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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议主办及承办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

承办单位：浙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会议组织机构

（1） 指导委员会

主 任：欧阳自远 杨树锋

成 员（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安芷生 柴育成 陈毓川 戴金星 丁仲礼 冯增昭 贾承造 金振民 李曙光

李廷栋 林学钰 刘宝珺 刘嘉麒 刘若新 莫宣学 沈其韩 孙 敏 王成善

王铁冠 谢先德 杨文采 叶大年 於崇文 翟裕生 周新民 周新华 朱日祥

（2） 组织委员会

主 任：胡瑞忠 陈汉林

副主任（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陈 骏 邓 军 何宏平 胡素云 王世杰

翟明国 郑建平 周卫健

成员（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鲍志东 蔡演军 陈福坤 陈汉林 代传固 代世峰 党 志 董发勤 杜建国

范洪海 范蔚茗 方维萱 丰成友 冯 东 葛良胜 巩恩普 顾雪祥 郭进义

韩润生 韩喜球 胡华斌 黄 标 李春来 李和平 李建康 李 霓 李荣西

李献华 李院生 李忠权 李子颖 连 宾 梁 涛 林畅松 林承焰 林杨挺

刘福来 刘建忠 刘 良 刘全有 刘文汇 刘晓春 刘勇胜 刘 羽 龙汉生

鲁安怀 缪秉魁 倪 培 倪师军 秦 勇 任云生 石学法 孙卫东 孙晓明

孙永革 唐跃刚 汪立今 王贵文 王 剑 王学求 王玉往 魏春景 魏国齐

一、会议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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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明 吴敬禄 夏燕青 谢玉玲 邢光福 徐夕生 许文良 杨进辉 杨良锋

杨瑞东 杨守业 曾志刚 张立飞 章 程 章军锋 赵红静 钟 宏 周美夫

周永章 朱立新

（3） 学术委员会

主 任：刘丛强 郑永飞

副主任（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郭正堂 侯增谦 毛景文 彭平安 吴丰昌

吴福元 徐义刚 张宏福 邹才能

成 员（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曹建劲 陈多福 陈华勇 陈践发 陈玖斌 陈立辉 陈宁华 陈天虎 陈正乐

陈振宇 程芳琴 董大忠 董海良 杜 蔚 范宏瑞 丰成友 冯安生 冯兰平

付于真 郭正府 何高文 侯小琳 胡 森 胡兆初 黄 方 黄 菲 黄绍锋

黄小龙 惠鹤九 蒋少涌 金若时 琚宜文 李芳柏 李高军 李国武 李怀坤

李建威 李金华 李秋立 李胜荣 李思亮 李 伟 李伟强 李 元 李增华

梁振海 廖立兵 林杨挺 凌宗成 刘成东 刘承帅 刘传周 刘建波 刘建军

刘金高 刘盛遨 刘显凡 刘学炎 刘 琰 刘 耘 龙胜祥 陆现彩 吕志成

马昌前 孟繁聪 倪 文 聂逢君 牛贺才 牛耀龄 潘 懋 漆 亮 秦克章

秦礼萍 屈文俊 申俊峰 史晓颖 舒 巧 束文圣 宋 岩 苏文超 苏学斌

孙俊民 汤艳杰 陶士振 滕 辉 万 泉 汪在聪 王登红 王飞宇 王桂琴

王红岩 王 磊 王 强 王汝成 王瑞廷 王晓霞 王孝磊 王永标 王云鹏

韦刚健 吴龙华 吴亚生 夏小平 肖 龙 肖唐付 肖益林 熊小林 徐九华

许德如 颜茂都 杨华明 杨进辉 杨晓志 杨岳衡 杨主明 杨竹森 姚 俊

叶 荣 英基丰 袁洪林 袁 鹏 张成江 张 干 张贵山 张 旗 张 华

张水昌 张 覃 张以河 张招崇 张兆峰 赵新苗 赵子福 郑国东 周根陶

周永章 朱建喜 朱如凯 祝红丽 左仁广

（4） 大会秘书长：冯新斌 夏群科

副秘书长（以姓氏汉语拼音为序）：

金章东 李红艳 李忠权 刘 莉 刘 强 倪 培 倪怀玮 丘志力 王 苑

吴元保 袁 超 郑秀娟 朱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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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地点

会议地点：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浙江大学成立于 1897 年，前身"

求是书院"，是中国人最早自己创办的

新式高等学府之一。紫金港校区是浙江

大学于2001年9月开始兴建的网络化、

园林化、生态化的大学校园，校区地处

杭州城西部塘北地块，毗邻著名而又古

老的西溪风景区。

具体地址：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号(浙大学紫金港校区内)

邮政编码：310058

交通：

1、如果您乘飞机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机场代码：HGH），您可以

1.1、乘坐机场大巴至武林门民航售票处（票价 20元），然后乘坐出租车至酒店（10.5

公里，29分钟，费用约 31元）

1.2、乘坐出租车至酒店：42.8公里，58分钟，费用约 152元（途经：杭甬高速、德胜快

速路）

2、如果您乘坐火车到 杭州火车东站，您可以

2.1、乘出租车到酒店。17.5公里，39分钟，费用约 57元。

2.2、乘坐公交 74或 93路车，至浙大紫金港校区站，步行 370米至酒店，时间 1小时 30

分钟，费用 2元。

3、如果您乘坐火车到 杭州火车站，您可以

3.1、乘出租车到酒店。18.8公里，39分钟，费用约 62元。

3.2、乘坐公交 400路，至三坝站，步行 870米至酒店，时间 1小时 28分钟，费用 3元。

二、会议基本信息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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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议报到及发票

4月 19日，会议共设 4个报到点：圆正启真酒店、启真水晶酒店、紫金港国际饭店

（紫金港大酒店的参会代表前往紫金港国际饭店报到）、欧亚美国际大酒店，请选择就

近地点报到，报到时请出示注册二维码。

会议其它时间，请到会务组房间(圆正启真酒店 1106房间)注册。

提前缴纳版面费和注册费的发票于 4月 20日上午在紫金港小剧场（开幕式会场）

领取，其它时间请到会务组房间(圆正启真酒店 1106房间)领取。温馨提示：为避免人多

拥挤，可选择错峰领取。

报到时缴纳注册费的发票，不能现场开出（国家税务政策规定），只能会议结束后

开出。

（三）酒店住宿

目前会议所有预留酒店房间均已订满，为了不影响参加会议，请还没预订酒店的参

会代表尽快与酒店预订联系人预订房间。

联系人及电话：陈倩，0571-88981424 ，18867578052

1、圆正启真酒店

酒店简介：位于浙大紫金港校区内，坐拥亘古遗存的江南水乡河汊文化带，毗邻著名的

西溪风景区和新兴的西湖科技经济园区。酒店依湖而建，以“书香浙大”为主题，以“现

代书房”概念客房为特色，尽显高等学府文化底蕴。

地址：西湖区余杭塘路 866号(浙大学紫金港校区内)

交通：见上方浙大紫金港校区介绍

2、启真水晶酒店

酒店简介：圆正启真水晶店为圆正启真托管酒店，所有店内设施均蕴含浙大校园文化要

素，步入酒店，能深刻的感受到浓浓的浙大人文气息。酒店地理位置优越，地处地铁 2、

5号线三坝站交汇口，去西湖景区仅需一站路，距离学校直线距离 800米，距离启真总

店仅三分钟车程，1.1公里，下设大型地下停车场，停车方便。

地址：杭州西湖区古墩路申悦国际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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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

2.1、如果您乘飞机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机场代码：HGH），您可以

2.1.1、乘坐机场大巴至武林门民航售票处（票价 20元），然后乘坐出租车至酒店（9.5

公里，27分钟，费用约 28元）

2.1.2、乘坐出租车至酒店：42.3公里，61分钟，费用约 150元（途经：杭甬高速、德

胜快速路）

2.2、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东站，您可以

2.2.1、乘出租车到酒店。15.5公里，41分钟，费用约 50元。

2.2.1、乘坐地铁 1号线转 2号线，至三坝站，步行 540米至酒店，时间 52分钟，费用

5元

2.2.3、乘坐公交 74路车，至三坝站，步行 600米至酒店，时间 1小时 34分钟，费用 2

元。

2.3、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站，您可以

2.3.1、乘出租车到酒店。15.4公里，38分钟，费用约 49元。

2.3.2、乘坐地铁 1号线转 2号线，至三坝站，步行 540米至酒店，时间 44分钟，费用

5元。

2.3.3、乘坐公交 400路，至三坝站，步行 620米至酒店，时间 1小时 23分钟，费用 3

元。

2.4、酒店步行至浙大紫金港校区，1.7公里，25分钟。

3、紫金港国际饭店

酒店简介：杭州紫金港国际饭店位于城西百年名校——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正门口，从

酒店向下望紫金港校区秀丽的风光尽收眼底。酒店紧邻国内著名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周边拥有银泰、印象城、西城广场等大型购物场所。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申花路 796号，近紫荆花路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交通：

3.1、如果您乘飞机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机场代码：HGH），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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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乘坐机场大巴至武林门民航售票处（票价 20元），然后乘坐出租车至酒店 9.3

公里，26分钟，费用约 27元

3.1.2、乘坐出租车至酒店：41.6公里，60分钟，费用约 147元（途经：杭甬高速、德

胜快速路）

3.2、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东站，您可以

3.2.1、乘出租车到酒店。19.4公里，36分钟，费用约 64元。

3.2.2、乘坐地铁 1号线转 2号线，至虾龙圩站，步行 540米至酒店，时间 54分钟，费

用 5元。

3.2.3、乘坐公交 74或 93路车，至浙大紫金港校区站，步行 270米至酒店，时间 1个半

小时，费用 2元。

3.3、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站，您可以

3.3.1、乘出租车到酒店。14.7公里，41分钟，费用约 47元。

3.3.2、乘坐地铁 1号线转 2号线，至虾龙圩站，步行 540米至酒店，时间 46分钟，费

用 5元。

3.3.3、乘坐公交 400路，至机动车辆管理所站，步行 370米至酒店，时间 1小时 20分

钟，费用 3元。

3.4、酒店步行至浙大紫金港校区，830米，12分钟。

4、紫金港大酒店

酒店简介：杭州紫金港大酒店位于申花路——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对面，与浙大仅一路

之隔。酒店浸染在紫金港校区浓郁的文化氛围之形成了独特品味。从酒店向下望去紫金

港校区秀丽的风光尽收眼底让人心旷神怡。紫金港校区西面就是国内第一个集大湿地、

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西溪湿地公园。

地址：杭州西湖区申花路 798号，近紫荆花北路

交通：

4.1、如果您乘飞机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机场代码：HGH），您可以

4.1.1、乘坐机场大巴至武林门民航售票处（票价 20元），然后乘坐出租车至酒店（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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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26分钟，费用约 27元）

4.1.2、乘坐出租车至酒店：41.6公里，60分钟，费用 147元（途经：杭甬高速、德胜

快速路）

4.2、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东站，您可以

4.2.1、乘出租车到酒店。19.4公里，36分钟，费用约 64元。

4.2.2、乘坐地铁 1号线转 2号线，至虾龙圩站，步行 730米至酒店，时间 56分钟，费

用 5元。

4.2.3、乘坐公交 74或 93路车，至浙大紫金港校区站，步行 140米至酒店，时间 1个半

小时，费用 2元。

4.3、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站，您可以

4.3.1、乘出租车到酒店。14.7公里，41分钟，费用约 47元。

4.3.2、乘坐地铁 1号线转 2号线，至虾龙圩站，步行 730米至酒店，时间 49分钟，费

用 5元。

4.3.3、乘坐公交 400路，至机动车辆管理所站，步行 570米至酒店，时间 1小时 23分

钟，费用 3元。

4.4、酒店步行至浙大紫金港校区，920米，14分钟。

5、圆正欧亚美国际大酒店（会议期间将有大巴车接送往返会场）

酒店简介：圆正欧亚美国际大酒店背靠浙江大学紫荆港校区西区，以“人文浙大”为精

神内涵，兼具商务酒店的现代时尚，使宾客在实现商务功能的同时也感受到百年学府的

人文关怀。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石祥西路 859号紫金启真大厦 1号楼

交通：

5.1、如果您乘飞机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机场代码：HGH），您可以

5.1.1、乘坐机场大巴至武林门民航售票处（票价 20元），然后乘坐出租车至酒店（12.5

公里，31分钟，费用约 38元）

5.1.2、乘坐出租车至酒店：47.3公里，57分钟，费用：169元（途经：杭甬高速、留石

高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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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东站，您可以

乘出租车到酒店。21.5公里，36分钟，费用约 72元。

5.3、如果您乘坐火车到杭州火车站，您可以

乘出租车到酒店。20.6公里，37分钟，费用：约 69元。

5.4、酒店步行至浙大紫金港校区，2.5公里，36分钟。

欧亚美酒店-会场往返交通车时刻表

日期 乘车时间 乘车地点 下车地点

20日

8:00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紫金港校区小剧场

18:40
紫金港校区学生大食堂西

侧（迪臣中路）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19:10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前

21:30 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前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21日

8:00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前

18:40
紫金港校区学生大食堂西

侧（迪臣中路）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19:10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前

21:30 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前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22日
8:00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紫金港校区蒙民伟楼前

18:40
紫金港校区学生大食堂西

侧（迪臣中路）
欧亚美酒店大门口

（四）会议期间杭州天气预报

4月 18日，周四， 18℃ 至 31℃ 晴， 空气质量优，东南风 微风

4月 19日，周五， 17℃ 至 29℃ 多云，空气质量优，东风 微风

4月 20日，周六， 18℃ 至 29℃ 多云，空气质量优，东风 微风

4月 21日，周日， 12℃ 至 24℃ 阴， 空气质量优，南风 微风

4月 22日，周一， 13℃ 至 26℃ 小雨，空气质量优，西南风 微风

4月 23日，周二， 15℃ 至 26℃ 小雨，空气质量优，北风 微风

4月 24日，周三， 14℃ 至 30℃ 晴 ，空气质量优，东北风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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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餐

用餐时间：早餐：7:00—8:30；午餐：11:40-13:00；晚餐：17:40-19:00

用餐地点：早餐在代表入住酒店；午餐和晚餐考虑到人数较多、用餐时间较为集中，分

为两个地方用餐：入住圆正启真酒店的代表在该酒店用餐，其余代表在学生二食堂用餐。

请注意：本次午餐和晚餐凭代表证胸牌背面的二维码扫码用餐，为避免您忘记带胸牌影

响用餐，可提前用手机将二维码拍照储存。

（六）会议交流

（1）请做口头报告的代表提前半小时到所在分会场拷贝 PPT；

（2）展板请于 4月 20日大会报告之前按照编号（见展板与编号）自行在展板区（蒙民

伟楼一层、二层过道）张贴好。展板展示时间（见会议日程），请代表做好讲解和解答准备。

注意：与会代表应遵守作息时间，提前 10分钟进入会场，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设置

为振动状态。

（七）会后野外地质考察（4 月 23-24 日）

注意事项：

1、每条线路满 35人成行，不到 35人与其他线路合并；

2、为保障顺利出行，请参会代表提前报名；

3、4月 19日报到当天现场收费；

4、考察费将由浙江大学会议公司收取，并出具发票（发票产生的税金按 10%收取）。

5、考察途中请注意人身及财产安全，遵守规定的集合时间，按时乘车，晚间请不要单独

行动，外出最好结伴同行，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意外。

6、山区考察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限制，遇到突发情况要听从领队的统一安排和指挥，确

保人身安全！

（八）温馨提示

请与会人员提高警惕，注意安全，妥善保管好贵重物品，防止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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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会务办公人员联系方式(会务组设在圆正启真酒店 1106房间)

总负责：夏群科 13909691972，刘 莉 13595011588

会 务：郭 盛 13984887810，方幼君 13588115406

注 册：梁 晓 13984851533，张兴仁 18685006051（会议期间报到及领取发票）

学 术：周 倩 13618508062，刘 莹 13608552742，龚超颖 15285085917

展 板：龚超颖 15285085917

财 务：梁 晓 13984851533（会后领取发票），方昌够 18198616551

住 宿：陈 倩 18867578052

考 察：余华岗 15158003083

赞助商：刘 莹 13608552742

会议系统、网上支付、电子发票技术支持：刘柳 1821004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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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点 活 动 主持人 参加人员

18

日

下午 14:00-18:00—圆正启真酒店—报到

晚上：20：00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舜水厅
第四期青年人才托举工程项目启动会 冯新斌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工作小组、被

托举人和指导老师

19

日

全天—圆正启真酒店、启真水晶酒店、紫金港国际饭店、欧亚美国际大酒店—就近报到

全天 8:30-18:00

蒙民伟楼 223会议室
会前讲座 郑永飞 学生及参会代表

晚上 20:00-22:00

圆正启真酒店 3 楼求是厅 1

第九届理事会第五次常务理事（扩大）

会议
胡瑞忠

名誉理事长，第九届全体理事、

专委会主任、监事、副秘书长

20

日

上午 8:30-9:15

紫金港小剧场

①开幕式 ②侯德封奖颁奖

③Acta Geochimica优秀论文颁奖
翟明国 全体代表

上午 9:15-10:30

紫金港小剧场
大会学术报告 郑永飞 全体代表

茶歇 15分钟

上午 10:45-12:00

紫金港小剧场
大会学术报告 陈 骏 全体代表

下午 14:00-18:00 各分会场 分会场学术报告

晚上 19:30-21:30

蒙民伟楼一层、二层过道
展板报告

晚上 20:00-21:00

圆正启真酒店 3 楼求是厅
专题讲座：科技论文写作讲座

晚上 20:00-22:00

①正启真酒店 4 楼梨洲厅

②圆正启真酒店 4楼阳明厅

①《地球化学》编委会

②《岩石学报》编委会

晚上 21:00-23:00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舜水厅
《 Acta Geochimica》编委会

21

日

上午 8:30-12:00 各分会场 分会场学术报告

下午 14:00-18:00各分会场 分会场学术报告

全天 8:30-18:15

圆正启真酒店 3 楼求是厅
中日地球化学天体化学论坛（详情见具体报告安排）

晚上 19:30-21:30

蒙民伟楼一层、二层过道
展板报告

22

日

上午 8:30-12:00 各分会场 分会场学术报告

下午 14:00-18:00各分会场 分会场学术报告

23--24日 野外地质考察

三、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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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幕式：紫金港小剧场

时 间 主持人 内 容

20
日

上

午

08:30-09:15 翟明国

胡瑞忠理事长致开幕辞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侯增谦院士致辞

浙江大学校领导致欢迎辞

刘丛强院士宣读侯德封奖授奖决议；颁奖嘉宾颁奖、

合影；获奖代表发言

刘丛强院士宣读《 Acta Geochimica 》优秀论文

颁奖决议

（二） 大会学术报告：紫金港小剧场

时 间 主持人 报告人 报 告 题 目

20
日

上

午

09:15-09:40

郑永飞

Marc
Hirschm
ann

Comparative deep Earth volatile cycles:
H2O, C, and N

09:40-10:05 郑建平 俯冲带橄榄岩及所记录的壳-幔相互作用

10:05-10:30 陈汉林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构造特征与关键科

学问题

茶歇 15分钟

10:45-11:10

陈 骏

何宏平 黏土矿物的形成、演化及其地质意义

11:10-11:35 鲁安怀 太阳光照射下矿物的响应机制

11:35-12:00 冯新斌
森林生态系统汞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汞
同位素制约

四、开幕式、大会学术报告及会前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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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会前讲座-俯冲带地球化学

4月 19日全天 蒙民伟楼 223 主持人：郑永飞

序号 时 间 主讲人 内 容

1 08:30-09:15 郑永飞 俯冲带结构和过程

2 09:15-10:00 吴元保 俯冲带同位素地质年代学

茶歇 15分钟

3 10:15-11:00 倪怀玮 俯冲带流体地球化学

4 11:15-12:00 陈伊翔 俯冲带地壳变质和熔融

午 休

5 14:00-14:45 陈仁旭 俯冲带壳幔相互作用

6 14:45-15:30 戴立群 俯冲带玄武质岩浆作用

茶歇 15分钟

7 15:45-16:30 陈 龙 俯冲带安山质岩浆作用

8 16:30-17:15 赵子福 俯冲带花岗质岩浆作用

9 17:15-18:00 郑永飞 俯冲带化学地球动力学

（四） 专题讲座：科技论文写作讲座

4月 20日晚上 圆正启真酒店 3楼求是厅（1+2） 主持人：周新华

序号 时 间 主讲人 内 容

1 20:00-21:00 郑秀娟 科技论文的写作及怎样向期刊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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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会场酒店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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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0日 21 日 22 日

下午
14:00-18:00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8:00

上午
8:30-12:00

下午
14:00-18:00

专题 1 教学楼东 1A-218 教学楼东 1A-218 教学楼东 1A-218

专题 2 教学楼东 1A-216 教学楼东 1A-216 教学楼东 1A-216

专题 3 教学楼东 1A-218 教学楼东 1A-218

专题 4 教学楼东 1A-216 教学楼东 1A-216

专题 5 蒙民伟楼 139 蒙民伟楼 139

专题 6 蒙民伟楼 138 蒙民伟楼 138 蒙民伟楼 138

专题 7 蒙民伟楼 139 蒙民伟楼 139 蒙民伟楼 139

专题 8 教学楼东 1A-403 教学楼东 1A-403 教学楼东 1A-403 教学楼东 1A-403

专题 9 蒙民伟楼 223 蒙民伟楼 223

专题 10 教学楼东 1A-214 教学楼东 1A-214

六、专题分会场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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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1 蒙民伟楼 138 蒙民伟楼 138

专题 12 教学楼东 1A-214

专题 13 蒙民伟楼 223 蒙民伟楼 223

专题 14 教学楼东 1A-213

专题 15 教学楼东 1A-215 教学楼东 1A-215

专题 16
圆正启真酒店 3 楼

求是厅
圆正启真酒店 3楼

求是厅

专题 17
圆正启真酒店 4楼

阳明厅

专题 18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

阳明厅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

阳明厅

专题 19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

舜水厅
圆正启真酒店 4楼

舜水厅

专题 20 教学楼东 1A-215 教学楼东 1A-215 教学楼东 1A-215

专题 21 教学楼东 1A-213 教学楼东 1A-213

专题 22 教学楼东 1A-213

专题 23 蒙民伟楼 225 蒙民伟楼 225 蒙民伟楼 225

专题 24 蒙民伟楼 225 蒙民伟楼 225

专题 25 教学楼东 1A-405 教学楼东 1A-405 教学楼东 1A-405 教学楼东 1A-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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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地球表层系统中矿物环境属性与效应 专题 16：关键带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物质迁移

专题 2：矿物表/界面过程 专题 17：环境地球化学示踪

专题 3：地质过程与成岩成矿作用的矿物标识 专题 18：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与修复问题研讨

专题 4：“三稀”矿产资源研究和利用中的矿物学问题 专题 19：矿山污染与修复

专题 5：板块俯冲带地球化学循环及其资源环境效应 专题 20：新型同位素体系的分析方法、示踪原理和重要应用

专题 6：地壳物质再循环与花岗质岩浆作用：源区、机制和过程 专题 21：分析测试新技术和新方法

专题 7：幔源岩浆活动和地幔动力学 专题 22：微束分析新技术、新方法与应用

专题 8：地球深部物质物理化学属性和深部过程 专题 23：非常规油气与新能源研究进展

专题 9：不同构造背景下的成矿系统及深部地质过程 专题 24：生物成因碳酸盐岩：机制、模式及其环境与资源意义

专题 10：地质过程的流体作用及成矿、成藏效应 专题 25：气体地球化学研究新进展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专题 11：海洋地球化学与海底成矿 专题 26：月球的形成和演化—基于嫦娥工程的新认识

专题 12：沉积盆地、生态环境资源综合勘查和生态修复技术 专题 27：早期地球的形成与演化

专题 13：地球系统铀（U）-多金属循环与资源-环境效应 专题 28：地质大数据、数学地球科学及其应用

专题 14：深部与未来资源地球化学勘查：理论、技术与案例 专题 29：构造活跃区物理剥蚀与化学风化

专题 15：非金属矿与再生资源绿色综合利用

专题 26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

梨洲厅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

梨洲厅
圆正启真酒店 4楼

梨洲厅
圆正启真酒店 4楼

梨洲厅

专题 27
圆正启真酒店 4楼

阳明厅

专题 28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

舜水厅

专题 29
圆正启真酒店 4楼

阳明厅

中日地球

化学论坛

圆正启真酒店 3 楼
求是厅

圆正启真酒店 3楼
求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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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地球表层系统中矿物环境属性与效应

4 月 20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8 主持人：鲁安怀 陆现彩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董发勤
光电子协同微生物调控重金属离子价电子转移的微观机

制与环境效应（主题报告）

2 14:25-14:50 陆现彩 矿山环境微生物参与的矿物演化（主题报告）

3 14:50-15:05 刘明学
矿物光电子协同 Alcaligenes faecalis 的非光合碳转化作用

与分子机制

4 15:05-15:20 刘庆友 电化学原位评估金属硫化物矿物风化环境效应

5 15:20-15:35 丁 杨
可见光下锐钛矿光电子促进黑曲霉对 Pb(II)离子的固定作

用

6 15:35-15:50 李伟洁 光照对闪锌矿微生物氧化作用的影响

7 15:50-16:05 姜艾伶 铁氧化细菌培养过程中 Al/Fe比对铁矿物形成的影响

16:05-16:20 茶 歇

8 16:20-16:45 杨华明 黏土矿物的功能化设计及环境应用（主题报告）

9 16:45-17:00 庞婷雯
巯基化、钠化和酸化膨润土对 Cu2+、Pb2+、Zn2+的吸附性

能研究及其对修复广东大宝山矿区重金属污染的意义

10 17:00-17:15 姬 翔 储层温压条件对长石、蒙脱石碱溶结晶作用的影响

11 17:15-17:30 张彩香 羟铁云母促土壤中甲基汞去甲基化机制研究

12 17:30-17:45 孙志雅 纳米黏土矿物治疗肠道疾病的探索

13 17:45-18:00 刘红昌 黏土矿物对蓝细菌沉积保存的作用

14 18:00-18:15 徐希阳 真菌对铅的吸附机制研究

4 月 21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8 主持人：杨华明 刘娟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 8:30-8:55 刘 娟
地表环境中铁氧化物矿物的生物地球化学转化机制及其

环境意义（主题报告）

16 8:55-9:20 李 艳
地表“矿物膜”中锰氧化物的氧化还原循环及环境效应

（主题报告）

17 9:20-9:35 代群威 九-黄区域钙华体中微生物调控行为及其保育意义

七、各专题报告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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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35-9:50 任桂平 新疆岩石漆光-半导体矿物-微生物群落电子传递初探

19 9:50-10:05 曾 强 螯合剂影响绿脱石结构 Fe(II)活化分子氧机理研究

10:05-10:20 茶 歇

20 10:20-10:45 万 泉 黄铁矿吸附纳米金的机理研究（主题报告）

21 10:45-11:00 黎晏彰 无序度与氧空位对锌铁尖晶石能带结构调控研究

22 11:00-11:15 李灵慧 天然阴离子型光催化剂——黑钨矿可见光催化活性研究

23 11:15-11:30 聂 信 纳米金在含砷黄铁矿表面吸附的实验及微观机制研究

24 11:30-11:45 刘雨薇 生物成因水钠锰矿吸附 Cu(II)的精细结构及环境效应

25 11:45-12:00 杨志伟 硅藻土基水合盐相变储能材料制备及表征

4 月 21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8 主持人：万泉 李艳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26 14:00-14:25 孙振亚 一种光催化铁循环作用（主题报告）

27 14:25-14:50 姜成英 微生物介导的铁、硫元素地球化学循环（主题报告）

28 14:50-15:05 袁永强 胞外纳米元素硒生物矿化过程中的分子调控机理

29 15:05-15:20 高 磊 胞外聚合物介导赤铁矿微生物还原胞外电子传递

30 15:20-15:35 赵天磊 盐度对微生物矿化鸟粪石的影响及潜在的应用

31 15:35-15:50 刘 佳 云南腾冲热泉极端环境中趋磁细菌的初步研究

32 15:50-16:05 李晓旭 赤铁矿溶解微观过程的研究

16:05-16:20 茶 歇

33 16:20-16:35 温志坚 矿物放射性与环境放射性

34 16:35-16:50 周 磊 准铜砷铀云母与玫瑰色考克氏菌的界面作用过程

35 16:50-17:05 王萍萍 黄素和 AQS介导 S. putrefaciens 还原 U(VI)研究

36 17:05-17:20 朱 莹 中红外波段影响黑色砭石热辐射性能的因素探究

37 17:20-17:35 易立文 柴达木盆地新生代气候演化的矿物学新证据

38 17:35-17:50 王树树 纳米比亚红沙漠沙粒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39 17:50-18:05 黄凯越 膨胀蛭石基复合相变储能材料强化传热研究

40 18:05-18:20 徐 洋 库车盆地始新统灰岩-石膏岩序列沉积环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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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矿物表/界面过程

4 月 21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6 主持人：廖立兵 申俊峰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高晓英
大陆俯冲带地壳深熔作用的记录：来自超高压岩石中多相

晶体包裹体的研究（侯奖报告）

2 14:25-14:50 张宝华
含水绿辉石的电导率及其地学应用

（主题报告）

3 14:50-15:15 杨 燕
氮与俯冲带水循环之间的联系：以多硅白云母为例

（主题报告）

4 15:15-15:30 王小明
Mn2+，Ni2+和 Cu2+对硫酸盐绿锈形成与转化的影响：反应

过程与主要机制

5 15:30-15:45 吕政星 硅铁辉石的压致相变研究

6 15:45-16:00 杨宜坪 辉钼矿中层状 PbS的发现

16:00-16:10 茶歇

7 16:10-16:35 滕 辉
矿物溶解过程中表面侵蚀坑形成的热力学控制机制

（主题报告）

8 16:35-17:00 朱润良
光助氧化还原对铬在赤铁矿表面固定化的促进

（主题报告）

9 17:00-17:15 杜培鑫 水铝英石结构中的铁-铝类质同象置换机制初探

10 17:15-17:30 张立虎 粘土矿物表面润湿性的分子动力学模拟研究

11 17:30-17:45 李 想 氟碳铈矿的热稳定性及弹性性质研究

12 17:45-18:00 唐红梅 方解石、文石表面异相成核生长的差异性

4 月 22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6 主持人：陈天虎 陆现彩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 8:00-8:25 梁晓亮
类质同像置换对磁铁矿与游离态 Fe(II)耦合体系还原活

性的制约（侯奖报告）

14 8:25-8:50 殷 辉
我国南方重金属污染土壤中Cd在氧化铁矿物中赋存机制

研究（主题报告）

15 8:50-9:15 刘海波
环境矿物与矿物纳米结构化

（主题报告）

16 9:15-9:30 周梦梓 水镁石（001）表面 CO2和 H2O的吸附结构

17 9:30-9:45 杜润香 黄铁矿{100}与{111}晶面的氧化反应差异性

18 9:45-10:00 王敬朝
方解石表面磷酸化改性材料除氟：合成、应用及氟吸附的

分子地球化学机制

10:00-10:10 茶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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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0:10-10:35 袁松虎
共存铁氧化物对二价铁黏土矿物表面 Cr(VI)还原的影响

（主题报告）

20 10:35-11:00 吕国诚
新型环境矿物材料的构建及对抗生素的微波降解研究

（主题报告）

21 11:00-11:25 李芳菲
安图伊利石的紫外屏蔽性能研究

（主题报告）

22 11:25-11:40 鲜海洋 电学各向异性对黄铁矿晶体生长形态的制约机制

23 11:40-11:55 吴丽梅
蒙脱石基 C3N4光催化复合材料的制备及其对有机污染物

的降解

24 11:55-12:10 吴 逍 石英表面束缚态自由基活性位点及其对表面活性制约

4 月 22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6 主持人：董发勤 周根陶 朱建喜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25 14:00-14:25 黄 菲
尾矿重构陶瓷基-铁氧体膜复合吸波材料的矿物学机制

（主题报告）

26 14:25-14:50 孙红娟
风化蚀变带中石墨的矿物学特征

（主题报告）

27 14:50-15:15 程宏飞
高岭石结构及其表面反应性对其应用性能的制约

（主题报告）

28 15:15-15:30 李 涵 无机离子调控下鸟粪石纳米线的合成

29 15:30-15:45 査 磊 高纯致密块状方铅矿的热压烧结及表征

30 15:45-16:00 张 伟 γ射线辐照调控二氧化钛禁带宽度增加其光电活性的研究

16:00-16:10 茶歇

31 16:10-16:35 孙仕勇
粘土矿物模拟酶催化剂的理性设计和性能调控

（主题报告）

32 16:35-17:00 梅乐夫
磷灰石结构调控及其照明、传感、催化应用

（主题报告）

33 17:00-17:25 傅梁杰
天然黏土功能设计新型矿物材料的表界面微观机制

（主题报告）

34 17:25-17:40 郭庆丰
白磷钙石型红色荧光粉 CaSr2(PO4)2: Sm3+，Li+的制备、结

构及发光性能研究

35 17:40-17:55 王 帅 大块状黄铁矿的高温高压烧结与电化学实验研究

36 17:55-18:10 范 朋 黑滑石中的碳材料及其储锂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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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3：地质过程与成岩成矿作用的矿物标识

4 月 22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8 主持人：孟繁聪 吕志成 丰成友 杨竹森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55 李胜荣
华北地区金成矿物源、过程与机制差异性 的矿物学标志

（主题报告）

2 8:55-9:10 黄 菲 铁氧化物的吸波性及其研究意义

3 9:10-9:25 申俊峰 从黄铁矿氦氩同位素差异看华北金成矿物源差异性

4 9:25-9:40 罗 开
川滇黔地区震旦-寒武系层控铅锌矿与磷块岩关系初探：

以麻栗坪、茂租铅锌矿为例

5 9:40-9:55 高文元
攀枝花层状侵入体中 Fe-Ti氧化物出溶结构特征及其地质

意义的纳米尺度研究

6 9:55-10:10 周 凯 墨江金厂金矿含金石英脉特征及其对成矿的指示

10:10-10:25 茶 歇

7 10:25-10:40 孙志远
新疆红云滩铁矿床黄铁矿 Re-Os同位素定年及其成矿意

义

8 10:40-10:55 宋国学
斑岩铜金成矿系统中铂在硫化物中的分布特征 -以黑龙

江多宝山矿田为例

9 10:55-11:10 董国臣 自然重砂成因矿物学特征及找矿意义

10 11:10-11:25 曲 凯 河南灰池子岩体外围伟晶岩型铀矿床黑云母成因研究

11 11:25-11:40 张荣虎
库车坳陷克拉苏冲断带超深层白垩系储层演化过程与成

岩矿物标识

4 月 22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8 主持人：李胜荣 黄菲 申俊峰 黄绍锋 刘显凡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2 14:00-14:15 张华锋
山西五台叶腊石化学成分与 Nd-Hf同位素组成：对流体与

硅酸盐作用特征的启示

13 14:15-14:30 徐 亮 安徽铜陵矿集区胶状黄铁矿矿物学特征及其成因探究

14 14:30-14:45 郑晓敏 铁铝榴石的矿物学特征及形成四六射星光效应之成因

15 14:45-15:00 吴晓林 内蒙古双尖子山银多金属矿床锡矿化的新发现

15:00-15:15 茶 歇

16 15:15-15:30 丘志力
中国古代玉器玉料溯源：岩矿地球化学技术应用及存在问

题

17 15:30-15:45 张佳伟 山东蒙阴金伯利岩中蛇纹石的微组构研究及意义

18 15:45-16:00 雷雪英 蒙阴金伯利岩中磷灰石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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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4：“三稀”矿产资源研究和利用中的矿物学问题

4 月 20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6 主持人：温汉捷 王汝成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周義明
在低温(< 400ºC)热液实验中氧逸度的控制及量度方法上

的一些建议（邀请报告）

2 14:25-14:50 温汉捷 稀散金属矿产资源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主题报告）

3 14:50-15:15 李建康
热液金刚石压腔在花岗伟晶岩结晶实验中的应用

（主题报告）

4 15:15-15:30 王 臻 云母矿物对仁里稀有金属矿床熔—流体演化过程的指示

15:30-15:45 茶 歇

5 15:45-16:00 郑 旭
碳酸岩型稀土矿床流体演化和矿化机制研究：以川西牦牛

坪超大型稀土矿床为例

6 16:00-16:15 舒小超 流体包裹体对里庄矿床 REE的指示

7 16:15-16:40 刘 琰
超大型碳酸岩型稀土矿的成因——以牦牛坪矿床为例

（主题报告）

8 16:40-16:55 陈吉艳
基于同步辐射 XAFS实验技术对贵州织金含稀土磷矿床

稀土元素钇的赋存状态研究

4 月 21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6 主持人：李国武 李建康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9 8:30-8:55 张 辉 新疆阿尔泰稀有金属成矿特色及其控制因素（主题报告）

10 8:55-9:20 饶 灿 花岗质岩石中超轻金属的矿物学行为（主题报告）

11 9:20-9:35 邬 斌
辽宁赛马碱性岩晚期流体对锆矿物、稀土矿物改造作用研

究

12 9:35-9:50 黄 健
风化壳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床稀土元素的赋存状态及富集

分异机制

13 9:50-10:05 赖 翔 李家沟锂辉石矿矿石组构特征和嵌布特征概述

10:05-10:20 茶 歇

14 10:20-10:45 李晓峰
关键矿产资源铟的主要成矿类型及其关键科学问题

（主题报告）

15 10:45-11:10 李国武 钨青铜型结构新矿物-乌木石（主题报告）

16 11:10-11:25 杜胜江
滇黔地区宣威组铌-稀土多金属富集层物质来源研究：来

自玄武岩中榍石的启示

17 11:25-11:40 付 伟
水文环境约束下花岗岩风化壳中次生矿物发育及其与离

子吸附型稀土富集的关系

18 11:40-11:55 顾汉念 粘土型锂矿中 Li 的回收提取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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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5：板块俯冲带地球化学循环及其资源环境效应

4 月 20 日下午 蒙民伟楼 139 室 主持人：郑永飞 张立飞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张立飞
俯冲带深部碳循环：岩石学观察与高温高压实验模拟

（主题报告）

2 14:25-14:40 张丽娟
俯冲带变质作用过程中的碳同位素分馏：以西南天山超高

压变质带碳酸盐化榴辉岩研究为例

3 14:40-14:55 何德涛
沉积碳酸盐岩再循环引起的地幔氧化作用及其对豆荚状

铬铁矿成因的启示

4 14:55-15:20 李万财
俯冲带碳酸盐矿物的溶解度及和富硅流体反应的实验研

究（主题报告）

15:20-15:35 茶 歇

5 15:35-16:00 夏琼霞
高压-超高压变质岩石中不同成因石榴石的研究

（侯奖报告）

6 16:00-16:15 李慧娟 俯冲带熔体中硫的溶解度与氧逸度的关系

7 16:15-16:30 罗 勖 俯冲带地壳岩石部分熔融条件及矿物成因分析

8 16:30-16:45 陈安霞 俯冲流体的 Si 同位素组成—来自缅甸硬玉岩的制约

9 16:45-17:10 贺 强
华南陆块北缘新元古代大陆裂谷带高温低压变质作用

（主题报告）

4 月 21 日上午 蒙民伟楼 139 室 主持人：肖益林 赵子福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 8:30-8:55 陈 龙
幕式弧岩浆作用与大陆地壳生长和演化：来自冈底斯弧白

垩纪侵入岩的制约（主题报告）

11 8:55-9:10 方 伟
从洋壳俯冲到大陆碰撞的构造转换：来自中国东部三叠纪

基性岩脉的地球化学证据

12 9:10-9:25 于 洋
俯冲带消失的 Sr-Nd同位素解耦：来自中国阿尔泰哈巴河

镁铁质岩墙的记录

13 9:25-9:40 刘海洋 马里亚纳弧前泥火山中变质基性岩的锂和硼同位素研究

9:40-9:55 茶 歇

14 9:55-10:20 陈仁旭 大陆俯冲带变质锆石学（侯奖报告）

15 10:20-10:35 王 枫
古太平洋板块在欧亚大陆下俯冲作用的开始：来自吉黑东

部早中生代岩浆作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制约

16 10:35-10:50 王 玺 华北中部吕梁杂岩新太古代岩浆活动的地球化学制约

17 10:50-11:05 魏敬洋
延边开山屯地区晚古生代地层的时代及构造属性：火成岩

及碎屑锆石证据

18 11:05-11:30 郑永飞 俯冲带岩浆作用：因果关系（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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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6：地壳物质再循环与花岗质岩浆作用：源区、机制和过程

4 月 20 日下午 蒙民伟楼 138 室 主持人：吴福元 王汝成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吴福元 花岗岩研究思考（特邀报告）

2 14:25-14:40 刘佳龙 大陆地壳钒同位素组成变化

3 14:40-14:55 王 雪 华北克拉通南缘中新太古代的岩浆活动和地壳演化

4 14:55-15:10 吴 鹏 华南北缘新元古代低δ18O花岗质岩石的成因

5 15:10-15:25 敖文昊
扬子北缘新元古代岩浆活动：来自新元古代（950~706Ma）
汉南杂岩中辉长岩-花岗岩的研究

6 15:25-15:40 毛安琦
额尔古纳地块早中生代岩浆岩的岩石成因和构造演化：来

自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的制约

15:40-15:55 茶 歇

7 15:55-16:20 曾令森 喜马拉雅地壳深熔作用于淡色花岗岩（主题报告）

8 16:20-16:35 姜鼎盛 早期岛弧地壳向克拉通前陆仰冲导致的壳-幔同位素解耦

9 16:35-16:50 龙欣雨 牡丹江洋的形成与演化：来自火成岩和沉积建造的制约

10 16:50-17:05 赵 严 中条山东部~2.5 Ga TTG和A型花岗岩的成因及地质意义

11 17:05-17:20 程志国
塔里木大火成岩省长英质岩石成因：来自富水下地壳重熔

的贡献

12 17:20-17:35 蒋 威 印支昆嵩地块早古生代花岗岩与华南陆内造山带的成因联系

4 月 21 日上午 蒙民伟楼 138 室 主持人：徐夕生 马昌前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 8:30-8:55 马昌前
长英质岩浆系统晶粥再活化与岩浆混合过程

（主题报告）

14 8:55-9:10 刘志超 喜马拉雅淡色花岗岩结晶分异机制的初步探讨

15 9:10-9:25 张晓兵 磷灰石地球化学对平潭杂岩体岩浆混合作用的制约

16 9:25-9:40 豆敬兆
斜长石环带结合全岩地球化学示踪岩浆过程，指示环带花

岗岩体成因

17 9:40-9:55 王 浩
胶东半岛早白垩世院格庄岩体成因及其对深部地壳结构

的制约

9:55-10:10 茶 歇

18 10:10-10:35 高 彭
I型花岗岩成分变化机制：来自地球化学和相平衡计算的

制约（青托报告）

19 10:35-10:50 陈璟元
高硅花岗岩成因及其演化机制：以福建沿海上营-金刚山-
塔潭-白石山岩体为例



26

20 10:50-11:05 杜德宏 桐庐火山-侵入杂岩的岩石学、地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

21 11:05-11:20 赵文芳 晋北浑源县黑狗背花岗岩的年龄、成因及地质意义

22 11:20-11:35 邹博文
热和水由包体向寄主岩的扩散：来自东昆仑加鲁河岩基中

增生角闪石聚集条带的证据

23 11:35-11:50 郝露露
青藏高原南部壳幔混合和地壳再造：来自中拉萨地体中新

世高硅钾质岩的证据

4 月 21 日下午 蒙民伟楼 138 室 主持人：陈骏 王汝成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花岗岩发展战略研讨

24 14:00-14:20 王孝磊 战略调研提纲和格式

25 14:20-14:50 彭 澎 花岗岩起源与早期地壳

26 14:50-15:20 舒良树 花岗岩与大陆演化

15:20-15:30 茶 歇

27 15:30-16:00 徐夕生 花岗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

28 16:00-16:30 倪 培 花岗岩成矿作用

29 16:30-17:30 讨论

专题 7：幔源岩浆活动和地幔动力学

4 月 21 日下午 蒙民伟楼 139 室 主持人：郑建平 刘勇胜；张招崇 英基丰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黄 方 地幔的钒同位素研究（特邀报告）

2 14:25-14:50 陈 欢
再循环洋壳对法国中央高原 Ray Pic玄武岩的影响

（特邀报告）

3 14:50-15:05 何 叶 浙江建德新生代玄武岩地球化学研究

4 15:05-15:20 王沁霞
碱性玄武岩岩浆上升过程中的水含量变化：来自单斜辉石

巨晶的记录

5 15:20-15:35 徐 勇
藏南岩石圈地幔结构与演化：雅江蛇绿岩 Os同位素与强

亲铁元素的证据

6 15:35-15:50 周国超
东天山卡拉塔格地区二叠纪镁铁质岩体岩石地球化学研

究

15:50-16:00 茶 歇

7 16:00-16:25 孙明道 汪清河苦橄岩的时代及岩石成因（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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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6:25-16:50 赵新苗 岩浆过程中 Ti同位素的地球化学行为（侯奖报告）

9 16:50-17:05 王子桢
华北早白垩世岩石圈地幔水含量的区域分布特征及其对

克拉通破坏动力因素的制约

10 17:05-17:20 张 博
古太平洋早白垩世俯冲作用：来自东南沿海镁铁质侵入岩

的岩石地球化学记录

11 17:20-17:35 李一雄
扬子西缘下地壳物质组成及成因机制：来自云南六合地区

深源捕虏体的证据

12 17:35-17:50 梁 豪 西藏中部永珠蛇绿岩内纯橄岩的成因及其构造意义

13 17:50-18:05 王开元
夏日哈木超基性岩体斜方辉石反环带对岩浆补充过程的

指示

4 月 22 日上午 蒙民伟楼 139 室 主持人：陈立辉 曾罡；郭正府 刘传周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4 8:00-8:25 马 强 华北克拉通破坏与下地壳拆沉的时空关系（特邀报告）

15 8:25-8:50 李王晔 火成碳酸岩制约地幔钡同位素组成（特邀报告）

16 8:50-9:05 武双欣
蒙阴金伯利岩中磷灰石的 U-Pb年龄及微量元素组成：华

北东部中元古代（1.3-1.6Ga）深部事件

17 9:05-9:20 田廉荣 雅鲁藏布缝合带大竹卡蛇绿岩的地幔属性及构造成因

18 9:20-9:35 李文杰 峨眉山玄武岩中铜元素赋存状态及其规律初步研究

19 9:35-9:50 李文博
苏鲁迟家店造山带橄榄岩记录的多期地幔楔和俯冲隧道

交代作用

20 9:50-10:05 林 浩 桂西地区晚二叠世基性岩石的地球化学及其源区特征

10:05-10:15 茶 歇

21 10:15-10:40 张军波 早期地球海洋酸化与金刚石成因（特邀报告）

22 10:40-11:05 彭君能 伊朗高原新生代岩浆活动（侯奖报告）

23 11:05-11:20 宗克清
中亚造山带南缘弧-陆碰撞与大陆弧岩石圈地幔折返的 Os
同位素证据

24 11:20-11:35 潘发斌 浙江北部白垩纪基性岩墙群的岩石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25 11:35-11:50 焦 骥
华北板块北缘东段早石炭世的构造属性：火山岩年代学、

地球化学及 Hf-O同位素的证据

26 11:50-12:05 朱扬涛 华北克拉通中部带新生代玄武岩的δ66Zn空间变化

4 月 22 日下午 蒙民伟楼 139 室 主持人：汤艳杰 黄建；黄方 马强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27 14:00-14:25 张 舟 硫化物熔体:超深源金刚石的载体? （特邀报告）

28 14:25-14:50 黄 建
锌-镁-氧同位素制约南非 Roberts Victor榴辉岩的成因

（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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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4:50-15:05 张 拉
华北克拉通北缘东段岩石圈地幔的多阶段改造——来自

辉南新生代玄武岩中地幔包体的地球化学证据

30 15:05-15:20 杨 阳
软流圈地幔的极度不均一：来自超慢速扩张 Gakkel洋脊

的MORB研究

31 15:20-15:35 靳胜凯
塔里木大火成岩省瓦吉里塔格镁铁-超镁铁质岩体橄榄石

地球化学特征：对橄榄岩地幔源区中再循环辉石岩的约束

32 15:35-15:50 陈振武
中国东部新生代玄武岩指示地幔部分熔融过程中铁-钒同

位素分馏

15:50-16:00 茶 歇

34 16:00-16:25 曾 罡
中国东南部晚中生代基性岩脉地幔源区岩性演化历史

（特邀报告）

35 16:25-16:50 康晋霆
熔体-橄榄岩反应中的钙同位素分馏：来自辉石岩，异剥

橄榄岩及榴辉岩的证据（特邀报告）

33 16:50-17:05 段先哲 腾冲火山富集地幔源区：来自熔体包裹体的制约

36 17:05-17:20 王玉往
地幔中的岩浆作用证据：新疆北部蛇绿岩铬铁矿中“淡色

微粒包块”的地质与地球化学特征

37 17:20-17:35 耿显雷
华北克拉通晚中生代岩石圈地幔热化学状态：地幔过渡带

挥发分再循环与岩石圈减薄

38 17:35-17:50 徐 荣
Carbonated silicate melt-peridotite interaction and generation
of continental intraplate alkali basalts

39 17:50-18:05 虞凯章 高氧逸度碱性岩浆中的还原事件及对成矿的启示

专题 8：地球深部物质物理化学属性和深部过程

4 月 21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403 主持人：许文良 毛竹 刘锦；刘耘 陆现彩 张志刚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55 巫 翔 下地幔矿物的变形（侯奖报告）

2 8:55-9:10 蒋佳俊
下地幔及 D”层矿物含水性和含水量的地球化学理论模型

的研究

3 9:10-9:25 刘兆东 下地幔温压条件下的布里奇曼石的化学缺陷研究

4 9:25-9:40 杨 燕 高温高压下橄榄石中氢缺陷的重构和重组

5 9:40-10:05 刘 锦 地核温压条件下铁合金的物理化学性质研究（主题报告）

6 10:05-10:20 王文忠
俯冲洋壳高温高压下的波速和密度特征：理解下地幔波速

异常的起源

10:20-10:35 茶 歇

7 10:35-11:00 张志刚
第一性原理模拟预测元素的分配系数：以硫在地球内外核

的分配为例（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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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00-11:15 刘文娣 高温高压下的氮与氢：氮促进氢键对称化

9 11:15-11:30 黄圣轩 高压下 Fe7(CN)3的弹性性质与地震波性质研究

10 11:30-11:45 尹 坤 基于第一性原理确定地幔矿物的熔点和熔体性质

11 11:45-12:00 张飞武 含水林伍德石红外光谱的理论计算

4 月 21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403 主持人：章军锋 杨晓志；熊小林 李元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2 14:00-14:25
Marc

Hirshcmann
Origin of Earths volatiles: Considerations from

moderately volatile elements and C/S ratios（特邀报告）

13 14:25-14:40 何 宇 高温高压下水合矿物超离子态氢的第一性原理研究

14 14:40-14:55 段隆宇
第一性原理计算钙铝榴石高温高压下的热力学和弹性性

质

15 14:55-15:10 杨宇红 硅酸盐熔体和铁熔体间的 C同位素分馏

16 15:10-15:25 杨 华 地球内部结构水含量的分层估算

17 15:25-15:40 陈 锰 板块俯冲过程特殊层状硅酸盐矿物水化机理的热力学研究

18 15:40-15:55 张 力 水在月球玄武质熔体中的扩散

19 15:55-16:10 刘云贵
含水相 Phase Egg(AlSiO3OH)的弹性性质研究及其对于地

球内部水赋存状态的意义

16:10-16:25 茶 歇

20 16:25-16:50 王锦团
地幔楔氧逸度：来自钒、钪和钛分配行为的制约

（主题报告）

21 16:50-17:15 张宏罗
穆斯堡尔谱准确测定硅酸盐玻璃样品中的 Fe3+/Fe ——无

反冲系数的测定（主题报告）

22 17:15-17:30 叶 宇
水镁石的原位高温光谱学测量：非谐效应对热力学性质以

及 H/D同位素分馏的影响

23 17:30-17:45 刘 康 玄武质岩浆中 SCSS的测定

24 17:45-18:00 励音骐 超重力高温高压实验与超重力高温高压实验装置

4 月 22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403 主持人：李和平 倪怀玮；张宝华 代立东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25 8:30-8:55 景志成
碳酸盐熔体在上地幔条件下声波波速的实验研究

（主题报告）

26 8:55-9:20 张宝华
花岗岩的热扩散系数和热导率的高温高压实验测量及其

地学应用（主题报告）

27 9:20-9:35 陈 伟
Zircon solubility in supercritical KAlSi3O8-H2O fluids:
Implications for HFSE mobility in subduction zones

28 9:35-9:50 贺治伟
熔体成分对单斜辉石与高硅熔体 FRTE和HFSE分配系数

的影响及岩石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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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9:50-10:05 王春光
2 GPa条件下富硅熔体与橄榄岩反应的实验研究：橄榄岩

物理状态对反应动力学的影响

30 10:05-10:20 丁 兴
Sn(IV)-F络合物的热液稳定性：来自水热实验和模拟计算

的约束

10:20-10:35 茶 歇

31 10:35-11:00 代立东
高温高压和不同磁铁矿下干的多晶橄榄石电导率实验及

地球物理意义（主题报告）

32 11:00-11:25 李新阳 水镁石在高温高下的相结构和稳定性（主题报告）

33 11:25-11:40 郝尚钦

Elasticity of akimotoite at the mantle conditions: implications
for multiple discontinuities and seismic anisotropies at the
depth of ~600-750 km in subduction zones

34 11:40-11:55 孙文清
泥质岩系列脱水及熔融作用导致俯冲带电导率高导异

常？

35 11:55-12:10 胡海英 高温高压下角闪石脱氢对电导率的影响及地球物理意义

4 月 22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403 主持人：巫翔 翟双猛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36 14:00-14:25 范大伟
Elasticity of single-crystal Fe-bearing diopside at
high-pressure conditions（主题报告）

37 14:25-14:40 刘汉永 榴辉岩中绿辉石和石榴石的导电性及地球物理意义

38 14:40-14:55 孙宁宇 高温高压下 SiO2玻璃的波速

39 14:55-15:10 施伟刚 Al2O3在高温高压下的相变

40 15:10-15:25 魏 玮 钙铝榴石单晶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的弹性

41 15:25-15:40 郭 璇 实验研究二氧化碳对霞石岩熔体电导率的影响

15:40-15:55 茶 歇

42 15:55-16:10 翟双猛 氟磷灰石的高温拉曼光谱实验研究

43 16:10-16:25 薛卫红 磷在石榴石中固溶度的高温高压实验初步研究

44 16:25-16:40 刘迎新 钒铅矿的原位高压单晶 X射线衍射研究

45 16:40-16:55 段云飞 高温高压下原位测量MgO 单晶弹性模量

46 16:55-17:10 高 静 碳酸钙的高温高压晶体化学

47 17:10-17:25 高 阳 大别山汤家坪斑岩钼矿床含矿岩体地球化学及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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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9：不同构造背景下的成矿系统及深部地质过程

4 月 20 日下午 蒙民伟楼 223 室 主持人：侯增谦 谢桂青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胡瑞忠
湘中锡矿山超大型锑矿床汞同位素和原位硫同位素研究

（主题报告）

2 14:25-14:40 王庆飞 中国造山型金矿构造环境和成矿机制

3 14:40-14:55 翟德高 中亚造山带最东段是否存在古亚洲洋俯冲背景的金成矿事件？

4 14:55-15:10 曾 威
河南省内乡县板厂铜多金属矿成矿年代及硫、铅同位素地

球化学特征

5 15:10-15:25 李振焕 云南保山地块金厂河 Fe-Cu-Pb-Zn 矿床成矿模式浅析

15:25-15:40 茶 歇

6 15:40-16:05 谢玉玲 不同构造背景下的碳酸岩及成矿作用（主题报告）

7 16:05-16:20 赵新福 岩浆热液铁铜矿床中的稀土矿化及活化作用

8 16:20-16:35 刘英超
碳酸盐岩容矿铅锌矿床重晶石巨量富集成因：以伊朗

Mehdiabad矿床为例

9 16:35-16:50 唐永永
膏盐与 Pb-Zn成矿的关系研究——以云南金顶超大型矿

床为例

10 16:50-17:05 周正兵 黔东大河边铅锌矿床的流体包裹体特征 及其成因指示意义

4 月 21 日上午 蒙民伟楼 223 室 主持人：赵新福 王庆飞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1 8:30-8:55 许继峰
青藏高原中南部中生代特提斯构造与俯冲型斑岩矿床形

成的深部机制（主题报告）

12 8:55-9:10 王 瑞 藏南中新世的裂融作用和成矿响应

13 9:10-9:25 郑远川 岩浆源区铜的初始富集与碰撞环境超大型斑岩铜矿的发育

14 9:25-9:40 朱经经
富 S-Cl 岩浆对斑岩铜矿成矿的约束：以加拿大 Red Chris
斑岩 Cu-Au矿床为例

9:40-9:55 茶 歇

15 9:55-10:20 倪 培
武夷山矿带斑岩-浅成热液型铜金矿化及深部过程

（主题报告）

16 10:20-10:35 谢桂青 低温金多金属矿与矽卡岩矿床的联系探讨：以华南为例

17 10:35-10:50 杨炎申
大湖塘超大型W-Cu矿集区平苗矿床岩浆演化过程：来自

全岩地球化学与矿物化学的约束

18 10:50-11:05 刘学龙 扬子西缘结合带乡城-洛吉钼多金属矿床及斑岩成矿系统

19 11:05-11:20 苏尚国 河北武安夕卡岩铁矿形成过程，机制及其成矿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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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0：地质过程的流体作用及成矿、成藏效应

4 月 20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4 主持人：范宏瑞 倪怀玮 倪培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范宏瑞 胶东金矿精细成矿过程（主题报告）

2 14:25-14:50 倪 培 流体成矿与找矿（主题报告）

3 14:50-15:05 陈 军 贵州晴隆锑(金)矿床硫化物Nano-SIMS硫同位素组成研究

4 15:05-15:20 兰 青 金顶铅锌矿床中有机质与成矿作用关系研究

5 15:20-15:35 傅仲阳 安徽高家塝-狮金山钨钼多金属矿床成矿流体系统研究

15:35-15:50 茶 歇

6 15:50-16:15 倪怀玮 高压下富水流体中氮种型的原位拉曼光谱学研究（主题报告）

7 16:15-16:30 刘佳林 粤北诸广山岩体南部长排矿区流体包裹体研究

8 16:30-16:45 王璐璐 南岭地区黑钨矿中 CO2包裹体的发现

9 16:45-17:00 黄 竺 扬子地块西缘雪区铅锌矿矿床成因研究

10 17:00-17:15 于 畅 内蒙古甲生盘 Zn-Pb 再活化过程

4 月 21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4 主持人：徐九华 王飞宇 倪培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1 8:30-8:55 徐九华
冀北东坪似斑状花岗岩中石英似斑晶成因及地质意义

（主题报告）

12 8:55-9:10 钟日晨 富硫酸盐流体的形成及稀土元素迁移能力

13 9:10-9:25 张 鑫
华夏板块与大陆新生地壳重熔有关的侏罗纪铜矿化-来自

铜山矿床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证据

14 9:25-9:40 陈 缓 硅饱和体系硫酸盐溶解度研究及启示

15 9:40-9:55 赵红静 不同油气渗逸程度背景下地表沉积物地球化学响应模拟

9:55-10:10 茶 歇

16 10:10-10:35 王飞宇 从油气藏和流体包裹体分析深层油气成因（主题报告）

17 10:35-10:50 臧春艳 渤中凹陷深层砂砾岩地质流体活动的矿物响应与地质意义

18 10:50-11:05 王小林 老调重弹：地质流体中 SO42-的拉曼光谱定量分析

19 11:05-11:20 解强旺
多期石油充注对碳酸盐胶结作用的影响-以东营凹陷盐斜

229地区沙四上亚段为例

20 11:20-11:35 李久庆 超无烟煤显微组分光性及其演化特征

21 11:35-11:50 黎 萍 准噶尔盆地莫西庄油田 J1s2储层含油性及成藏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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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1：海洋地球化学与海底成矿

4 月 22 日上午 蒙民伟楼 138 室 主持人：石学法 陶春晖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55 陶春晖 超慢速扩张洋中脊硫化物探测关键技术（主题报告）

2 8:55-9:20 何高文 深海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进展（主题报告）

3 9:20-9:45 廖健林
深海富稀土沉积物中磷灰石纳米结构与稀土元素赋存状

态（主题报告）

4 9:45-10:10 李 兵
南大西洋中脊拆离断层型热液系统的调查与发现

（主题报告）

10:10-10:25 茶 歇

5 10:25-10:50 冯 东 南海冷泉系统研究进展综述（主题报告）

6 10:50-11:15 李彦龙
海底泥底辟外围水合物同心带状成藏过程的可视化再现

（主题报告）

7 11:15-11:30 周 鹏
拆离断层对海底热液硫化物形成的制约：来自岩石学和近

底观测的证据

8 11:30-11:45 单 新 东海中部陆架混合事件层沉积特征与成因探讨

4 月 22 日下午 蒙民伟楼 138 室 主持人：孙晓明 何高文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9 14:00-14:25 王叶剑
卡尔斯伯格脊2°-7°N海底块状硫化物矿床的类型与分布：

岩浆与构造约束（主题报告）

10 14:25-14:50 郑子涵
沉积作用对甲烷水合物成藏的影响—以布莱克脊

ODP997站位为例（主题报告）

11 14:50-15:05 仲 义
上新世以来南海北部多金属结核生长对全球深水环境的

指示意义

12 15:05-15:20 刘 羿 珊瑚和铁锰结核的钡同位素组成及其环境指示意义

13 15:20-15:35 于 淼 中印度洋海盆富稀土沉积物物质来源

15:35-15:50 茶 歇

14 15:50-16:15 高小惠
大陆架科学钻探 CSDP-2井揭示的南黄海盆地古生代物

源区大地构造属性（主题报告）

15 16:15-16:30 姚政权
马尔代夫碳酸盐台地碎屑组分 Sr和 Nd同位素记录的 12
Ma以来南亚季风演变

16 16:30-16:45 王广利 瓮安陡山坨组磷灰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与形成环境

17 16:45-17:00 李云海
台风麦德姆（2014）对泉州湾沉积物中有机质来源及分布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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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2：沉积盆地、生态环境资源综合勘查和生态修复技术

4 月 21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4 主持人：韩润生 张贵山 付于真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方维萱
初论陆内转换构造区盆山原激变带与地球化学岩相学

（主题报告）

2 14:25-14:50 王瑞廷
小秦岭金钼多金属矿集区区域地质 地球化学特征、成矿

模式与找矿方向（主题报告）

3 14:50-15:05 刘 凯
南秦岭夏家店金矿床成因研究：岩石地球化学、流体包裹

体及碳、氢、氧同位素制约

4 15:05-15:20 赵 冻
滇东北矿集区乐红铅锌矿床闪锌矿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

征

5 15:20-15:35 郭海丽 新疆乌恰县帕恰布拉克天青石矿床热水沉积岩相特征

6 15:35-15:50 向 龙 巴音戈壁盆地因格井坳陷湖相热水沉积岩特征及成因

7 15:50-16:15 韩润生
论沉积盆地内热液矿床深部大比例尺“四步式”找矿方法

（主题报告）

16:15-16:30 茶 歇

8 16:30-16:55 付于真
陕西八卦庙含金脆韧性剪切带构造变形样式与构造变形

序列（主题报告）

9 16:55-17:20 吉鸿杰
准噶尔盆地东部南缘中-下侏罗统的地球化学、碎屑锆石

年代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主题报告）

10 17:20-17:35 郭玉乾
个旧新山矿段富锰质夕卡岩相带特征及地质意义

11 17:35-17:50 罗 达
滇西北白象厂 Pb-Zn-Ag-(Cu-Au)多金属矿床地球化学特

征及地质意义

12 17:50-18:05 张贵山 天津宝坻大蒜中微量元素含量特征初步研究

13 18:05-18:30 陈留勤 丹霞盆地晚白垩世丹霞组沉积环境与古气候（主题报告）

专题 13：地球系统铀（U）-多金属循环与资源-环境效应

4 月 21 日下午 蒙民伟楼 223 室 主持人：胡瑞忠 冯晓曦 张展适；聂逢君 金若时 韩军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苏学斌 千吨级铀矿大基地自主创新技术与应用（主题报告）

2 14:25-14:50 许德如
地球系统演化中的铀（U）-多金属循环及其资源-环境效

应（主题报告）

3 14:50-15:05 程银行
松辽盆地渐新世—中新世构造反转对地浸砂岩型铀成矿

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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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5:05-15:20 张天福
鄂尔多斯盆地东北缘直罗组三维地质结构对砂岩型铀大

规模成矿作用的制约

5 15:20-15:35 钟福军 粤北棉花坑花岗岩型铀矿床沥青铀矿原位 U-Pb定年研究

6 15:35-15:50 李燕燕

‘Black and red alter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Baimadong
uranium deposit (Guizhou, China) –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enetic relationship with
uranium mineralization

7 15:50-16:05 陈经明
考虑沉淀-溶解反应动力学的酸法地浸采铀孔隙度时空演

化

16:05-16:20 茶 歇

8 16:20-16:45 陈正乐
塔里木盆地北缘新构造活动特征与砂岩型铀矿成矿作用

（主题报告）

9 16:45-17:10 徐争启 西南地区新元古代铀成矿作用（主题报告）

10 17:10-17:25 魏佳林 松辽盆地北部四方台组多金属硫化物与铀成矿关系浅析

11 17:25-17:40 陶继华
江西金滩岩体花岗岩的岩石成因及对 U元素富集机制的

启示

12 17:40-17:55 余驰达 岌岭铀矿床绿泥石特征及地质意义

13 17:55-18:10 王清亚
基于近红外和 X荧光光谱多源信息融合的砂岩型铀矿蚀

变矿物识别方法研究

14 18:10-18:25 李丽荣 华南热液型铀矿床铀矿物赋存形式及其研究意义

4 月 22 日上午 蒙民伟楼 223 室 主持人：苏学斌 徐争启 宋昊；陈正乐 许德如 李增华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5 8:00-8:25 冯晓曦
东胜铀矿田直罗组含铀岩系铀-多金属元素共存关系

（主题报告）

16 8:25-8:50 张展适
丹凤花岗-伟晶岩型铀矿床中晶质铀矿特征及意义

（主题报告）

17 8:50-9:05 王凯兴 海德乌拉地区古生代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及铀找矿意义

18 9:05-9:20 黎广荣
江西峡江-广丰一带白垩纪红盆与火山盆地关系及其对铀

成矿的意义

19 9:20-9:35 杨东光
松辽盆地结晶基底的性质：来自新生代基性脉岩捕获锆石

的年代学证据

20 9:35-9:50 周贤青 中国煤型铀地质－地球化学研究进展

9:50-10:05 茶 歇

21 10:05-10:30 韩 军 连山关热液型铀成矿作用的年代学新进展 （主题报告）

22 10:30-10:55 宋 昊
稳定同位素在伊犁盆地砂岩型铀矿床蚀变矿物组合研究

中的应用（主题报告）

23 10:55-11:10 廖 容
氧化还原对铀在沉积物上吸附的影响：动力学和热力学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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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1:10-11:25 陈梦雅 开鲁盆地砂岩型铀矿目的层沉积相分析

25 11:25-11:40 王欣萍 开鲁盆地砂岩型铀矿中铀的存在形式研究

26 11:40-11:55 杨彦波
库车凹陷塔里克地区含矿砂岩成岩演化及其对铀富集的

制约

专题 14：深部与未来资源地球化学勘查：理论、技术与案例

4 月 22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3 主持人：王学求 夏勇 曹建劲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15 严己宽 大宝山铜多金属矿成矿地质体的地质地球化学研究

2 14:15-14:30 张苏坤 熊耳山地区上宫金矿田稀土元素特征及地质意义

3 14:30-14:45 范玉超 胶东曲家金矿岩心中金的化学相态分析

4 14:45-15:00 谭亲平 滇黔桂地区卡林型金矿成矿模式和找矿分析

5 15:00-15:15 李瑞红 纳米金在地球化学勘查中的应用前景

6 15:15-15:30 韩志轩
矿区关键带不同圈层纳米物质分散迁移机理及其在深部

资源探测中的应用

7 15:30-15:45 曹建劲 广东大宝山隐伏矿床氧化作用形成纳米微粒研究

8 15:45-16:00 鲁 美 地气测量效果与异常机理

16:00-16:15 茶 歇

9 16:15-16:30 文美兰
不同地球化学景观区地电化学测量法寻找隐伏铅锌多金

属矿研究

10 16:30-16:45 张必敏
内蒙古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深穿透地球化学扫面技术试

验研究

11 16:45-17:00 张洋洋 隐伏型火山岩铀矿异常源示踪-以大官厂铀矿为例

12 17:00-17:15 康 欢
隐伏砂岩型铀矿地球化学异常源判别与示踪-以二连盆地

哈达图铀矿为例

13 17:15-17:30 劳昌玲
胶东金矿区土壤中蜡样芽胞杆菌与金的相互作用机制探

究

14 17:30-17:45 侯青叶
对矿区水系沉积物碎屑锆石U-Pb年龄及REE元素组成特

征指示意义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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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5：非金属矿与再生资源绿色综合利用

4月 20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5 主持人：孙红娟 袁鹏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张以河
典型非金属矿与金属尾矿全组分综合利用技术实践

（邀请报告）

2 14:25-14:50 彭同江 层状硅酸盐矿物的结构构筑及演变（邀请报告）

3 14:50-15:05 谭道永 埃洛石载体反应活性调控与制约研究

4 15:05-15:20 王 顺 水铝英石在酸、碱、热条件下的结构演化和机理

15:20-15:35 茶 歇

5 15:35-16:00 程宏飞
高岭石二维纳米流体通道及其在能量转换方面的应用研

究（邀请报告）

6 16:00-16:25 欧阳静 Hal/ C复合材料的微波吸收性能研究（邀请报告）

7 16:25-16:40 黄 菲
金矿伴生非金属矿物群制备陶瓷材料的结构和力学性能

研究

8 16:40-16:55 周 琳 生物磷参与的考克氏菌对铀的矿化行为初探

4月 21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5 主持人：彭同江 王林江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9 8:30-8:55 袁 鹏 硅藻质 A型蛋白石成分和结构的新认识（邀请报告）

10 8:55-9:20 王林江 高岭石表面修饰与乳液稳定作用（邀请报告）

11 9:20-9:35 马胜寿 用于固化重金属铬的玻璃陶瓷基体的结构与性能研究

12 9:35-9:50 刘金凤 磷石膏基α-半水石膏的制备及结晶形态的调控研究

9:50-10:05 茶 歇

13 10:05-10:30 孙红娟
石棉尾矿高温物相重构制备功能性微晶玻璃

（邀请报告）

14 10:30-10:55 王丽娟
基于有色冶炼渣的绿色充填胶凝材料制备及其性能研究

（邀请报告）

15 10:55-11:10 陈情泽 有机蒙脱石制备硅/碳纳米复合材料及其储锂性能

16 11:10-11:25 薛 兵 膨胀粘土涂覆型微孔锂离子电池隔膜的制备与性能

17 11:25-11:40 郭腾飞 重晶石生产过程中所排钡渣的无害化处理

18 11:40-11:55 倪 文 深部胶结充填采矿协同资源化利用垃圾焚烧飞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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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6：关键带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物质迁移

4 月 20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3 楼求是厅 主持人：连宾 罗维均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王红梅
岩溶关键带微生物介导的碳氮循环 -以清江和尚洞为例

（主题报告）

2 14:25-14:40 余光辉 基于同步辐射技术的真菌-矿物界面过程研究

3 14:40-14:55 刘海龙 胶质类芽孢杆菌应对过量金离子成矿解毒机制研究

4 14:55-15:10 孟瑞瑞
地衣芽孢杆菌 Y1在不同 Mg/Ca比下诱导方解石-文石矿

化的机制及矿物特征

5 15:10-15:25 程红光
丛植菌接种缓解生物炭应用对除草剂（Simazine) 周转的

潜在负效应

6 15:25-15:40 王浩贤 真菌属种差异对玄武岩风化过程中元素释放行为的影响

15:40-15:55 茶 歇

7 15:55-16:20 李思亮
西南河流碳氮运移机制及其对水文条件变化的响应

（侯奖报告）

8 16:20-16:35 刘秀明 关键带结构对喀斯特表层水 C-N-S耦合循环的制约作用

9 16:35-16:50 何 丁
三峡水库调蓄对库首干支流可溶性有机质（DOM）光谱

和分子组成的影响初探

10 16:50-17:05 张润宇
黔中阿哈水库沉积物重金属的蓄积特征及其环境风险研

究

11 17:05-17:20 汪进良 泰国热带岩溶区土壤 CO2对降雨和气温的响应

12 17:20-17:35 蒋宏忱 咸海海岸生态组演化及其对海域退缩的响应

13 17:35-18:00 袁松虎
二价铁形态对沉积物活化氧气产生羟自由基氧化效应的

影响（侯奖报告）

4 月 22 日上午 圆正启真酒店 3 楼求是厅 主持人：章程 李思亮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4 8:30-8:55 周启星
地表腐殖酸在氧化石墨烯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的作用及

其机制（主题报告）

15 8:55-9:10 章 程 桂林潮田河 DIC 昼夜动态变化

16 9:10-9:25 吴沿友 喀斯特环境下根际重碳酸盐的多重生物学效应

17 9:25-9:40 季宏兵
喀斯特关键带中典型剖面土壤中 Li，Si同位素特征及指

示意义

18 9:40-9:55 黄淋清 红壤关键带铁同位素制约水稻耕作影响下的铁迁移

19 9:55-10:10 王宁宁 基于 15N示踪法对土壤氮循环主要过程的反应速率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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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25 茶 歇

20 10:25-10:50 罗维均
喀斯特关键带土壤无机碳循环过程及机理探讨

（主题报告）

21 10:50-11:05 岳甫均
土地利用与喀斯特水文系统导致水体高含量硝酸盐并决

定氮的季节性输出

22 11:05-11:20 白晓永
喀斯特关键带石漠化治理提质增效与美丽中国建设的贵

州方案

23 11:20-11:35 涂成龙 废弃铝厂周边蔬菜及土壤中氟的富集状况

24 11:35-11:50 边 亮

Self-Assembly of Water-Soluble Glutathione Thiol-Capped
n-Hematite-p-XZn-Ferrites (X=Mg, Mn or Ni): Experiment
and Theory

25 11:50-12:05 宋 韦
北京 PM2.5中 NO3-的来源与形成途径：来自氮氧同位素的

证据

专题 17：环境地球化学示踪

4 月 22 日上午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阳明厅 主持人：侯小琳 李高军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55 李 平 汞稳定同位素在环境污染与健康的应用(侯奖报告)

2 8:55-9:10 赵 雪
青藏高原东北部青海云杉中记录的过去 60年间大气碘含

量变化（127I和 129I）

3 9:10-9:35 侯小琳 环境过程的人工放射性核素示踪研究（主题报告）

4 9:35-9:50 金 彪
地下水有机污染物的转化途径与多元素单体稳定同位素

分馏特征

5 9:50-10:15 黄汝锦 碳同位素研究大气含碳气溶胶来源(侯奖报告)

10:15-10:30 茶 歇

6 10:30-10:55 何毓新
云南洱海两百年来生态环境和岩石风化剥蚀的演变历史

(青托报告)

7 10:55-11:10 董 戈 硼同位素古海水 pH 指标机理研究

8 11:10-11:25 郑 旺 汞同位素对古海洋透光带硫化的指示作用

9 11:25-11:40 胡恭任 Nd同位素示踪研究厦门筼筜湖沉积物稀土元素来源

10 11:40-11:55 付学吾 我国背景区大气汞污染来源和传输过程同位素示踪

11 11:55-12:10 郭玉龙 沉积物 Li 同位素示踪大陆风化的可靠性

12 12:10-12:25 罗重光 卤水演化过程的氯同位素分馏实验及古环境示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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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18：土壤重金属污染防治与修复问题研讨

4 月 20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阳明厅 主持人：冯新斌 肖唐付；李伟 张华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徐建明
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进展-以台州市为例

（主题报告）

2 14:25-14:45 邱国红
电化学调控氧化锰矿物高效吸附去除污染水体和

土壤重金属（邀请报告）

3 14:45-15:05 汪 鹏 农田镉污染与人体健康（邀请报告）

4 15:05-15:25 马 瑾
近 40年来我国农田土壤中典型重金属时空变异特

征研究（邀请报告）

5 15:25-15:40 邵树勋 碎米荠修复镉污染土壤的栽培试验研究

6 15:40-15:55 宫艳艳
巯基化氧化石墨烯/铁锰氧化物复合材料原位修复

汞污染土壤

15:55-16:05 茶 歇

7 16:05-16:30 季峻峰
我国地质高背景土壤重金属富集过程与生态风险

防治（主题报告）

8 16:30-16:50 何 锋
硫化零价铁修复氯代烃和阴离子重金属: 土壤矿物

的影响及其机制（邀请报告）

9 16:50-17:10 王玉军 Cd在土壤中的吸附固定分子机制研究（邀请报告）

10 17:10-17:30 刘杏梅 区域农田重金属污染与风险评价（邀请报告）

11 17:30-17:50 梁 鹏 汞在双穗雀稗中的富集特征研究（邀请报告）

12 17:50-18:05 罗定贵
螯合强化植物修复的重金属渗漏特征与下包气带

迁移研究

13 18:05-18:20 莫昕欣
XAFS研究纳米凹凸棒石吸附金属镍离子的分子机

制

4 月 21 日上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阳明厅 主持人：吴龙华 潘响亮；刘承帅 马瑾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4 08:30-08:55 吴龙华
镉锌超积累植物对铅锌矿周边土壤锌同位素分馏

特征的影响研究（主题报告）

15 08:55-09:15 杨 柯
我国典型工矿废弃地土壤地球化学调查（邀请报

告）

16 09:15-09:35 徐明星 土地质量地球化学监测进展（邀请报告）

17 09:35-09:55 张亚平
秸秆生物碳修复镉污染土壤的应用研究（邀请报

告）

18 09:55-10:10 宁增平
高锑地质背景区某锑冶炼厂周边土壤锑污染特征

及其来源分析



41

19 10:10-10:25 许燕红
云南洱海近 180年的重金属污染历史记录及其和湖

泊富营养化的联系

10:25-10:35 茶 歇

20 10:35-11:00 潘响亮
重金属污染环境的微生物成矿修复进展

（主题报告）

21 11:00-11:20 李廷强
超积累植物根际微生物组装规律及其功能

（邀请报告）

22 11:20-11:40 吴绍华 土壤重金属临界负荷制图与风险管控（邀请报告）

23 11:40-12:00 闭向阳 重金属污染的同位素源解析技术（邀请报告）

24 12:00-12:15 常 慧 贵州省万山汞矿区镉的空间分布和来源识别

25 12:15-12:30 孟 伟 黔西北富硒土壤硒形态及农作物硒含量特征

专题 19：矿山污染与修复

4 月 21 日上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舜水厅 主持人：党志 束文圣；周立祥 陈玖斌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55 夏金兰
AMD环境中微生物-矿物相互作用介导下（类）重金属归

趋行为及环境效应机制---以 As为例（邀请报告）

2 8:55-9:20 刘兴宇
微生物技术用于矿山重金属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原理与

案例（邀请报告）

3 9:20-9:45 江 峰
单质硫还原菌生物处理矿山废水的机制与工艺

（邀请报告）

4 9:45-10:00 郭楚玲
AMD污染环境中微生物促进铁硫酸盐次生矿物相转变机

制

5 10:00-10:15 郑刘春
秸秆纤维超微结构的修饰设计及其对AMD中重金属的吸

附应用

10:15-10:30 茶 歇

6 10:30-10:55 陈天虎
热活化白云石凹凸棒石黏土结构演化及其固定重金属的

作用（邀请报告）

7 10:55-11:20 肖唐付
三峡燃煤型地方病区 F-Cd-Mo的表生地球化学及健康效

应（邀请报告）

8 11:20-11:45 韦朝阳 矿山砷污染的环境与健康效应研究（邀请报告）

9 11:45-12:00 阎秀兰
半壁山金矿矿业活动周边农田土壤砷污染特征及来源分

析

4 月 21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舜水厅 主持人：姚俊 陆现彩；李芳柏 贾永峰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0 14:00-14:25 陆建军 氧化尾矿微生物还原作用和环境意义（邀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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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4:25-14:50 王少锋
二价铁催化转化水铁矿过程中砷、硒、锑的转化与再分配

（邀请报告）

12 14:50-15:15 杨志辉
锑尾矿库生态固砂与生态恢复

（邀请报告）

13 15:15-15:30 刘 云 有机硅烷类钝化剂对黄铁矿氧化的抑制性能及机理研究

14 15:30-15:45 杨成方 负载铜铬黄钾铁钒矿物溶解机制及重金属归趋研究

15:45-16:00 茶 歇

15 16:00-16:25 姚 俊
典型有色金属矿山重金属与有机选冶药剂复合污染的环

境生物地球化学研究（邀请报告）

16 16:25-16:50 石振清
矿物和有机质相互作用机制及其对重金属环境行为影响

（邀请报告）

17 16:50-17:15 王 军 有色金属矿物资源生物冶金（邀请报告）

18 17:15-17:30 郭珊珊 基于光谱特征的矿区土壤重金属迁移与修复研究

19 17:30-17:45 周泽超 铜离子在尾矿库坝体中迁移数值模拟

20 17:45-18:00 范 聪
多金属矿区施氏矿物相转化过程耦合重金属再分配的机

制研究

21 18:00-18:15 李若飞
酸模与珠芽蓼对铀矿修复区重金属的累积及化学形态特

征

专题 20：新型同位素体系的分析方法、示踪原理和重要应用

4 月 21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5 主持人：李伟强 赵新苗；黄建 祝红丽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邓文峰
利用造礁珊瑚碳、氧同位素和锶/钙比值重建南海北部近

2000年来热带海洋气候变化记录(侯奖报告)

2 14:25-14:40 田兰兰 重晶石 Ba同位素在古海洋中的应用

3 14:40-14:55 郭炀锐 陆生蜗牛壳体团簇同位素特征的新认识

4 14:55-15:10 拓万斐 氧同位素微小非质量分馏在高温地质过程的示踪作用

5 15:10-15:25 刘 传
利用Mg的三同位素体系揭示碳酸盐从无定形态向结晶态

的转变机理

6 15:25-15:40 李雪芳 固体的间隙扩散同位素动力学效应：理论和应用

7 15:40-15:55 刘 琪 丁烷分子异位同位素的分馏参数计算

15:55-16:10 茶 歇

8 16:10-16:35 林 莽

以现代地球作天然实验室探索同位素效应：以大气多硫非

质量分馏和冷泉碳酸盐团簇同位素不平衡为例（特邀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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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6:35-16:50 佘加新
结合实验观测和理论计算利用锡同位素分馏揭示 Sn(IV)
水溶液的蒸发机理

10 16:50-17:05 李永辉
First-principles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effect on
equilibrium fractionation of K isotopes in feldspars

11 17:05-17:20 张一宁 土卫六(Titan)表面同位素分馏过程的理论计算

12 17:20-17:35 李银川 电气石族矿物与流体间硼同位素平衡分馏的理论研究

4 月 22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5 主持人：邓文峰 何永胜；于慧敏 刘琪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3 8:30-8:55 李洪颜 用 B−Mo同位素示踪东亚大地幔楔中的流体（特邀报告）

14 8:55-9:10 肖子聪 第一性原理计算矿物间钙同位素的平衡分馏系数

15 9:10-9:25 李 津 地质样品中钛的化学分离及双稀释剂法钛同位素测定

16 9:25-9:40 何昕悦 基于高精度MC-ICP-MS分析的 Ti 同位素新方法及应用

17 9:40-9:55 吴广亮 一种新的用于 Ni同位素高精度分析的纯化方法

18 9:55-10:10 朱冠虹 Li 单柱快速分离纯化方法及其高精度同位素组成测定

10:10-10:25 茶 歇

19 10:25-10:40 李 翔
基于高精度MC-ICPMS分析的海洋岩石样品 B同位素淋

滤方法

20 10:40-10:55 何妙洪 玄武玻璃微区 B同位素分析

21
10:55-11:10

夏芝广 石盐包裹体中古海水Mg同位素测试方法的开发及其地质

应用前景

22 11:10-11:25 李维涵 常见地质标准物质的镍同位素组成

23 11:25-11:40 卢 卓 一些地质和环境标样的 Cd同位素组成

24 11:40-11:55 王志兵 河流δ98/95Mo时空变化机制研究：以广东流溪河为例

25 11:55-12:10 张卓盈 地质过程中的 Rb同位素分馏

4 月 22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5 主持人：汪在聪 马金龙；李津 冯兰平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26 14:00-14:25 于慧敏 俯冲再循环过程中 Ba同位素的分馏行为（特邀报告）

27 14:25-14:40 李春辉 地幔过程中的钒同位素分馏

28 14:40-14:55 陈春飞
钙同位素地幔岩浆过程中分馏行为及示踪深部碳循环过

程研究

29 14:55-15:20 鲍惠铭 硫酸根的三氧同位素水文地球化学（特邀报告）

30 15:20-15:35 徐文坡 二氧化锰吸附硒氧离子过程中的硒同位素分馏

15:35-15:50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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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5:50-16:15 樊海峰 埃迪卡拉纪的海洋氧化事件-Tl同位素的记录（邀请报告）

32 16:15-16:30 王保亮
Franciscan Complex变质橄榄岩硅同位素组成：对俯冲变

质脱水过程 Si 同位素分馏的指示

33 16:30-16:45 舒云超
洋壳榴辉岩中 Tl 同位素组成特征研究：对洋岛玄武岩成

因的制约

34 16:45-17:00 王瑞敏 沉积型黄铁矿原位硫、铁同位素综合分析

35 17:00-17:15 丁宏雷
北美苏比利尔湖区古元古代 Animikie盆地条带状铁建造

的铁同位素组成初步研究

36 17:15-17:30 丁 昕 岩浆型铜镍硫化物矿床铁同位素特征

专题 21：分析测试新技术和新方法

4 月 21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213 主持人：杨岳衡 袁洪林；胡兆初 刘勇胜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45 廖秀红 一种面向 ICP-MS的采用激光剥蚀引入溶液样品的进样方法

2 8:45-9:10 蔺 洁

Accurate analysis of Li isotopes in tourmalines by
LA-MC-ICP-MS under “wet” conditions with
non-matrix-matched calibration(主题报告)

3 9:10-9:25 赵 晗 激光原位微区单斜辉石 Sr同位素标准物质初步研究

4 9:25-9:40 吕 涛
超高压冲击波诱导激光原位微区分析元素分馏机制及抑

制方法研究

5 9:40-9:55 李小犁 电子探针分析微量元素的结果评估

6 9:55-10:10 范俊佳
显微拉曼光谱实验分析及其在成岩矿物和成藏流体分析

方面的应用

10:10-10:25 茶 歇

7 10:25-10:50 赵晓丽 磁性纳米材料在环境分析中的应用研究（侯奖报告）

8 10:50-11:05 潘志彦
拉曼光谱与石英毛细管平衡釜联用测定地质封存条件下

盐溶液体系中 CO2溶解度

9 11:05-11:20 葛荣峰
Scanning ion imaging and dating: insights into behavior of
radiogenic Pb in zircon

10 11:20-11:35 陈 洪 基于三维电子衍射的类矿物纳米晶晶体结构解析

11 11:35-11:50 马 倩 地质样品超低 Lu、Hf含量和 176Hf/177Hf比值准确测定

4 月 21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3 主持人：屈文俊 韦刚健；漆亮 刘勇胜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2 14:00-14:25 漆 亮 基体对阳离子交换树脂分离 Sr 同位素的影响(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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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25-14:40 向 梅 全自动固相萃取仪在固体同位素分离中的应用

14 14:40-14:55 谭德灿 地质与环境样品中镉同位素的高精度分析

15 14:55-15:10 刘梦蜀 镉同位素分析方法及国际标样的镉同位素组成

16 15:10-15:25 何 焘
氟化氢铵消解-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测定地质样品中的卤

素

15:25-15:40 茶 歇

17 15:40-15:55 程 怀 内标法高精度测定硅酸盐地质样品中的 Au 含量

18 15:55-16:10 周子龙
共沉淀与离子交换层析联用实现橄榄岩中稀土元素的分

离富集

19 16:10-16:25 高 英 元素新型光化学蒸气发生及其分析应用

20 16:25-16:40 徐吉丰
便携式元素分析在沉积中的应用--以渤海湾盆地馆陶组

为例

21 16:40-16:55 白瑞霞 重金属元素测量新方法——生物酶传感器方法

专题 22：微束分析新技术、新方法与应用

4 月 20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213 主持人：夏小平 杨蔚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陈 意 电子探针分析技术进展及应用（侯奖报告）

2 14:25-14:50 郝立凯
激光扫描共聚焦显微镜技术在环境地球化学中的应用开

发和前景（特邀报告）

3 14:50-15:05 谷立新 聚焦离子束-扫描电镜技术及其在地球科学中的应用

4 15:05-15:20 崔继强 电子探针准确测试石英中 Al 和 Ti 含量

5 15:20-15:35 顾海欧

A new practical isobaric interference correction model for
in-situ Hf isotopic analysis using laser
ablation-multi-collector-ICP-mass spectrometry of zircons
with high Yb/Hf ratios

15:35-15:50 茶 歇

6 15:50-16:15 屈原皋
拉曼光谱、傅里转换叶红外光谱和二次离子质谱技术在早

期地球生命研究中的应用（特邀报告）

7 16:15-16:40 夏小平
大型二次离子质谱同时测试名义上无水矿物的水含量和

氧同位素（特邀报告）

8 16:40-16:55 张晨西
LA-MC-ICP-MS快速准确测定地质全岩样品中的硅同位

素

9 16:55-17:10 吕 楠
利用激光剥蚀等离子质谱无基体匹配校正的高空间分辨

U-Pb年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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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7:10-17:25 罗 涛 黑钨矿微区原位 LA-ICP-MS U-Pb年代学分析研究

11 17:25-17:40 陈文迪
岛津 EPMA在含超轻元素矿物研究中的最新应用（赞助

商报告）

专题 23：非常规油气与新能源研究进展

4 月 20 日下午 蒙民伟楼 225 室 主持人：朱如凯 刘可禹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刘可禹 中国东部陆相页岩油成储模式（特邀报告）

2 14:25-14:40 王兆云 泥页岩生储油潜力及页岩油经济性评价

3 14:40-14:55 王岩泉 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石炭系致密储层特征及成岩作用

4 14:55-15:10 郭 望 鄂尔多斯盆地姬塬地区延长组下组合油源特征及意义

5 15:10-15:25 公言杰
油水同层型致密油原始含油饱和度实验测定新方法与实

例应用

6 15:25-15:40 杨 威
气候—构造综合机制下的川西坳陷中生界陆相页岩发育

模式：来自元素地球化学与重矿物分析的新证据

15:40-15:55 茶 歇

9 15:55-16:20 朱如凯 中国陆相致密油（页岩油）形成富集规律（特邀报告）

10 16:20-16:45 刘卫红 含油气盆地砂岩型铀矿成矿要素（特邀报告）

7 16:45-17:00 丁晓楠 有机地化参数在指示致密油动用效果中的应用

8 17:00-17:15 郑 涵
酸性火山熔岩成岩作用及其油气储集空间的特征和主控

因素

11 17:15-17:30 刘 桃 新安边地区长 7 致密储层微观孔喉结构特征及控制因素

4 月 21 日上午 蒙民伟楼 225 室 主持人：董大忠 谭静强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2 8:30-8:55 董大忠 非海相页岩气关键地质特征（特邀报告）

13 8:55-9:20 谭静强 全球寒武系非常规油气资源（侯奖报告）

14 9:20-9:45 刘洪林 固化在海相页岩中的流动的气泡孔（特邀报告）

15 9:45-10:00 张云鹏 柴北缘侏罗系低熟泥页岩生烃特征的热模拟实验研究

16 10:00-10:15 李文浩
高分辨率 FE-SEM大视域拼接技术在致密砂岩储层研究

中的应用

17 10:15-10:30 匡玉凤 基于扫描电镜实验的页岩有机质孔隙发育特征研究

10:30-10:45 茶 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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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0:45-11:00 王晓雯
砂质碎屑流沉积是相对高渗储层的主要微相：以鄂尔多斯

盆地长 7段为例

19 11:00-11:15 何涛华 南襄盆地泌阳凹陷核桃园组页岩油富集机制

20 11:15-11:30 孙腾蛟

The Ultra-deep Petroleum Systems: A Case Study of
Middle-Late Triassic Marine Carbonate in the Western
Sichuan Depression, SW China

21 11:30-11:45 廖玉宏
川东和川南五峰-龙马溪组页岩物性差异及其影响因素探

讨

22 11:45-12:00 孙莎莎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上扬子地区上奥陶统五峰组页岩分布

预测及页岩气资源潜力分析

4 月 21 日下午 蒙民伟楼 225 室 主持人：刘洪林 王社教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23 14:00-14:25 王社教 油田地热能开发利用现状及未来发展前景（特邀报告）

24 14:25-14:50 陈振宏
制约煤层气规模有效开发的关键技术瓶颈与对策

（特邀报告）

25 14:50-15:05 王庆涛
页岩组成与储层物性的关系 -以威远地区龙马溪页岩为

例

26
15:05-15:20 贺训云

复杂构造区富有机质页岩含气量影响因素分析—以昭通

示范区 A井为例

27 15:20-15:35 邵昭媛 页岩气开发早期动态特征与评价

28 15:35-15:50 夏 鹏 山西古交矿区煤层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探讨

15:50-16:05 茶 歇

29 16:05-16:20 周尚文 页岩纳米孔隙特征及其对吸附性能的控制作用

30 16:20-16:35 庞小婷 涪陵页岩气田页岩气生排烃机理及评价

31 16:35-16:50 卢树藩 贵州省寒武系牛蹄塘组页岩气勘探存在问题及建议

32 16:50-17:05 卢 斌
重庆石柱地区晚奥陶纪-早志留纪硅质页岩地球化学特征

及地质意义

33 17:05-17:20 张磊夫
三维地质建模在页岩气甜点定量表征与储量计算中的应

用-以昭通区块为例

34 17:20-17:35 肖佃师 彭水龙马溪组页岩孔隙表征、分类及储层分级

专题 24：生物成因碳酸盐岩：机制、模式及其环境与资源意义

4 月 22 日上午 蒙民伟楼 225 室 主持人：吴亚生 王永标 刘建波 韩作振 吴因业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8:30-8:55 吴亚生 微生物碳酸盐岩研究现状和方向（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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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55-9:20 谢树成
微生物岩记录了微生物对古气候的影响： 以晚古生代冰

室气候向中生代温室气候转变为例（主题报告）

3 9:20-9:45 吴因业
海陆相叠层石碳酸盐岩沉积特征对比及其石油地质意义

（主题报告）

4 9:45-10:10 韩作振 华北寒武系微生物岩特征与分类研究（主题报告）

5 10:10-10:25 旷红伟 扬子北缘神农架群叠层石组合类型及其沉积环境

10:25-10:40 茶 歇

6 10:40-10:55 关 平 塔西北玉尔吐斯组硅质岩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

7 10:55-11:10 闫华晓 对生物成因和非生物成因方解石的新见解

8 11:10-11:25 沈越峰
生物辐射遇上气候变化：来自塔里木盆地中-晚奥陶世碳

酸盐岩缓坡生物沉积学、成岩作用和地球化学指示

9 11:25-11:40 佘 敏 微生物碳酸盐岩生烃生酸模拟及其地质意义

10 11:40-11:55 苏 靖 海洋藻类生长延缓海水酸化进程的生物-矿物学耦合机制

11 11:55-12:10 丁伟铭
无机碳同位素是否反映海水的特征-以华北新元古代景儿

峪组灰岩为例

4 月 22 日下午 蒙民伟楼 225 室 主持人：吴亚生 王永标 刘建波 韩作振 吴因业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2 14:00-14:25 宋金民
四川盆地西部中三叠统雷口坡组微生物碳酸盐岩储层特

征及主控因素（主题报告）

13 14:25-14:40 汤冬杰
华北下马岭组（~1.4 Ga）碳酸盐岩结核的成因机制与环

境意义

14 14:40-14:55 高 达
川中地区灯影组四段微生物岩沉积演化及其对海平面变

化的响应

15 14:55-15:10 熊鸿浩 基于 Dionisos的四川盆地震旦纪碳酸盐岩数值模拟

16 15:10-15:25 郑剑锋
塔里木盆地下寒武统肖尔布拉克组微生物岩特征及成储

意义

17 15:25-15:40 白 莹 北京西郊寒武系第二统昌平组核形石特征及成因

18 15:40-15:55 黄理力
微生物白云岩典型沉积组构序列及储层发育特征——以

塔里木盆地下寒武统为例

19 15:55-16:10 范青青
海相碳酸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意义—以塔里木盆地

柯坪地区中下寒武统为例

16:10-16:25 茶 歇

20 16:25-16:40 张永利 黔南紫云猴场地区石炭纪莫斯科期微生物丘

21 16:40-16:55 黄文韬
黔南紫云猴场地区晚石炭世微生物丘内泥晶物质来源分

析

22 16:55-17:10 黄亚飞 浙江长兴地区早三叠世微生物岩的沉积演化



49

23 17:10-17:25 王 檀 湖北崇阳剖面早三叠世海侵过程中的微生物岩类型演化

24 17:25-17:40 杨 威
准噶尔盆地南缘中新世湖相叠层石的 构造—气候响应：

来自矿物学与团簇同位素的新证据

25 17:40-17:55 王小芳 火山喷发间歇期的微生物碳酸盐岩沉积特征

26 17:55-18:10 郑丽婧 Halysis, 是藻类还是珊瑚？骨骼微结构的证据

专题 25：气体地球化学研究新进展暨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4 月 21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405 主持人：李中平 王云鹏 张水昌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气体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1 8:30-8:40 胡瑞忠理事长讲话

2 8:40-8: 50 郑国东:气体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成立背景及未来工作

3 8:50-9:00 颁发证书及委员合影留念

4 9:00-9:25 卢征天 放射性氪氩同位素定年方法与应用（特邀报告）

5 9:25-9:50
Giovanni
Martinelli

Dynamic features of radon in geofluids（特邀报告）

6 9:50-10:15 岳中琦 夏威夷火山与岛链新旧成因假说与对比分析（特邀报告）

10:15-10:25 茶歇

7 10:25-10:50 刘文汇 我国天然气地球化学发展历程与研究进展（特邀报告）

8 10:50-11:15 王云鹏 生烃动力学及在油气地球化学中的应用思考（特邀报告）

9 11:15-11:40 帅艳华 簇同位素技术与应用（特邀报告）

10 11:40-11:55 胥 旺 准噶尔盆地南缘泥火山渗漏气体次生改造作用

4 月 21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405 主持人：琚宜文 郑国东

11 14:00-14:25 郭正府 玛珥湖温室气体释放：以长白山火山区为例（特邀报告）

12 14:25-14:50 陈践发
扩散作用导致的油气藏中组分及同位素组成异常实例分

析—以塔里木盆地东河塘油气田为例（特邀报告）

13 14:50-15:15 郑国东 中国地质源温室气体释放调查研究建议（主题报告）

14 15:15-15:30 丁 昕 分子动力学模拟沉积物成岩过程中的稀有气体分馏

15 15:30-15:45 陈 志
首都圈地区主要活动断裂带 Rn的释放、成因及其对环境

的影响

16 15:45-16:00 韩 伟 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有望实现氦气资源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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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6:10 茶歇

17 16:10-16:35 琚宜文 煤系气成因类型及其富集分布（特邀报告）

18 16:35-17:00 陈多福
南海北部冷泉区及水合物区浅层沉积物中甲烷循环（特邀

报告）

19 17:00-17:25 李 营 气体地球化学在地震监测和研究中的应用（主题报告）

20 17:25-17:40 张茂亮
大陆碰撞俯冲带水热气地球化学特征与成因—喜马拉雅

和拉萨地块为例

21 17:40-17:55 王作栋 快速热分离技术在油气地球化学中的应用王作栋

4 月 22 日上午 教学楼东 1A-405 主持人：廖玉宏 李营

22 8:30-8:55 李 琦 二氧化碳气体地质封存的监测与计量(特邀报告）

23 8:55-9:20 傅庆州
Changes in gas-fluid geochemistry at the Taiwan Chelungpu Fault

Borehole before the 2013 M6.2 Nantou earthquake（特邀报告）

24 9:20-9:45 王晓锋 氦气资源的形成聚集与中国氦资源前景（主题报告）

25 9:45-10:00 马向贤 准噶尔盆地南缘泥火山系统温室气体释放研究

26 10:00-10:15 陶小晚
我国氦气资源现状及首个特大型富氦储量的发现—和田

河气田

10:15-10:25 茶歇

27 10:25-10:50 廖玉宏 生物降解对原油裂解生气行为的影响（特邀报告）

28 10:50-11:15 田 辉 倾油型页岩晚期生气潜力与页岩气来源探讨（特邀报告）

29 11:15-11:30 张明峰 准东地区侏罗系烃源岩低熟气形成热解实验研究

30 11:30-11:45 王晓波 鄂尔多斯盆地奥陶系马家沟组天然气成因及来源探讨

31 11:45-12:00 刘东阳 火山气体地球化学监测与研究进展

4 月 22 日下午 教学楼东 1A-405 主持人：田辉 王旭

32 14:00-14:25 赵慈平 雷琼火山东北缘温泉气体氦碳同位素特征（特邀报告）

33 14:25-15:50 王 旭
Clumped isotopes in land snail shells over China: Towards

establishing a biogenic carbonate paleo-thermometer（主题报告）

34 14:50-15:15 尹希杰 水中 NO3 -、NO2 -和 NH4+氮氧同位素测试研究(主题报告）

35 15:15-15:30 赵文斌 东亚大陆裂谷火山作用温室气体释放特征与成因

36 15:30-15:45 张雯淇 冬季灰霾过程气溶胶硝酸盐氧同位素异常研究

37 15:45-16:00 伏珏蓉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太和层状镁铁质岩体成因的稀有气体

同位素制约

16:00-16:10 茶歇

38 16:10-16:35 李立武 天然气氖同位素样品制备与分析方法研究(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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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6:35-17:00 范昌福 细菌反硝化法测定 ppm级别硝酸盐氧同位素（主题报告

40 17:00-17:15 刘艳红 芳香核甲基化作用与深层油气演化---以塔里木盆地为例

41 17:15-17:30 孟 强 天然气吸附过程中的碳同位素分馏实验研究

42 17:30-17:45 闫灿灿
进样器固相萃取技术及其在天然气微量化合物碳同位素

分析中的应用

43 17:45-18:00 李 通
新疆漩涡岭二叠纪镁铁-超镁铁质杂岩体成因的 He-Ne-Ar
同位素制约

专题 26：月球的形成和演化—基于嫦娥工程的新认识

4 月 20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梨洲厅 主持人：缪秉魁 惠鹤九；刘建忠 秦礼萍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朱 丹 斜长岩月壳形成和演化（特邀报告）

2 14:25-14:40 周 游 大碰撞事件对地月系统的初始状态的影响

3 14:40-14:55 刘 洋
月球新撞击坑附近冷点的远紫外光谱研究和对空间风化

速率的启示

4 14:55-15:10 乔 乐 月球极区永久阴影区 1064 nm 反射特征及水冰探测研究

5 15:10-15:25 尹 远 Fe-P体系的相图及其对月核磷含量的约束

6 15:25-15:40 金 宏 带电月尘粘附金属表面理论模型

15:40-15:55 茶 歇

7 15:55-16:10 邓力维 高温高压条件下 Fe5Si声速实验研究 —月球核组成探讨

8 16:10-16:25 杜 蔚
高温高压实验在模拟月球演化方面的应用 ——以二辉橄

榄岩的熔融结晶实验为例

9 16:25-1640 陈宏毅
NWA 12279富尖晶石辉长橄长岩质斜长岩：一种新月球

岩石类型的发现

10 16:40-16:55 王 念 月球陨石 NWA 4485的年代学特征

11 1655-17:10 陈国柱 月球陨石M16005中冲击玻璃的特征及起源

12 17:10-17:25 姜沁庭 月球样品中首次发现钙硬玉

4 月 21 日上午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梨洲厅 主持人：林杨挺 凌宗成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我国月球探测科学问题研讨

13 8:30-8:50 邹永廖 月球科研站的科学规划（特邀报告）

14 8:50-9:10 林杨挺 载人探月的主要科学目标（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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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10-9:30 李雄耀
月壤的形成与演化历史及对采样和探测的需求

（侯奖报告）

16 9:30-9:50 肖 龙 月球岩浆活动历史及对采样和探测的需求（特邀报告）

17 9:50-10:10 惠鹤九
月球氢和挥发性组分的分布及其对月球起源的制约及对

采样和探测的需求（特邀报告）

10:10-10:20 茶 歇

18 10:20-10:40 杨 蔚
月球极区的水和有机质分布与来源及对采样和探测的需

求（特邀报告）

19 10:40-11:00 张金海
月球内部结构探测的现状与展望及对探测的需求

（特邀报告）

20 11:00-11:20 秦礼萍
月球形成与演化的同位素制约及对采样和探测的需求

（特邀报告）

21 11:20-11:40 何志平
红外成像光谱仪月面探测数据特性及场景效应

（特邀报告）

22 11:40-12:00 讨论

4 月 21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梨洲厅 主持人：肖龙 李雄耀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我国火星探测科学问题研讨

23 14:00-14:20 刘 洋 物质成分相关的火星探测关键科学问题（特邀报告）

24 14:20-14:40 肖 龙 火星地质探测关键科学问题（特邀报告）

25 14:40-15:00 舒 嵘 LIBS（特邀报告）

26 15:00-15:20 凌宗成 火星物质成分探测载荷的科学定标需求探讨（特邀报告）

15:20-15:30 茶 歇

27 15:30-15:45 赵宇鴳
火星表面物质组成的综合就位探测 ——对中国火星车就

位探测的启示

28 15:45-16:00 周翠英 火星岩石的类红层探索研究

29 16:00-18:00 讨论

4 月 22 日上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梨洲厅 主持人：李世杰 王桂琴；王华沛 王英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30 8:00-8:25 缪秉魁 浅谈灶神星的热变质作用（特邀报告）

31 8:25-8:40 王华沛 月球古地磁学与岩石磁学

32 8:40-8:55 王桂琴 Re-Os同位素高精度测定在月球样品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33 8:55-9:10 张川统
高度热变质-非角砾岩型-钙长辉长无球粒陨石岩石矿物学

与稀有气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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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9:10-9:25 许英奎 K同位素测试方法与典型地质标样测试

35 9:25-9:40 王 英 尤溪中铁陨石的成因研究

9:40-9:55 茶歇

36 9:55-10:10 黄丽霖 月球岩石和 HED族陨石次生蚀变作用研究现状的对比

37 10:10-10:25 刘 茜 磷灰石与流体间挥发分氯同位素分馏和指示意义

38 10:25-10:40 熊 勇 NWA 3118陨石中一个超难熔包体的精细矿物学研究

39 10:40-10:55 欧荣林 内蒙古林东陨石角砾特征及分类研究

40 10:55-11:10 仲 艳 NWA10256陨石：富含难熔包体的 CR群碳质球粒陨石

41 11:10-11:25 夏志鹏 南极拉斯曼丘陵布洛克内斯半岛陨石与微陨石收集

42 11:25-11:50 李世杰 一个中国沙漠陨石富集区的确定（特邀报告）

43 11:50-12:05 刘汉生 PSI HX系列模拟火星土壤的制备和特性

专题 27：早期地球的形成与演化

4 月 22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阳明厅 主持人：刘耘 李元；秦礼萍 刘金高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黄 方 利用钒同位素制约陆壳成分变化（主题报告）

2 14:25-14:40 舒 巧 古老克拉通岩石圈地幔的形成、生长及老化

3 14:40-14:55 何 阳 HED陨石 NWA 8021中发现高演化岩石组分

4 14:55-15:10 任 旭 Murchison陨石中草莓状磁铁矿的成因及意义

5 15:10-15:35 沈 冰 解决“早期暗淡太阳佯谬”的地球系统假说（主题报告）

6 15:35-15:50 李春辉 38亿年地幔橄榄岩强亲硫元素组成与 Zn同位素特征

7 15:50-16:05 章清文 早期地球的“热管”构造

8 16:05-16:20 方 童 Tl 元素的非质量分馏对于早期地球演化的指示

16:20-16:35 茶 歇

9 16:35-17:00 周 游
核幔边界超低速区（ULVZs）的起源：来自大碰撞模拟

的新认识（主题报告）

10 17:00-17:15 刘 锦 地球超深部铁同位素的分馏作用

11 17:15-17:30 杨宇红 硅酸盐熔体和铁熔体间的 Si同位素分馏

12 17:30-17:55 杜 蔚
液相不混溶现象对原始地球物质组成的约束 ——以顽火

辉石球粒陨石超高温加热实验为例（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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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7:55-18:10 卢文华
Experimental evidence for the differentiation of refractory
and lithophile elements during planetary evaporation

14 18:10-18:25 孙 浩 一块 CO陨石Wark-Lovering Rims 的矿物组合研究

专题 28：地质大数据、数学地球科学及其应用

4 月 20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4 楼舜水厅 主持人：翟明国 周永章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翟明国
大数据必将改变地质:大数据时代地质学的挑战与机遇

（特邀报告)

2 14:25-14:50 周永章 地质大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特邀报告)

3 14:50-15:05 白晓永 基于地质大数据的中国石灰岩化学风化碳汇演变解析

4 15:05-15:20 余晓彤 Kohonen神经网络及地质应用案例

15:20-15:35 茶 歇

5 15:35-16:00 左仁广 基于深度学习的深层次矿化信息挖掘与集成（ 侯奖报告)

6 16:00-16:25 杜震洪 地球大数据平台关键技术及试验（特邀报告)

7 16:25-16:40 丁汝福 《周易》中的元素地球化学

8 16:40-16:55 王堃屹 大数据推荐系统算法及其地质应用案例

9 16:55-17:10 刘艳鹏 卷积神经网络在智能找矿预测中的应用

专题 29：构造活跃区物理剥蚀与化学风化

4 月 21 日下午 圆正启真酒店 4楼阳明厅 主持人：金章东 颜茂都 李高军

序号 时间 报告人 报告题目

1 14:00-14:25 方小敏
青藏高原东北部新生代地层新进展及其对亚洲干旱-季风

系统演化和风化剥蚀记录的控制（特邀报告)

2 14:25-14:40 简 星
始新世青藏高原北部的物理-化学风化作用及其构造、气

候意义：以柴达木的古风化剖面为例

3 14:40-14:55 李芳亮 上新世-全新世南黄海陆架沉积风化记录及影响因素

4 14:55-15:10 叶程程
黄土高原晚中新世-上新世东亚夏季风演化的绿泥石风化

记录

15:10-15:25 茶 歇

5 15:25-15:50 李高军
普适的供应限制：解释新生代风化悖论的新方法

（侯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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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5:50-16:05 杨一博
青藏高原东北缘~8 Ma山脉抬升驱动的化学风化强度空

间分异

7 16:05-16:20 徐哲文 高剥蚀区滑坡风化的 234U/238U与 87Sr/86Sr响应

8 16:20-16:35 李来峰 构造活跃区的滑坡风化：来自铀同位素的探索

9 16:35-17:00 李 超
台湾中部山区基岩铀系不平衡程度及其对“粉碎时间”计
算的影响（特邀报告)

10 17:00-17:15 吴卫华
硅酸盐风化速率及其控制因素：来自九华山花岗岩小流域

一个水文年的研究

11 17:15-17:30 李良波 慕士塔格冰川流域河水Mg同位素对冰川风化的指示

12 17:30-17:45 李旭明 莱索托高地玄武岩风化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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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4th China-Japan Joint Forum on Geochemistry and
Cosmochemistry

(第四届中日地球化学天体化学论坛 )

21st April（4月21日）

Qiushi Hall Qizhen Hotel (圆正启真酒店3楼求是厅)

The morning session will be chaired by Academician Cong-Qiang Liu.

08:30 – 08:45 Opening Remarks: Ruizhong Hu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ociety for Mineralogy,
Petrology and Geochemistry;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08:45 – 09:00 Opening Remarks: Harue Masuda (President of the Geochemical Society of Japan;
Professor of Osaka City University)

09:00 – 09:25 Liping Qin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The use
of metal isotopes to track planetary formation

09:25 – 09:50 Tetsuya Yokoyama (Professor of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eparation of
heavy lanthanoids by flash column chromatography for precise determination of Er and Yb
isotope compositions in rock samples

09:50 – 10:15 Harue Masuda (President of the Geochemical Society of Japan; Professor of Osaka
City University): Geological cycles of arsenic and mercury – element behavior related to plate
tectonics

10:15 – 10:40 Ping Li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Use
of mercury isotopes in environmental and health research

10:40 – 10:55 Coffee Break

10:55 – 11:20 Jingao Li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logical Processes and Mineral Resource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Interpreting subtle 182W anomalies of terrestrial
rocks: A review and perspective

11:20 – 11:45 Katz Suzuki (Scientis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 for Submarine
Resources, Japan Agency for Marine-Ear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MSTEC)):
High-precision 182W/184W isotopic compositions of ocean island basalts and LIP basalt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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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ucidate core-mantle interaction

11:45 – 12:10 Qun-Ke Xia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role
of water in the generation of large igneous provinces

12:10 – 14:30 Lunch

The afternoon session will be chaired by Academician Yong-Fei Zheng.

14:30 – 14:55 H. Henry Teng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Surface-Earth System Science, Tianjin
University): Peeking mineral dissolu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bulk solution chemistry and
molecular-level interfacial events

14:55 – 15:20 Yoshio Takahashi (Professor of University of Tokyo): Molecular geochemistry to
link atomic-scale information and macroscopic phenomena

15:20 – 15:45Wei Li (Professor of School of Earth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Nanjing University):
Zinc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sorption onto Al Oxide: Atomic-level understanding from
EXAFS

15:45 – 16:10 Yuanbao Wu (Professor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The complex
record of tectono-thermal events and crustal evolution revealed by multiple detrital minerals
from modern rivers in northern China

16:10 – 16:30 Coffee Break

16:30 – 16:55 Gangjian Wei (Professor of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iological effects on coral boron isotop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understanding ocean acidification

16:55 – 17:20 Jing Zhang (Professor of Toyama University): Material transport between the
marginal seas and the Kuroshio using physico-chemical tracers -- A framework for cooperative
studies in the western North Pacific Marginal Seas

17:20 – 17:45 Siliang Li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Surface-Earth System Science, Tianjin
University): Nitrate Dynamics constrained by dual isotopes and sensor from karst CZ

17:45 – 18:15 Closing Remarks: Cong-Qiang Liu (Academicia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18:15 –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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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展板作者于 4月 20日大会报告之前将展板按照编号自行在展板区（蒙民伟楼一层、二层过道）张贴好。

联系人及电话：龚超颖 15285085917

专题 编号 作 者 标 题

1

1-1 徐希阳 郝瑞霞 丁杨 徐汇 真菌对铅的吸附机制研究

1-2 卜红玲 粘土矿物对高温干态条件下氨基酸缩合形成含肽键大分子的影响

1-3 周强
宁乡式铁矿中的 P和 Fe的分子结构信息：对泥盆纪生物相关地质
事件的启示

1-4 王树树 董国臣 纳米比亚红沙漠沙粒特征及其环境意义

1-5 王树树 董国臣 纳米比亚红沙漠沙粒特征及其成因

1-6 李梦雪 刘海波 陈天虎 晶格铝对针铁矿及其相变产物吸附磷酸根的影响

2

2-1 张鹏 何家鸿 卢鹏澄 吴宏海 新型硫化针铁矿-Fenton反应系统高效降解苯酚

2-2 庄子仪 李伟 固体核磁共振研究凹凸棒石吸附氟的分子地球化学机制

2-3 袁鹏 埃洛石和高岭石结构铝的共煅烧活化用于吸附反应

2-4 刘冬
有机质对乙二醇乙醚（EGME）法用于粘土矿物-有机质复合体全
比表面积测定的影响

2-5 任超
固体核磁共振研究碳酸钙和 F的界面反应机制：晶格态 F的形成与
表征

2-6 张晓科 蒙脱石向绿泥石转变的“绿泥石化”模拟研究

3
3-1 王启林 东昆仑五龙沟金矿成矿多阶段性：来自于矿物学的证据

3-2 殷国栋 滇西腾梁地区锡石重砂化学特征及其意义

八、展板及编号八、展板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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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编号 作 者 标 题

3-3 李华伟 董国臣 董朋生 汤家辉 王树树 滇西北中甸弧成矿岩体中榍石成分特征及其意义

3-4 李华伟 董国臣 董朋生 汤家辉 王树树 滇西北中甸弧成矿岩体中榍石化学成分特征及其成岩成矿标识

3-5 张士全
华北张宣地区海西期-燕山期剥蚀隆升：来自岩体矿物压力计的证
据

3-6 许元全 张华锋 童英
兴蒙造山带西段白音乌拉地区晚古生代钙碱性-碱性岩浆演化规律
及成因机理

3-7 向正娇 杨志军 雷雪英 蒙阴金伯利岩中金云母的微组构特征及意义

3-8 张华锋 张少颖 许元全 王春亮 山西五台白云叶蜡石矿地质特征及其对深部找矿的启示

4 4-1 周军明 八尺稀土矿凝灰岩风化壳中粘土矿物对稀土元素赋存的作用初探

5

5-1 陈博 马中平 罗彦军 张海迪
吉尔吉斯斯坦北天山阿克秋兹高压变质岩中的锆石成因及其对俯
冲-折返过程的启示

5-2 王曼 钟玉婷 何斌
华北地区二叠纪“植物庞贝城”蚀变凝灰岩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
究

5-3 董玉 葛文春 杨浩 纪政 许文良
黑龙江杂岩及相关侵入岩的年代学与地球化学研究：对牡丹江洋演
化历史的制约

5-4 王祥发 俯冲带碳酸盐熔体交代—硅酸盐熔体交代

6

6-1 杜芷葳 叶会寿 曹晶 魏征 黄水庵矿区石英斑岩锆石 U-Pb年龄及 Hf同位素组成

6-2 魏征 豫西雷门沟钼矿区二长花岗斑岩成岩年龄和锆石 Hf 同位素特征

6-3 纪政 兴安地块晚石炭世-早二叠世花岗质岩石的成因及其构造意义

6-4 陶湘媛 谢磊 王汝成 刘晨 刘小驰 藏南库曲淡色花岗岩演化与稀有金属成矿作用

6-5 潘亮 东昆仑五龙沟晚三叠世花岗闪长斑岩成因与及其与金成矿的关系

6-6 李亚龙 杨守业 黄湘通 苏妮 赵云 吴舟扬
宋佳泽

南沿海河流碎屑锆石组成及其与福建地区中生代东西构造分带的
构造沉积联系

6-7 杨永胜 大兴安岭中北段与金有关岩浆岩的成矿专属性

6-8 赵文芳 汤华云 郑建平 余淳梅 曹磊涛 晋北浑源县黑狗背花岗岩的年龄、成因及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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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编号 作 者 标 题

王浩 周阳

6-9 张哲坤 王锦荣 凌明星 张丽鹏 孙卫东 南岭早侏罗世板内伸展作用——来自闽西南大坪花岗斑岩的研究

7

7-1 孙杨 滕方振 Scott Kuehner 英基丰 彭君
能

美国怀俄明 Leucite Hills 钾镁煌斑岩成因的镁同位素制约

7-2 俞恂
Magma-magma interaction in the mantle recorded by megacrysts from
Cenozoic basalts in eastern China

7-3 刘栋 赵志丹 牛耀龄 朱弟成 李献华 西秦岭黄长质岩浆作用与青藏高原的侧向生长过程

8

8-1 周兴东 王超 碳酸盐与铬铁矿成因关系的实验研究

8-2 刘丹 In situ infrared spectra for hydrous forsterite up to 1243 K

8-3 赵雅戈
玻安岩熔体与方辉橄榄岩反应的实验研究：对豆荚状铬铁矿成因的
约束

8-4 朱曦 地球深部物质物理化学属性和深部过程

8-5 王祥 叶宇 碳酸钙、菱镁矿和白云石的高温 XRD和红外光谱研究

8-6 丁家乐 钾玄质熔体中水的扩散

8-7 郑昕雨 丘志力 邓小芹 马瑛 陆太进 超深源金刚石包裹体：对深部地幔物理化学环境的揭示及响应

8-8 李斌 郭璇 倪怀玮 富钾玄武质熔体电导率的实验研究

8-9 王中航 章军锋 结构水对斜长石流变强度影响的高温高压变形实验研究

8-10 王安琪 杨德彬 杨浩田 北秦岭中生代构造演化：南召和马市坪盆地沉积响应的制约

9 9-1 孙冰珂
东天山卡拉塔格地区黄滩金铜矿床成岩成矿年代学及地球化学特
征

10

10-1 许心悦 安徽宣城茶亭铜金矿床地质和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

10-2 呼延钰莹 庞雄奇 姜福杰 姚文生 王丽君
应用流体包裹体研究油气成藏——以鄂尔多斯盆地东缘 K-区块太
原组为例

10-3 马行陟 四川盆地安岳地区寒武系龙王庙组古油藏分布研究

10-4 高长海 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深层碎屑岩风化壳优质储层形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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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编号 作 者 标 题

10-5
杨永恒 孙国强 王晔桐 朱文军 秦彩虹
管斌

柴北缘平台地区路乐河组沉积-成岩环境分析

11

11-1 孙跃东 宫尚桂 冯东
冷泉流体类型对自生碳酸盐岩中钼铀富集的影响 ——以墨西哥湾
北部为例

11-2 黄慧文 墨西哥湾冷泉系统低镁方解石的形成环境及其控制因素

11-3 邱忠荣 马维林 南鸟岛东南部海域沉积物稀土资源潜力研究

11-4 常静怡
西沙海槽 XH-W03B-16 站位粉砂质泥岩中条带状黄铁矿产出特征
及成因浅析

11-5 岳伟 张灵敏
长江三角洲晚新生代地层单矿物晶体表面形态和元素地球化学对
不同沉积环境的响应

11-6 贾琦 西南印度洋中脊热液活动区表层沉积物非碳酸盐组分研究

11-7 Qiu Wenhong Mineralization in MAR hydrothermal vent fields

12

12-1 王晔桐 孙国强 杨永恒 秦彩虹 李艳明 柴北缘冷湖七号地区碳酸盐胶结物特征及其意义

12-2 唐友军
凌源-宁城盆地牛营子坳陷侏罗系海房沟组烃源岩芳烃地球化学特
征及其地质意义

12-3 唐友军 火山活动对南羌塘盆地曲色组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影响探讨

12-4 周成林 唐友军 刘彬
大兴安岭中南段下二叠统寿山沟组典型泥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
质意义

14 14-1 薛庆文 王瑞 刘思宇
绿泥石短波红外光谱和矿物微量特征在找矿勘查中的应用：以驱龙
为例

15

15-1 袁鹏 硅藻质 A型蛋白石成分和结构的新认识

15-2 王泽杰 廖立兵 刘昊 梅乐夫 吕国诚 一种新型松脂岩基无机保温材料

15-3 黄丹蓝 廖立兵 刘昊 梅乐夫 吕国诚 常温发泡法制备黑曜岩基无机保温材料

15-4 李琼芳 九-黄高寒钙华地貌与藻类的协同进化

15-5 王顺 水铝英石在酸、碱、热条件下的结构演化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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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1 庞宇 长江流域石鼓至宜昌段水化学特征初步研究

16-2 李婉珠 不同藻类生理学特征分析

16-3 刘涛泽 乌江流域库区水-气界面 CO2通量夏季空间变化特征

16-4 李静 薛冬梅 王义东 王中良 同位素分馏系数的热力学联系

16-5 杨美玲 浮游植物碳氮耦合代谢分子研究进展

16-6 吕红 高原深水型湖库水体重金属及营养盐耦合机制探究

16-7 庄定祥 韩作振 闫华晓 赵辉 甘氨酸诱导碳酸钙的晶体结构以及热力学特征研究

16-8 孙彬 韩作振 闫华晓 赵辉
拟胶质菌 HFF1 诱导碳酸盐胞内、胞外矿化机制研究：水化学条件
及生物分子的作用

16-9 孙舒 向武 严森 不同碳源和 C/N比对大九湖泥炭沼泽 N2O释放的影响机制

16-10 范伟国
pH 对 Shewanella putrefaciens CN32 异化还原 NO3-/NO2-和 N2O 释
放的影响

16-11 连宾 从岩石到森林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演化特征

16-12 李琼芳 九-黄高寒钙华地貌与藻类的协同进化

16-13 杨安 青藏高原表层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对比分析

16-14 汤海明
金属离子与土壤胡敏酸相互作用的电位滴定-紫外可见光光谱-荧
光光谱联用研究

16-15 张伟 三江源及祁连山地区地表水汞形态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16-16 赵云鹏 向武
泥炭沼泽中漆酶活性特征及其碳循环意义：基于延迟动力学测试新
方法（MDD）的研究

16

16-17 吕伊娜 罗维均 洞穴滴水无机碳稳定同位素的洞穴通风效应及其古气候意义

16-18 彭海军 基于小波分析的高寒湿地甲烷排放时间异质性研究

16-19 李丹 解淀粉芽孢杆菌诱导镁钙碳酸盐矿物特征及其矿化机制

16-20
杨梦迪 李晓东 吕红 黄俊 崔高仰 李亲凯
易沅壁

筑坝拦截对乌江梯级水库群水体硫循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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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 王万发 钟君 李思亮 河流筑坝对溶解无机碳（DIC）的迁移转化机制研究

16-22 李亲凯 陶月乐 冯晓青 吕红 陈盈颖
李晓东

代煤工程前后天津市冬季 PM2.5中水溶性离子和硝酸盐氮氧同位
素组成对比研究

16-23 王富东 九寨核心遗产点钙华产出特征

16-24 于航 薛冬梅 王义东 郑薇 王中良 土壤微生物群落对农田土壤深度梯度的响应-分子生态网络分析

17

17-1 潘高超 张文逸 金阳 李映雪 庞宇
王凯 孙永革 何丁

三峡建坝后库首区干支流沉积有机质的组成和来源初探

17-2 李皎 李明慧 方小敏 张更新 张伟林
刘晓明

柴达木盆地 SG-1钻孔石膏结晶水氢氧同位素记录的古环境变化

17-3 孟俊伦 赵志琦 张俊文 雅鲁藏布江流域 Li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17-4 庞佳丽 太湖藻华暴发过程溶解性有机质分子组成的变化特征

17-5 王宁 14C示踪海沟钩虾的物质来源及其对生物演化的指示意义

18

18-1 马良 黔西南铊矿化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及健康风险评价

18-2 文亚东
大气降尘中重金属含量受城市化进程影响研究：以中国西南地区某
城市为例

18-3 王昭 顾雪元 姜允斌 苟文贤 莫昕欣 李伟 Pb(II)在凹凸棒石-水界面的吸附解吸行为研究

18-4 樊春晓 蔡元峰 赵茜 改性蒙脱石对 Cd2+的吸附位置实验研究

18-5 杨瑞杰 石良 重金属在含铁矿物表面上的吸附与解吸附

19

19-1 陈海燕 肖唐付 宁增平 煤矿酸性废水原位生态修复示范工程五年运行效果监测研究

19-2 程伟 卞正富 雷少刚
基于 PMF模型的大型露天煤矿表层土壤重金属空间分布及来源识
别

19-3 张瑞雪 吴攀 多级复氧反应-垂直流人工湿地处理煤矿废水的工程应用

20
20-1 舒云超 Sune Nielsen Horst Marschall Timm

John Jerzy Blusztajn Maureen Auro 洋壳榴辉岩中 Tl同位素组成特征研究：对洋岛玄武岩成因的制约

20-2 刘熙 韦刚健 邹洁琼 郭炀锐 马金龙 南海沉降颗粒物稳定 Sr-Nd同位素组成及其对物源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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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雪霏 刘颖 陈建芳 李宏亮 曾提

20-3 赵云 杨守业 苏妮 稳定硅同位素示踪流域风化及极端气候事件过程

23

23-1 徐建兵 程斌 韦志伟 邓倩 廖泽文 高过成熟页岩气中烃类组成的成因机制探讨

23-2 贾新驰 陆现彩
储层温度压力条件下微-纳米级孔隙内甲烷流动特征的 LBM 模拟
研究

23-3 高长海 王兴谋 林军章 张云银 李豫源 原油厌氧微生物降解产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24 24-1 赵延洋 韩作振，闫华晓，赵辉
地衣芽孢杆菌 SRB2细胞内外生物矿化作用：碳酸酐酶及氨基酸的
作用

25

25-1 吴应琴 侯孝欢 刘艳红 王作栋 夏燕青 干酪根在矿物催化下的裂解行为

25-2 张丽红 郭正府 张茂亮 雷鸣 赵文斌 马琳 特提斯喜马拉雅土壤微渗漏 CO2释放通量与成因

25-3 张茂亮 郭正府 张丽红 雷鸣 赵文斌 马琳
大陆碰撞俯冲带水热气体地球化学特征与成因——以喜马拉雅和
拉萨地块为例

25-4 孙舒 向武 严森 范伟国 孙科 碳源变化如何影响大九湖泥炭沼泽 N2O释放

25-5 张艳平 罗敏 胡钰 王宏斌 陈多福 南海北部冷泉区及水合物区浅层沉积物中甲烷循环

25-6 韩伟 刘文进 李玉宏 周俊林 张云鹏 柴达木盆地北缘地区有望实现氦气资源突破

25-7 王莉娜 烟煤全程解吸气化学组分分馏特征与影响因素

25-8 梁明亮 Residual Gas and its Pore Space in Shale
25-9 闫灿灿 进样器萃取技术及其在油气微量烃类化合物同位素分析中的应用

25-10 石军柱 水爆地震成因说

26

26-1 梅奥新 王英 徐伟彪 NWA11005中铁陨石的矿物岩石学研究

26-2 辛艳青 火星相关氧化铁的实验室合成和拉曼光谱研究

26-3 杨晶 林杨挺 陈斌
月球表土角砾岩陨石 Dhofar 1442富铕正异常超低钛月海玄武岩成
因

26-4 谢兰芳 陈宏毅 缪秉魁 周剑凯 一块新发现火星陨石 NWA12280的岩石矿物学

26-5 张婷 胡森 林杨挺 火星陨石 Nakhla 次生矿物的岩矿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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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司加鑫 谢志东 南极陨石 GRV022115冲击熔融脉中高压矿物与冲击作用研究

26-7 文愿远 基于 FIB-TEM技术的月壤样品研究

27

27-1 高兆富 内蒙古狼山-渣尔泰成矿带大型硫化物矿床的矿石铅同位素对比

27-2 卢山松 邱啸飞 江拓 童喜润 杨红梅
王志先 钟权

扬子克拉通北缘神农架群碎屑锆石年龄及其地质意义

27-3 张思亭 刘耘 氮、氧同位素体的光化学分馏与 Titan大气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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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一：黄山花岗岩地质地貌与蛇绿岩

考察内容：黄山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处，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世界

地质公园，其山体主要由燕山期花岗岩构成，垂直节理发育，侵蚀切割强烈，

断裂和裂隙交错，长期受水溶蚀，形成花岗岩洞穴与孔道。以奇松、怪石、云

海、温泉、冬雪“五绝”著称于世，拥有“天下第一奇山”之称。齐云山古称

白岳，与黄山南北相望，是第二批国家地质公园，齐云山碑铭石刻星罗棋布，

素有“江南第一名山”之誉。是典型的"丹霞地貌"特征。

行程安排：23日早上杭州出发（车程约 4小时）到达黄山，考察黄山花岗

岩地质地貌。24日考察伏川蛇绿岩，下午乘坐缆车下山并返回杭州。

路线二：新昌白垩纪双峰式岩浆作用、硅化木地质遗迹与丹霞地貌

考察内容：新昌镜岭白垩纪双峰式火山岩和独特的多期火山喷发建造；新

昌硅化木化石地质遗迹考察；穿岩十九峰、新昌大佛寺等地区白垩纪地层丹霞

地貌考察；新昌儒岙白垩纪双峰式岩浆侵入杂岩。

行程安排：23日早上从杭州出发（车程约 2.5小时），到达后先考察镜岭

双峰式火山岩，下午考察硅化木地质遗迹点和穿岩十九峰丹霞地貌。24日早餐

后考察新昌儒岙白垩纪双峰式岩浆侵入杂岩；下午参观考察新昌大佛寺丹霞地

貌考察，并返回杭州。

路线三：雁荡山白垩纪火山地质与地貌

考察内容：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主要位于中国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境内，

素有"海上名山、寰中绝胜"之誉，史称中国"东南第一山" 。形成于 1.2亿年前，

是环太平洋大陆边缘火山带中一座日至纪流纹质破火地，其山体基本是致密的

火山岩裸露，是亚洲大陆边缘巨型火山带中白垩纪火山的典型代表，也是流纹

岩浆喷发的大型破火山。

九、野外地质考察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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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安排：23日早上从杭州出发（车程约 4.5小时），到达后先用午餐，

午餐后参观雁荡山博物馆，然后考察雁荡山灵岩地区白垩纪酸性火山岩构造与

建造。24日考察雁荡山火山地质-地貌，下午返回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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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记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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