘探馆前举行孙健初塑像落成揭幕仪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孙健初之子

孙鸿烈应邀来院祝贺。 

28 日-11月 12 日 我院勘探开发技术培训中心聘请美国气举采油专家、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采油技术咨询顾问怀特先生来我院讲学，并举办气举最优化进修班，学员 41人。 

十二月 

2 日 我院勘探系信荃麟等硏究的“惠民凹陷西部下第三系构造岩带与油气聚集”，通过

专家评审。这项成果获 1986年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6年石油部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 

21 日 我院勘探系鞠晓东等研制的 MCB－CNU型数控式自然伽马・中子测井地面仪”，通

过专家鉴定。这项成成果 1987年获核工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987 年 

五月 

△ 在石油部召开的评选优秀教材会议上，《石油地质学》（张万选）、《地震勘探概论》



（陆基孟）被评为优秀教材。 

十一月 

20 日 我院勘探系地 852班学生马金华发明的“游泳自救器”获国家专利。这是我院第

一项由学生获得的专利。 

△ 国家教委批准，我院测井教研室副教授晓东，获得国家教委优秀青年教师基金奖

励。 

1988 年 

四月 

8 日 学校召开 19888年度科技工作会议。杨光华校长在会上强调，为创办一流大学，

必须大力提高学校的科技水平，积极为青年科技骨干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会上宣布，1987

年学校共有 22项科研成果通过鉴定和评审，其中有 12项分获学校一、二、三等奖。这一年

荣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的有 15项，其中获国家三等发明奖 1项：“微波式原油高含水连续测

井仪”（陈世廉等），国家科技进步奖 3项：“钾盐防塌钴井液”（朱墨等）、“游梁抽油机井参

数优选及诊断技术”（张琪等）、“胜利炼厂机泵密封五个项目技术研究”（顾永泉等）。会议

对获奖成果进行了表彰，同时还表彰了 115篇获奖论文。 

23 日 学校公布 1987年校内优秀教材和优秀教育论文奖。优秀教材 6种：《声波测井原

理》（楚泽涵）《测井地质基础》（熊琦华）、《运筹学》（卢爱珠）《钻井工程》（姜仁）、《中国

革命史》（杨勤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张伯良）；优秀论文 43篇 

六月 

1 日 我校举行“石油大学校牌揭幕仪式”。校脾由著名书画家范曾书写。 

九月 

24 日 我校召开 1987－1988学年总结表彰大会，会上表彰了 19个“双文明”先进集

体，表彰了 32名模范教育工作者：任甲祥、赵澄林、陈庭根、张琪、赵福麟、傅斌、路永

明、傅雅琳、冯成武、苏贻勋、林世雄、马爱梅、陈世廉、王基鹏、李华民、王革、张荣

华、王庆兰、徐子卿、王玉玲、时铭显、崔孝秉、许子峰、任瑛、汤天峰、刘在风、宾星

楼、赵文合、毛双林、叶智刚、郝启镇、刘建民。 

1989 年 

六月 

9 日 我校邀请山东省教委 10名专家，对赵澄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加强基础，提高能

力，改善沉积岩石学的教学”成果进行评估。专家们高度评价这项成果，并一致同意向国家

教委推荐评奖。该成果 1989年被授予全国优秀教学成果奖。 

九月 

6 日 能源部、中国石化工会决定表彰能源工业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我校受表彰的

有：全国能源工业特等劳动模范沈忠厚，全国能源工业劳动模范信荃麟、陈世廉、时铭显，

全国能源工业先进集体开发系射流科研室。 

9 日 学校举行教师节大会，会上表彰奖励了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陈庭根，全国优秀教师

路永明、苏贻勋、时正印、鞠晓东，全国教育系统优秀教育工作者吴大刚，山东省优秀教师

冯成武、傅传亮、张淑敏，山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宋洪海、叶志超、叶智刚。中国石油天然

气总公司副总经理、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兼东营市市委书记周永康，东营市市长

李殿魁出席大会并 

1990 年 

讲话。周永康希望广大师生认真总结动乱的经验教训，端正办学方向，使学校真正成为

培养“四有”人才的摇篮。 



十二月 

29 日 我校原勘探开发中心、函授部、培训处合并成立“成人教育中心”，同时也是中

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的“勘探开发培训中心”。方华灿副校长为两牌揭幕。 

五月  

15 日 我校团委和测 87－1班团支部等 6个学生班团支部，获共青团山东省委开展的

“坚持立国之本，确定人生航标”主题活动先进团委和先进团支部称号。 

六月 

△ 学校建立 7个专业建设与改革指导委员会，分别由校内外有关专家组成，以加强学

校与生产、科研和用人单位的联系。这 7个委员会包括以下专业：石油地质勘查、勘查地球

物理、矿场地球物理、钻井工程、采油和油藏工程、矿场机械、石油储运。 

八月 

下旬 测井教研室研制成功的“岩心伽玛测井仪”，通过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组织的技术鉴

定。鉴定认为该仪器填补了国内空白，其性能和技术指标均达到和超过美国岩心公司生产的

同类仪器。这项成果 1991年获省教委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奖，1996年获山东国家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 

九月 

8 日 我校召开青年教师表彰大会，姜在兴、管志川、山山红红、刘雪暖、间相桢、刘

仲良、李元、沈晨、张荣华、崔培伟、娄德玉等 11名青年教师，被授予优秀青年教师称

号。 

上旬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决定表彰石油教育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我校受表彰的先进

集体是岩矿教研室，先进工作者是叶秀祥、张荣华、张琪、陈树林。 

28 日 学校召开表彰先进党支部和优秀党员大会，会上宣读党委授予岩矿教研室党支

部、化机教研室党支部、伙食科党支部 3个党支部先进党支部称号，授予陈庭根、杜世通、

齐明侠、李元、谢子进、韩子和、李庶润 7名党员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十月 

上旬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第四批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生导师名单。我校又新增

“无线电物理”、“沉积学（含古地理学）”“矿山工程力学”、“油气钻井力学”、和“应用地

球化学”5个硕士点，并从“油气田开发工程”中分出博土点“油气钴井工程”。新增博士

生导师 8名：信荃麟、张庚骥、郎兆新、张嗣伟、严大凡、林世雄、钱家麟、沈忠厚。 

1991 年 

三月 

16 日 我校召开 1990年度总结表彰大会。会议授予岩矿教研室等 29个单位“先进集

体”称号，授予刘泽容、赵怀文、张琪、郑立垠、王清亭、杨景亮郭经宙、刘仁义 8人“劳

动模范”称号，有 57人被授予“优秀教师”称号，有 123人被授予”“优秀教育工作者”称

号。同时对获得“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オ”称号的顾水泉、尹宏锦、鞠晓东和陈世廉进行

了表彰。 

四月 

上年 9 月至 今学校开展第一次优质课程评选，评出 4门优质课：“沉积岩石学及沉积

相”（赵澄林等）、“无机化学”（董松琦等）“力学”（曹玲等）、“高等数学”（徐振贤等）。 

六月 

7－14 日 我校召开科技工作会议，校本部杨光华校长传达了全国高校科技工作会议精

神，指出重点大学必须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研中心；我们要创办一流大学，先决条件是必须



有一流的科学技术水平。华泽澎校长在会上作科技工作报告，他说，经过“七五”科技工

作，我校已经形成了一批科技优势，如①信荃麟教授主持研究的综合地质解释技术；②②张

琪教授主持研究的人工举升技术；③范耀华、梁文杰教授主持的重质油化学研究；④范耀华

教授主持研究的重质油加工技术；⑤沈忠厚教授主持研究的水力机械联合破岩技术；⑥赵怀

文教授等主持研究的套管损坏机理与防治技术；⑦方华灿教授等主持研究的海洋钻采设备理

论与技术；⑧③）陈世廉教授主持研究的微波应用技术。他提出，“八五”期间我们要争取

在 10个科研领域形成自己的特色，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某些学科接近或达到国际水平。会

议提出，八五”期间学校要建成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要直接进入国民经济的主战场；提出

要实现“6331”的奋斗目标，即年均科研经费力争达到到 600万，开展科研项目 300个，争

取有 30项成果鉴定，10项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会上表彰了 1990年获奖科研成果和科

研人员。 

29 日 学校开会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70周年，会上向获得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思想政治

工作者称号的迟元苓，受到山东省表彰的岩矿教研室党支部、数学教研室党支部和优秀党员

杜世通、潘正良、齐明侠、阎国超、李元、谢子进、李庶润、韩子和、梁文杰、叶智刚、陈

庭根以及山东省高校优秀政治思想工作者李大银、冷淑滨、金凡、李明情、迟元苓、王者

生、黄少云、刘彬礼颁发了荣誉证书。 

七月 

18 日 校本部召开教师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审破格晋升职称。我校破格提

拔教授 1名（测井教研室鞠晓东，38岁，为全省高校最年轻的教授），破格提拔副教授 12

名。 

八月 

20 日 在共青团山东省委等举办的第第二届届“山东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中，勘探

系教授鞠晓东被评为“山东十大杰出青年”。 

九月 

7 日 学校校召开教师节大会，党委决定授予测井教研室等 8个单位“教书育人先进集

体”称号，授予宋若微等 119人“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称号。 

14 日 山东省教委、科委、计委、经委、人事局等，共同表彰高校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我校“重质油研究所”、“高压水射流研究室”为先进集体，晓东、段道顺、陈世

廉、杜世通、赵怀文、信荃麟为先进科技工作者。 

18 日 物探 88级 96名大学生，到胜利油田 225、2115、2189地震队参加生产、定岗锻

炼，进行“311”（即先在学校学习 3年，参加半年的生产实践，再到学校学习专业课和毕业

设计）试点。这项试点是在学校与胜利石油管理局 7月 15日签署的厂校合作协议书中提出

的。 

24 日 江泽民、李鹏、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在成长的道路上”优秀大学生

报告团。我校物探 88－2班学生贺俊峰为报告团成员，他有 3项发明获国家专利。 

十月 

10 日 我校为胜利石油管理局举办的“勘探开发数据库设计与技术培训班”，在计算机

系举行开学典礼 

24 日 仪表厂和测井教研室联合承接的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八五”科研项目 TSY一 ZD

碳酸盐含量自动分析仪”，通过总公司组织的鉴定，专家认为，该产品技术性能达到国外同

类仪器的先进水平。这项成果 1993年获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6 日 赵澄林教授获第二届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此奖是我国地质行业最高奖。 

1992 年 

一月 

18 日 ①我校首批获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专家是，板光华、刘希圣、



沈忠厚、林世雄、顾永泉、信荃麟。②我校获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1991年度首批“石油工业

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称号的是：顾永泉、信荃麟、杜世通、张庚骥、鞠晓东、尹宏锦、

张琪、万邦烈、梁文杰、苏贻勋、范耀华、李健鹰、段道顺。 

二月 

29 日 我校召开 1991年度总结表彰大会。大会向 30个先进集体、11名劳动模范（李振

春、张琪、沈忠厚、赵福麟、顾永泉、杨景亮、刘健民、王黛君、陈建国、刘圣贤、范玉

久）以及 189名先进个人颁奖。 

三月 

17 日 由信荃麟、张一伟教授牵头承担的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攻关项目改善枣园油田开发

效果”中的 3个子课题“枣南精细油藏描述”等通过专家鉴定，认为该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部分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 1994年获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9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奖二等奖。 

四月 

29 日 由校团委主办的我校第一届教工“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揭晓，他们是：张玉贞、

李根生、姜在兴、吴晓东、赵东冶、刘更民、袁存光、栾述文、马明福、蔡福安。党委书

记、校长李秀生为此次评选题词：育人尖兵，青年楷模。 

九月 

15 日 勘探系黄隆基副教授负责的“陆相薄底层测井方法原理研究”和炼制系刘晨光博

士负责的“渣油热反应体系中相分离的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资金分别为 6万

元和 5万元。 

十二月 

12-18 日 校报编辑部与勘探系联合举办“知我石大，爱我石大”读报知识竞赛，校长

李秀生担任评委主任。评出一等奖 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 

1993 年 

三月 

9 日 我校又有 13人获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科技专家：杜世通、陈世廉、张

庚骥、鞠晓东、尹宏锦、李健鹰、张琪、万邦烈、赵正修、范耀华、段道顺、梁文杰、苏贻

勋。 

四月 

30 日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首次重奖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我校油藏地质研究所所长信

荃麟教授和水射流研究室主任沈忠厚教授受到重奖，各获奖金 1．5万元。 

六月 

3 日 石油物探局向我校捐款 20万元，支持测井专业建设。 

14 日 全国测井界各路代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领导以及师生代表，在北京集会庆

祝我校测井专业业成立 40周年，庆祝测井专业创始人王曰才教授 70寿诞。 

18 日 岩矿教研室党支部、矿机教研室党支部、图书馆党支部 3个党支部被山东省高校

工委授予先进党支部称号，梁文杰、鞠晓东、曹大胜、毛宝瑚、崔培伟、刘如愚、沈忠厚、

陈庭根、张用德 9名党员被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九月 

10 日 姜在兴获“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 

十一月 



7 日 国家教委公布重新修订的《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我校有 10个专业更改名

称：石油地质勘査改为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勘査；物探、测井合并为应用地球物理；钻井、采

油、油藏合并为石油工程；石油加工改为化学工程；有机化工改为化工工艺；矿机改为机械

设计与制造；工民建改为建筑工程。 

9 日 勘探系副教授姜在兴获“霍英东教育基金第四届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奖”。 

十二月 

23 日 71名中青年教师被学校确定为校级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其中，鞠晓东等 55人

被推荐为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人选。 

26 日 经学校高层次人才培养审查小组严格选拔，姜在兴等 23名青年教师被确定为

1994年高层次人オ培养人选。 

1994 年 

一月 

3-7 日 副校长仝兆岐带领有关负责人到校（北京）参加石油大学“211工程”论证和学

科建设研讨会。会议决定：学校将重点建设 6个学科：有机化工，煤田・油气地质勘探（含

沉积学），应用地球物理，油气田开发工程（含石油天然气储运工程），油气田钻井工程，石

油天然气机械工程（含化工过程机械、工业自动化）和两个重点建设项目：计算机网络、图

书文献保障系统。 

12 日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批准，我校新增博士点 1个：沉积学；新增硕士点 2

个：计算机应用精细化工；新增博士生导师 5名：赵澄林、杜世通、张琪、赵福麟、阙国

和。至此我校已有博士点 9个，硕士点 18个。 

二月 

16 日 山东省教委批准我校“应用地球物理”、“应用化学”、“油气田开发工程”3个学

科为省重点学科；批准“油藏地质实验室”、“油气钻井工程实验室、石油机械工程实验室为

省高校重点实验室。一 

三月 

1 日 我校与胜利油田物探公司联合召开“311”试点总结会。 

29 日 我校有 8个学科被评为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重点学科，这 8个学科是：煤田、油气

地质与勘探、应用用地球物理、油气钴井工程、油气开发工程、石油天然气机械工程、沉积

学、石油天然气储运工程、应用化学。 

3 月至 5 月 我校进行第二次优质课程评选，有 9门课被评为优质课：沉积岩石学及沉

积相”（姜在兴）“无机化学”（李桂珍）、“大学英语”（王基鹏）、“中国革命史”（杨勤为）、

“程序设计语言”（崔培伟）、“大学物理”（贾瑞皋）、“力学”（全兴华）、“电子技术”（单亦

先）、“画法几何及机制图”（于世军）。 

四月 

23 日 学校评选出第二届教工“十大杰出青年”：全兴华、孙秀丽、鞠美庭、刘华东、

陈清华、陈国明、杨志江、丁浩、李晓东、南国枝。 

26－30 日 古勃金石油天然气科技大学副校长安格普洛教授率领的俄罗斯教育代表团一

行 8人，来校访问并进行学术交流，与勘探系等签订了合作协议。 

七月 

25 日 我校 5名青年教师破格晋升为教授。他们是：纪友亮、姜在兴、李根生、刘晨

光、全兴华 

八月 

2 日 我校校为华北油田举办的“石油综合勘探”“油田开发工程”、“复合型企业管理工



程”3个高级人才培训班，在华北油田开学。45名学员在为期 3年的学习中，完成研究生的

学业。我校将派教师到现场上课。 

九月 

9 日 学校举行教师节表彰大会，表彰了“石油地质教研室”等 28个先进集体，表彰了

鞠晓东、信荃麟、赵福麟、陈月明、徐海清、左明伦、孙起瑞、陈淑君、杨勤为、吴大刚、

伊若忠、郑参军 12名劳动模范，表彰了 237名先进个人。党委副书记、校工会主席钱锡俊

宣读工会关于表彰“为跻身 211＇工程建功立业”首批 15名获劳动奖章者名单：纪友亮、

杜世通、沈忠厚、张玉贞段道顺、梁文杰、冯成武、王弥康、王荣德、孙起瑞、夏显庭、王

建军、孙秀丽、赵瑞花、范耀华。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黄凯、胜利石油管

理局局长陆人杰等到会祝贺。 

30 日 学校确定 9门课程为优质课程：“大学英语”、“大学物理”、“沉积岩石学及沉积

相”、“无机化学”、“中国革命史”、“力学”、“程序设计语言”、“电子技术”、“画法几何及机

械制图”。 

十月 

△ 鞠晓东教授主持研究的“岩心伽马能谱连续量系统”通过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鉴定，

专家认为该项成果达到 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 1995年获山东省科技进步奖奖二等

奖，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5 年 

三月 

14 日 鞠晓东等 24名中青年教师被学校推荐为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跨世纪学术、技术带

头人人选。 

15 日 ①学校成立“赴西藏综合地质勘探队”，勘探系副系主任陈清华出任队长，成员

包括 6名教师 2名研究生。4月 12日出征。②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人教局批准，我校金强等

32人为首批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四月 

14 日 我校与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协议联合培养博士生，共同招收 98级 15名博士研究

生。这些研究生分别来自胜利、新疆、吉林等油田，都是油田的业务骨干和技术管理骨干，

其中高级工程师 12人，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3人。仝兆岐校长和中科院地质所所长刘嘉麟、

胜利石油管理局局长牟书令等组成培养博士生领导小组。 

28 日 在山东省劳模表彰会上，我校鞠晓东教授被评为省劳模，受到表彰。 

五月 

15 日 学校在勘探系、石油工程系 95届毕业生中，举行“双向选择”试点。8个专业的

480名毕业生全部与 26个用用人单位签订了录用协议。 

七月 

1 日 学校举行党员大会，200名新党员举行宣晢仪式，党委表彰测井教研室党支部、钻

井教研室党支部、外语第一教研室党支部、革命史教研室党支部、教务处党支部、炼油厂生

产党支部为先进党支部，表彰黄隆基、陈庭根、侯方卓、王鹤义、杜鹃、叶飞跃、杨志江为

优秀党员，表彰李玉平谭峰、袁之舜、王兴涛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八月 

6 日 我校赴西藏地质硏究队返校。这个研究队于 4月 12日出发，在阿里、日喀则、那

曲地区进行了石油天然气地质调査及油气地表的化学勘探，历时 4个月，圆满完成了野外施

工和资料处理任务。 

九月 



8 日 学校举行教师节庆祝大会，表彰先进集集体和个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阙国

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劳动模范赵福麟、左明伦、鞠晓东，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优秀

思想政治工作者魏如利，全国优秀教师纪友亮，山东省优秀教师周开学，山东省优秀教育工

作者刘更民，山东省“十大优秀教师”张琪，以及潘正良等 12名胜利石油育才奖获得者和

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先进集体勘探系油藏地质研究所。东营市市委书记李殿魁等来校慰问教

师。 

15 日 在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召开的科技大会上，我校采油研究所被评为“先进科技集

体”，张琪鞠晓东、刘文田、周晓君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同时举行的“石油科技成果

展”上，我校展出科技成果和仪器 84项，3项获银牌。 

十一月 

3 日 周瑶琪教授获中国地质学会青年地质科技“金锤奖”。 

24 日 我校青年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下设石油地质劫探、石油工程、石油加工、机电

工程、基础科学、社会科学、管理工程 7个分会。 

十二月 

△ 我校有 9位教授分别于 1995年 10月和 12月起，享受山东省政府特殊岗位津贴，他

们是张庚骥、杜世通、信荃麟、张琪、赵福麟、阙国和、韩志勇、万邦烈、周瑶琪。 

△ 国家科委、人事部授予我校勘探系教授鞠晓东“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

号。 

△ 我校新增 3名博士生导师：韩志勇、万邦烈、周瑶琪。 

1996 年 

三月 

17 日 校务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讨论研究《石油大学“211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

确定了《石油大学“211工程”“九五”建设计划》。“九五”期间，学校重点建设 6个重点

学科：有机化工、油气地质勘探、应用地球物理理、油气田钻井工程、油气田开发工程、石

油天然气储运工程和计算机网络、图书文献保障系统两个基础项目。 

四月 

2 日 我校“油气资源与环境地质硏究所”成立，下设 5个研究室，有教授 4人，副教

授 10人，博士生导师周瑶琪教授任所长。 

6 日 我校地质研究队第二次启程前往西藏南部的日喀则、阿里、那曲地区，进行石油

地质研究工作。研究队由 16人组成，队长、副队长分别由勘探系教师陈清华、宋全友担

任。研究队历经 4个多月，完成地质剖面 625公里，采集岩石标本 2700多快。于 8月 28日

返校。 

10 日 校团委开展评选第三届石油大学教工“土大杰出青年”活动，胡秀莲、王书亭、

刘忠堂、万剑华、吴学东、宋全友、单亦先、王建军、徐怀民、杨朝合 10人当选。 

六月 

19 日 我校新增两个硕士点：“构造地质学”和“环境化学”。 

20 日 国家教委 21工程”办公室批准了我校 6个重点学科；应用地球物理、油气地质

勘探、油气田开发工程、油气田钻井工程、石油储运工程、有机化工。 

九月 

6 日 学校举行大会庆祝教师节，全兆岐副校长宣布党委表彰先进的决定，表彰 34个先

进集体，8名劳动模范（张庚骥、韩志勇、王从岗、金友海、刘新平、周家民、赵文河、贾

生盛），1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者（侯加根），12名“211工程建功立业劳动奖章”获得者，

18名胜利石油育才奖和 45名教学优秀奖获得者以及各类先进 260人。党委书记、校长李秀

生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建一流重点大学，必须实实在在抓师资队伍建设，加速青年教师的

培养，努力造就一批青年学科带头人。 



十一月 

26 日 学校确定 1997年高层次人才培养人选，43名在教学、科研方面有突出成绩的教

师人选，涵盖了石油勘探系、石油工程系、机械系、计算机系等 8个系 32个专业。 

十二月 

31 日 勘探系更名为石油资源科学系。 

1997 年 

一月 

10 日 民主评议党员结束。校党委授予资源系石油地质教研室党支部外语系第一教研室

党支部、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党支部、图书馆第一党支部、公交服务中心党支部“先进党支

部”称号；授予鞠晓东、韩志勇、山红红、万邦烈、郭明顺、张用德、孙海峰、伊若忠、叶

智刚、王洋泓 10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张振明、谭峰、梁孟华、徐正英 4人“优

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 我校资源系周瑶琪教授被评为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这是我校第位获此殊荣的青

年教师。前不久，他被授予“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争创青年岗位能手”称号。 

三月 

22 日 资源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瑶琪获中国青年科技奖。此项评奖由中央组织部、国

家人事部、中国科协联合主办。 

五月 

△ 我校 4项教学成果：《石油矿场水力机械》（教材，万邦烈等编）、《沉积岩石学》（教

材，信荃麟等编）、《石油矿场水力机械》（教材，李继志等编）、《石油高等工程教育高层次

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单红军等），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六月 

20 日 我校第三次（本年度第一次）校级优质课程评选揭晓，“高等数学”、“大学英

语”、“中国革命史”、“大学物理及实验”、“程序设计语言”、“沉积岩石学及沉积相”、“无机

化学”、“力学（理力、材力）”、“画法几何及机械制图”“电子技术”、“电工技术”、“金工实

习”12门课程被评为校级优质课程。 

23 日 学校召开 1997年科技工作会议，宣布《关于表彰 1995年、1996年先进科研集

体、学术活动先进集体、优秀科研成果、优秀科技论文和重大科研项目的决定》。决定授予

资源系、石油工程系采油研究所、高压水射流研究室、炼制系石油化学研究室先进科研集体

称号，94项成果和 104篇优秀科技论文受到奖励，科研经费超过 100万元元的三个项目

（张琪、沈忠厚、阙国和教授各自承担的科研项目）获重奖。校长李秀生说，学校科研工作

近几年连上新台阶，尤其 1996年科研经费、鉴定成果和获省部级以上奖励项目数都创历史

最高水平。关于 1997年的科研工作，他提出 24字发展方针：突出重点，争创水平，拓宽领

域，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全面发展。石油油天然气总公司副总经理吴耀文出席大会并讲

话。 

七月 

27 日 中共山东省委授予我校外语系党总支“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授予社科系

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党支部、总务处公交服务中心党支部“山东省高校先进党支部”称号；授

予鞠晓东、韩志勇、万邦烈、张用德、孙海峰、叶智刚、山红红 7名同志“山东省高校优秀

共产党员”称号。 

八月 

22 日 经校学术委员会推选，学校批准信荃麟等 40人为校学术带头人；査明等 60人为

后备学术带头人；孙建孟等 102人为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28 日 我校物理系李文瀛教授、资源系鞠晓东教授被评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

オ”。 

九月 

10 日 在庆祝教师节大会上，学校决定表彰 1996年获政府特殊津贴者（张玉贞、周瑶

琪）全国普通高校“两课”优秀教师（周光迅）、山东省十佳师德标兵（万邦烈）、山东省十

大优秀教师（赵福麟）以及获石油高校优秀教师、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同时表彰物理教硏

室等 17个“教书育人工作先进集体”和 73位“教书育人工作先进个人”。 

十月 

8 日 我校确定陈钢花等等 38名青年教师为 1998年高层次人オ培养人选。 

9 日 副校长李阳初向旅美科学家宋晓东博士颁发证书，聘请他为我校兼职教授。授职

后，他向与会师生作《地球旋转和地球动力学》专场学术报告。 

10 日 我校与美国 CNT国际公司在北京联合主办“复杂油气藏勘探技术国际学术研讨

会”，大会主席、副校长全兆岐和 CNT方负责人共同致开幕词。来自国内外 30多个单位的

130多名专家，就复杂油气藏的勘探理论、技术、方法以及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交流和探

讨。信荃麟教授致闭幕词。 

9－10 日 学校开展今年第二次优质课评选，“公共体育”（课程负责人为孙占光）、“机

械原理与设计”（崔学政）“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刘仲良）、“构造地质学”（陈清华）“物

理化学”（关太端）5门课程被评为校级优质课程，并决定给予表彰。 

十一月 

12 日 我校资源系地质 94级学生朱光有撰写的《河南西峡恐龙蛋化石及恐龙灭绝原因

初探》一文，在第五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一等奖。 

中旬 由仝兆岐教授主持完成的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八五”重点攻关课题勘探开发数据

库及应用研究”，获山东省计算机应用优秀成果二等奖。这项成果已在胜利油田、齐鲁石化

公司投人应用。 

十二月 

17 日 资源系姜在兴教授荣获中国科学院 1997年度院长奖学金特别奖。 

△ 资源系周瑶琪教授为首的课题组，首次承担了国家“九五”攀登项目。 

1998 年 

一月 

9 日 资源系油气资源与环境地质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周瑶琪教授当选为第九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14种教材在学校优秀教材评奖中获奖。《地震波动力学》（杜世通等）《测井数据处

理与综合解释》（雍世和等）、《注蒸汽热力采油》（陈月明）、《石油化学》（梁文杰）、《现代

企业管理原理》（孙起瑞）获一等奖；5种教材获二等奖，编者为：戴启德、刘文钦、程绪

贤、袁之舜、穆丽霞。 

三月 

△ 春节前夕，资源系油藏地质硏究所副所长林承焰教授，获中国地质学会第六届青年

科技“金锤奖”。 

五月 

18 日 一支由 2名中科院院士、6名教授、6名博士组成的中科院专家小组到我校进行

学术交流活动，我校校长全兆岐与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刘嘉麟所长签订了联合培养沉积学博士

生协议。4位专家受聘为我校的兼职教授。19日、20日，专家组成员就当今地学界的前沿

知识作了 8场科学报告。 

△ 资源系李洪奇副教授负责完成的“测井资料沉积微相入机联作解释软件开发”，获山



东省计算机应用优秀成果一等奖。斯伦贝谢公司与我校签订合同，采用这个软件。他们说，

该软件居世界领先水平。这是我校正式签订的第一个国际合作合同。 

六月 

12 日 我校召开课程建设 10年暨优质课程总结表彰会，对“机械原理与设计”、“工程

热力学及传热学”、“构造地质学”、“物理化学”、“公共体育”5门课程的负责人及其主要贡

献者进行了表彰。我校的优质课程已从 1987年的 4门上升到 17门。 

七月 

16 日 我校新增 10名博士生导师：姜在兴、金友海、刘晨光、纪友亮、仝兆岐、鞠晓

东、栾志安、张建芳、金强、王瑞和。 

八月 

△ 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新增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化

学工程与技术 3个国家一级学科。同时新增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育、地球化学、企业

管理 3个硕士点。 

九月 

10 日 学校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副校长李阳初宣读了党委关于表彰先进的决定。表

彰：陈清华、王瑞和、阎子峰、李世春、冯叔初、李宗民、武学锋、孟凡江、李晓东为劳动

模范，表彰学校先进集体 32个、各类先进个人 261人。校工会授予黄隆基、姜汉桥、张建

芳、陈月明、毛宝瑚、冯叔初、郑立垠王子亭、周开学、王华琴、周光迅、徐经茂、盖发

生、侯慧珍劳动模范奖章。 

十一月 

3 日 资源系应用地球物理专业 95级学生根据全国产学研项目“应用地球物理专业 4＋

1”培养模式与实践”的要求，分赴野外地质小队进行轮岗实习（“4＋1”培养模式是指 4年

校内学习，即 4年制，再加上毕业分配后的 1年见 

习期，主要用于工程训练和专业化培训）。 

△ 经批准我校“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科”设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

学科”、“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已被确认和审定为博土后流动站。 

1999 年 

一月 

21 日 我校增补 6名学术带头人：查明、姜汉桥、栾志安、金友海、张国忠、刘晨光，

同时增补 11名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 

三月 

18 日 由陈清华教授牵头研制，电教中心冯春法副教授策划制作的我校第一部电子出版

物《构造地质学 CAI多媒体课件》（CD－ROM）问世。 

十月 

28 日 由我校信荃麟、林承焰教授和胜利油田孤岛采油厂联合承担的“特高含水期河道

砂油藏剩余油分布研究”自 1996年在胜利油田运用以来，新增产值 3．3亿元。 

△ 我校有 4个科研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这 4个项目是“黄河下游沉积构

造的精细研究”（钟建华教授等）、“岩石热开裂的实验研究”（吴晓东教授等）、“超塑性原理

在低碳型钢晶粒超细化中的应用”（刘志义等）“天然气水合物分布规律及我国有关地带研

究”（朱岳年副研究员等）。 

十一月 

8-10 日 1999年国际测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来自国内外 51名专家学者，就地球



物理测井的新发展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切切磋和交流。会议副主席、我校副校长鞠晓东主持开

幕式。我校在“电法测井正反演理论”、“测井资料沉积微相分析”和“几何因子理论”等研

究方面达世界领先水平。测井教研室去年 12月在我校率先进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NPC）重点实验室。 

2000 年 

四月 

13 日 资源系杨少春博士获中科院院长奖学金优秀奖。 

26 日 我校与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学研究所、长沙大地构造研究所联合培养 35名博士

生，举行开学典礼。学员来自胜利、中原、新疆等油田，分属地球化学和地球构造两个专

业。从 1998年起，我校与这两个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生，已招收 102名学员。 

26－28 日 学校举行首届博士生学术报告会。报告会分“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石油

及天然气工程”、“化学工程、机械工程”3个专场。 

五月 

10－12 日 石油油高校优秀教学成果奖评审会在我校召开。我校有 18项成果获奖。一

等奖 4项，获奖者为刘华东、戴启德、杨国华、李阳初等。二等奖 5项，获奖者为山红红、

李阳初、全兴华、刘仲一、李汉林等。 

六月 

3 日 我校蔡忠副教授获得第七届青年地质科技奖“金锤奖”。 

13 日 经校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新增博士生导师 15人：林承焰、查明、徐怀民、印

兴耀、李洪奇，李根生、管志川、姜汉桥、李兆敏、张国忠、陈国明、杨朝合、夏道宏、王

宗贤、阎子峰；硕士生导师 42人。 

十一月 

2 日 我校资源系学生文伟平在“首届山东省大学生电脑网络大赛”中，获一等奖并被

冠以“百灵之星”称号。 

7 日 ①学校与胜利油田签订经费为 1129万元的重大科研项目“济阳坳陷下第三系沉积

体系与油气成藏研究”，并申报中石化股份公司重点科技攻关项目。②我校教材指导委员会

召开会议，推荐《矿物岩石学》等 10本教材公开 

出版；还推荐《随机数据处理方法》、《大学物理教程》、《现代电子系统设计》和《石油技术

经济学》参加 2000年中国高校科技教材的评选。 

十二月 

1 日 学校对石油资源科学系进行改制，成立石油大学（华东）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 

29 日 ①经教育部选拔录取，我校有 7名教授（周瑶琪、葛洪魁、田学民、金强、刘慧

卿、刘晨光、署恒木）获准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分别赴美国、法国和英国的世界著名高校

和科研院所，进行为期 6个月的科技合作和技术交流活动。②学校公布第二批学术梯队人员

名单，批准纪友亮等 48人为学术带头人，林承焰等 64人为后备学术带头人，王纪祥等 107

人为中青年骨干教师，焦翠华等 18人为教学责任教授，杜世通等等 17人为学术顾问。教学

责任教授和学术顾问是首次增设。 

△ 我校新增博士生导师 3名：钟建华、阎相祯、王勇。 

2001 年 

四月 

12－15 日 我校“211工程”“九五”建设 6个重点学科（有机化工、油气地质与勘探、

应用地球物理、油气钻井工程、油气开发工程和石油天然气储储运工程）顺利通过部门验收 

五月 



29 日 我校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林承焰教授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 

六月 

11 日 《石油大学（华东）本硕连读管理办法（试行）公布布实行。经教育部批准我校

在资源查工技术与工程、石油化学工程与工艺、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油气储运工程 6

个专业中实行本硕连读。 

十月 

18 日 美国斯伦贝谢公司代表一行 5人来我校访问，向我校捐赠了 1200美元的奖学

金，并为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的师生作学术报告。 

19 日 青海油田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工黄立功和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副总地

质师侯启军被我校聘为兼职教授。 

十一月 

10 日 我校油气地质与油藏研究所副所长杨少春教授获孙越崎“优秀青年科技奖”。 

15 日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出资 20万元，在我校设立奖学金，奖励本科优秀学生；出

资 18万元，设立资助金，资助贫困生。 

十二月 

△ 我校钟建华教授获得 2001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资助，资助经

费 5万元，资助课题“黄河泺口以下沉积构造的精细研究” 

2002 年 

一月 

7 日 我校 5名教授走上 T（特）类教师岗位，他们是化学化工学院的阙国和、刘晨光、

阎子峰，石油工程学院的李根生，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的周瑶琪。他们将享受到 5～8万元

的岗位津贴。 

三月 

4 日 斯伦贝谢公司向我校捐赠价值 200万美元的“地学综合软件系统”。 

7 日 在第二次全国高校重点学科评选中，我校的矿产普査与勘探、油气井工程、油气

田开发工程、油气储运工程、化学工艺 5个学科人选，申报成功率居山东省各高校之首。 

21 日 2001年度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奖评选揭晓，我校 4名学生获“优秀学生奖”，地

球资源与信息学院杨少春教授获“优秀青年科技奖”。 

四月 

20－29 日 美国斯特拉特软件公司首席执行官、哈里波顿能源服务公司顾问威尔逊博士

来我校进行学术交流，举行了系列讲座，内容涉及及当今随钻测井和电缆测井的最新技术。 

五月 

10 日 周瑶琪教授获山东省第六届“青年五四奖章”，是全省高校中唯一的获奖者。 

六月 

21 日 鞠晓东副校长率科技处、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石油工程学院领导、教授一行 10

人，前往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与总地质师茹克及科技发展部、勘探部等 7个部门的 20多

名科技专家，就科技合作与交流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在提高采收率等多方面合作达成共识。 

△ 我校新增 12名博士生导师：陈世悦、刘永红、孔瑛、李树荣、张玉贞、郑经堂、侯

加根、蒋有录、孙建孟、王伟峰、葛洪魁、姚军。至此，我校共有研究生导师 323名，其中

硕士生导师 275名，博士生导师 48名。 

九月 



10 日 我校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党委副书记纪效田宣读学校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受表彰的有先进集体 30个，劳动模范 11人（蒋有录、程远方、张建芳、王引真、

马西庚、张国忠、徐万治、张荣华、杨建国、刘衍聪），优秀教师 53人，129名先进个人。

党委书记郑其绪在讲话中勉励全体教师要“志存高远，爱国敬业，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严

謹笃学，与时俱进”。 

19 日 我校召开二级干部扩大会，校长仝兆岐通报了我校“211工程”“十五”建设情

况。“十五”期间我校计划重点建设 7个学科群，即化工与环境学科群、地质与资源学科

群、地球探测信息技术与计算机学科群、油气井工程与工程力学学科群、油气田开发工程与

管理学科群、油气储运与市政工程学科群、机械工程与材料学科群。 

十月 

8 日 我校 6个科研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资助总金额 156万。其中有金

强、钟建华、酵世峰、葛洪魁等人的 4项，张琪、彭旭东的 2项。这是我校历年来获得此项

资助数量最多的一年。 

10－13 日 美籍华人、兼职教授威尔逊・陈在我校进行了 4天的学术活动，与地球资源

与信息学院教师进行了合作意向商谈，并就“现代油藏模拟技术”做了专场学术报告。 

22 日 我校中标青海油田大型测井研究课题。此项目是青海油田有史以来最大的测井研

究课题，涉及柴达木盆地西部 13个油田。 

23 日 以“新时期铁人”、大庆油田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我校物探专业 58级校友王

启民为首的大庆油田学术考察团来我校，与石油工程学院部分教师进行学术交流，并商讨在

科研方面更有效的合作。党委书记郑其绪专门从青岛给王启民打来电话，对他回母校表示热

烈欢迎。副校长孙海峰、查明等参加了技术交流会。王启民是大庆油田“二次创业六大劳动

模范标兵”之一，1986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1991年获黑

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1995年获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特等劳动模范”，1997年被中

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授予“新时期铁人”称号，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9月当选为党的

十五大代表，在党的十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十二月 

20 日 在大庆油田科技项目招标会上，我校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陈世悦、纪友亮教授的“松

辽盆地滨北地区层序地层研究与非构造圈闭预测”项目中标，中标金额为 75万元。 

2003 年 

一月 

16 日 我校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周瑶琪教授被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他原是第九届

全国人大代表。 

三月 

14 日 我校 9个科研项目入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2003年国际科技交流项目，并

获得资助。这 9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分别是：李树荣、郝木明、刘晨光、李根生、阎子峰、

査庆芳、王宗贤、李振春、蒋有录。 

17 日 校党委决定对 2002年民主评议党员活动中评选出的先进予以表彰，授予油气与

油藏所党支部、化学教研室党支部、机电工程系党支部、教务处党支部、炼厂催化车间党支

部“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授予李根生、张建芳、金友海、张在旭、王清亭、夏从亚、高

秀兰、宋洪海、杨庆、汪杰 10名同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郑金吾、宋锡周、李涛

江 3名同志“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20 日 我校 9项科研成果在山东省科技奖励大会上获科学技术奖、赵福麟教授作为获奖

者代表参加了颁奖大会。9项科技成果奖中有技术发明奖 2项（赵福麟、王勇等）、自然科

学奖 2项（姜在兴、于肇贤等），科技进步奖 5项（侯加根、李根生、杨少春、阎相祯、耿

艳峰等）。 

25 日 学校召开“产学研”合作教育导师现场座谈会，会议邀请胜利石油管理局有关领



导和现场技术人员参加专题研讨和交流。仝兴华副校长向 20多名“产学研”合作教育现场

指导教师颁发了聘书。我校在“产学研”合作交流方面的实践探索始于 20世纪 60年代末，

是国内开展“产学研”合作教育较早的高校之一。多年来，我校主动加强与石油行业的交流

与合作，不断扩大合作办学的领域。1991年我校与胜利油田联合开展物探专业“311”培养

模式的改革试点，取得了显著成效；1997年开展勘査技术与工程专业“4＋1”合作培养模

式的改革试点，现在正在顺利进行。 

 

 

 

 

 

1991 年 
 正职 副职 

勘探系党总支 熊继辉 冷淑滨 

团总支 马明福  

系办公室 张传德  

教学办公室  韩宝生 

 

教研室 主任 副主任 

石地 戴启德 蒋有录、查明 

普地 戴俊生 李守军、陈清华 

岩矿 姜在兴 狄明信 

物探 潘正良 印兴耀、贺南群 

测井 鞠晓东 李洪奇、李刚 

测量 汪铁生 王泽良 

工民建 商连桂 王可龙 

 

名称 所长（主任） 副所长（副主任） 

油藏地质研究所 信荃麟 刘泽容、熊继辉 

1、盆地分析研究室 刘泽容 金强 

2、油藏描述研究室 熊继辉 刘伟峰 

3、地质综合解释工作站 信荃麟 徐怀民 

 

专业建设与改革指导委员会 

石油地质勘查 

主任 张一伟 

副主任 徐梦虹 王秉海 熊继辉 

委员 徐梦虹 胡见义 王秉海 陈斯忠 查权衡 陈发景 张一伟 信荃麟 

黄醒汉 张万选 杨云岭 熊琦华 冯增昭 戴启德 熊继辉 

勘查地球物理 

主任 陆邦干 

副主任 陆基孟 牟永光 许大坤 李密 

委员 陆邦干 牟永光 许大坤 李密 陈祖传 钱绍新 刘成正 赖正乐 

杜世通 董敏煜 刘仲一 潘正良 何国信 

矿场地球物理 

主任 王曰才 

副主任 段康 伊广林 王志信 

 

委员 王曰才 段康 伊广林 王志信 谭廷栋 陆大卫 林峰 姜恩承 

沈志成 尚作源 冯启宁 黄隆基 鞠晓东 洪有密 



 

 

 

专任教师名单  勘探系 

石油地质 陈景达 熊继辉 李继红 杨绪充 戴启德 袁炳存 

李汉林 赵永军 蒋有禄 纪友亮 查明   王纪祥 

国景星 王志章 陈增智 林玉祥 徐章有 张卫海 

普通地质 苏海桥 范方显 温献德 戴俊生 冀国盛 谢传礼 

宋全友 李守军 王青玲 丁洪亮 李国都 宋裕发 

陈书平 倪丙荣 陈清华 王毅 

物探 宋若微 李振春 潘正良 刘仲一 黄仲良 曲良河 

杜世通 印兴跃 狄邦让 王永刚 李向阳 陈伟钟 

任甲祥 李莉   张军华 韩其玉 宋维奇 乐友喜 

吴国忱 王宁   陈崇和 贺南群 杜启振 阮建新 

工程测量 汪铁生 王泽良 牟玉香 毛锋   万建华 陈星文 

王心众 李桂苓 任德旗 周文生 高希余 

测井 张庚骥 雍世和 丁次乾 李忠荣 李会银 洪有密 

刘学朴 郑学新 鞠晓东 白康生 王瑞平 李洪奇 

黄旭日 边瑞雪 焦翠华 陶果   毕卓新 孙建孟 

陈永华 范宜仁 陈钢花 王光海 吕永军 仇维男 

黄隆基 

岩矿 迟元苓 石玉章 狄明信 姜在兴 林承焰 马在平 

田海芹 陶传进 王留奇 刘孟慧 董春梅 

工民建 王可龙 商连桂 卢成原 颜庆智 战永亮 俞然刚 

王勇   许有仁 李静   程玉梅 高福聚 吴葆永 

油藏地质 金强   王伟峰 侯家根 刘泽容 信荃麟 郑清 

张杰   徐怀民 蔡忠   任怀强 徐守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