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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 年地质调查项目成果登记信息公示表（第二期） 

序

号 
成果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主要完成单位 

登记受理单位/

部门 

1  
广东省仁化县—和平县

铀矿远景调查成果报告 

广东省仁化县—和平县铀矿

远景调查 
核工业二九〇研究所 

黄国龙；李钟枢；王兴明；曹

豪杰；邵上；吴建勇；胡鹏；

罗强；王春双；张海强；胡圆；

孙中瑞；刘国安；阮昆；龙自

强 

核工业二九〇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2  
西南地区岩溶地下水污

染调查评价 

西南地区岩溶地下水污染调

查评价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裴建国；杜毓超；卢丽；林永

生；樊连杰；王波；罗维；王

松；朱明；周宁；李海兵；何

子宇；朱占雄；杨秀丽；邹胜

章；何愿；李庆松；犹俊；熊

俊伟；于文修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云南省地质环

境监测院；贵州省地质环

境监测院；广西地质环境

监测总站；广东省水文地

质大队；湖北省地质环境

监测总站；湖南省地质环

境监测总站；重庆市地质

矿产勘查开发局 208水文

地质工程地质队；四川省

地质调查院；重庆市地质

环境监测总站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3  

西南典型岩溶流域水文

地质及环境地质调查（岩

溶所） 

西南典型岩溶流域水文地质

及环境地质调查（岩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李兆林；苏春田；潘晓东；唐

建生；甘伏平；曾洁；程洋；

杨杨；赵伟；邓亚东；谢代兴；

黄奇波；罗飞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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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主要完成单位 

登记受理单位/

部门 

4  

山西娘子关泉域岩溶水

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成

果报告 

山西娘子关泉域岩溶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梁永平；赵春红；唐春雷；申

豪勇；王维泰；任建会；杨培

忠；潘尧云；陈立；王志恒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5  
珠三角地区岩溶塌陷地

质灾害调查 

珠三角地区岩溶塌陷地质灾

害调查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蒙彦；雷明堂；贾龙；甘伏平；

蒋小珍；王忠忠；韩庆定；支

兵发；张宗胜；郑小战；赵伟；

戴建玲；罗伟权；管振德；吴

远斌；潘宗源；殷仁朝；梁东

辉；易守勇；黄健民 

中国科学院岩溶地质研

究所；广东省地质调查

院；广东省佛山地质局；

广州市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6  
西南主要城市地下水污

染调查评价 

西南主要城市地下水污染调

查评价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邹胜章；李录娟；周长松；卢

海平；孔祥胜；彭淑慧；郭芳；

杨秀丽；朱占雄；朱丹尼；李

海兵；何子宇；周宁；刘芹芹；

苗迎；张庆玉；曹建文；黄成；

罗维；刘绍华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云南省地质环

境监测院；贵州省地质环

境监测院；四川省地质调

查院；湖南省地质环境监

测总站；重庆市地勘局

208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队；湖北省地质环境监测

总站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7  
我国典型岩溶动力系统

碳汇动态监测与评价 

我国典型岩溶动力系统碳汇

动态监测与评价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章程；汪进良；肖琼；苗迎；

蒲俊兵；郝玉培；刘凡；姜光

辉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8  

山东省莱州市焦家金矿

望儿山矿区接替资源勘

查 

山东省莱州市焦家金矿望儿

山矿区接替资源勘查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

正元地质勘查院 

崔秋波；黄自旭；路兆和；钟

国锋；王璐；李德亮；孙建成；

孔令芝；赵长春；崔明飞；杨

超；郭广军；孙庆周；黄锁英；

王恩敬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

正元地质勘查院；山东黄

金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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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主要完成单位 

登记受理单位/

部门 

9  
湖南腰陂—高陇地区 1:5

万区域重力调查报告 

湖南腰陂—高陇地区 1:5 万

区域重力调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宋才见；叶颖颖；郭磊；屈利

军；左春安；曾芳；谢瑞东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湖南

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0  
海峡西岸厦门湾-漳州盆

地 1:5 万水文地质调查 

海峡西岸厦门湾-漳州盆地

1:5 万水文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

术研究所 

杨泽英；王跃伟；齐力强；苏

长寿；王建华；王俊波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

术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1  
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金矿

接替资源勘查 

山东省招远市玲珑金矿接替

资源勘查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

正元地质勘查院 

燕军利；孔令芝；闵祥吉；周

宇；马崇军；孙建成；崔秋波；

刘其臣；贾秀；赵长春；杨超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

正元地质勘查院；山东黄

金矿业（玲珑）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2  

华北陆块北缘金银多金

属矿找矿方法有效性评

价 

华北陆块北缘金银多金属矿

找矿方法技术有效性评价 

河北地质大学（原石家

庄经济学院） 

胡华斌；田立富；李随民；王

芳；吴新国；方勇勇；杨富全；

叶会寿 

河北地质大学（原石家庄

经济学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13  

黑色金属矿山“三率”综

合实地调查评价成果报

告 

黑色金属矿山“三率”综合

实地调查评价 

河北地质大学（原石家

庄经济学院） 

都沁军；杨炳飞；冀宣；白聚

波 

河北地质大学（原石家庄

经济学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14  
西藏仲巴县地区矿远景

调查成果报告 
西藏仲巴县地区矿远景调查 核工业二八〇研究所 

刘志鹏；刘秀林；陈玉梁；徐

伟；肖柯相；韩文文；季洪伟；

余中美；张永恒 

核工业二八〇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15  
新疆哈密盆地地区矿地

质调查报告 

新疆哈密盆地地区矿地质调

查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乔海明；苗培森；俞礽安；刘

治国；杨兴；尚高峰；赵旭；

宋哲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中

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

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16  
甘肃省成矿带调查评价

报告 
甘肃省成矿带调查评价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权建平；赵如意；王刚；陈云

杰；李涛；王伟；聂利；荣骁；

贾恒；郗昭；娄汉生；苟学明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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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主要完成单位 

登记受理单位/

部门 

17  
北秦岭成矿带地区调查

评价成果报告 
北秦岭成矿带地区调查评价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贾恒；刘坤鹏；陈云杰；王凯；

于宏伟；刁宗宝；殷龙飞；娄

汉生 

核工业二〇三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18  
山东单县—曹县地区矿

产地质调查 

山东单县—曹县地区矿产地

质调查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郝兴中；李英平；李肖鹏；曾

庆斌；张春池；胡雪平；刘芳；

田京祥；倪振平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19  

内蒙古 1:5 万布斯特

（K48E017008）、恩格尔

乌苏（K48E018008）、查

干罕尔杭（K48E019008）、

笋布尔乌拉

（K48E019009）幅区域地

质调查报告 

内蒙古 1:5 万布斯特

（K48E017008）、恩格尔乌苏

（K48E018008）、查干罕尔杭

（K48E019008）、笋布尔乌拉

幅（K48E019009）区调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张维杰；周洪瑞；程捷；王小

牛；王行军；尹海权；肖胶；

宋伟；吕秉廷；安令坤；王艳

凯；徐东卓；曾勇；王晟宇；

梁越；赵捷；程靖伟；金凤肖；

刘美娥；王鹏钢；王豪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20  

内蒙古 1:5 万哈达岭等四

幅数字化区域地质矿产

调查项目成果 

内蒙古 1:5 万哈达岭

（M51E016007）、1254.9 高

地（M51E016008）、三根河

林场二段（M51E017007）、

三根河林场（M51E017008）

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

院 

李中会；宝音乌力吉；李国臣；

李凯；朱明星；肖林；王洪日；

李振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

质调查中心；内蒙古自治

区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东北大区项目办 

21  

内蒙古 1:25 万赤峰市

（K50C002004）幅区调修

测 

内 蒙 古 1:25 万 赤 峰 市

（K50C002004）幅区调修测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

院 

葛玉辉；郗爱华；李碧乐；王

挽琼；路孝平；林长城；马艳

军；刘帅；蒋飞；徐博文；刘

珏；王明智；林波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调查

院；西南石油大学；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东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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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主要完成单位 

登记受理单位/

部门 

22  
上海市大浦东地区地质

环境调查评价 

上海市大浦东地区地质环境

调查评价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俞俊英；吴建中；朱晓强；杨

天亮；焦珣；陈明忠；张欢；

黄鑫磊；林金鑫；何晔；李金

柱；史玉金；曾正强；李晓；

陈勇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东大区项目办 

23  
海南省昌江—东方地区

矿产地质调查成果报告 

海南省昌江—东方地区矿产

地质调查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 

曹飞；文玲；宋延乔；杨朝云；

林清；丁波；李开；符传青；

赵军；洪彪；文晓敏；王春晓；

陈太豪；李江山；苏琪；蔡水

库；杨浩；邢增富；胡云翔；

黄蓉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4  
湖南上堡地区矿产远景

调查成果报告 
湖南上堡地区矿产远景调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杜云；田磊；郭爱民；付胜云；

王敬元；樊晖；章靖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5  

广东阳春铜多金属整装

勘查区成矿规律与找矿

方向研究成果报告 

广东阳春铜多金属整装勘查

区成矿规律与找矿方向研究 
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 

刘东宏；欧阳志侠；汪汝澎；

吴晓东；杨胜虎；王涌泉；王

玮；王军；王赛蒙；田云；林

玮鹏；邱文峰 

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6  

广西重点岩溶流域水文

地质及环境地质调查报

告（1:5 万贺州市幅

（G49E022015）） 

广西重点岩溶流域水文地质

及环境地质调查（1:5 万贺州

市幅、贺街幅）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康志强；黄春阳；黄之巍；贝

为昶；梁爽；黄秀凤；钟春里；

周博武；和烁荣；玉秋明；农

少年；陶毅；李世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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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成果名称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主要完成单位 

登记受理单位/

部门 

27  

桂中地区岩溶塌陷调查

（洛满公社幅

（G49E022005）、三都公

社幅（G49E023005））综

合评价报告 

桂中地区岩溶塌陷调查

（G49E022005、

G49E023005、G49E017009、

G49E017010）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张勤军；石树静；罗崴；贝为

昶；黄秀凤；何俊；蒋炎坤；

万佳威；周健；覃选；谢光学；

杨承丰；赵琰；黄晓林；钟春

梅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8  
湘西—鄂西成矿带资源

远景调查评价成果报告 

湘西—鄂西成矿带资源远景

调查评价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质调查中心 
段其发；曹亮；周云；甘金木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

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9  

广西左江岩溶流域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报告

（龙州县幅

（F48E010020）、鸭水滩

幅（F48E011020）） 

广西左江岩溶流域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黄春阳；黄之巍；李世通；康

志强；孙超；梁爽；李时英；

黄秀凤；黄桂强；赵琰；梁国

军；和烁荣；欧强；黄昌先；

陶毅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30  

广西重点岩溶流域水文

地质及环境地质调查报

告（广西百色市隆林—乐

业地区） 

广西重点岩溶流域水文地质

及环境地质调查（广西百色

市隆林—乐业地区）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潘勇邦；康志强；廖柳芬；罗

允义；钟腾放；韦明汛；赵琰；

玉秋明；黄晓林；蒋瑶瑶；黄

礼宁；黄昌先；杨承丰；黄国

民；陶毅；李世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31  

西南岩溶地区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综合研究与信

息系统建设 

西南岩溶地区水文地质环境

地质综合研究与信息系统建

设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夏日元；易连兴；曹建文；王

喆；卢海平；赵良杰；时坚；

许琦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

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32  

西南岩溶地区 1:5 万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广西

钟山幅（G49E021014）、

平桂幅（G49E022014）、

公会幅（G49E023014）、

贺街幅（G49E023015）） 

西南岩溶地区 1:5 万水文地

质环境地质调查（广西钟山

幅（G49E021014）、平桂幅

（ G49E022014 ）、公会幅

（ G49E023014 ）、贺街幅

（G49E023015））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康志强；黄春阳；黄之巍；贝

为昶；黄秀凤；梁爽；黄桂强；

钟春里；周博武；和烁荣；玉

秋明；农少年；钟腾放；陶毅；

李世平；黄国民；周金海；徐

滔；江延森；潘永强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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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陕西西乡地区矿产资源

远景调查成果报告 

陕西西乡地区矿产资源远景

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王伟；李天虎；王永平；李朝

阳；宋晓霞；宿晓虹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4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荒漠

化环境地质调查评价报

告 

内蒙古自治区东部荒漠化环

境地质调查评价 

黑龙江省地质调查研究

总院 

祁福利；杨文；杨湘奎；姜吉

生；张峰龙；董世毅；郭洪彬；

孙永泉；王建平；李翠琴；宋

跃华；左爱国；张斌；何晓华 

黑龙江省地质调查研究

总院；黑龙江省九〇四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5  

宁夏 1:5 万白疙瘩、白墩

子、营盘水、甘塘幅区域

地质调查报告 

宁夏 1:5 万白疙瘩、白墩子、

营盘水、甘塘幅区调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王成；李海峰；李明涛；梁志

荣；马彦云；薛景明；张炯；

黄生金；史晓杰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调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6  
青海省格尔木市开木棋

地区铁多金属矿评价 

青海省格尔木市开木棋地区

铁多金属矿评价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林艳海；王涛；鲁海峰；胡继

春；袁博武；付彦文；卢世银；

李得顺；马平；王亚栋；蔡生

顺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7  
青海木里地区六幅 1:5 万

区域地质调查 

青海 1:5 万日阿哇日

（J47E011012）、雄达涅阿

（J47E011013）、木里日肖日

（J47E012012）、木里

（J47E012013）、亚姆格勒

（J47E013012）、草芒

（J47E013013）幅区调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白旭东；李红刚；严玉峰；杨

波；刘建栋；张志青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8  
西北地区整装勘查跟踪

综合与动态评估 

西北地区整装勘查跟踪综合

与动态评估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李智明；王立社；姜寒冰；杨

生飞；高永宝；韩媛；段星星；

任华宁；杨涛；詹小弟；杜亚

龙；张斌；张乐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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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青海省德令哈市哈拉湖

西地区四幅 1:5 万区域地

质矿产调查 

青海省德令哈市哈拉湖西地

区 J47E009006、J47E010005、

J47E010006、J47E011005 四

幅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李五福；张新远；李红刚；王

伟；刘建栋；熊寿加；张志青；

马致远；李永虎；乔国栋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0  

青海省格尔木市洪刻勒

地区铁多金属矿调查评

价报告 

青海省格尔木市洪刻勒地区

铁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白生龙；代威；景向阳；马文

斌；刘伟；马金忠；刘志友；

顾士国；李善忠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1  

青海省格尔木市索阿克

赛—那仁郭勒地区铜矿

调查评价报告 

青海省格尔木市索阿克赛—

那仁郭勒地区铜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刘国燕；林贵；赵永亮；王伟；

王金海；张胜；丁建军；胡海

峰；李喜伟；李善忠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2  

青海省都兰县洪水河—

清水河地区铁矿调查评

价报告 

青海省都兰县洪水河—清水

河地区铁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王生明；王宗胜；逯登军；周

青禄；胡海峰；严鸿；马文文；

李有录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3  

鄂尔多斯盆地海流兔河

流域生态水文地质调查

评价报告 

鄂尔多斯盆地海流兔河流域

生态水文地质调查评价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侯光才；尹立河；王晓勇；张

俊；董佳秋；徐丹丹；贺帅军；

陶正平；黄金廷；马洪云；李

成柱；王存良；史学正；孙维

侠；蒋晓伟；李彦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内蒙古自治

区第二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勘察院；中科院南京土

壤所；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科院新疆生态与

地理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4  

青海省茫崖行委滩北雪

峰地区多金属矿调查评

价报告 

青海省茫崖行委滩北雪峰地

区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杨宝凯；何安全；苏旭亮；马

继琛；曹瑞；于洋；解永健；

张学明；张胜；赵勇；刘德余；

辛志翔；李善忠 

青海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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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青海省德令哈市拜兴沟

地区 J47E012007、

J47E012008、

J47E013007、

J47E013008、

J47E014007、J47E014008

六幅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

调查报告 

青海省德令哈市拜兴沟地区

J47E012007、J47E012008、

J47E013007、J47E013008、

J47E014007、J47E014008 六

幅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

院 

王国华；牛海平；贾祥祥；邴

明明；王树明；高银虎；王思

成；党艳利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

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6  

中国及邻区构造演化过

程中几个关键时段火山

岩研究成果报告 

中国及邻区构造演化过程中

几个关键时段火山岩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夏林圻；徐学义；李向民；马

中平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7  

亚洲构造演化过程中几

个关键时段火山岩研究

成果报告 

亚洲构造演化过程中几个关

键时段火山岩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夏林圻；徐学义；李向民；马

中平；王国强；余吉远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8  

甘肃省筏子坝—阳坝地

区矿产地质调查成果报

告 

甘肃省筏子坝—阳坝地区矿

产地质调查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

院 

丁胜江；刘文龙；魏金涛；赵

凯；黄德阳；夏云；张火清；

刘海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一地质矿产勘查

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9  
新疆库鲁塔格山北段矿

产地质调查报告 

新疆库鲁塔格山北段矿产地

质调查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刘国忠；张乙飞；王爱华；李

建军；委辰龙；张奋翔；张旭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

地质勘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50  
山西盆地地面沉降地裂

缝监测报告 

山西盆地地面沉降地裂缝监

测 

山西省地质环境监测中

心 

李军；陈元明；刘瑾；贺秀全；

李跃坤；尚长生；单利军；马

玲玲；郭建立；郭京香 

山西省地质环境监测中

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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