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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 年度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科技奖推荐申报成果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号 成果名称 主要完成（合作单位）单位 主要完成人员 报奖专业类别 

1 
黔西川南煤系气资源潜力及技术探

索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四川省

煤田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中煤地质集

团有限公司 

毕彩芹；张家强；单衍胜；胡志方；

朱韩友；王福国；迟焕鹏；陈杨；唐

跃；袁远；徐银波；潘卫红；刘亚然；

苏时才；刘瑞国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2 
塔里木盆地深层地质结构与资源潜

力评价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白忠凯；张君峰；王明君；周新桂；

高永进；韩淼；杨有星；孙智超；程

明华；耿锋；苗苗青；杜小弟；李清

瑶；张金虎；刘永雷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3 
南岭东段九龙脑矿田成矿规律与深

部找矿示范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江西省地

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南地质调查大队；山西

省地球物理化学勘查院；长安大学 

王登红；赵正；刘善宝；郭娜欣；曾

载淋；梁婷；周新鹏；陈伟；赵斌；

刘战庆；鲁麟；方贵聪；赵文；郭淑

庆；王少轶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4 
东南亚铜金矿床：成矿模式-资源潜

力与找矿实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陈永清；黄静宁；王功文；尚志；张

宏远；谢  晋；赵彬彬；郭令芬；赵  

婕；宋志杰；刘正尚；刘胜前；独文

惠；杨莎莎；李欢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5 
赣南银坑-青塘贵多金属矿集区成矿

预测及找矿突破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赣南地质调查大

队；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曾载淋；刘翠辉；赵正；贺根文；李

江东；彭琳琳；李伟；杨洲畬；郭娜

欣；康小龙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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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重庆彭水地区典型重晶石-萤石共伴

生矿选矿技术研究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都综合岩矿测

试中心 

巨星；杨晓军；胡斯宪；张巍；钟乐

乐；文涵睿；陶冉；张才学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7 天然气水合物成矿预测技术研究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吉林大学；中国地

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广州

能源研究所 

梁金强；沙志彬；苏丕波；陆敬安；

莫修文；吕万军；王明君；杨瑞召；

陈宏文；梁德青；梁劲；郭依群；林

霖；龚跃华；王力峰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8 重点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蔡峰；闫桂京；梁杰；李清；董刚；

孙运宝；骆迪；李广雪；于心科；杜

润林；林小云；邵和宾；王丰；陆凯；

张勇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9 中国海陆相钾盐找矿新进展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青海省柴

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中化地质矿山总

局地质研究院；成都理工大学；南京大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郑绵平；张永生；侯献华；邢恩袁；

李洪普；韦钊；王绪本；尹宏伟；于

常青；张震；苗忠英；乜贞；施林峰；

樊馥；张雪飞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10 湖南阳明山地区矿产地质调查 湖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四 0 九队 

曾志方；郭林志；唐宪邦；刘七；罗

益周；陈雨林；陈中源；彭陆军；黄

勇炜；刘智泉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11 
青海省秦岭西段金多金属矿产成矿

规律与找矿预测研究报告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球物理调查中心（原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地质研究所） 

张栋；路英川；王斌；孙昊；陈永福；

张文华；刘鹏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12 
贵州开阳地区富磷矿成矿理论研究

与隐伏矿找矿重大突破 

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一 0 五地质大

队；贵州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中化地质矿山总局贵州地质

勘查院 

刘建中；陈国勇；杜远生；王泽鹏；

张亚冠；吴文明；付芝康；万大学；

王槐山；王大福；谭代卫；李磊；汪

小勇；潘启权；黄毅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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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山东渤海浅海区金矿调查技术方法

及找矿示范应用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山东省第三地质矿产勘

查院 

王金辉；张军进；张文；薄军委；于

晓卫；李金涛；祝培刚；张贵丽；王

立功；王英鹏；智云宝；马宾；王巧

云；郑磊；张学松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14 
豫南大别山北麓地区钼多金属成矿

规律及找矿方法研究 

河南省有色金属矿产探测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河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总院 

刘清泉；黄小喜；赖素星；黄自力；

李冰；胡利芳；余照明；张驰；贺笑

余；张喆 

能源与其他矿产

资源 

15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白云鄂博铁矿

接替资源勘查 
包钢勘察测绘研究院 

郭锐；段艳；赵利兵；刘耀；豆昆；

张林琳；王武；张艳丽；李智宽；唐

海燕 

水工环地质 

16 
大型金属矿集区地球化学环境累积

效应及预警方法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

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西北工业大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福建省

地质环境监测中心；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华南理工大学 

徐友宁；张江华；柯海玲；赵元艺；

乔冈；陈华清；吴耀国；周小勇；刘

瑞平；黄 玉；宿文姬；邱海源；赵

阿宁；蔡保新 

水工环地质 

17 流域地球关键带调查与示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调查局南

京地质调查中心 

马腾；王焰新；邓娅敏；杜尧；梁杏；

蒋宏忱；文章；王志强；沈帅 
水工环地质 

18 
上海市土地质量地球化学评估方法

技术创新与应用示范 

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何中发；余  涛；温晓华；李金柱；

杨忠芳；王丹妮；顾华；王瑶；占光

辉；刘曦；侯青叶；余肖峰 

水工环地质 

19 
县域尺度地质灾害精细化风险区划

及监测预警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唐亚明；薛强；张茂省；冯卫；李政

国；王佳运；孙巧银；李彦娥；马红

娜 

水工环地质 

20 华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山西） 山西省地质遗迹保护事务中心 

雷勇；李屹峰；张炜；闫冰华；成强；

贾士影；温丽荣；丁玲；赵志强；邓

晓愚 

水工环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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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珠三角地区岩溶塌陷调查评价与监

测探测技术应用 

中国地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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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彦；贾龙；蒋小珍；戴建玲；王忠

忠；屈尚侠；胡云琴；韩庆定；雷明

堂；管振德；支兵发；赵伟；殷仁朝；

吴远斌；潘宗源 

水工环地质 

22 
黄河上游地区地质灾害调查与地质

环境评价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张春山；杨为民；孟华君；孙炜锋；

吴树仁；张淼；王磊；王鹏；张树轩；

黄牧孜；易志刚；刘玄；刘廷；李浩；

田尤 

水工环地质 

23 
我国东部沿海核电站区域地壳稳定

性与地质灾害研究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北京市地

质勘察技术院；中国地质调查局北京探矿工

程研究所；北京市地质工程设计研究院；长

安大学 

谭成轩；丰成君；张鹏；戚帮申；孟

静；侯春堂；杨肖肖；孙明乾；王苗

苗；孙炜锋；彭有如；陈群策；秦向

辉；王惠卿；范玉璐 

水工环地质 

24 
典型地质灾害遥感地质调查综合研

究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北京科技大学；首都

师范大学 

王桂杰；郭海朋；王化军；王海刚；

秦同春；朱菊艳；王云龙；臧西胜；

潘云；姚鑫 

水工环地质 

25 
丹阳小城镇地质环境综合调查技术

创新与应用示范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丹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河海大学；江苏省地质

勘查技术院；江苏省地质环境勘查院；北京

超维创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有色金

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地质信息中心；南京大学；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葛伟亚；贡晓骏；常晓军；贾军元；

邢怀学；陈刚；曾剑威；梁晓红；付

延玲；徐祖阳；周红卫；李魁星；宋

震；李晓昭；杨帅 

水工环地质 

26 
天津市重点地区多目标地球化学调

查综合成果报告 

天津市地质调查研究院；天津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地质事务中心 

曹淑萍；刘金成；刘永涛；侯佳渝；

王卫星；李攻科；程绪江；张亚娜；

董路阳；张岩 

水工环地质 

27 甘肃省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与区划 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喻生波；谢娜；赵多慧；刘海 水工环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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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美姑河流域地质灾害与防灾减灾研

究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四川省地质调查院；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一五水文地质

工程地质队；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成

都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心 

殷志强；魏昌利；钟 东；孙 东；邵 

海；陈 亮；张鸣之；周明伟；张洪

林；李大猛 

水工环地质 

29 
西北地区主要城市地下水污染调查

评价项目成果报告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西北大学；甘肃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宁夏回

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地质环境监测院；青海省地质环境监

测总站；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新疆农业大学；河北地质大学；西北工业大

学 

刘景涛；陈玺；张玉玺；朱亮；周冰；

向小平；张媛静；吕晓立；康卫东；

喻生波；王辉；靳盛海；张英；黄冠

星；聂振龙 

水工环地质 

30 
乌蒙山区岩溶地下水资源与地质景

观资源和扶贫示范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中国地质

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中国地质科学院

探矿工艺研究所；贵州省地质调查院 

潘晓东；陈伟海；曾洁；邓国仕；魏

良帅；任坤；苏春田；韦跃龙；华兴；

焦友军；张连凯；罗书文；彭聪；刘

伟；唐业旗 

水工环地质 

31 滨海湿地生态地质调查示范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叶思源；丁喜桂；袁红明；赵广明；

王锦；裴绍峰；杨士雄；何磊；郭磊；

孟泰舟；单瑞；余雪洋；金洪涛；刁

少波；林学辉 

水工环地质 

32 
浙西北地区土地环境地质调查与应

用研究 

浙江省地质调查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

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殷汉琴；徐明星；黄春雷；龚冬琴；

邵一先；解怀生；张奥博；孙彬彬；

褚先尧；李孟奇；李向远；周国华；

郭彬；傅野思；冯立新 

水工环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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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西藏南羌塘增生杂岩组成、结构及

地质演化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王根厚；袁国礼；梁晓；李典；高金

汉；赵中宝；刘治博；唐宇；郑艺龙；

杜瑾雪；方斌；刘建宇；胡懿灵；陈

英富；李超 

基础地质 

34 
内蒙古 1:5 万恩格尔乌苏等四幅区

域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张维杰；周洪瑞；程捷；王行军；王

小牛；尹海权；宋伟；吕秉廷；王艳

凯；肖胶 

基础地质 

35 
老挝 1：20 万仙诺县、孔县、沙耶

武里三幅区调报告（英文版）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吴振波；刘书生；范文玉；李振江；

唐专红；王华斌；高建华；施美凤；

郭林楠；游水生 

基础地质 

36 
内蒙古索伦山-东乌旗地区航空综合

站测量异常查证与找矿突破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内蒙古

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李俊建；赵更新；金若时；王杰；冉

书明；刘晓阳；陈军强；辛后田；谭

强；张国利；唐文龙；付超；钟仁；

滕菲；张素荣 

基础地质 

37 中国-澳大利亚合作填图示范与应用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余吉远；孟勇；郭琳；过磊；计波；

潘峰；高晓峰；王国强；辜平阳；张

欣；卜涛；王凯；朱小辉；李艳广 

基础地质 

38 
莱州湾南岸基础地质关键技术研究

及区域地壳稳定性评价 
山东省地质调查院 

侯建华；李秀章；黄永波；朱学强；

任天龙；陈磊；杨仕鹏；董健；张贵

丽；宋志勇；郭晶；陶有兵；张志刚；

王丽娟；刘彬彬 

基础地质 

39 
湖南 1:5 万铁丝塘等四幅区域地质

矿产调查报告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王先辉；杨俊；陈迪；罗来；罗鹏；

彭能立；刘天一；刘汉军；贺春平；

秦张丹 

基础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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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甘肃阳山地区金矿整装勘查区专项

填图及技术应用示范 
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地质研究所 

袁士松；苏秋红；杨贵才；葛良胜；

胡晓隆；王治华；闫家盼；赵由之；

洪百雄；王斌 

基础地质 

41 
甘肃省西秦岭寨上及阳山一带金矿

成矿规律研究与找矿预测 
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地质研究所 

袁士松；喻万强；杨贵才；张玉洁；

余金元；吴春俊；耿国帅；张翔；李

鹏 

基础地质 

42 
江西龙头岗－焦塘地区铜钼多金属

矿调查评价 
江西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黄传冠；贺彬；徐荣华；吕少俊；贺

和岭；惠军；丁少辉 
基础地质 

43 
湖南 1：5 万永顺县、抚字坪、王村

幅综合地质调查报告 
湖南省地质调查院 

李泽泓；凌跃新；曾广乾；熊延旺；

贺春平；刘钧；邓岳；周国祥；周丽

芸；刘南 

基础地质 

44 华北地区古生代变质作用和动力学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北京大

学 

初航；魏春景；王惠初；张晋瑞；常

青松；康健丽；任云伟；刘欢 
基础地质 

45 
甘肃阿克塞县余石山地区矿产地质

调查成果报告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吴义布；余君鹏；李通国；赵建国；

褚广博；司豪佳；张斌；董国强；贺

斌；王才进；司东泽 

基础地质 

46 
甘肃省盐池湾地区 1∶25 万基础地

质调查修测成果报告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李春亮；吴永强；王翔；刘文辉；张

炜；董国强；靳仲娥 
基础地质 

47 
1:25 万乐东幅海洋区域地质调查成

果报告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海南省海洋地质调查

研究院 

罗伟东；李涛；黄永健；黄磊；杜文

波；黄文凯；周娇；孙美静；郭军；

于宗泽；钟和贤；李波；李顺；王哲；

胡小三 

基础地质 

48 
西藏 1∶5 万牛库、达吉岭、亚当、

布扎公社四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湖北省地质调查院 

张斌；陈炜；卢海波；杨载熙；李冰

冰；冯博；李随云；贺慧艳；蒋之飞；

唐国强 

基础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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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新疆西昆仑团结峰幅等 5 幅 1/5 万

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魏永峰；邓浩然；赵志强；冯邦国；

王兆成；徐天德；王仕海；陈威；朱

华 

基础地质 

50 
1:100 万上海东幅海洋区域地质调

查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王中波；陆凯；田振兴；张志珣；黄

龙；密蓓蓓；陈珊珊；徐晓达；徐扬；

梅西；蓝先洪；朱晓青；秦亚超；付

军；陈军 

基础地质 

51 
青海省格尔木市开木棋陡里格地区

1∶5 万五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白旭东；李永虎；杨波；熊寿加；袁

锦鹏；谭运鸿；赵忠国；郝呈禄；李

晓民；杨鸿鹏 

基础地质 

52 
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迹调查（青海）

成果报告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拜永山；保广普；丁玉进；张海龙；

赵洪菊；乔国栋；马小红；陈光庭；

杨文军；郝呈禄 

基础地质 

53 
四川乌蒙山地区两河口、比尔、米

市、昭觉县 4 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曹俊；沈洪江；郑小敏；杨更；杨林；

刘明；张焕新 
基础地质 

54 
南阿尔金地区基础地质调查进展和

新认识 
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曾忠诚；刘向东；何元方；陈宁；菅

坤坤；赵江林；李琦；袁璋；张若愚；

闫江涛 

基础地质 

55 
1:25 万巴什库尔干、石棉矿、阿克

塞县幅区域重力调查成果报告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何海军；王忠；赵波波；米强强；李

侠；卜永宁；代明 
基础地质 

56 
1:100 万汕头幅（F-50）海洋区域地

质调查成果报告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彭学超；聂鑫；蔡观强；罗伟东；钟

和贤；黄永健；李丽青；廖开训；徐

子英；张江勇；李涛；陈泓君；孙美

静；黄磊；李刚 

基础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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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长江三角洲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与

监测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

院；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浙江

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刘健；仇建东；陈斌；严学新；程知

言；陈俊兵；徐刚；何中发；项立辉；

董超；周良勇；王双；黎兵；刘强；

周宇渤 

基础地质 

58 
祁连山西段当金山地区 1:5 万四幅

区域地质调查成果报告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王军；王玉玺；李小强；范鹏举；张

海峰；郭兵；孙新春；任鹏飞；杨维

刚 

基础地质 

59 
内蒙古东乌旗地区地质矿产调查与

找矿进展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滕学建；程银行；辛后田；杨俊泉；

李艳锋；李影；张永；刘洋；李敏；

张天福；彭丽娜；段连峰；牛文超；

胡晓佳；郭硕 

基础地质 

60 
内蒙古 1∶5 万 1524.6 高地等四幅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河北省区域地质调查院 

程海峰；徐旭明；廖云峰；梁国庆；

王德强；胡新悦；段先乐；孟庆涛；

刘广；薛鹏远；段炳鑫；张正平；潘

志民 

基础地质 

61 
新疆和田县大红柳滩 509 道班西

锂、铍多金属矿找矿突破 
陕西省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代新宇；杜彪；赵江林；高小平；彭

建明；王天毅；彭海练；李宁；蒙利；

马新琪 

基础地质 

62 
青海省曲麻莱县牙扎曲地区三幅 1：

5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青海省核工业地质局 

刘江峰；段建华；张师祥；陈学俊；

刘会文；邵继；何学昭；孙红庆；水

应东；史明 

基础地质 

63 
内蒙古索伦山地区扎嘎乌苏等六幅

1:5 万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原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第二支队 

李钢柱；薄海军；刘永新；李成元；

刘伟；王丕军；吴春娇；李永春；白

宇明；牟金燚；高贺；王振义 

基础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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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二维-三维区域成矿定量预测技术方

法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陈建平；郝金华；田毅；董庆吉；于

萍萍；安文通；胡桥；郑彦威；张权

平；贾东会；王洋；贾玉乐；向杰；

张顺昌；王勤 

技术方法 

65 
海洋地震数据特殊处理及精准成像

技术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张宝金；文鹏飞；李福元；张如伟；

李丽青；徐云霞；薛花；邓桂林；顾

元；孟大江；陈玺；张衡；张旭东；

刘玉萍；刘斌 

技术方法 

66 
陕西小秦岭金矿金矿整装勘查区专

项填图与技术应用示范报告 
陕西地矿第六地质队有限公司 

张欢欢；王和平；刘晓东；文月贵；

李长寿；白和；韩舫；肖志豪；韩鑫；

杨莉；孙珂 

技术方法 

67 
中国岩溶碳循环监测技术集成与应

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何师意；于奭；康志强；孙平安；姜

光辉；郭芳；黄芬；吴夏；李文莉；

覃汉莲 

技术方法 

68 金属矿小口径地下物探技术与设备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

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地装（重庆）

地质仪器有限公司 

高文利；冯杰；李洋；贾定宇；欧洋；

杨宇山；潘和平；王桂梅；邱礼泉；

刘东明；刘天佑；王宇航；魏中峰；

林振洲；孔广胜 

技术方法 

69 
小型机载成像光谱仪关键技术与应

用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南京理

工大学；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 

郑志忠；肖亮；修连存；董金鑫；吴

泽彬；黄岩；陈春霞；殷靓；刘启超；

石剑龙 

技术方法 

70 
高原生态环境脆弱区综合钻探技术

应用示范 

中国地质科学院探矿工艺研究所；四川省核

工业地质局；四川省金核地质勘查工程有限

公司 

吴金生；张统得；钱锋；胡立；李政

昭；刘卫东；邓梦春；庄生明；李俊

萍；黎波 

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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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美国军事地球科学历史与现状调研

报告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孟庆奎；周坚鑫；舒晴；徐光晶；陈

浩；王晨阳；高维；荆青青；杨怡；

张梦婷；尹航；安翠娟 

管理支撑 

72 
矿业可持续勘查开发“四元”模型及

应用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中国地质

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北京矿冶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南昌航空大学；西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六地质大队；北京金有地质勘查有限

责任公司 

舒思齐；裴荣富；张焕彬；朱晓华；

吴春平；冯安生；赵恒勤；莫燕；刘

必政；王浩琳；郭敏；何亮；郑文宝；

马驰；张忠坤 

管理支撑 

73 地质调查成果信息集成与应用服务 中国地质图书馆 

王学评；宋韦剑；徐佳佳；丁群安；

王晓丽；王海华；陈杨；刘永权；兰

晓双；皮凌燕；朱薇薇；刘国；常艳；

张百忍；李苒苒 

管理支撑 

74 古生物系列科普视频 中国地质科学院 蒋子堃；黄敏 科普作品类 

75 
中央电视台“松科二井”系列科普宣

传视频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办公

室；中国地质调查局勘探技术研究所；自然

资源部宣传教育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

研究中心；中国矿业报社；中国地质调查局

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张雷；张文静；王磊；王稳石；贺颢；

刘瑶；杨帆；谷兰丁；刘晓慧；朱丽

丽；杨红霞；崔立伟；王莉；张浩；

唐金荣 

科普作品类 

76 《现代军事地质理论与应用》 武警黄金指挥部 刘晓煌 科普作品类 

77 松科二井系列科普作品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学文献中心；中国地质科

学院；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自

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 

王莉；侯贺晟；王稳石；刘向东；丁

群安；高远；刘凤民；曹龙龙；崔立

伟；符伟；黄永建；田黔宁；章茵；

马峰；汪伟 

科普作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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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陕西紫阳笔石化石科普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王健；王欣；孟勇；张欣；李荣社；

何世平；辜平阳；陈锐明；庄玉军；

傅力浦 

科普作品类 

79 《可燃冰是个啥》系列科普视频 
中国地质图书馆；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

调查中心 

丁群安；王莉；梁金强；章茵；卢振

权；田黔宁；张炜；徐梦华；刘澜；

张凡 

科普作品类 

80 浙江舟山衢山岛地质文化科普视频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褚平利；段政；余明刚 科普作品类 

81 
“海洋地质九号”科考船科普直播视

频及科普新闻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

中国地质调查局办公室；自然资源部宣传教

育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基础部；中国矿业

报社；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白凤龙；张雷；王磊；杨金玉；苏晓

江；杨帆；石显耀；刘瑶；刘雅彦；

陆凯；田中法；张淑胜；张玉玺；谷

兰丁 

科普作品类 

82 神秘的羌塘高原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王剑；付修根；王东；宋春彦；陈文

彬；冯兴雷；孙伟；曾胜强；杜佰伟；

万友利；马龙；卫红伟；彭清华；周

小琳 

科普作品类 

83 神农架中新元古代沉积地质景观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柳永清；旷红伟；彭楠；刘海；许欢；

朱志才；杨宏伟；范正秀；宋换新；

唐永；王志先；钟权；王能盛；安伟；

章朋 

科普作品类 

84 
地球早期生物-环境演化记录：前寒

武纪叠层石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旷红伟；柳永清；彭楠；范正秀；刘

海；朱志才；许欢；章朋；王志先；

钟权；宋换新；唐永；王玉冲；夏晓

旭；耿元生 

科普作品类 

85 
山崩地裂—认识滑坡、崩塌与泥石

流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张春山；杨为民；孟华君；吴树仁 科普作品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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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地质灾害科普知识小课堂丛书》

（共四册）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温铭生；沈伟志；梁宏锟；刘艳辉；

方志伟；陈春利；苏永超；肖锐铧；

徐为 

科普作品类 

87 
Andrew Feitz（澳大利亚籍，澳大利

亚地球科学局）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国际科技合作 

88 
Marie-Luce Chevalier（比利时籍，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国际科技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