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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石油地质学家孙肇才教授 75寿辰并
贺 前陆类含油气盆地共性及案例分析 一书出版
郜建军
中国 石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 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无锡 石油地质研 究所教授级 高级工程
师孙肇才, 1932年 10 月生于山东济南, 1952年考入 原北京地质学 院石油地质 系, 已献 身中国
的石油地质事业 55 个春秋了。
孙肇才先生曾参加过松辽盆地勘探的部署和管理工作, 是松辽盆地 勘探取得突 破和大庆
油田发现的见证人和组织者之一。他直接参加和 领导了长 庆油田 会战第 1口 油井 (庆 参井 )
的发现, 以及会战中华池、吴旗地区 第一批关 键井 的遴选, 是 陕 甘宁 石油普 查 ( 1975 ) 的主
笔人。他首次提出陕北大气田的地 质构造 背景 是鄂尔 多斯 古中央 隆起, 总 结了 下-中侏 罗统
地层圈闭油气田的富集规律。在 塔里木盆 地找油 ( 气 ) 的问 题上, 他 在强调 大气 晚成 的同
时, 指出盆地内部广泛发育的削截不整合 ( truncation )圈闭是主要的油气圈闭类型。 他总结了
中国南方找油的大量资 料, 首 次提出 以 水 溶掺混、隆升脱 气、递 进形变、动态 平衡 和晚 期成
藏 为内涵的 板 内形 变晚 期成 藏 的 认识。在 朱夏 先生 学术 思想 的影 响下, 他提 出一 套以
整体、动态、综合及定性、定时、定量 为内涵 的含油气 盆地研 究的思想 体系; 强调地质 历史
既创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盆地, 也破坏或改造了许多盆地, 还隐藏了许多盆地 (推覆 体之下作
为原地系统的 影子盆地 ), 因而要将盆地与造山带 的演化结合 起来进行 总体的研 究。在分
析对比了国内外大量前陆盆 地实 例的 基础 上, 他 把前 陆分 为 3种 类型, 提出 它们 的 11 项共
性, 对其不同结构中的油气系统进行了对比和阐述。
孙肇才先生自 1964 年以来已发 表学术 论文近百 篇, 重点 文章已结 集出版, 书名 板 内形
变与晚期成藏 ( 2003年, 地质出 版社 )。他主 编了 中 国油气 盆地分析
朱 夏学术 思想研
讨文集 ( 1992年, 石油工业出版社 和 中 国南方古 中生界 海相油气 勘查研 究 ( 1993 年, 科
学出版社 )。他是 1996年召开的第 30 届国际地质大会 化石燃料 学 组的第一召 集人, 主编
了该大会论文集第 18 卷的第 1部分 G eo logy of Foss il Fueles
O il and G as ( 1997, VSP; 中
文译本 化石燃料地质
石油、天 然气和 煤 1998 年由 地质出 版社出 版 )。今 年, 在孙 肇才
先生迎来 75 岁寿辰之时, 其新作 前陆类含油气盆地 共性及 案例分析 一书由 地质出 版社出
版, 可喜可贺!
(作者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 有限公司 石油勘 探开发研 究院副 总地质
师, 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党委书记 )

封 2( 1 ~ 4)和封 3( 5~ 9)照片说明
1 2001年摄于黄山; 2 1991年在美国旧金山考察圣安德列斯断 层; 3 1991年在美国科罗拉多州
考察大峡谷; 4 1984年与加拿大地质 调查所的泰 勒博士 在 Jaspe r国家公 园考察 落基山地 质; 5 1992
年与美国地质学家哈 尔勃特教授 (M T H a lbouty)合影 于无锡太 湖; 6 1991年在 美国落基 山脉的 红岩
公园内考察; 7. 同上, 左为邱蕴玉副教授; 8 1981年 6 月, 加 拿大落 基山上 仍大雪 纷飞; 9 1986 年在
澳大利亚与德尔赫石 油公司地质学家 Zw igu lis博士 考察库伯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