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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地质调查项目成果登记信息公示表（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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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铜仁松桃锰矿整装勘查

区专项填图与技术应用示范 

贵州铜仁松桃锰矿整装勘

查区专项填图与技术应用

示范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一〇三地质大

队 

周琦；杜远生；袁良军；杨炳

南；王萍；解岩；叶飞；占朋

才；谢兴友；蒋天锐；吕代和；

刘志臣；徐源；张遂；陈甲才；

赵爽；侯兵德；姚希财；洪万

华；刘爱民；彭乾云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一〇三地质大队；中

国地质大学（武汉）；贵

州省国土资源勘测规划

研究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2  
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关键技

术研究 
浅层地温能开发利用关键

技术研究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 

卫万顺；李宁波；杨俊伟；杨

全合；于湲；李翔；郑佳；郭

艳春；李娟 

北京市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北京市地热研究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3  
全国陆相地层划分对比及海

相地层阶完善 
全国陆相地层划分对比及

海相地层阶完善 
中国地质科学院 

王泽九；姚建新；黄枝高；马

秀兰；彭善池；汪啸风；赵元

龙；万晓樵；王永；邓涛；王

元青；王思恩；沙金庚；纪占

胜；张利伟；王玥；吴祥和；

季强；龚一鸣；薛进庄；朱学

剑；李明；高林志；陆松年；

李怀坤；杜利林；万渝生；田

树刚；刘俊；喻建新；侯鸿飞；

王健；李罡；董进 

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

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

所；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中国地质调查局西

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

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

中心；贵州地矿局；贵州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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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省腾冲—梁河地区锡多

金属矿整装勘查区专项填图

与技术应用示范子项目成果

报告 

云南省腾冲—梁河地区锡

多金属矿整装勘查区专项

填图与技术应用示范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

院 

赵作新；崔子良；董国臣；张

岐能；刘剑武；李俊；李建忠；

程家龙；吴文贤；王伟清；沈

辉；钱嘉才；杨立刚；申俊峰；

杨洋；陆生林；朱华平；刘圣

强；孙转荣；罗毅甜；王东丽；

张弘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

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5  
广东省高要市河台金矿接替

资源勘查成果报告 
广东省高要市河台金矿接

替资源勘查 
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

质大队 

邓卓辉；李晨；彭兆金；温永

辉；龚杰龙；彭书良；陈春良；

王健；吴善益；张文专；吴伟

源；赵志强；黄小荣；李自卫；

陈友东；王斯亮；蔡盛业；伍

思洪；李丽铭；林海平；练贺

胜；张宝；王垚波；冯进喜；

郭恺；罗思南；梁琳琅；张静

婷 

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

大队；广东金鼎黄金有限

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6  
广东河台地区金多金属矿整

装勘查区专项填图与技术应

用示范子项目成果报告 

广东河台地区金多金属矿

整装勘查区专项填图与技

术应用示范 

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

质大队 

邓卓辉；彭兆金；李晨；彭书

良；陈春良；陈根文；温永辉；

黄小荣；赵志强；吴伟源；龚

杰龙；练贺胜；张宝；李剑；

邵奎；何雄斌；张轩国；王健；

吴善益；张文专；陈伟和；王

垚波；冯进喜；郭恺；李自卫

广东省地质局第五地质

大队；中国科学院广州地

球化学研究所；广东省地

球物理探矿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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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甘肃敦煌盆地油气基础地质

调查 
甘肃敦煌盆地油气基础地

质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毕彩芹；田亚；杜治利；陈夷；

单衍胜；徐银波；仝立华；袁

远；迟焕鹏；唐跃；李锋；李

昭；孙相灿；韩淼；刘丽红；

覃英伦；杨有星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8  
三江—穆棱河盆地群煤炭资

源枯竭矿区煤层气基础地质

调查成果报告 

三江－穆棱河盆地群煤炭

资源枯竭矿区煤层气基础

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张家强；毕彩芹；唐跃；逄礴；

李文厚；刘伟；赵英凯；周阳；

洪毅；刘亚姣；刘嘉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东北煤田地

质局勘察设计研究总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9  新疆煤层气资源潜力评价 新疆煤层气资源潜力评价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张家强；毕彩芹；唐跃；张娜；

靳超超；杨曙光；王刚；杨明

明；周梓欣；来鹏；王月江；

王德利；何君；孙兆勇；姜林；

丛光华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煤田地质局煤层

气研究开发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0  
祁连山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

成藏机制研究带动调查新发

现 

祁连山及邻区天然气水合

物资源勘查（成藏机制与分

布规律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卢振权；翟刚毅；卢海龙；方

慧；张永勤；孙忠军；刘晖；

胡道功；李永红；王伟超；王

婷；祝有海；廖泽文；王权锋；

左银辉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北京大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

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

州地球化学研究所；成都

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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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油气资源管理数据库和信息

系统建设 
油气资源管理数据库和信

息系统建设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

战略研究中心 

吴裕根；景东升；李富兵；韩

志强；李文博；白羽；王彧嫣；

王建忠；樊大磊；王楠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

略研究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2  
索伦—林西地区油气资源选

区调查 
索伦—林西地区油气资源

选区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李世臻；林燕华；王丹丹；刘

卫彬；张文浩；刘永江；董清

水；温泉波；赵庆英；朱占平；

李爱勇；周锡明；陈军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3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综合

研究 
全国油气资源战略选区综

合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张立勤；王艳红；谢华锋；翟

刚毅；任收麦；孙喜爱；张大

权；苗淼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4  
川东南下古生界天然气资源

调查与评价 
川东南下古生界天然气资

源调查与评价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王胜建；周志；梅岩辉；张聪；

王玉芳；王劲铸；徐秋枫；陈

科；李浩涵；张殿伟；张荣强；

余正伟；赵威；冯宇；张运波；

林娟华；李双建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5  南方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查 
南方油气资源战略选区调

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包书景；翟刚毅；陈科；庞飞；

王胜建；林拓；苑坤；张聪；

周志；孟凡洋；李浩涵；郭天

旭；王玉芳；宋腾；王鹏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

探开发研究院；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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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中下扬子地区油气资源综合

调查与评价 
中下扬子地区油气资源综

合调查与评价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陈科；包书景；翟刚毅；孟凡

洋；李浩涵；宋腾；王鹏；林

拓；庞飞；周志；王胜建；王

玉芳；康海霞；张聪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7  
塔里木盆地溫宿凸起及周缘

新区新层油气调查获重大突

破 

新疆塔里木、准噶尔外围油

气战略选区调查；塔里木盆

地西南与东南坳陷油气基

础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张君峰；高永进；杨有星；周

新桂；杜小弟；张金虎；韩淼；

白忠凯；伍新和；李清瑶；孙

智超；周继兵；苗苗青；程明

华；冯许魁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中国石油东

方地球物理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8  
准东博格达山山前带发现油

气勘探有利区块 
准东—三塘湖—吐哈地区

油气资源选区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

资源调查中心 

李昭；马彦彦；张林；李锋；

袁远；杜小弟；邱海峻；徐银

波；孙相灿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

源调查中心；中国石油东

方地球物理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19  
中国气候变化海岸带沉积记

录调查成果 
中国气候变化海岸带沉积

记录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

地质调查中心 

商志文；李建芬；王福；王宏；

姜兴钰；施佩歆；李勇；陈永

胜；田立柱；杨吉龙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

质调查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地学文献中心 

20  
天津滨海新区海平面变化影

响研究成果 
天津滨海新区海平面变化

影响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

地质调查中心 

王福；李建芬；姜兴钰；陈永

胜；田立柱；商志文；王宏；

杨吉龙；施佩歆；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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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新近系以来沉降海岸与西部

湖盆环境深钻对比研究成果 
新近系以来沉降海岸与西

部湖盆环境深钻对比研究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

地质调查中心 

杨吉龙；李红；商志文；胡云

壮；姜兴钰；肖国强；王强；

陈社明；胥勤勉；裴艳东；赵

长荣；田立柱；陈永胜；李建

芬；王福；施佩歆；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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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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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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盆地砂岩型╳矿地

质调查评价成果 

煤田勘查区砂岩型╳矿调

查与勘查示范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

地质调查中心 

金若时；苗培森；司马献章；

俞礽安；李建国；孙立新；汤

超；彭胜龙；李海峰；李秀花；

曹惠峰；张国利；张天福；杨

君；张素荣；程银行；李效广；

滕菲；王善博；司庆红；刘晓

雪；赵丽君；肖鹏；朱强；周

小希；李艳峰；王威；文思博；

奥琮；王少轶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

质调查中心；内蒙古自治

区煤田地质局；宁夏回族

自治区地质调查院；宁夏

回族自治区核工业地质

勘查院；中陕核工业集团

地质调查院有限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华北大区项目办 

23  
湖南常宁地区矿产远景调查

报告 
湖南常宁地区矿产远景调

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曾永红；康如华；李福顺；胡

绪云；秦志伟；黄新华；唐志

祥；朱贤；何立斌；姜魁 

湖南地质矿产勘查开发

局四一八队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4  
湖南董家河地区矿产地质调

查报告 
湖南董家河地区矿产地质

调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石少华；邹源；朱继华；刘汉

军；陈国华；黎雨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5  
湖南紫云山地区矿产远景调

查成果报告 
湖南紫云山地区矿产远景

调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肖冬贵；张进富；林碧海；蒙

正勇；刘钧；荆进福；周丽芸；

王爱华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6  
湖南黄金洞地区矿产地质调

查成果报告 
湖南黄金洞地区矿产地质

调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彭松青；陈启亮；张小强；谭

仕敏；刘邦定；周立同；邹源；

蔡毅；刘俊峰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7  
湖南新田县重点地区岩溶水

勘查与开发利用示范报告 
湖南新田县重点地区岩溶

水勘查与开发利用示范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周鑫；王璨；陈开红；周锋萍；

刘思永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 402 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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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长株潭城市群地质环境调查

与区划成果报告 
长株潭城市群地质环境调

查与区划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徐定芳；范毅；何阳；尹欧；

童军；杨帆；林治家；谭佳良；

赵祈溶；刘一鸣；王灵珏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29  

珠三角地区岩溶塌陷地质灾

害调查报告（肇庆市幅

F49E006018、新桥镇幅

F49E007018） 

珠三角地区岩溶塌陷地质

灾害调查（F49E006018、
F49E007018） 

广东省地质调查院 
王忠忠；黄文龙；支兵发；庄

卓涵；胡飞跃；董娜；易隆科；

孔德秀；姚普；黄玲玲 
广东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30  
湖南 1:5 万石提镇、松柏场、

施溶溪、军大坪幅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报告 

湖南 1:5 万石提镇

（H49E018009）、松柏场

（H49E019009）、施溶溪

（H49E020009）、军大坪

（H49E020010）幅区域地

质矿产调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张晓阳；陈珍宝；李纲；邹光

均；贾朋远；贺春平；刘钧；

曹顺红；邓跃；孟跃；刘珏懿；

向轲；秦张丹；周国祥；周丽

芸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南大区项目办 

31  

湖南 1:5 万铜官幅

（H49E022020）、长沙幅

（H49E023020）、大托铺幅

（H49E024020）、湘潭幅

（G49E001020）、下摄司幅

（G49E002020）、青山铺幅

（H49E022021）、株洲县幅

（G49E002021）、镇头市幅

（H49E024022）、普迹幅

（G49E001022）环境地质调

查成果报告 

湖南 1:5 万铜官幅

（H49E022020）、长沙福

（H49E023020）、大托铺幅

（H49E024020）、湘潭幅

（G49E001020）、下摄司幅

（G49E002020）、青山铺幅

（H49E024021）、株洲县幅

（G49E002021）、镇头市幅

（H49E024022）、普迹幅

（G49E001022）环境地质

调查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徐定芳；柏道远；肖立权；何

阳；刘声凯；范毅；杨少辉；

王森球；童军；刘一鸣；何禹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湖南

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四一六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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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甘肃省北祁连山—龙首山地

区 1:5 万航空物探调查成果 
甘肃省北祁连山—龙首山

地区 1:5 万航空物探调查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常树帅；江民忠；胡国民；孙

栋华；石岩；何丙灵；陈江源；

段晨宇；郑圻森；贾化山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3  
青海省都兰县铅石山—孔雀

沟地区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都兰县铅石山—孔

雀沟地区多金属矿调查评

价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

勘查院 

张鹏；徐汉宾；武宝贵；徐守

超；侯祯太；李金善；赵莹；

陶延林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4  
青海省都兰县希望沟—大滩

沟地区金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都兰县希望沟—大

滩沟地区金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

勘查院 
李少南；马海云；马志全；马

文君；邓长发；马春花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5  
青海省格尔木市那东—黑石

沟地区铜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格尔木市那东—黑

石沟地区铜多金属矿调查

评价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

勘查院 

杜承文；张浩梓；祁贞明；刘

锦文；王家有；张春才；赵星

海；李玉录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6  
青海省都兰县五龙沟地区红

旗沟—深水潭金矿深部矿产

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青海省都兰县五龙沟地区

红旗沟—深水潭金矿深部

矿产资源潜力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

勘查院 

韩玉；陈建林；李培庚；王震；

李少平；张得香；崔义文；王

兵；吴泽元；阿宁；赵莹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7  
青海省都兰县王家当—大卧

龙一带锡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总结报告（2014-2015） 

青海省都兰县王家当—大

卧龙一带锡多金属矿调查

评价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

勘查院 
呼格吉勒；李文成；马佐龙；

邓长发 
青海省第一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38  
甘肃西和县大桥—龙凤一带

金矿远景调查报告 
甘肃省西和县大桥—龙凤

一带金矿远景调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张忠平；秦祜阳；王伟；宋小

兵；牛鹏飞；袁永胜；钟永正；

冯备战；何海军；王鹤轩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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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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宁夏沿黄经济区水文地质环

境地质调查成果报告 
宁夏沿黄经济区水文地质

环境地质调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

调查院 

余秋生；薛忠歧；于艳青；崔

文夏；马小波；柳青；李英；

童彦钊；孙玉芳；贾丹；孟旭

晨；薛凤玲；韩强强；吴平；

陈坤；王雨山；邵景力；胡伏

生；金晓媚；杨振京；闫军；

杨文明；张永庭；尹炳喜；张

慧娟；崔亚丽；韩银利；李阳；

程旭学；王飞；陈晶晶；闫中

永；刘林敬；朱薇；杨勇；赵

强；刘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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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新疆 1:25 万巴什库尔干、石

棉矿、阿克塞县幅区域重力

调查 

新疆 1:25 万巴什库尔干、石

棉矿、阿克塞县幅区域重力

调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何海军；王忠；赵波波；米强

强；卜永宁；李侠；代明；李

绪善；冯备战；王鹤轩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1  
青海祁连五林沟—兔耳沟铁

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祁连五林沟—兔耳沟

铁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

勘查院 

张海青；马玉成；晁海德；李

涛；吴永娟；张凤娟；马玉忠；

张冬；周梦婷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2  
青海省格尔木市尕林格南地

区 J46E020008、J46E020009 
1:5 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青海省格尔木市尕林格南

地区 J46E020008、
J46E020009两幅 1:5万区调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

二八二大队 

张杰；陈鉴；任清军；汤鸿伟；

史俊波；王琦；杨超；邵刚强；

陈琳；饶魁元；王建新；官宏

元；屈强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二

八二大队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3  
青海省达日县桑日麻—莫坎

地区铜金矿远景调查工作总

结报告 

青海省达日县桑日麻—莫

坎地区铜金矿远景调查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

二八二大队 

颜林；陈备战；汤鸿伟；郭刚

强；舒波；祝大伟；陈唯征；

王建新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局二

八二大队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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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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青海引胜地区钨铜多金属资

源远景调查报告 
青海引胜地区钨铜多金属

资源远景调查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

综合利用研究所 

周雄；岳相元；张贻；罗丽萍；

龚大兴；周玉；代力；刘应冬；

张炯；谭洪旗；朱志敏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

合利用研究所；陕西地质

矿产开发局第二物探综

合大队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5  
青海木乃地区六幅 1:5 万化

探地球化学图说明书 

青海木乃地区 I46E016010、
I46E016011、I46E016012、
I46E017010、I46E017011、
I46E017012等六幅 1:5 万化

探 

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

勘查院 
王建；邱瑜；赖华亮；王帅；

苗国文 
青海省第五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6  
新疆 1:20 万苏吾什杰、攸苏

普阿雷克幅区域重力调查 
新疆 1:20 万苏吾什杰、攸苏

普阿雷克幅区域重力调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何海军；王忠；李立新；邝冠

湘；郑耀文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7  

青海省曲麻莱县卡巴纽尔多

地区 I46E003021、
I46E004021、I46E005021 三

幅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报告 

青海省曲麻莱县卡巴纽尔

多地区 I46E003021、
I46E004021、I46E005021 三

幅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白国典；何凯；王艳慧；王春

松；杨瑞西；琚根社；王坤；

李才有；董海敏；晁红丽；王

恒旭；苏永峰；翟文芳；王旭

辉；张红娥；吕际根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8  
新疆且末县卡特里西地区矿

产资源远景调查报告 
新疆且末县卡特里西地区

矿产资源远景调查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新

疆地质勘查院 

尹传明；王长青；张江；周彪；

王弘毅；李忠平；赵德怀；万

生楠；李文杰；陈燕；唐小东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新疆

地质勘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49  
甘肃省雪坪沟—温泉一带钨

多金属矿调查评价报告 
甘肃省雪坪沟—温泉一带

钨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马云海；刘彬；曹海龙；宋斌；

于翔龙；苏小兵；孙禹；马纪

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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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50  
青海省祁连县走廊南山南坡

一带铜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祁连县走廊南山南

坡一带铜多金属矿调查评

价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

勘查院 

李文忠；李磊；李青；王万庆；

李延庆；董琳；吴少锋；袁桂

林；马晓萍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51  

祁连山西段当金山地区 1:5
万 J46E004017、J46E004018、
J46E005017、J46E005018 四

幅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报告 

祁连山西段当金山地区 1:5
万 J46E004017、
J46E004018、J46E005017、
J46E005018 四幅区域地质

调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王军；王玉玺；李小强；翟孝

志；李国涛；范鹏举；张海峰；

吴洪斌；孙晓亮；赵洪星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52  
甘肃北山营毛沱地区成矿规

律与找矿实践 
甘肃北山狼山—罗雅楚山

地区矿产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

地质调查中心 
杨建国；王小红；王磊；齐琦；

谢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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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甘肃省盐池湾地区 1:25 万基

础地质调查修测成果报告 
甘肃省盐池湾地区 1:25 万

基础地质调查修测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李春亮；吴永强；王翔；张炜；

靳仲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54  
渭河盆地及邻区氦气资源调

查评价 
渭河盆地及邻区氦气资源

调查评价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

地质调查中心 
李玉宏；韩伟；陈高潮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

质调查中心；西北大学；

西安石油大学；陕西省地

质矿产局第二综合物探

大队；陕西金奥能源公

司；青海煤炭地质 105 勘

探大队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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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 

55  
甘肃大桥金锑矿整装勘查区

1:5 万芦家庄等 6 幅区域地质

调查矿产调查成果报告 

甘肃大桥金锑矿整装勘查

区 1:5 万芦家庄幅

（I48E014013）、石峡幅

（I48E014014）、成县幅

（I48E014015）、泥阳镇幅

（I48E014016）、叶家坝幅

（I48E015013）、平洛幅

（I48E015014）六幅区域地

质矿产调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杨维刚；任鹏飞；霍勤知；李

通元；孔祥超；王海博；高志

杰；李骁；王梅平；李亮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56  
甘肃阿克塞县余石山地区矿

产地质调查成果报告 
甘肃阿克塞县余石山地区

矿产地质调查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吴义布；余君鹏；赵建国；褚

广博；张斌；司豪佳；董国强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57  
青海省都兰县 1:5 万宗加乡

幅、白水泉南幅区域地质矿

产调查成果报告 

青海省都兰县宗加地区 1:5
万 J47E023003、J47E023004
两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吕新彪；周文孝；毛晨；赵晓

成；高学鹏；贾启元；廖鹏程；

于洋；王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58  
甘肃北山营毛沱地区成矿规

律与找矿实践 
甘肃北山营毛沱—玉石山

地区铁铜多金属矿调查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

地质调查中心 
杨建国；王小红；王磊；谢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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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金矿接

替资源勘查报告 
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金矿

接替资源勘查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

开发局第三地质矿产

勘查院 

梁志录；李鸿睿；龚全胜；麻

红顺；张愿宁；陈国忠；李鹏

兵；王建龙；蔡龙；杨帆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三地质矿产勘查

院；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

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60  
青海省祁连县阴凹槽—铁目

勒地区铜锌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祁连县阴凹槽—铁

目勒地区铜锌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

勘查院 
吴少锋；李龙江；钱玉山；雷

兴宁；马玉忠；周梦婷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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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青海省同德地区地质矿产远

景调查 
青海省同德地区矿产远景

调查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

勘查院 

马永胜；郭朝晖；刘晓康；李

家勇；于锡光；李龙江；聂贵

全；李磊；丁成旺；王振翔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62  
青海省冷湖镇小赛什腾地区

金铜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冷湖镇小赛什腾地

区金铜多金属矿调查评价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

勘查院 
杨伟毅；董琳；赵亚东；吴永

娟；汪成萍；张凤娟；周梦婷

青海省第四地质矿产勘

查院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63  
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地质灾

害详细调查报告 
甘肃天水地质灾害详细调

查（秦安县）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力学研究所 

张春山；杨为民；孙炜锋；孟

华君；吴树仁；王磊；易志刚；

黄牧孜；王秋梅；刘玄；张淼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

学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大区项目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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