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nowledge — 分享技术知识

Innovation — 致力于科技创新

Profession — 获得职业发展帮助

Community — 结识全球地球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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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琪 秘书长 中国石油学会物探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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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一领域的理解，通过活动还能结识很多同行业人士，扩大交际圈。

 —— 廖玲 高级地质与地球物理师 中化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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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最大的地球物理行业学会，SEG将最前沿的地球物理技术推广到全世界，汇聚了

最优秀的地球物理学家，为推动地球物理行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朱海龙 主编 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 

SEG的年会、杂志、在线资源、培训和为会员提供的独一无二的交流平台，将帮助所

有地球物理行业人士在专业和信心上不断成长！ 

 —— 孙赞东 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

关于SEG
勘探地球物理学家学会 (Society of Exploration Geophysicists，简称SEG) 于

1930年在美国成立。作为一个国际性学会，SEG一直致力于推动应用地球物理

学领域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的进步，在自然资源的勘探和开发、近地表特征描

述与降低地球灾害等领域培养地球物理学家并促进了道德实践。

SEG汇集了来自全球各个行业的地球物理学家，迄今，在138个国家拥有

32,000余名会员。SEG每年发表超过700篇技术论文，并出版了一系列地球科

学学术期刊和书籍。同时SEG每年会组织举办世界规模最大的地球物理大会，

吸引近万名地球物理行业专家共同探讨和研究地球物理学科的发展。

SEG会员类型
■ 高级会员 — 积极从事地球物理学或相关学科领域人士，从业年限不低于八年，且至少拥

有三年独立研究的经验；（注：不同学位可抵相应从业年限。学士学位：四年；硕士学位：五

年；博士学位：七年）或八年以上的SEG普通会员或学生会员可申请转移为高级会员；

■ 普通会员 — 任何对地球物理学感兴趣的人士；

■ 学生会员 — 在大学攻读地球物理学或相关领域学位的本科生或研究生。

SEG会员权益一览
■ 24小时的在线资源：无论时区和日期，只需轻点鼠标访问SEG数字图书馆，就能获得学会

提供的珍贵资源，包括：《地球物理学》，《勘探前沿》，《SEG技术程序扩展摘要》和

《应用地球物理学百科词典》。同样可免费在线观看历年DL和HL视频；

■ 登录MySEG搜索其他会员信息；

■ 会员购买SEG各类书籍、DVD、CD等一般可享受20%的折扣；

■ 会员可获得SEG年会及其他会议和培训的优惠价格；

■ 会员将有机会参与激动人心的科研创新项目，如SEAM等；

■ 会员将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业内专家和学术界人士进行交流与沟通；

■ SEG为会员提供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可通过SEG网站及全球年会招聘专区投递简历或招

募专业人士。

学生会员特殊权益
■ 每季度在线新闻简报Anomaly；

■ 获得SEG奖学金和旅游基金的机会；

■ 组织学生分会（仅限某些地区）；

■ 参加学生领袖讨论会、学生教育计划和SEG“挑战杯”等活动。

加入SEG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地球物理学会不仅获得了更多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还结

识了很多行业公司的专家和精英；通过参加SEG举办的各种学生活动，不仅将理论知

识运用到实际中，还培养了团队意识。 
—— 张剑 博士 中国石油大学

SEG为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学习提供很多支持，SEG专设奖学金就是其中之一，它激

励我在学科方面不断探索，研究，取得更大进步。

 —— 张鹏 研究生 西北大学

SEG出版的刊物在地球物理学中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非常值得研读，尤其是《勘探

前沿》与《地球物理学》，更是地球物理行业人士的必读之物。 

—— 王焕弟  副编审 石油工业出版社 

SEG的刊物对世界地球物理行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介绍的地球物理最新技术

促进了国内地球物理学科的发展，帮助国内培养了一批年轻的地球物理学家。 

——范伟粹 主编 《应用地球物理英文版》编辑部

SEG出版物
■ 《勘探前沿》— 月刊，为地球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科学家们介绍最新的地球物理理论、仪

器，以及既有的实践方法。多数文章采用半技术性方式编写，最大程度减少数学理论，重

视实践应用。

* 部分文章被翻译成中文并定期发布在SEG中文网页上，并将集结出册。

■ 《地球物理学》— 双月刊，自从1936年出版以来，以应用地球物理学的所有研究、勘探

和教育方面为重点，领域涉及地震学、重力和磁场、电磁学和钻孔测量，为读者提供工作

所需的理论和数学工具。

■ 《年鉴》— 包括学会委员会，相关会议，教育机会，奖项，出版物，历史资料的介绍和

上一年度《勘探前沿》和《地球物理学》的文章，分发给所有会员，一般在春季发行。

* 2011年将发行最后一版DVD形式的《年鉴》，2012年后将只发行在线版《年鉴》。

■ 参考书籍 — 涵盖应用地球物理学课题方方面面的图书、CD、DVD、录像和一系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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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物理学》— 双月刊，自从1936年出版以来，以应用地球物理学的所有研究、勘探

和教育方面为重点，领域涉及地震学、重力和磁场、电磁学和钻孔测量，为读者提供工作

所需的理论和数学工具。

■ 《年鉴》— 包括学会委员会，相关会议，教育机会，奖项，出版物，历史资料的介绍和

上一年度《勘探前沿》和《地球物理学》的文章，分发给所有会员，一般在春季发行。

* 2011年将发行最后一版DVD形式的《年鉴》，2012年后将只发行在线版《年鉴》。

■ 参考书籍 — 涵盖应用地球物理学课题方方面面的图书、CD、DVD、录像和一系列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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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unity — 结识全球地球物理学家

SEG会议/培训
■ SEG全球年会 — 首屈一指的全球地球物理学盛会，拥有超过700场技术论文演

讲，旨在展示最新地球物理学产品及服务技术。每年有世界各地超过8000名勘

探行业的专家参加此次盛会！

■ 杰出讲师短期课程（DISC）— 为期一至两天课程，由杰出地球物理学家就目

前相关兴趣课题在全球25个地区进行巡回讲授。

■ 杰出讲师讲座（DL）— 由杰出讲师就地球物理学相关主题在世界各地进行讲

授，可免费参加。

■ 荣誉讲师讲座（HL）— 由不同荣誉讲师就世界各洲地球物理相关热点话题进

行讲授，可免费参加。

■ 技术研讨会 — 以轻松活泼的形式分享业内专家的新理论与实例。

■ 其他 — SEG还举办专题论坛和大会，并推出系列培训课程。

SEG在中国举办的高质量的活动和培训，向国内的会员展示了国际最新物探

技术和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内物探技术的发展。

—— 王琪 秘书长 中国石油学会物探专业委员会

SEG举办的培训主题涵盖面非常广，参加每一次活动都受益匪浅，不仅加深

我对这一领域的理解，通过活动还能结识很多同行业人士，扩大交际圈。

 —— 廖玲 高级地质与地球物理师 中化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欢迎致电SEG会员服务热线：+8610-85216573或电邮china@seg.org, 
申请成为SEG会员！您也可以登录 http://seg.org/membership在线注册。

关于SEG
SEG 概况 .................................................www.segchina.org.cn/overview

SEG中国办公室 ............................................www.segchina.org.cn/about 

SEG会员

会员类型 ........................................www.segchina.org.cn/member_types

会员权益 ....................................www.segchina.org.cn/member_benefits

SEG出版物

勘探前沿 ............................................................www.segchina.org.cn/tle

地球物理学 .......................................... www.segchina.org.cn/geophysics

参考书籍 ..................................................www.segchina.org.cn/ref_pubs

SEG会议/培训

教育 ...................................................www.segchina.org.cn/ed_overview

在线教育 ................................................ www.segchina.org.cn/online_ed

会议日程 ..................................................www.segchina.org.cn/calendar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segchina.org.cn



Knowledge — 分享技术知识

Innovation — 致力于科技创新

Profession — 获得职业发展帮助

Community — 结识全球地球物理学家

SEG会议/培训
■ SEG全球年会 — 首屈一指的全球地球物理学盛会，拥有超过700场技术论文演

讲，旨在展示最新地球物理学产品及服务技术。每年有世界各地超过8000名勘

探行业的专家参加此次盛会！

■ 杰出讲师短期课程（DISC）— 为期一至两天课程，由杰出地球物理学家就目

前相关兴趣课题在全球25个地区进行巡回讲授。

■ 杰出讲师讲座（DL）— 由杰出讲师就地球物理学相关主题在世界各地进行讲

授，可免费参加。

■ 荣誉讲师讲座（HL）— 由不同荣誉讲师就世界各洲地球物理相关热点话题进

行讲授，可免费参加。

■ 技术研讨会 — 以轻松活泼的形式分享业内专家的新理论与实例。

■ 其他 — SEG还举办专题论坛和大会，并推出系列培训课程。

SEG在中国举办的高质量的活动和培训，向国内的会员展示了国际最新物探

技术和研究成果，促进了国内物探技术的发展。

—— 王琪 秘书长 中国石油学会物探专业委员会

SEG举办的培训主题涵盖面非常广，参加每一次活动都受益匪浅，不仅加深

我对这一领域的理解，通过活动还能结识很多同行业人士，扩大交际圈。

 —— 廖玲 高级地质与地球物理师 中化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

欢迎致电SEG会员服务热线：+8610-85216573或电邮china@seg.org, 
申请成为SEG会员！您也可以登录 http://seg.org/membership在线注册。

关于SEG
SEG 概况 .................................................www.segchina.org.cn/overview

SEG中国办公室 ............................................www.segchina.org.cn/about 

SEG会员

会员类型 ........................................www.segchina.org.cn/member_types

会员权益 ....................................www.segchina.org.cn/member_benefits

SEG出版物

勘探前沿 ............................................................www.segchina.org.cn/tle

地球物理学 .......................................... www.segchina.org.cn/geophysics

参考书籍 ..................................................www.segchina.org.cn/ref_pubs

SEG会议/培训

教育 ...................................................www.segchina.org.cn/ed_overview

在线教育 ................................................ www.segchina.org.cn/online_ed

会议日程 ..................................................www.segchina.org.cn/calendar

欢迎登陆我们的网站： 

www.segchina.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