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等次 图件名称 单位 主要完成人

鲜水河断裂带折多山-康定段1:5万活动断层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潘家伟、李海兵、马晓丽，孙知明，刘栋梁

川藏铁路交通廊带白玉-昌都段地质图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王冬兵、王保弟、唐渊、刘函、罗亮

1:5万巡检司幅 (H49E004015)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程龙、阎春波、李志宏、方子晨、安志辉

1:5万黑山梁幅 (K46E015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王凯、王志华、刘同、杨博、郑新如

1:5万下二台子幅 (K51E007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张超、张丽、葛锦涛、张立东、陈井胜

1:5万哈达图幅 (K50E004023)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张渝金、杜继宇、李伟、陶楠、郭建超

1:5万霸王朝幅 (K51E016023) 辽宁省地质勘查院 张庆奎、杨宾、赵明远、李安楠、敖光

1:2.5万古堡泉地区地质图 (K46F036041+K46F037041) 合肥工业大学
Jordy de Vries、 Gabriel Sombini dos Santos、
Shoufa Lin、 Cees van Staal

四川会理菜子园俯冲增生杂岩带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宁括步、邓奇、任光明、林仕良、吕志伟

1:5万蕲春地区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徐大良、彭练红、邓新、王晶、刘慧

柴北缘托莫尔日特混杂带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付长垒、闫臻、陈雷、李隽辉、李五福

双井-必鲁台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刘建峰、李锦轶、赵硕、张文龙、葛茂卉

1:5万二龙包幅 (K47E017015)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田建、张国震、段霄龙、王树庆、滕学建

1:5万德勒哈达幅 (K47E013003)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卜涛、王国强、賁博涛、董增产、过磊

1:5万夏馆幅 (I49E016016)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翟文建、杨俊峰、何凯、郭君功、赵焕

1:5万漕涧幅 (G47E014013)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黄亮、张虎、王晓林、杨仕潘、熊波

1:5万凉城县幅 (K49E021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调查中心 任云伟、施建荣、李杰、连光辉、杨济远

1:5万布特哈旗幅 (M51E024011)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秦涛、臧延庆、汪岩、钱程、于海涛

皖南歙县混杂岩带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朱清波、靳国栋、高天山、王德恩、余明刚

1:5万咸水泉幅 (K46E009024)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谢燮、李猛、黑欢、程功德、高晓峰

1:5万三川幅 (I49E013014) 河南省地质调查院 任建德、贺承广、吕际根、谢朝永、刘坤

1:5万长石山幅 (I47F005021)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张新远、李红刚、史连昌、缑明亮、韩建军

西藏波密倾多镇-通麦地区1:5万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公王斌、陈虹、赵远方、陈龙耀、江万

1:5万宫村幅 (J50E004009)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邓晓红、王盛栋、代鹏、杨毅、武军杰

1:5万三河县幅 (J50E001013) 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 张欢、潘志龙、张运强、李庆喆、张金龙

1:5万红安县幅 (H50E005003)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徐扬、邓新、金鑫镖、刘浩、张维峰

1:5万泗洪幅地质图 (I50E016017)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蒋仁、曾剑威、刘凯、李长波、于俊杰

1:5万鲤鱼塘幅 (G49E01102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徐亚东、周文孝、骆满生、张世晖、彭荣华

1:5万黄各庄幅 (J50E004017)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胥勤勉、袁桂邦、范友良、高峰、刘文达

1:5万灵山幅 (J50E021002)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任天龙、黄永波、张志刚、郭晶、秦杰

亭口专题填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宁振国、秦杰、朱学强、任天龙、蒋子堃

1:5万哈珠东山幅 (K47E011012)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任邦方、任云伟、牛文超、李敏、段连峰

1:5万乌兰布拉格幅 (K49E013008)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赵利刚、王文龙、王树庆、胡晓佳、段霄龙

1:5万大孤山幅 (K51E018013)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杨佳林、张立东、陈井胜、闫国磊、杨佳佳

1:5万大明镇幅 (K51E009015)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时溢、石绍山、舒广龙、樊会磊、沈维阳

1:5万景家台幅 K51E003021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李斌、刘淼、杨帆、赵春强、吴振

1:5万他拉皋幅 K51E015003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陈井胜、刘森、李斌、杨帆、吴振

1:5万威远堡幅 K51E008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张超、张丽、葛锦涛、张立东、陈井胜

福建省明溪地区前泥盆纪变火山-沉积岩专题地质图
(G50E010013)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刘欢、赵希林、张金国、江涧、袁浩为

1:5万儒岙镇幅地质图 (H51E016004)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褚平利、段政、余明刚、朱延辉、洪文涛

1:5万余杭县幅地质图 (H51E010002)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曾剑威、蒋仁、李长波、刘凯、周效华

1:5万EL_Menizla幅 (NH29-XⅤ-4b)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王建雄、吴发富、杨载熙、陈炜、王成刚

1:5万Had Zraqtane幅 (NH29-XXⅢ-2c)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王建雄、吴发富、刘洋、李冰冰、刘江涛

1:5万Talwat幅 (NH29-XXⅢ-2d)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吴发富、吴发富、李冰冰、刘洋、王建雄

1:5万北港镇幅 (H49E017023)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田洋、金巍、王晶、柯贤忠、龙文国

1:5万澄迈县幅 (F49E002009)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吴俊、梁定勇、蒙忠盈、王磊、张健钰

1:5万东桥镇幅+H49E005020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金鑫镖、邓新、刘浩、徐大良、张伟峰

1:5万广海镇幅 (F49E013020)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吴俊、贾小辉、谢国刚、卜建军、孟德磊

1:5万黄竹岭-南牛岭地区专题图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周岱、王祥东、王磊、胡军、曹光跃

1:5万克日则洼幅 (H47E012016)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王晓地、程顺波、崔森、刘浩、杨文强

1:5万朗底幅 (F49E010017)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杨文强、周岱、胡军、王祥东、王志宏

1:5万六景幅 (F49E007004)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李堃、刘飞、严乐佳、陆世才、汤朝阳

1:5万企水镇幅 (F49E020008)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李响、张宗言、张楗钰

1:5万沙栏幅 (F49E013019)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贾小辉、谢国刚、吴俊、卜建军、孟德磊

1:5万水月寺幅 (H49E005013)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魏运许、谭满堂、安志辉、周文孝、曹光跃

1:5万周铺幅 (H50E008003)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刘浩、金鑫镖、王令占、张维峰、徐扬、邓新

1:5万滨达乡幅 (H47E006004)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刘函、张士贞、李俊、苟正彬、杨波

1:5万阿力克幅(J47E012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潘峰、张越、 高永伟、黄博涛、 赵辛敏

1:5万大水泉幅 (K46E016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王凯、王志华、刘同、郑新如、叶剑波

1:5万红丘陵幅 (K46E011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张海迪、罗彦军、郭伟立、刘生荣、曹积飞

1:5万西岔幅 (J48E021008)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计波、时超、辜平阳、郭亚鹏、余吉远

1:5万野骆驼泉幅 (J46E009016)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庄玉军、高永伟、辜平阳、李普涛、余吉远

1:5万永清幅 (J50E005010)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邓晓红、代鹏、王盛栋、武军杰、孟银生

1:5万涿县幅 (J50E004008)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 邓晓红、武军杰、王盛栋、杨毅、代鹏

川藏铁路规划鲁朗段构造岩性图 (H46E014019-H46E015019)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田作林、杨江苏、尼玛次仁、次旦、李术江

胶北地体莱阳地区早前寒武纪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刘平华、周万蓬、张文、王义龙、张连祥

敖仑尚达幅1:5万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张进、曲军峰、赵硕、刘建峰、张北航

石板墩专题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贺振宇、颜丽丽、李林、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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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鲁构造杂岩带1:5万专题填图 (J51E018006)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田忠华、文飞、郝志宣、李同宇、朱浩忠

新疆巴州和静县哈夏特地区花岗岩类剥蚀深度图 (K45E007009)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陈文、孙敬博、张斌、尹继元、田朋飞

1:5万阿翁错幅 (I44E020015)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李宝龙、周磊、杨绍鸽、彭勃、李宇飞

1:5万错如幅 (I44E021015)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李宝龙、周磊、杨绍鸽、彭勃、李宇飞

1:5万丁字幅 (I44E02001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李宝龙、周磊、杨绍鸽、彭勃、李宇飞

1:5万各热幅 (H45E00602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刘治博、王楠、郑卫红、王桃、刘陈

1:5万拉加鲁玛幅 (I45E024023)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宋扬、刘治博、郑明、胡懿灵、赵志强

1:5万朗定错幅 (H45E00402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刘治博、王楠、郑卫红、王桃、刘陈

1:5万麦琼幅 (I44E02101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李宝龙、周磊、杨绍鸽、彭勃、李宇飞

1:5万雪如幅 (H45E005024)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刘治博、王楠、郑卫红、王桃、刘陈

西南极南设得兰群岛1:25万地质图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陈虹、韦利杰、赵越、刘晓春、胡健民

1:5万丰乐堡幅 (J48E012002)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杨勇、赵子贤、赵一霖、刘健、何翔

1:5万黑城幅 (J48E022017)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李振宏、崔加伟、董晓朋、黄婷、马兆颖

1:5万老龙湾幅 (J48E019010)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施炜、陈鹏、钱涛、韦利杰、王天宇

1:5万七营幅 (J48E021017)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李振宏、崔加伟、董晓朋、黄婷、马兆颖

1:5万三营幅 (J48E023017)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李振宏、崔加伟、董晓朋、黄婷、马兆颖

1:5万石塘岭幅 (J48E018017)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李振宏、公王斌、崔加伟、杨勇、董晓明

1:5万兴安县幅 (G49E015011)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吕勇、潘明、林宇、廖家飞、吴继文

1:5万天仓幅 (K47E022015)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李树才、杨欣杰、王必任、滕超、张晓飞

1:5万歪咀山幅 (K47E020015)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李树才、杨欣杰、王必任、滕超、张晓飞

1:5万关子幅 (I48E009014) 中国地质调查局勘察技术研究所 吴纪修、王晓赛、毕志伟、王文、史二岭

1:5万四门镇幅 (I48E009013) 中国地质调查局勘察技术研究所 毕志伟、吴纪修、刘腾飞、张亚光、王强

1:5万北山幅地质图（K46E018018） 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赵海波、王红杰、程龙、郭雪峰、徐晓飞

1:5万横路幅地质图（H50E016005） 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朱黎宽、王玺、柯学、吕宪河、白国典

1:5万西头村幅（G49E013014） 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郭俊刚、王世权、谭和勇、韩芳伟、胡红雷

1:5万咸水沟幅（K47E013005） 中国地质调查局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王红杰、郭峰、刘佳、王伟红、 常高鹏

1:5万鄂伦春自治旗幅 (M51E009015) 中国地质调查局哈尔滨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郑吉林、徐立明、梁中恺、郭晓宇、郭宏宇

1:5万下坝幅 (H47E010017) 中国地质调查局应用地质研究中心 吴青松、严松涛、谭昌海、刘陇强、李虎

1:5万下莫坝幅 (H47E009017) 中国地质调查局应用地质研究中心 吴青松、严松涛、谭昌海、李虎、刘陇强

1:5万霍布哈尔幅 (K48E013002) 中国地质调查局呼和浩特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王振义、丁海生、雷聪聪、王春辉、马军

1:5万沧溪幅 (G48E013005) 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口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 黄诚、丁伟品、詹华思、孔凡全、张宏辉

1:5万凤水山幅 (N51E022014) 河北省地质调查院 刘洪章、贾立民、张建珍、张涛、刘腾飞

1:5万额勒根乌兰乌拉幅 (K47E010013) 河北省地质调查院 张正平、程海峰、梁国庆、徐旭明、陈超

1:5万杜村幅 (J50E023024)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宁振国、张志刚、郭晶、秦杰、黄永波

1:5万陶高特幅 (K50E003004)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 龙舟、张学斌、来林、张明洋、孙广义

1:5万新开河屯幅 (K52E002004) 吉林省地质调查院 王聚胜、李翱鹏、付海城、张旭、张辉

1:5万高炉集幅 (I50E016010)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管后春、陈岩滨、陆小三、耿晓光、王朝

1:5万新屯仓幅 (I50E021018)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夏立元、蔡晓兵、管后春、王松、王耀

1:5万宣城县幅 (H50E007020) 安徽省地质调查院 张晋喆、陈忠良、沈仕豪、徐锦龙、张晋喆

1:5万海勒斯台护林站幅 (L51E009002) 福建省地质调查院 林敏、杨仲、汤建荣、周国武、李玉娟

1:5万赛岐镇幅 (G50E007023) 福建省地质调查院 刘凯、赵小星、罗江、章振国、祁奇

1:5万洪洋幅(G50E009022) 福建省地质调查院 林建平、黄家龙、黄志伟、薛德杰、倪君君

1:25万福建省中-北部地区马面山增生杂岩专题地质图 福建省地质调查院 聂童春、周小栋、韩志定、林敏、王峰

1:5万大镇幅 (G49E023023) 广东省地质调查院 郭敏、林杰春、黄孔文、周晗、黄一栩

1:5万隆林县幅 (G48E020014) 广西省地质调查院 李昌明、覃洪锋、蒋剑、尹庭旺、梁保定

1:5万三堡圩幅 (F49E006012) 广西省地质调查院

1:5万古城畈幅 (H49E004021) 湖北省地质调查院 杨成、陈铁龙、吴波、万俊、刘万亮

1:5万均川幅 (H49E003021) 湖北省地质调查院 杨成、陈铁龙、吴波、万俊、刘万亮

1:5万白舍幅 (G50E006010)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邱文江、龙立学、刘青帝、冯国胜、廖六根

1:5万大勐龙幅 (F47E015019)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孙载波、周坤、赵江泰、李小军、赵云江

1:5万易门县幅 (G48E020001)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刘军平、孙柏东、关学卿、宋冬虎、吕勃烨

1:5万合作市幅 (I48E007004)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杨维刚、任鹏飞、李通元、张俊、任文秀

1:5万南坪幅 (I48E018010)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杨维刚、任鹏飞、李通元、马云海、于翔龙

1:5万破城山幅 (K47E013001)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徐磊、任鹏飞、张俊、刘彬、王宇昊

1:5万战红山幅 (I47F006022)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张新远、李红刚、史连昌、缑明亮、韩建军

1:5万阿斯套恰幅 (L45E003023)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王星、蔺新望、赵端昌、赵江林

1:5万白浪幅 (I49E017012)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张锋军、蔡文春、李景晨、佘朋涛

1:5万代家坝幅 (I48E018017)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杨运军、张小明、胡义、韩旭、于恒彬

1:5万南星幅 (I48E014019)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张亚峰、杨涛、易鹏飞、刘向东、何元方

1:5万辛家庄幅 (I48E012019)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张亚峰、杨涛、易鹏飞、刘向东、何元方

1:5万徐家坪幅 (I48E016017) 陕西省地质调查院 杨运军、张小明、胡义、韩旭、于恒彬

1:5万苦泉山幅 (K47E011015) 内蒙古地质矿产勘察院 赵志雄、高勇、高鉴、张俊、陈萌超

1:5万碾子山幅 (L51E003012) 黑龙江省自然资源调查院 刘渊、孙江军、王立佳、石国明、朱春艳

1:5万梧桐树幅 (J48E011018) 宁夏回族自治区基础地质调查院 马玉学、马学东、李黎明、何庆志、侯尚杰

1:5万白音敖包幅 (L50E024024) 内蒙古地质调查研究院 王继春、张海平、周飞、苏银春、郭永烈

内蒙古乌兰沟蛇绿混杂岩带专题地质图 内蒙古地质调查研究院 王继春、周路路、秦江东、赵鑫、刘洋

1:5万吉古幅 (H45E01102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魏启荣、周江羽、刘德明、喻建新、张莹

1:5万坚马滩幅 (J47E02101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许荣科、俞军真、侯维东、蔡鹏捷、白杰

1:5万普拉幅 (H45E01102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魏启荣、周江羽、刘德明、喻建新、张莹

1:5万仁堆幅 (H45E01202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魏启荣、周江羽、喻建新、张莹、何国金

合格



1:5万石柱县幅 (H49E012001) 重庆市地勘局107地质队 牟佳佳、李勇、李海、罗航、宁墨奂

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