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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专题学术交流内容 

（一）口头报告（* 专题邀请报告\主题报告      学生报告） 

 

第 1专题  岩石圈构造与大陆动力学 

（召集人：李惠民   田小波   杨顶辉   于常青   陈赟）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1会议室(三楼 311A) 

主持人：吴庆举   田小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远震体波层析成像揭示班公湖江缝合带俯冲极性 贺日政 

8:45-9:00 2 青藏高原中部地壳剪切波分裂初步分析 郭铁龙 

9:00-9:15 3 青藏高原中部上地幔顶部速度结构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 聂仕潭 

9:15-9:30 4 岩石圈拆除运动及其引起的地面异常 王慧琳 

9:30-9:45 5 青藏高原东北缘基于震源机制解研究的地壳构造应力场 韩存瑞 

9:45-10:00 6 利用虚拟地表震源反射测深法研究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厚度 史克旭 

10:00-10:10  休  息  

10:10-10:25 7 岩石圈流变结构差异对青藏高原横向扩展方式的影响-数值模型 孙玉军 

10:25-10:40 8 控制龙门山地区地形的动力学机制研究 谢  媛 

10:40-10:55 9 龙门山地壳结构的短周期密集台阵接收函数成像 郭良磊 

10:55-11:10 10 青藏高原东南缘上地幔各向异性研究 李  玮 

11:10-11:25 11 川滇地区地壳-上地幔三维横波速度方位各向异性研究 张智奇 

11:25-11:40 12 三江构造带中段及邻区深部电性结构特征研究 余  年 

主持人： 杨顶辉   陈赟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3 利用接收函数方法研究川滇地区地壳形变与结构 曾思佳 

13:45-14:00 14 考虑低速沉积层影响的楚雄盆地地壳结构特征 张子琦 

14:00-14:15 15 

Crust and uppermost mantle structure beneath the Trans-North 

China Orogen from joint inversion of ambient noise and 

earthquake data 

艾三喜 

14:15-14:30 16 中国东北诺敏河火山岩石圈变形：来自剪切波分裂的证据 强正阳 

14:30-14:45   17 华北地块岩石圈结构：地震学地壳结构及岩石圈地幔密度 夏  冰 

14:45-15:00   18 体波面波联合反演华南地区高分辨率 S波速度结构 高  磊 

15:00-15:10  休  息  

15:10-15:25     19 
Lateral H2O variation in the Zealandia lithospheric mantle 

controls orogen width 
李  佩 

15:25-15:40 20 基于球冠模型的重力场正演计算与优化 邱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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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专题  古地磁学与地球动力学 

（召集人：刘青松  杨天水  黄宝春  潘永信  杨振宇）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32 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A) 

主持人：杨振宇   杨天水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公元后第一个千年地磁场再次出现‚Spike‛？——来自中国考古强

度结果新证据 
蔡书慧 

8:55-9:10 2 
复杂构造变形区的古地磁学分析：以鱼泡江断裂两侧白垩系古地磁结

果为例 
王  恒 

9:10-9:25 3 
Stalagmite-based Paleomagnetic Record of Multidecadally-resolved 

post-Blake Geomagnetic Excursion 
周祐民 

9:25-9:40 4 近 120ka 以来北太平洋地球磁场相对强度变化的沉积记录 仲  义 

9:40-9:55 5 南海北部陆架区域沉积晚更新世以来古地磁长期变记录 李冠华 

9:55-10:10 6 西秦岭中生代及新生代古地磁研究及其意义 陶  帅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印度-亚洲板块碰撞前、后我国西北地区构造与环境演变 戴  霜 

10:45-11:00 8 北羌塘地块的“前世今生” 宋培平 

11:00-11:15 9 
柴北缘地区新生代古地磁旋转变形记录及其对阿尔金断裂走滑活动

的限定 
栗兵帅 

11:15-11:30 10 拉萨地体中部地区早侏罗世古地磁学结果 马义明 

11:30-11:45 11 拉萨地体西部晚白垩世竟柱山组红层古地磁学结果及其地质意义 边伟伟 

11:45-12:00 12 
Constraining the Intracontinental Tectonics of the SW CAOB by the First 

Early Permian Paleomagnetic Pole for the Turfan-Hami Block 
朱  鑫 

主持人：孙知明   黄宝春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Magnetism of fault rocks: Illuminating the faulting 杨  涛 

13:55-14:10 14 羌塘地块早白垩世古地磁学与年代学结果及其构造意义 曹  勇 

14:10-14:25 15 龙门山构造带早三叠世古地磁新结果及其构造意义 叶小舟 

14:25-14:40 16 陇中盆地北部会宁地区中新世红土剖面的磁性地层学研究 吴百灵 

14:40-14:55 17 
青藏高原拉萨块体上侏罗统吐卡日组古地磁研究：对班公湖—怒江洋

盆闭合时限的约束 
邵瑞琦 

14:55-15:10 18 
Precollisional latitude of the northern Tethyan Himalay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Greater India and the India–Asia collision 
杨天水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旋回地层学研究进展和挑战 吴怀春 

15:45-16:00 20 绝对古强度研究中的难点以及一种实验解决方法 王华沛 

16:00-16:15 21 青藏高原羌北地块早泥盆世平沙沟组古地磁学研究 于  亮 

16:15-16:30 22 西藏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东段泽当蛇绿岩磁性特征及其意义 李智勇 

16:30-16:45 23 微古地磁岩芯定向采样装置系统研发 谢基海 

16:45-17:00 24 熔融作用中形成的单质铁：假玄武玻璃高磁异常的新机制 张  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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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专题  古地磁学与地球动力学 

（召集人：刘青松  杨天水  黄宝春  潘永信  杨振宇）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32 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A) 

主持人：颜茂都   聂军胜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25 趋磁细菌多样性、生物矿化与磁学：对化石磁小体研究的启示 李金华 

8:55-9:10 26 
Winter insolation control of peak precipitation in northwestern China 

in the warm late Miocene 
聂军胜 

9:10-9:25 27 海南北部玄武岩风化壳磁性研究 刘志锋 

9:25-9:40 28 海洋磁异常条带的磁性来源 姜兆霞 

9:40-9:55 29 中国西部始新世古气候演化及对全球气候的响应 李建星 

9:55-10:10 30 中布容气候转型的特征、动力学机制及其对人类演化的影响 敖  红 

10:10-10:20  休  息  

10:20-10:35 31 西太平洋锰结核中的古地磁记录者—生物磁铁矿 蒋晓东 

10:35-10:50 32 南海西北部 36 kyr BP 以来古气候环境演变的磁学记录 李明坤 

10:50-12:00  讨   论  

 

第 3专题  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与东亚壳幔演化 

（召集人：徐义刚 李曙光 李忠海 刘少峰 孙卫东 许文良 郑天愉 朱光）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8会议室(三楼 307) 

主持人：徐义刚  许文良  郑天愉  刘少峰  朱光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新特提斯洋闭合与南海的形成演化 孙卫东 

8:55-9:10 2 

Middle Permian Period Onset of Subduction Zone Volcanism 

and Geodynamic Turnover from Passive to Active Margin 

Tectonics in Southeast China 

章凤奇 

9:10-9:25 3 
黑龙江省东部白垩纪大陆弧及弧后岩浆活动：对古太平洋板块俯冲后

撤的制约 
孙明道 

9:25-9:40 4 
古太平洋板块俯冲起始时间：来自完达山中生代火山岩的年代学与地

球化学证据 
王智慧 

9:40-9:55 5 
东北地区早侏罗世基性杂岩中俯冲沉积组分的识别: 对古俯冲带结

构重建的启示 
赵  亮 

9:55-10:10 6 东北亚大陆后造山期构造演化的热年代学约束 陈东旭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西太平洋俯冲带非均匀网格深部结构成像与岩浆活动 王  志 

10:45-11:00 8 中国东北新生代火山深部结构及其动力学意义 吴庆举 

11:00-11:15 9 中国东北地区新生代火山的深部联系 翁爱华 

11:15-11:30 10 地幔过渡带中西太平洋俯冲板块的电性结构研究 李世文 

11:30-11:45 11 
A new deep seismic structure across the southernmost Mariana 

Trench: Implications for initial arc rifting and plate hydration 
万奎元 

11:45-12:00 12 基于三维导电性结构模型的华北克拉通上地幔温度研究 李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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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曙光   李忠海   孙卫东   徐义刚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3 东亚大地幔楔与中国东部新生代板内玄武岩成因 徐义刚 

13:45-14:10    *14 中国东部板内碱性玄武岩成分转换机制：贫硅熔体与岩石圈相互作用 刘盛遨 

14:10-14:25 15 东亚大地幔楔西侧地幔的镁同位素组成 何  叶 

14:25-14:40 16 
Mantle melting and intraplate volcanism due to upwellings 

from the stagnant slab 
龙小刚 

14:40-14:55 17 
The genesis of the OIB-like basanite in the volcanic front 

of northern Izu-Boin arc system 
刘  佳 

14:55-15:10   18 中国东北新生代高镁安山岩研究进展 陈立辉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地幔转换带滞留板块部分熔融实验研究：对东亚大地幔楔成因

的启示 
张艳飞 

15:45-16:10 *20 地球深部水循环：俯冲洋壳的角色 刘星成 

16:10-16:35 *21 中生代华北克拉通岩石圈破坏的动力学机制数值模拟 冷  伟 

16:35-16:50 22 岩石圈内部不连续面 (MLDs)在克拉通破坏中的作用 刘  亮 

 

第 4专题  陆陆碰撞带深部结构和动力学意义 

(召集人: 裴顺平   赵俊猛   陈永顺)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会议地点: 第 12 会议室(三楼 303) 

主持人: 赵俊猛   陈永顺   徐强   裴顺平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50 *1 伊朗高原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进展 陈  凌 

08:50-09:05 2 大炮近垂直地震反射剖面揭露拉萨地体下地壳和莫霍面结构 师卓璇 

09:05-09:20 3 
The lithospheric rejuvenation of Ordos block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郭  震 

09:20-09:35 4 双差层析成像方法的改进 孙  权 

09:35-09:50 5 S 波接收函数研究青藏高原亚东-谷露裂谷两侧上地幔结构横向变化 刘  震 

09:50-10:05 6 
雅鲁藏布江缝合带东段地壳构造变形特征与雅拉香波穹隆深部精细
结构——深地震反射剖面初步揭露  

董新宇 

10:05-10:20 
 

休  息 
 

主持人: 赵俊猛   陈永顺   徐强   裴顺平 

10:20-10:40 *7 
基于面波各向异性层析成像研究东喜马拉雅构造结岩石圈结构及形
变特征 

张双喜 

10:40-10:55 8 大陆俯冲驱动喜马拉雅造山带形成：来自动力学数值模拟的启发 齐  蕊 

10:55-11:10 9 
Tomographic Structure of Jiuzhaigou Earthquake, Sichuan,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Wenchuan Earthquake 
裴顺平 

11:10-11:25 10 2017 年西藏米林 6.9 级地震序列的震源参数及其构造意义 宋博文 

11:25-11:40 11 
Crustal structure of northeastern Tibet revealed by joint inversion of 

receiver functions and surface wave dispersion  
赵俊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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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专题  大地构造与沉积盆地 

（召集人：刘少峰  胡修棉  何登发  李亚林  王平）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5会议室(三楼 305C) 

主持人：刘少峰   李亚林   王平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西藏羌塘地块古近纪构造变形及其对高原隆升的启示 李亚林 

8:55-9:20 *2 
微观岩石学分析揭示广泛的微米尺度碳酸盐岩重结晶作用：对基于

陆相碳酸盐岩造山带古高程重建的启示 
李善营 

9:20-9:35 3 西藏狮泉河高镁安山岩的成因和构造意义 刘维亮 

9:35-9:50 4 塔里木盆地新元古代冰期事件与烃源岩发育 李王鹏 

9:50-10:10 5 山东胶莱盆地精细岩石地层格架、年代地层格架研究进展 许克民 

10:10-10:20  休  息  

10:20-10:35 6 渤海湾盆地义和庄凸起义东地区构造特征及形成与演化 吴孔友 

10:35-10:50 7 渤海海域叠合走滑断裂构造特征及其新生代盆地格局演化 胡志伟 

10:50-11:05 8 沉积层探测和油气勘探的地震学技术：以渤海盆地为例 贺传松 

11:05-11:20 9 渤海亚期次构造活动存在的证据及意义 吕丁友 

11:20-11:35 10 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早、晚文昌期构造转换：特征及动力学讨论 郝世豪 

11:35-11:50 11 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新生代盆地结构与成因演化 胡  阳 

主持人： 胡修棉   何登发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2 东特提斯大型水系反转历史：沉积记录与构造指示 王  平 

13:55-14:20 *13 
Detrital Provenance Evolution of the Western Margin of Yangtze 

Block During the Triassic Time and Its Tectonic Implications 
颜照坤 

14:20-14:35 14 桂东北恭城盆地的物源变迁：华南中生代构造体制转换的产物？ 庞崇进 

14:35-14:50 15 云南省南涧地区花开左组沉积特征及演化 林  静 

14:50-15:10 16 
胶莱盆地北部地区源汇体系重建借助于多种物源分析方法手段及其

对苏鲁造山带隆升过程指示 
张  博 

 

 

第 6专题  洋陆过渡带结构与演化 

(召集人: 李三忠   赵明辉   丁巍伟   朱俊江)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会议地点:第 14 会议室(三楼 305B) 

主持人: 任建业   赵明辉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50 *1 洋脊地幔中的残留陆壳/岩石圈 余  星 

08:50-09:05 2 拆离型微地块：洋陆转换带和洋中脊变形机制 李  阳 

09:05-09:20 3 碰生型微地块的分类及其形成机制 周  洁 

09:20-09:35 4 早古近纪郯庐断裂左右旋转换新认识：渤海湾盆地东南部断裂发育特 王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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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启示 

09:35-09:50 5 裂生微地块构造特征及成因模式：来自西太平洋弧后扩张作用的启示 牟墩玲 

09:50-10:05 6 残生型微洋块：俯冲消减系统下盘的复杂演化 刘金平 

10:05-10:20   休  息   

主持人: 丁巍伟   朱俊江 

10:20-10:40 *7 
南海北部陆缘临界破裂过程及其对洋陆转换带和深水-超深水盆地的

控制 
任建业 

10:40-10:55 8 
安第斯型大陆边缘向太平洋型大陆边缘转变过程中的沉积动力学过

程-以东海陆架盆地南部中生代盆地演化为例 
刘  泽 

10:55-11:10 9 羌塘地块和拉萨地块碰撞过程：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构造解析的启示 郭润华 

11:10-11:25 10 
Dynamic processes for flat subduction and delamination of the 

Paleo-Pacific Plate relative to the South China Block：Numerical 

modeling 
马芳芳 

 

 

第8专题  花岗岩成因与大陆地壳演化 

（召集人：吴福元 徐夕生 马昌前 陈斌 王涛 杨进辉 王强 黄小龙 王孝磊）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8会议室(三楼 307) 

主持人：王涛   王孝磊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Origin of co-existing I- and A-type granites from East Junggar 
(NW China): Implications for Li isotopic fractionation during 
crustal anatexis 

陈  斌 

8:55-9:20 *2 稀有金属花岗岩岩浆演化与热液作用过程的 Li同位素分馏 黄小龙 

9:20-9:35 3 藏南加查剖面高分异淡色花岗岩：水致部分熔融作用的新证据 张英泽 

9:35-10:00 *4 斑岩型矿床成矿作用的时间尺度和流体演化过程 李  扬 

10:00-10:10  休  息  

主持人：陈斌   马昌前 

10:10-10:35 *6 花岗岩岩浆演化过程中的 Ba 同位素分馏 黄  方 

10:35-11:00 *7 青藏高原南部早古新世淡色花岗岩与同碰撞地壳深熔作用 马  林 

11:00-11:15 8 
安山岩的混杂岩底辟熔融起源：来自藏南古近纪林子宗火山岩地球

化学和 Sr-Nd-Mo 同位素证据 
闫浩瑜 

11:15-11:30 9 
西藏冈底斯曲水岩基干性幔源岩浆和富水弧岩浆的混合：来自岩浆

构造的证据 
马绪宣 

11:30-11:45 10 
Crustal thickening contributes to plateau uplift: evidence from Cenozoic 

magmatism in southern Tibet 
郝露露 

11:45-12:00 11 北喜马拉雅然巴片麻岩穹窿构造演化及成因模式 陈思雨 

主持人：杨进辉  黄小龙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2 不同类型造山带花岗岩物源与地壳生长结构讨论 王  涛 

13:55-14:20 *13 不同造山带大陆地壳的生长和演化 吴元保 

14:20-14:35 14 藏南山南地区中-新生代花岗质岩石成因及其对地壳结构变化的记录 张丽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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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14:50 15 中亚造山带南缘从增生到碰撞的岩浆演变过程 李  舢 

14:50-15:05   16 
古亚洲洋晚阶段的演化：来自中蒙边境地区巨型晚古生代碱性花岗

岩带的制约 
童  英 

15:05-15:20 17 
Petrogenesis of granites in the Langla-Laqinpu area , central Tibet: 

Evidence from zircon Hf-O isotope and whole-rock isotope 

compositions 

胡万龙 

15:20-15:30  休  息  

主持人：徐夕生  王强 

15:30-15:55     *18 花岗岩中的老锆石成因 王孝磊 

15:55-16:20 *19 
俯冲大陆地壳的再造与再循环:来自碰撞造山带岩浆岩的地球化学

制约 
戴立群 

16:20-16:35 20 秦岭造山带碰撞后中酸性岩浆岩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张文祥 

16:35-16:50 21 
Geochemistry and tectonic significance of the Shirenshan gneiss, North 

Qinling 
王静雅 

16:50-17:05 22 扬子西缘新元古代的深熔作用：对通道流模型的启示 李军勇 

 

 

第 9 专题  前寒武纪构造演化及超大陆聚合与裂解 

（召集人：张健  彭澎  王孝磊  张少兵  张拴宏）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3 会议室(二楼 201C) 

主持人：张拴宏   彭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SWEAT 连接‛：前寒武纪超大陆构型中的未解难题 张世红 

8:55-9:10 2 元古代时期的海南岛与超大陆演化 姚卫华 

9:10-9:25 3 
从罗迪尼亚超大陆的聚合到裂解：来自扬子北缘镁铁质岩石的地球化

学和锆石 Lu-Hf 同位素的制约 
吴  鹏 

9:25-9:40 4 
Neoproterozoic low-δ

18
O zircons revisited: implications for Rodinia 

configuration 
黄丁伶 

9:40-9:55 5 扬子陆块南华系古地理的重建：来自碎屑锆石年龄谱的约束 刘  雨 

9:55-10:10 6 
扬子台地北缘陡山沱组（埃迪卡拉纪）裂陷活动：来自岩相与地化的

证据 
王  瀚 

10:10-10:20  休  息  

主持人：王孝磊   张健 

10:20-10:45 *7 冀东地区新太古代麻粒岩相变质作用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魏春景 

10:45-11:00 8 塔里木克拉通大陆地壳起源与演化 葛荣峰 

11:00-11:15 9 晚太古代高 δ
18

O 闪长岩成因——来自含水玄武岩的部分熔融 王  丹 

11:15-11:30 10 古元古代辽河群碎屑沉积岩地球化学属性 李  壮 

11:30-11:45 11 
辽东盖州-庄河地区榆树砬子岩组碎屑锆石 U-Pb 年代学、Hf 同位素

特征：对华北最终克拉通化的新制约 
赵  辰 

11:45-12:00 12 华北克拉通南缘中元古代早期沉积环境分析及对比-以兵马沟组为例 左鹏飞 

主持人：彭澎   张少兵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An abrupt increase of oxygen isotopes at ca. 3230 Ma in Archean 

TTGs from the Barberton granite-greenstone terrane, South 
王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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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rica 

13:55-14:10 14 
Petrogenesis and zircon LA-ICP-MS U–Pb dating of newly discovered 

Mesoarchean gneisses o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the North China Craton 
刘  锦 

14:10-14:25 15 
Tectono-thermal evolution and supercontinental cycles of the 

Yudongzigranitoid-greenstone terrane 
陈  琼 

14:25-14:40 16 
河南崤山地区早元古代变质-变形关系：对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俯

冲拼合过程的探讨 
陈泓旭 

14:40-14:55   17 
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与东部陆块晚太古代 TTG岩石成因差异及其

地质意义 
陈  莹 

15:00-15:20  休  息  

主持人：张少兵   张健 

15:20-15:45  *18 

Correlation of large igneous provinces and black shales during 

‚the Boring Billion‛: Implications for paleoenvironment and 

geological time scale 

张拴宏 

15:45-16:00 19 

Early Neoproterozoic (ca.900 Ma) rift sedimentation and mafic 

magmatism in the North Lhasa terrane, Tibet: Paleogeographic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胡培远 

16:00-16:15 20 华北徐淮地区~900 Ma 富 Fe-Ti 岩床的岩石成因及其构造背景研究 苏向东 

16:15-16:30 21 
华北淮北 -淮南盆地新元古界地层的物源分析：来自碎屑锆石

U-Pb-Hf 同位素证据 
孙风波 

 

 

第 10专题  华南构造岩浆与成矿作用  

（召集人：王岳军  舒良树  张岳桥  颜丹平  冯佐海 ）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5会议室(三楼 305C) 

主持人：王岳军   舒良树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20-15:40 *1 

The early Paleozoic Wuyi-Yunkai/ Kwangsian orogeny in South 

China: Result of promontory collision during Gondwana 

assembly? 

Shoufa 

Lin 

15:40-15:55 2 
滇东南老君山变质核杂岩中含电气石岩石的构造特征、矿物化学成

分及地质意义 
李  维 

15:55-16:10 3 滇东南老君山变质核杂岩变形-变质作用及对剥露过程的约束 刘  忠 

16:10-16:25 4 
海南石碌花岗岩锆石 U-Pb年代学、地球化学和 Sr-Nd-Hf同位素组

成及其地质意义 
彭尔柯 

16:25-16:40 5 
江南造山带俯冲作用在扬子西缘的响应：来自黔东南苍蒲塘钾镁煌

斑岩锆石 U-Pb年龄及 Hf同位素的证据 
邓小芹 

16:40-16:55 6 赣东北朱溪铜钨矿床地质特征和成矿模式 贺晓龙 

16:55-17:10 7 广东省五华白石嶂大型钼矿床 Re-Os同位素研究 谢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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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专题  中央造山系构造演化与复合造山过程  

(召集人:裴先治 董云鹏 王宗起 闫臻 吴元保 王勇生 龙晓平 宋述光 刘晓春 张建新)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会议地点:第 15 会议室(三楼 305C)  

主持人: 裴先治  董云鹏  宋述光  龙晓平  吴元保  张建新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祁秦增生杂岩带：连接祁连和秦岭造山带的纽带 宋述光 

8:55-9:10 2 秦岭勉略带内两种蛇纹岩的起源及地质意义 吴  凯 

9:10-9:25 3 北祁连山熬油沟蛇绿岩中蛇纹岩的岩石成因及构造背景 赵  静 

9:25-9:40 4 陶湾群变形特征及成因探讨 韩  旭 

9:40-9:55 5 二郎坪弧后盆地岩浆事件的地球化学性质及意义 胡  畔 

9:55-10:10 6 西秦岭北部古生代剪切带及其构造意义 毛小红 

10:10-10:20 
 

休  息   

主持人:裴先治  董云鹏  宋述光  龙晓平  吴元保  张建新  

10:20-10:45 *7 东昆中构造混杂带 SSZ型蛇绿岩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李瑞保 

10:45-11:15 *8 东昆仑晚古生代－早中生代岩浆、构造演化与岩浆混合作用 陈国超 

11:15-11:30 9 
东昆仑造山带东段印支期花岗岩类时空演变、物源演化特征及其构造
意义 

任海东 

11:30-11:45 10 西秦岭印支早期高 Mg#和 Sr/Y 花岗闪长岩：加厚下地壳的证据？ 王  盟 

11:45-12:00 11 
Petrogenesis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of Neoprterozoic granite in the 

eastern East Kunlun Orogen 
陈有炘 

 

第 12专题 中亚造山带构造演化、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召集人：肖文交  周建波  王涛  徐备  张招崇）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33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B) 

主持人：周建波   徐备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中亚蒙古造山带晚古生代到早三叠世多期次俯冲板块回撤和山弯构

造形成过程 
肖文交 

8:55-9:10 2 中亚天山古生代构造演化与成矿 马中平 

9:10-9:25 3 中天山地块前寒武纪“星星峡群”的组成与地壳演化意义 贺振宇 

9:25-9:40 4 
前进式和后撤式增生造山作用的岩浆记录：来自东天山地区火山岩

的证据 
张运迎 

9:40-9:55 5 西准噶尔上泥盆统铁列克提组中海绿石的发现及其大地构造意义 刘 博 

9:55-10:10 6 新疆喀拉通克及外围镁铁-超镁铁岩的形成过程与铜镍成矿潜力分析 毛亚晶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境外南天山蛇绿岩研究新进展 陈 博 

10:45-11:00 8 从阿尔泰增生体系看中亚造山带早期构造演化 蒋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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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5 9 

Late Paleozoic ocean closed in the CAOB: Evidence from a 

typical stitching structure confirmed in the north of West 

Junggar, Xinjiang, China. 

翁 凯 

11:15-11:30 10 新疆北部蛇绿岩型铬铁矿中 “淡色微粒包块”的发现及地质意义 王玉往 

11:30-11:45 11 西天山新发现卡特巴阿苏大型金矿床及其地质意义 薛春纪 

11:45-12:00 12 
基于构造变形研究下的独居石 U-Pb年代学解释：以中国阿尔泰造山

带为例 
汪 晟 

主持人：肖文交   王涛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阿拉善构造带晚石炭世-二叠纪地质过程与大地构造属性探讨 宋东方 

13:55-14:10 14 敦煌造山带中-南部构造混杂带：志留纪-泥盆纪俯冲-变质记录 王 浩 

14:10-14:25 15 阿吾拉勒晚石炭世火山拉分盆地及其深部诱发机制 段士刚 

14:25-14:40 16 东天山卡拉塔格矿集区叠加地质成矿作用研究 毛启贵 

14:40-14:55   17 
东天山延东斑岩铜矿区成矿岩体的岩石成因：岩石地球化学、年代

学及 Hf–O同位素约束 
王银宏 

14:55-15:10   18 新疆阿尔泰萨尔朔克金多金属矿床成矿机制研究 杨成栋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古亚洲洋的最终闭合与环太平洋构造体系的启动：沉积物源与火成

岩证据 
许文良 

15:45-16:00 20 中国东北地区大兴安岭中部中生代岩浆作用时限及构造演化 唐宗源 

16:00-16:15 21 大兴安岭地区地壳和上地幔顶部速度结构的背景噪声成像研究 陈 瑛 

16:15-16:30 22 
中国东北地区大兴安岭西北部上护林盆地早白垩世火山岩的年代学

和地球化学：对岩石成因和构造演化的制约 
毛安琦 

16:30-16:45 23 阿尔山火山群深部电性结构及岩浆活动 韩江涛 

16:45-17:00 24 
长春-延吉缝合带的形成时代：吉林中部红帘石片岩与大酱缸组磨拉

石的年代学制约 
曹嘉麟 

第 12专题 中亚造山带构造演化、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33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B) 

主持人：张招崇  王涛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25 兴蒙陆内造山带 徐  备 

8:55-9:10 26 
内蒙锡林浩特晚石炭世辉长质岩体的成因：陆内伸展背景下富水

地幔源区熔融的产物 
庞崇进 

9:10-9:25 27 
兴蒙造山带晚古生代伸展过程：来自二连东北部石炭-二叠系沉积

盆地的证据 
张焱杰 

9:25-9:40 28 
中蒙边境东南段早白垩世伸展穹隆群韧性剪切带变形组构及其构

造意义 
郭  磊 

9:40-9:55 29 内蒙古苏尼特左旗晚泥盆世弧背前陆盆地的发现及构造意义 贺  跃 

9:55-10:10 30 构造变形和 U-Pb年代学对敦煌构造带演化的制约 冯腊梅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31 东北中生代增生杂岩及对古太平洋向欧亚大陆俯冲历史的制约 周建波 

10:45-11:00 32 古亚洲洋地幔域与特提斯洋地幔域属性差异：蛇绿岩 Pb 同位素证据 刘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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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5 33 
佳木斯地块由被动大陆边缘向活动大陆边缘的构造环境转化：来

自晚古生代沉积岩和火山岩的制约 
李功宇 

11:15-11:30 34 

Geochronology and petrogenesis of Jurassic intraplate 

alkali basalts in the Junggar terrane, NW China: implication 

for low-volume basaltic volcanism 

王 健 

11:30-11:45 35 阿舍勒块状硫化物矿床构造研究现状与进展 牛 磊 

11:45-12:00 36 东天山牛毛泉钒钛磁铁矿矿床斜长岩岩石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石 煜 

 

 

 

第 13专题  三江特提斯域构造：深部地壳流变与地表地貌响应过程与机制 

（召集人：张波   曹淑云   李仕虎   王勤   刘俊来 ）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21会议室(三楼 311A) 

主持人：曹淑云   曹凯   王洋   张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三江构造带及扬子西缘岩石圈精细结构与深部动力学 李秋生 

8:55-9:10 2 三江构造带晚新生代剥露历史及构造地貌演化 王  洋 

9:10-9:25 3 
滇西雪龙山变质杂岩新生代花岗质岩石变形-变质构造、年代学特征

及地质内涵 
邓友国 

9:25-9:40 4 剪切带中斜长角闪岩构造特征、变形机制及地震波各向异性 刘建华 

9:40-9:55 5 滇西新生代红河-哀牢山走滑剪切带中花岗质糜棱岩的流变弱化 李俊瑜 

9:55-10:10 6 哀牢山-红河走滑剪切带中深变质杂岩部分熔融及减压剥露过程 曹淑云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华南西缘新生代早期挤压变形、剥露与沉积：对青藏高原东南部构

造动力学过程的启示 
曹  凯 

10:45-11:00 8 
中晚新生代以来哀牢山-红河韧性剪切带隆升历史：来自哀牢山南段

磷灰石裂变径迹的证据 

任龙龙 

11:00-11:15 9 
哀牢山变质杂岩中含石墨岩石变形构造、拉曼地质温度计及地质意

义 
吕美霞 

11:15-11:30 10 红河-哀牢山剪切带中变形大理岩的显微构造、组构与流动特征 周丁奎 

11:30-11:45 11 

Deciphering late Tertiary intra-continental deformation of SE Asia: 

lithospheric micro-plate drift or upper crust deformation? Paleomagnetic 

constraints from the northern Simao, Chuandian and Lanping ―blocks‖ 

(north Indochina, 23°-26°N) 

Fabio 

Speran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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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专题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构造过程与高原生长 

（召集人：杨树锋  贾承造  陈汉林  贾东  郭召杰）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30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G) 

主持人：杨树锋   贾东   郭召杰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构造特征与环境效应 贾承造 

8:55-9:10 2 塔里木盆地热流、深部温度和热结构 刘绍文 

9:10-9:25 3 库车坳陷东部吐格尔明背斜构造演化过程及地质意义 程晓敢 

9:25-9:40 4 
帕米尔与南天山的晚新生代对接过程：来自对接带地区吾合沙鲁剖

面的物源分析限定 
陈新伟 

9:40-9:55 5 塔西南山前古构造—古地貌特征及对侏罗—白垩系沉积的控制 吴鸿翔 

9:55-10:10 6 
西昆仑山前新生代前陆盆地沉积演化与充填过程：来自克里阳剖面

及地震资料的证据 
李春阳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南天山古近纪构造活动和环青藏高原盆山系统 肖安成 

10:45-11:00 8 
Mesozoic-Cenozoic exhumation history of Eastern Tian Shan and its 

geodynamic: insight from DAFT and AFT data 
陈  越 

11:00-11:15 9 

Miocene Volcaniclastic Sequence within the Xiyu Formation: 

Implications for Drainage Development and Tectonic Evolution in 

Eastern Pamir 

魏晓椿 

11:15-11:30 10 
四川盆地北部元坝地区早燕山期正断层体系的形成机制探讨 及其

地质意义 
孟立丰 

11:30-11:45 11 青藏高原东缘松潘-甘孜褶皱带印支期变形特征及动力学探讨 胡元邦 

11:45-12:00 12 青藏高原东部羌塘地块新生代盆地构造演化 张  扬 

主持人： 陈汉林   肖安成   程晓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Mixed Crystalline Basement of Junggar Basin Revealed by 

Wide-Angle Seismic Evidence 
赵俊猛 

13:55-14:10 14 
副特提斯海能到达准噶尔盆地吗？--准噶尔盆地南缘渐新世湖相白

云岩的新证据 
郭召杰 

14:10-14:25 15 准噶尔盆地南缘深部构造变形的几何学运动学过程及形成机制探讨 周小军 

14:25-14:40 16 准噶尔盆地南缘构造样式差异及其构造意义 周彦希 

14:40-14:55   17 玛湖凹陷二叠系-三叠系沉积充填过程及其构造演化 唐文斌 

14:55-15:10   18 
南祁连山-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碎屑锆石 U-Pb 年龄特征：对新生

代物源和高原扩展的启示 
张晨雨 

15:10-15:20  休  息  

15:20-15:35     19 尼泊尔喜马拉雅冲断带构造物理模拟研究 沈  礼 

15:35-15:50 20 川西北龙门山北段双鱼石构造特征与物理模拟研究 范小根 

15:50-16:05 21 玛扎塔格构造带主控因素分析：相似构造类比和物理模拟 汪  伟 

16:05-16:20 22 
柴达木盆地基底对青藏高原东北缘构造变形的影响，来自砂箱模拟

的探索 
孙  闯 

16:20-16:35 23 柴达木盆地侏罗系层位解释新思路 王步清 

16:35-16:50 24 川西北地区二叠系含油气地层的重磁化研究 胡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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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专题  青藏高原活动构造与构造地貌研究进展 

(召集人: 陈杰  刘静  王伟涛  张世民  李有利)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4 会议室(二楼 201D) 

主持人:刘静   陈杰   李有利   张世民   王伟涛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50 *1 海原断裂中段晚第四纪滑动速率厘定及其构造意义 邵延秀 

08:50-09:05 2 安宁河断裂带南段滑动速率估计 王  虎 

09:05-09:20 3 海原断裂带松山段晚更新世滑动速率再评价 姚文倩 

09:20-09:35 4 丽江-小金河断裂中段晚第四纪古地震历史 丁  锐 

09:35-09:50 5 宽滩山北缘断裂带晚第四纪右旋走滑特征及其构造意义 刘  睿 

09:50-10:05 6 龙门山南段河流阶地与古冲积扇变形的构造意义 姜大伟 

10:05-10:20 
 

休  息   

主持人: 李有利   刘静   陈杰   张世民   王伟涛 

10:20-10:40 *7 
帕米尔前缘断层沿走向和倾滑向的分段特征及对 1985 年乌恰地震

序列的控制(主震 Mw 6.9) 
李  涛 

10:40-10:55 8 1906 年新疆玛纳斯 M7.7 地震地表破裂带向东是如何终止 张伟恒 

10:55-11:10 9 祁连山东北缘丰乐断裂晚第四纪以来活动速率 刘  飞 

11:10-11:25 10 大黄山背斜的地壳缩短和抬升 ——基于东大河阶地的证据  胡  秀 

11:25-11:40 11 
Observations about Damaged Speleothems in the 2008, Ms 8.0 

Wenchuan Earthquake, China 

Zhao 

Xueqin 

11:40-11:55 12 从磷灰石（U-Th）/He 热年代学方法看龙首山南缘逆断层的隆升剥蚀 李佳昱 

主持人: 张世民   李有利   刘静   陈杰   王伟涛 

13:30-13:50 *13 西藏南北向正断裂人工诱发的无震滑移 田云锋 

13:50-14:05 14 非线性条件下裂点溯源迁移规律的研究 王一舟 

14:05-14:20 15 利用基岩正断层面残余光释光-深度剖面重建断层活动历史 罗  明 

14:20-14:35 16 
中更新世晚期以来黄河晋陕-三门峡谷段河流地貌演化及其对盆地

贯通的响应 
梁  浩 

14:35-14:50 17 川西贡嘎山隆升机理的热力学数值模拟研究 朱良玉 

14:50-15:05 18 日喀则弧前盆地的埋藏和剥蚀历史-来自低温热年代学的约束 葛玉魁 

15:05-15:20 19 
40Ar/39Ar mica dating of late Cenozoic sediments in SE Tibet: 

Implications for sediment provenance and drainage evolution 
Xilin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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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专题  青藏高原隆升与风化剥蚀和气候变化 

（召集人：方小敏   孙继敏   金章东   李高军   颜茂都）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会议室(二楼 201A) 

主持人：孙继敏   颜茂都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酒西盆地新近系新磁性地层年代与祁连山西段隆升 戴  霜 

8:45-9:10 *2 
西宁盆地新生代磁性地层新进展、述评及其对构造和生态环境

演化的制约 
方小敏 

9:10-9:25 3 柴达木盆地东部新近系怀头他拉剖面炭屑初步结果 苗运法 

9:25-9:40 4 柴达木盆地新生代湖泊盐度演化历史及其气候-构造指示意义 郭  佩 

9:40-9:55 5 
西宁盆地晚新生代河湖相地层顶界年龄的古地磁年代学限定及

其对阶地地貌演化的约束 
张伟林 

9:55-10:10 6 
The rock magnetism of marine and continental sediments from the 

Late Cretaceous to Early Miocene in the Lesser Himalaya, western 

Nepal 

KhatriDh

anBahad

ur 

10:10-10:20  休  息  

10:20-11:00 *7 构造-气候控制下的地球关键带动力学 刘丛强 

11:00-11:15 8 云南始新世火山岩、凝灰岩岩石磁学特征及其定年意义 申苗苗 

11:15-11:30 9 
青藏高原中部伦坡拉盆地丁青湖组上部火山灰的识别：对地层

年代的限定及季风演化的意义 
毛子强 

11:30-11:45 10 风火山群的磁性地层 靳春胜 

11:45-12:00 11 喜马拉雅山北麓达涕盆地晚新生代磁性地层学及其意义 张大文 

12:00-12:25 12 青藏高原东缘新生代剥蚀过程及其机制 田云涛 

主持人：金章东   李高军   方小敏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中国黄土高原第四纪风成黄土‚三元‛物质来源的综合地质证据 孙继敏 

13:55-14:10 14 始新世-渐新世气候转型在兰州盆地的记录 敖  红 

14:10-14:25 15 铀同位素破碎年龄学在阶地研究中的运用 李来峰 

14:25-14:40 16 
拜城-库车前陆褶皱冲断带新生代构造演化与地壳缩短速率空

间分布特征 
吕丽星 

14:40-14:55   17 
塔里木盆地南缘 8.5 ka以来的黄土岩石磁学特征及其磁化率变

化机制 
吕  爽 

14:55-15:10   18 Campanian-Maastrichtian 时期亚洲古气候模拟研究 张  健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晚新生代风尘影响青藏高原东北部河流水化学 杨一博 

15:45-16:00 20 普适的供应限制：解释新生代风化悖论的新方法 李高军 

16:00-16:15 21 柴达木盆地东北缘晚新生代粘粒化学风化记录 鲍  晶 

16:15-16:30 22 长江源头河流水化学动态变化与水文条件影响 李思亮 

16:30-16:45 23 钡同位素作为一个新的硅酸岩风化指标：以黄河流域研究为例 苟龙飞 

16:45-17:00 24 
西宁盆地中中新世-早上新世支链 GDGTs古温度记录：可能的隆

升信号 
陈炽皓 

 



15 

 

第 17专题  新构造、地表过程与地质灾害机理 

（召集人：郑文俊  付碧宏  李海兵  张培震  王伟涛）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会议室(二楼 201A) 

主持人：郑文俊   李海兵   饶刚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鄂尔多斯地块周缘新生代构造 施  炜 

8:55-9:10 2 陇县—岐山—马召断裂晚第四纪活动性与变形模式研究 陈庆宇 

9:10-9:25 3 

Kinematics of Late Quaternary Slip along the Qishan-Mazhao Fault: 

Implications for Tectonic Deformation on the Southwestern Ordos, 

China 

李新男 

9:25-9:40 4 雅布赖断裂晚新生代构造变形及对巴丹吉林沙漠地貌形成的影响 杜家昕 

9:40-9:55 5 
Late Pleistocene left-lateral slip rates of the Gulang Fault in eastern 

Qilian Shan (NE Tibetan Plateau) 
张逸鹏 

9:55-10:10 6 青藏高原东北缘新生代火山岩磁偏角旋转及其意义 王伟涛 

10:10-10:20  休  息  

主持人：王伟涛   付碧宏   王洋 

10:20-10:45 *7 内蒙古河套盆地活动构造特征研究 饶  刚 

10:45-11:00 8 河套盆地狼山山前断裂的分段问题及地震危险性讨论 董绍鹏 

11:00-11:15 9 河套断陷带主要活动断裂最新地表破裂事件与历史大地震 李彦宝 

11:15-11:40 *10 
沙坡头地区长时间尺度地表侵蚀速率—来自于地表暴露面宇宙成

因 21Ne核素浓度的约束 
马  严 

11:40-11:55 11 坡立谷的地貌学特征及其新构造意义：以遂意—北更坡立谷为例 张沛全 

11:55-12:10 12 宗务隆山南缘断裂运动学特征及其构造意义 董金元 

主持人： 李志刚   施炜   吴磊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高黎贡及崇山剪切带晚新生代剥露历史 王  洋 

13:55-14:10 14 东天山包尔图断裂晚更新世活动特征及其构造意义 任光雪 

14:10-14:25 15 民乐-永昌断裂深浅构造关系与发震机制研究 邹小波 

14:25-14:40 16 祁连山东段深部电性结构特征及地质构造意义 赵凌强 

14:40-14:55   17 汶川地震引发龙门山前陆盆地地腹构造形变的可能性研究 张子平 

14:55-15:10   18 Seismc Inversion of the June 2017 Maoxian Landslide 李文莹 

15:10-15:20  休  息  

主持人：张竹琪   郝明   郑文俊 

15:20-15:45     *19 
基于三维形变场提取 2013 年 7.7 级巴基斯坦地震复杂的地表破裂

特征 
周  宇 

15:45-16:00 20 基于 GPS时间序列的鄂尔多斯地块微动态变化特征 李长军 

16:00-16:15 21 郯庐断裂带南段三维地壳运动与构造应力场研究 宋尚武 

16:15-16:50 *22 基于物理模型的强震概率预测展望 邵志刚 

16:50-17:05 23 断层几何变化在地震周期中的作用：由现代空间观测讲起 冯万鹏 

17:05-17:15 24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北川地区极重震害的物理机制 朱守彪 

17:15-17:30 25 断层运动学模型约束下的海原断裂带强震破裂平均复发间隔 张竹琪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88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5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5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36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57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6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76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76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6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957/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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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专题  强震机理、孕育环境与地震活动性分析 

(召集人: 蒋长胜   唐启家   张勇   万永革)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4 会议室(二楼 201D) 

主持人:万永革   唐启家  

08:30-08:50 *1 
The 2018 Mw 7.9 Offshore Kodiak Earthquake: An Unusual Outer 
Rise Strike-slip Earthquake 

郑  勇 

08:50-09:10 *2 
Automatic and routine inversion of earthquake source rupture 
process 

郑绪君 

09:10-09:25 3 
基于对震源深度和断层面参数三维网格搜索的 2017年精河Ms6.6地
震震源破裂过程联合反演 

王平川 

09:25-09:40 4 大岗山水库诱发地震震源参数分析 王宇玺 

09:40-09:55 5 
Characteristic repeating aftershocks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region, 

central China 
唐启家 

09:55-10:10 6 基于数据驱动的 OK1993 模型参数计算方法研究 司政亚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0 *7 基于匹配滤波技术的台湾南部地区长微震侦测 张赟昀 

10:40-11:00 *8 地震定位精度和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白  玲 

11:00-11:15 9 2016 年台湾美浓 ML6.6 级地震序列研究 谢亚男 

11:15-11:30 10 地震序列参数的分布特征及与大地热流的关系研究 毕金孟 

11:30-11:45 11 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地震空区双石-大川断裂古地震研究 邵崇建 

11:45-12:00 12 远大震面波应力扰动对 2014 年康定地震所在鲜水河断裂带的影响 马  婷 

主持人:张勇   蒋长胜  

13:30-13:50     *13 全球综合时变应力场的计算 陆  洲 

13:50-14:10 *14 三峡库首区巴东震群的震源机制研究 黄  荣 

14:10-14:25 15 应力体系及其震源机制关系研究 万永革 

14:25-14:40 16 由应力场时空演化特征研究高邮—宝应 MS4.9 级地震孕震过程 孙业君 

14:40-14:55   17 九寨沟 MS7.0 级地震对周围地区的影响 靳志同 

14:55-15:10   18 基于有限元数值模拟分析强震对甘肃地区应变场的影响 李  媛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基于速度与电阻率结构的共和 1990 M7.0地震孕震构造研究 高  级 

15:45-16:00 20 松原地区深部地电结构及孕震构造特征 李卓阳 

16:00-16:15 21 辽宁锦州 CZB-1 型竖直摆钻孔倾斜短期异常分析 翟丽娜 

16:15-16:30 22 基于多震相的松原地区速度结构与震源深度研究 丁仕斑 

16:30-16:45 23 川滇地区体波层析成像研究 郑云鹏 

16:45-17:00 24 甘宁陕交界地区地壳 S 波分裂研究 呼  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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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专题  活动构造、构造地貌的高精度定量研究 

（召集人：任俊杰  任治坤  饶刚  王华  吴中海）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0会议室(三楼 310) 

主持人：任俊杰   任治坤   吴中海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活动构造带山前的河流下切速率 吕红华 

8:55-9:10 2 龙门山南段侵蚀速率分布及其构造指示 王  伟 

9:10-9:25 3 藏北高原近南北向正断层作用——低活动速率与长地震复发间隔 吴中海 

9:25-9:40 4 
冷龙岭断裂带全新世破裂特征、门源地震发震构造机制研究及其区

域构造意义 
姜文亮 

9:40-9:55 5 Worldview-2 立体像对测量地表垂直位错及其精度分析 汪思妤 

9:55-10:10 6 
基于无人机航测获取高分辨率DEM数据的断层几何结构精细解译与

分析——以海原断裂唐家坡点为例 
孙  稳 

 

 

第 20专题  活动断层、深部结构与地震复发习性 

（召集人：徐锡伟  姚华建  雷建设  刘保金  徐浩德  任治坤）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23会议室(三楼 311C) 

主持人：鲁人齐   曹筠   徐锡伟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青藏高原东缘及龙门山地区三维岩石圈结构定量研究与特征分析 鲁人齐 

8:55-9:10 2 郯庐断裂带合肥段——五河-合肥断裂浅部构造特征研究 秦晶晶 

9:10-9:25 3 郯庐断裂带安丘-莒县断裂宿迁以南段落全新世是否活动 曹  筠 

9:25-9:40 4 河南省偃师断裂、洛河断裂第四纪活动性研究 贺为民 

9:40-9:55 5 
北京平原区夏垫断裂 10万年以来滑动速率曲线与古地震完整序列

研究 
沈  军 

9:55-10:20 *6 2016年 Ms6.4门源地震发震构造研究 何骁慧 

10:20-10:30  休  息  

10:30-10:55 *7 2008年汶川地震与龙门山断裂带的深浅部 陈棋福 

10:55-11:10 8 2017 Ms7.0 四川九寨沟地震序列时空演化过程 刘淑君 

11:10-11:25 9 青藏高原东缘地震活动与地壳温度结构 王  健 

11:25-11:40 10 玉农希断裂带地壳深部电导率结构特征 姜  峰 

11:40-11:55 11 主动源纵横波叠前深度偏移成像在城市活断层探测中的应用与思考 李  稳 

11:55-12:10 12 新磨滑坡链式灾害过程的地震学研究 李  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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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专题  南北地震带浅源强震和我国东北地区深源强震的 

深浅部构造特征与动力学机制对比研究 

（召集人：雷建设  陈棋福  梁春涛  何宏林）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9会议室(二楼 203E) 

主持人：雷建设   陈棋福   梁春涛   何宏林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腾冲火山地壳岩浆囊与滇西地壳流的三维电性结构研究 黄清华 

8:55-9:10 2 云南腾冲地区三维地震定位 杨  旭 

9:10-9:35 *3 青藏高原东缘的构造应力场与各向异性 杨宜海 

9:35-10:00 4 南北构造带上地幔各向异性特征及其动力学分析 常利军 

10:00-10:15 5 川滇地区近十年震源机制解的时空变化及其构造意义 戴  坤 

10:15-10:30 6 利用 4 维反演方法得到川滇地区 3 维速度结构和各向异性 朱子杰 

10:30-10:40  休  息  

10:40-11:05 *7 汶川地震同震变化和震后恢复过程 裴顺平 

11:05-11:20 8 
用双差定位研究汶川地震和芦山地震之间地震空区附近的地震活

动性 
黄焱羚 

11:20-11:35 9 

Using the synthetic seismograms matching method to study small 

earthquakes source parameters in Southern Longmenshan seismic gap 

zone 

王  亮 

11:35-11:50 10 2017 年九寨沟 Ms7.0 地震震源区横波分裂变化特征 杨  溢 

主持人：梁春涛   陈棋福   雷建设   何宏林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1 东北亚中生代-古近纪构造演化：火成岩与陆缘增生杂岩记录 许文良 

13:55-14:10 12 
Solonker 缝合带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延伸位置—来自面波层析成像

的证据 
范兴利 

14:10-14:25 13 五大连池火山及邻区地壳上地幔高分辨率三维 S 波速度结构 杨  宇 

14:25-14:50 *14 吉林松原 5级震群震源机制研究 张广伟 

14:50-15:05   15 吉林松原地区 M3.0 级以上地震震源机制解及其应力场反演 徐志国 

15:05-15:20   16 大地电磁测深揭示的松原地震成因 翁爱华 

15:20-15:30  休  息  

15:30-15:55     *17 利用接收函数方法研究中国东北中东部地区不同构造体的地壳特征 陈棋福 

15:55-16:10 18 中国东北地区地壳结构的接收函数研究 张  冰 

16:10-16:25 19 利用接收函数 Pms 横波分裂研究我国东北地区地壳各向异性 孙长青 

16:25-16:40 20 2015 年 11 月 23 日祁连 5.2 级地震发震构造初步研究 黄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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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专题  地震震源物理与断层力学研究进展 

（召集人：杨宏峰  马胜利  岳汉  许才军）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33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B) 

主持人：杨宏峰  马胜利  岳汉  许才军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1 
断层的地震危险性：从长期大地形变测量的分析 ----Parkfield

的实验研究 
王丽凤 

13:50-14:05 2 
Transition from self-arresting to breakaway ruptures on a 

finite strike-slip fault 
陈  翔 

14:05-14:20 3 2004年日本 Niigata 6.8级地震震源区地壳各向异性研究 曹令敏 

14:20-14:35 4 
2018 Mw 6.4 级花莲地震：一个兼具走滑，逆冲以及正断层分量的

地震 
岳  汉 

14:35-14:50 5 高温高压条件下汶川地震断层带花岗岩脆-塑性转化实验研究 牛  露 

14:50-15:05 6 汶川地震前后区域应力场变化特征分析 侯  颉 

15:05-15:15  休  息  

15:15-15:30 7 玄武岩在水热条件下的不稳定摩擦滑动行为以及滑移弱化机制探讨 张  雷 

15:30-15:45 8 
2012 Nicoya M7.6地震的断层同震摩擦性质研究及未来地震情形

地表运动强度估计 
姚素丽 

15:45-16:00 9 
孔隙水压条件下辉绿岩的高速摩擦熔融——对断层熔体润滑和热

压弱化机制的重新审视 
姚  路 

16:00-16:15 10 应力场与断层几何形态对复杂断层系统的自发破裂过程的影响 钱  峰 

16:15-16:30 11 利用余震进行走时校正的反投影方法研究 刘  威 

16:30-16:45 12 
利用受约束的反演波形长度方法进行的破裂模型反演:以 2016年

厄瓜多尔地震为例 
易  磊 

16:45-17:00 13 断层非均匀强度区对破裂传播及断层滑移的影响 刘  月 

 

第 23专题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 

（召集人：张晓东  张培震  任金卫  熊熊  江在森  周仕勇）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2会议室(三楼 311B) 

主持人：张晓东   周仕勇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川滇地震科学实验场未来 3 年工作建议 邵志刚 

8:55-9:10 2 活动断层三维建模研究现状与案例 鲁人齐 

9:10-9:25 3 鲜水河-小江断裂系与红河断裂带晚第四纪交切关系研究 韩竹军 

9:25-9:40 4 利用地表 GPS数据约束川滇地区地壳和地幔形变的数值模拟研究 孙郁东 

9:40-9:55 5 龙门山断裂带变形特征分析 赵  静 

9:55-10:10 6 利用 GPS数据反演红河断裂带现今活动特性 徐  文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利用密集地震台阵观测的云南程海断裂断层带精细结构 杨宏峰 

10:45-11:00 8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川滇缅和新疆中亚帕米尔地区地壳 Lg 波衰减

研究进展 
赵连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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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5 9 基于背景噪声的龙门山断裂带十年地震波速变化研究 刘志坤 

11:15-11:30 10 北天山中段地壳密度变化特征研究 刘代芹 

11:30-11:45 11 青藏高原东南缘密集台阵噪声成像结果及其地壳动力学解释 胡少乾 

11:45-12:00 12 基于密集台阵的云南宾川地区近震剪切波分裂研究 豆  辉 

主持人：任金卫   江在森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基于小江断层地震台阵观测的断裂带物性及地震活动性初步研究

报告 
周仕勇 

13:55-14:20 14 鲜水河-小江断裂带的地震震源性质和闭锁状态研究 郑  勇 

14:20-14:35 15 三分量全波形采样地震电磁扰动观测技术验证研究进展 冯志生 

14:35-14:50 16 
GPS Strain Rate and Seismic Activity Before the Ludian Earthquake 

(Ms 6.5), Northeast Yunnan, China: New Implications for Eastward 
苏  哲 

14:50-15:05   17 金沙江下游水库区地震震源机制与应力场的精细研究 段梦乔 

15:05-15:20   18 
2017 年 8 月 9号精河 MS6.6 级地震余震序列重定位和震源机制解

及发震构造分析 
翟  亮 

 

第 24专题  地幔和地核：结构、动力学、物质和化学组成及和浅部的相互作用 

（召集人：孙新蕾   冷伟   李娟   毛竹   倪四道）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9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F) 

主持人：孙新蕾   冷伟   李娟   毛竹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伴随状态法反演新一代全球地幔模型 阮友谊 

8:50-9:05 2 基于三重震相拟合的南海东北部地幔过渡带顶部低速层探测 李国辉 

9:05-9:20 3 利用密集台阵资料研究青藏高原东北缘上地幔间断面性质 黄  河 

9:20-9:35 4 华南 660 km不连续面界面特征 张  蒙 

9:35-9:50 5 
Nature of the paired 660-km discontinuity beneath the 

Izu-Bonin and Solomon areas 
胡锦锋 

9:50-10:05 6 
秋本石（akimotoite）高温高压弹性性质及其对 660公里不连续面

的影响 
郝尚钦 

10:10-10:20  休  息  

10:20-10:35 7 
斯石英及 CaCl2型石英中硅扩散的第一性原理计算及其对下地幔

散射体的影响 
陈博文 

10:35-10:50 8 高温高压下 Al-SiO2的结构相变 施伟刚 

10:50-11:05 *9 布里基曼石高温高压相变与下地幔 D‛层速度不连续面成因探讨  孙宁宇 

11:05-11:25 10 Hawaii 西边核幔边界结构：是否存在超大尺度 ULVZ？ 李结文 

11:25-11:40 11 非洲 LLSVP西北边缘 ULVZ的分布及其横向变化特征 范  安 

11:40-11:55 12 东亚 D″层小尺度不均匀性特征及成因研究 张宝龙 

11:55-12:10 13 利用 S-P波转换震相探测鄂霍次克海地区中下地幔异常体 袁  野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01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01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31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312/view


21 

 

第 25专题  板块构造和地球动力学过程：数值模拟、物理实验和观测约束 

（召集人：黄金水  张南  李忠海  冷伟  李杨）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12 会议室(三楼 303) 

主持人：黄金水   李杨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20-10:45 *1 大陆岩石圈壳幔分层性及其构造意义 陈  凌 

10:45-11:00 2 哥伦比亚西南俯冲带的板块构造研究 常  莹 

11:00-11:15 3 地幔对流引起的全球大地水准面异常响应的数值模拟 崔荣花 

11:15-11:30 4 构造的大地电磁响应与识别技术 韩江涛 

11:30-11:45 5 
利用 MT 数据和地幔动力学模拟确定汶川地震区的高精度岩石圈

粘度结构 
朱  涛 

11:45-12:00 6 考虑下地壳流变性质的智利北部震间地表形变特征模拟 石富强 

主持人：冷伟   张南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7 古老大陆岩石圈的破坏减薄机制 廖  杰 

13:55-14:10 8 
大陆岩石圈厚度横向变化在克拉通破坏中的作用：二维热-力模拟

的启示 

刘丹红 

14:10-14:25 9 金星表面更新与热演化：热化学地幔对流的数值模拟与应用 黄金水 

14:25-14:40 10 后钙钛矿相变对下地幔多尺度热-化学结构演化的动力学影响 李  杨 

14:40-14:55   11 超大陆裂解的动力学机制再探究——以 Pangea 为例 党  卓 

14:55-15:10   12 超大陆下方地幔热结构的等效模型 黄  川 

15:10-15:20  休  息  

主持人：李忠海   张南 

15:20-15:45     *13 用数值模拟方法研究美西新生代俯冲过程及其地表响应 刘丽军 

15:45-16:00 14 对俯冲板块三维初始化过程的初步研究 赵  晖 

16:00-16:15 15 印度-欧亚板块碰撞的远程效应：二维热-力学数值模拟 卞  爽 

16:15-16:30 16 智利三联点南部俯冲区域热结构的初步数值模拟 徐佳静 

16:30-16:45 17 青藏高原东西向岩石圈结构差异性机制的数值模拟研究 皇甫鹏鹏 

16:45-17:00 18 
张贴报告的口头介绍 —— 张懿行、吴秉乘、张刚、黄金水、周敬

彬每人 3 分钟 

 

 

Session26  Progress in the Studies of Geophysics and Regional Dynamics of Asia 

（Conveners：Li ZHAO, Daoyuan SUN, Shiann-Jong LEE, Lijun LIU） 

TIME:October 22   LOCATION：Room27 (On the first floor, Hall five D) 

Chair：Lijun LIU, Daoyuan SUN, Li ZHAO 

Time Sequence Title Speaker 

8:30-8:45 1 
A method for calculating surface wave dispersion in 

layered medium 

Jianxun 

YANG 

8:45-9:00 2 
S and P-wave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lithosphere 

beneath Sichuan–Yunnan and its surrounding regions 
Zhi WEI 

9:00-9:20 *3 Joint inversion of multiple seismic datasets for crustal structure Adebayo 



22 

 

in Cameroon Oluwaseun 

OJO 

9:20-9:35 4 

Seismic body wave travel time anisotropy tomography 

of the seismotectonic structure of the 2013 Ms 7.0 

Lushan earthquake, China 

Ying LIU 

9:35-9:50 5 
2018 Mw 6.4 Hualien Earthquake: Rupture from slab 

interface to a sub-vertical strike slip fault 

Yi-Ching 

LO 

9:50-10:10 *6 
The Rise, Collapse, and Compaction of Mt. Mantap from the 3 

September 2017,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Teng 

WANG 

10:10-10:20  BREAK  

10:20-10:40 *7 

Mantle component of 3He in western Tibet: evidence for 

incipient mantle melting,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location of the 

Indian-Asian mantle suture 

Simon L. 

KLEMPE

RER 

10:40-10:55 8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of cratonic and 

orogenic continental lithosphere 
Lijun LIU 

10:55-11:10 9 

High-resolution 3D crustal shear-wave velocity 

structure of the Middle-Lower Yangtze River 

Metallogenic Belt 

Song LUO 

11:10-11:25 10 
Preliminary study of landslides by probability 

tomography of self-potential data 

Kaiyan 

HU 

11:25-11:40 11 

Phase Stability and Thermal Equation of State of 

δ-AlOOH: Implication for Water Transportation to the 

Deep Lower Mantle 

Yunfei 

DUAN 

11:40-11:55 12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delamination in lithospheric 

mantle triggered by plate subduction 

Miao 

CHEN 

11:55-12:10 13 

Effects of rheological heterogeneities in the upper 

mantle on the viscoelastic postseismic deformation of 

the 1964 Mw9.2 Alaska earthquake 

Kejing 

HUANG 

 

第 27专题  地震波衰减与深部成像 

（召集人：赵连锋   裴顺平   赵翠萍）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3会议室(二楼 201C) 

主持人：赵翠萍   赵连锋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利用模拟与实际数据从背景噪声中提取地震波衰减的研究 周连庆 

8:55-9:10 2 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壳 Sg 和 Lg 波衰减结构及动力学意义 刘雁冰 

9:10-9:25 3 川滇地区高分辨率地壳 Lg 波衰减及其对该地区构造运动的意义 宋怡杉 

9:25-9:40 *4 龙门山及周边地区强地面运动振幅谱衰减特征 王卫民 

9:40-9:55 5 
Crustal attenuation in China from ML Amplitude and Lg-wave data 

and new model of Tibetan Plateau extrusion 
裴顺平 

9:55-10:10 *6 
青藏高原中部的上地壳软弱带：来自三维速度和衰减层析成像的

启示 
梁晓峰 

10:10-10:20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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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5 7 特提斯造山带地区地壳 Lg 波衰减成像 赵连锋 

10:45-11:00 8 中国西北及邻近地区的地壳 Lg 波衰减成像 马  潇 

11:00-11:15 9 华南地区宽频带地壳 Lg 波衰减模型及其构造意义 沈  琳 

11:15-11:30 10 利用粘弹性有限差分方法研究朝鲜核爆的 Pn 波几何扩散和衰减 张  蕾 

11:30-11:45 *11 Lg Q随震源深度的变化作为地壳本征衰减深度的判据 盖增喜 

11:45-12:00 *12 
Zoning and stratifying attenuation structure in the Earth’s 

uppermost inner core beneath the northwestern Pacific 
何小波 

主持人： 裴顺平   赵连锋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地震逆时偏移成像中的一类高效衰减补偿方法 宁杰远 

13:55-14:10 14 基于点扩散函数的预条件黏声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姚振岸 

14:10-14:25 15 基于二次谱模拟的 Q 值估计方法 程万里 

14:25-14:40 16 基于折射波 Q 值反演 陈晓楠 

14:40-14:55   *17 基于 t*的三维地震衰减成像新进展及应用 张海江 

14:55-15:10   18 品质因子 Q 值估计方法研究 俎  强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蒙古及邻区上地幔速度及各向异性结构研究 何  静 

15:45-16:00 20 2017 年 9 月 3 日朝鲜地下核试验及余震事件的地震学特征 何  熹 

 

第 28专题  强地面运动数值模拟与地震灾害评估 

(召集人: 张振国   储日升   章文波   周红)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11 会议室(三楼 302)  

主持人: 张振国   储日升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50 *1 柴达木盆地区域地震波传播与地震地面运动特征研究 王彦宾 

08:50-09:10 *2 利用密集台阵面波成像构建浅地表 S波模型 曾祥方 

09:10-09:25 3 2016 年日本熊本地震动力学破裂和强地面运动模拟 余厚云 

09:25-09:40 4 
利用强震、远震和 InSAR 数据联合反演 2017 年九寨沟地震震源破
裂过程 

郑  傲 

09:40-09:55 5 基于波场分离约束中强地震破裂方向性 臧  翀 

09:55-10:10 6 
网格分辨率对带三维盆地结构的强震模拟的影响：以 1976 年唐山
大地震为例  

张文强 

10:10-10:20   休  息   

主持人: 章文波   周红 

10:20-10:35 7 基于多源异构地震灾情信息的烈度评估模型研究 肖本夫 

10:35-10:50 8 天津滨海爆炸事故爆炸事件检测与相对定位研究 谭毅培 

10:50-11:05 9 利用深度震相研究松辽盆地沉积层结构 马海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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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专题  大地震预测技术与方法 

(召集人: 王海涛  黄辅琼  刘洁  邵志刚  李纲  岳汉)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11 会议室(三楼 302) 

主持人:王海涛   黄辅琼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1 基于油气井生产动态数据分析的地震前兆监测 曹俊兴 

13:50-14:05 2 地震动力过程的多尺度多物理场数值模拟研究浅析 刘  洁 

14:05-14:25 *3 1999年震级 7.6集集地震前多重异常参量间可能的物理关联 陈界宏 

14:25-14:40 4 Earthquake probability forecast incorporating non-seismic data 韩  鹏 

14:40-14:55 5 由文档资料重现的 1975 年海城地震预报过程 陈棋福 

14:55-15:10 6 2016 年日本熊本地震主震和前震之间的异常形变信号 岳  汉 

15:10-15:20   休  息   

主持人: 刘洁   岳汉 

15:20-15:35 7 地球整体颤振地震计测振原理及数值地震预测新方法 董长军 

15:35-15:50 8 新疆中强地震前地壳介质泊松比变化的接收函数初步研究 唐明帅 

15:50-15:05 9 ISC-GEM 地震目录的产出 李保昆 

15:05-15:20 10 视应力在强震前时空变化特征研究 李艳娥 

15:20-15:35 11 
迭代法分析和提取大震前 TEC 中长期异常： 以四川省汶川、雅安、
九寨沟地震为例 

廖洪月 

15:35-15:50 12 依据天文因素变化预测地震火山的新方法 印显吉 

 

第 30专题  “张衡一号‚卫星应用与国家地球物理场卫星探测计划 

（召集人：申旭辉  王赤  李辉  吴立新  吴健  张学民）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31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H) 

主持人：申旭辉   王赤   肖佐   李辉   张学民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在轨测试概况和数据管理方式 黄建平 

8:55-9:10 2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高精度磁场探测技术 周  斌 

9:10-9:25 3 张衡一号感应式磁力仪在轨初步结果 曾  立 

9:25-9:40 4 “张衡一号”卫星朗缪尔探针载荷技术及初步探测结果分析 刘  超 

9:40-9:55 5 ZH-1卫星高能粒子探测器数据及在轨运行情况介绍 李新乔 

9:55-10:10 6 
Validation of the plasma density measurements from CSES by 

observations from Swarm and ground-based radars 
熊  超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电磁卫星 ZH-1应用进展 张学民 

10:45-11:00 8 电磁卫星高精度磁强计初步成果介绍 杨艳艳 

11:00-11:15 9 张衡一号卫星朗缪尔探针数据反演方法及初步应用结果 颜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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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1:30 10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search coil magnetometer (SCM) 

onboard the CSES 
王  桥 

11:30-11:45 11 张衡一号”卫星等离子体分析仪初步观测结果与数据应用 刘大鹏 

11:45-12:00 12 CSES卫星观测的 VLF人工源信号特征分析与全波模拟 赵庶凡 

主持人：申旭辉   王赤   肖佐   李辉   张学民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子午工程简介及其与张衡星配合研究的探究 王  赤 

13:55-14:20 *14 
Co-seismic effects ‘heard’ in space and a possible 

application of CSES data  
肖  佐 

14:20-14:35 15 
Equatorial plasma bubbles observation concurrently by ground 

based instruments and satellite in-situ measurement 
史建魁 

14:35-14:50 16 

APSCO Earthquake Research Project Phase II ：Integrating 

Satellite and Ground Observations for Earthquake Signatures 

and Precursors 

泽 仁 

志 玛 

14:50-15:05   17 利用 TIE-GCM模式计算电离层电流产生的磁场 李  磊 

15:05-15:20   18 基于“张衡 1号”卫星数据的电离层三维图像 王秀英 

15:20-15:30  休  息  

15:30-15:55     *19 天空海一体化卫星重力反演和水下重力匹配导航研究进展 郑  伟 

15:55-16:20 *20 我国卫星重力任务实施进展及展望 李  辉 

16:20-16:35 21 卫星重力梯度测量恢复地球重力场的限制因素分析 万晓云 

16:35-16:50 22 重力卫星检测主喜马拉雅逆冲带地震循环的模拟 周  新 

16:50-17:05 23 南北地震带卫星与地面重力初步对比研究 邹正波 

17:05-17:20 24 组合 GRACE时变重力场模型在典型区域水文探测应用分析 吴云龙 

17:20-17:35 25 中国地球物理场探测卫星计划发展若干思考 申旭辉 

 

第 31专题  强震动观测及其应用 

（召集人：王玉石   周宝峰   李永义）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张贴报告 

 

第 32专题  地震应急的现状与前景 

（召集人：杨建思   陈安）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7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D) 

主持人：陈安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 地震极灾区速判与地震灾害快速估计 杨建思 

13:55-14:10 2 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分析的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平台设计 孙章庆 

14:10-14:25 3 地震应急科技支撑产品自动化快速产出系统研制 彭朝勇 

14:25-14:40 4 
基于地震危险性评估的城市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需求分析 ——以辽

宁省朝阳市为例 
李晓丽 

14:40-14:55 5 无人机遥感系统在地震应急救援中的应用 荆帅军 

14:55-15:10 6 流动测震观测技术在中强地震中的应用 吴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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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专题  空间大地测量与地壳动力学 

（召集人：单新建  许才军  李志伟  曾琪明  屈春燕）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5会议室(三楼 305C) 

主持人：许才军   单新建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InSAR/GPS地震形变监测与地震危险性分析应用 单新建 

8:50-9:05 *2 
利用高分辨率光学影像和雷达大地测量数据监测2014年Mw6.9于田

地震同震和震后形变与机理解译 
许文斌 

9:05-9:20 3 
Landslide mapping and analysis based on geodetic InSAR observations: 

case studie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 
Xie Hu 

9:20-9:35 4 基于 InSAR 技术的 2010 年玉树地震震后滑动分析 刘传金 

9:35-9:50 5 
利用新一代 SAR 卫星影像构建 2017 Ezgeleh，Iran 地震高精度的同

震三维位移场 
袁  霜 

9:50-10:05 6 基于时序 InSAR 的深圳地表沉降及季节性形变分析 刘  鹏 

10:05-10:20  休  息  

主持人：李志伟   冯万鹏  

10:20-10:40 *7 东昆仑断裂东段震间形变的 InSAR观测与潜在孕震凹凸体估计 季灵运 

10:40-10:55 8 2008 Mw7.1 于田地震与冰川谷地演化的相互作用 张迎峰 

10:55-11:10 9 帕米尔-天山主要断裂滑动速率的 GPS 研究 王东振 

11:10-11:25 10 
基于多轨道长条带 InSAR 的 2001 年 Mw7.8 级昆仑山地震不同破裂

段震后形变时空演化特征 
赵德政 

11:25-11:40 11 基于地基 LiDAR 点云数据插值方法的对比研究 康  帅 

11:40-11:55 12 基于 EViews 软件的 ARIMA 模型预测 马利华 

主持人：张景发   季灵运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13 
基于现代空间观测技术的 2017年伊朗-伊拉克 Mw7.3 地震震源复杂

性精细成像 
冯万鹏 

13:50-14:05 14 阿尔金断裂带中段现今构造形变的时序 InSAR 研究 邱江涛 

14:05-14:20 15 地质构造对芦山地震同震水位变化的影响 朱传华 

14:20-14:35 16 基于高频 GPS 和强震仪数据的地震预警——以日本 3.11 地震为例 尹  昊 

14:35-14:50 17 
2015年尼泊尔 Mw7.8级地震 InSAR三维同震形变场解算及其揭示的

断层复杂运动 
乔  鑫 

14:50-15:05 18 卫星磁测数据的高崩溃污染率抗差趋势面检测 种  洋 

主持人：屈春燕   张国宏 

15:05-15:20 *19 基于 20年 InSAR观测的 1978 年 7.3级伊朗地震震后形变研究 周  宇 

15:20-15:35 20 基于 Sentinel-1数据分析 2014年四川康定 Mw5.9级地震的震后形变 田云锋 

15:35-15:50 21 2016年呼图壁 M6.2地震前 GPS连续资料异常特征分析 马海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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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05 22 郯庐断裂带中南段垂直形变研究 刘立炜 

16:05-16:20 23 GPS 资料震前地表形变特征提取研究 刘希康 

16:20-16:35 24 龙门山断裂构造与汶川 Mw7.9级地震发震位置关系的数值模拟研究 岳  冲 

16:35-16:50 25 云南 6级以上地震热红外异常特征研究 王  莹 

16:50-17:05 26 

Time-frequency Analysis of Influence on Thermal Radiation 

Background Anomalies Caused by Large Earthquake: Case Study 

of Wenchuan 8.0 Earthquak 

Wei 

Congxin 

17:05-17:20 27 
基于 FY3A的地表长波辐射（OLR）在玉树、芦山、九寨沟震前异常

变化研究 
杨  星 

17:20-17:35 28 
基于 Ku波段地基干涉合成孔径雷达的高精度实时形变场计算及其

三维地形获取方法 
左荣虎 

 

第 34专题  空间大地测量的全球变化研究 

（召集人：汪汉胜  江利明  王泽民  童小华  李志伟）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17会议室(三楼 305E) 

主持人：汪汉胜   李进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联合多源观测资料研究格陵兰冰盖冰雪密度的年际变化 苏晓莉 

8:55-9:20 *2 
利用 GRACE卫星重力观测分析南美巴塔哥尼亚冰川质量的年际变

化特征 
李  进 

9:20-9:40 3 
新疆公格尔九别峰克拉牙依拉克冰川 1973-2016年冰川物质平衡

估算 
冯力力 

9:40-10:00 4 地基 GNSS模拟退火法三维水汽层析算法实验和研究 张瀚文 

10:00-10:10  休  息  

10:10-10:35 *5 基于 MODIS 反照率估算青藏高原内陆冰川物质平衡的研究 张志敏 

10:35-11:00 *6 基于 IceBridge数据的北极区域尺度海冰表面雪深时空变化 朱朝辉 

11:00-11:20 7 联合 ICESat和 CryoSat-2数据提取湖泊高程时的偏差探讨 毛  松 

11:20-11:40 8 GRACE 时变重力场模型误差估计及 RL05与 RL06数据的比较分析 唐  璐 

 

第 35专题  地震大地测量学  

（召集人：孙文科  许才军  王琪  申文斌  熊熊）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4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A) 

主持人：付广裕   何平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利用 GPS和 GRACE数据反演 2011年日本东北(Mw 9.0)地震的同震滑
移分布 

周  新 

8:50-9:05 2 
Coseismic Slip and Afterslip of the 2017 Mw 8.2 Chiapas, Mexico, 

Earthquake 

Rumeng 

Guo 

9:05-9:20 3 2015 年 Mw7.9 尼泊尔地震震后余滑与余震时空分布的关系研究 赵  斌 

9:20-9:35 4 
An estimation of the average viscosity of the asthenosphere from 

seasonal loading deformations using GPS and GRACE 
张  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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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5-9:50 5 
高密度重力观测数据揭示的秦岭造山带地壳密度结构，岩石圈挠曲

机制与均衡状态 
王振宇 

9:50-10:05 6 华北地区中东部岩石圈挠曲与均衡特性以及地震活动性分析 佘雅文 

10:05-10:20 7 An Absolute Gravity observation profile across the Tibetan Plateau 孙文科 

10:20-10:30  休  息  

主持人： 周新   董杰 

10:30-13:50 *8 
北帕米尔阿莱山脉 2016 年 Mw 6.5 Nura 地震的震源机制研究：
Sentinel-1雷达干涉测量约束的反冲断层破裂 

何  平 

10:50-11:05 9 
Application of geodetic observation on the effect of discontinuity layers 

for the 2011 Tohoku-Oki earthquake (Mw9.0) 
董  杰 

11:05-11:20 10 基于球形地球模型的同震库仑应力变化理论 刘  泰 

11:20-11:35 11 
A flexible computation method for the viscoelastic deformation in a 

layered spherical Earth model 
唐  河 

11:35-11:50 12 利用地震简正模与大地测量数据联合反演震源矩张量 栾  威 

11:50-12:05 13 鄂尔多斯块体西南缘应变积累特征与地震矩释放 李承涛 

12:05-12:20 14 The Sediment Accumulation in East China Sea 常  乐 

 

第 36专题  沉积盆地矿产资源综合勘察 

(召集人: 于常青  李明  尹宏伟  邹长春)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16 会议室(三楼 305D) 

主持人: 于常青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50 *1 监测天然气水合物开采过程的井周电阻率成像模拟实验研究 邹长春 

08:50-09:05 2 天然气水合物储层井周电阻率成像有限单元法正演模拟 苗雨坤 

09:05-09:20 3 基于短周期天然地震密集台阵和 H/V 方法探测盐源盆地沉积盖层 瞿  辰 

09:20-09:35 4 基于地震资料对于勐野井钾盐矿床深部构造的研究 李恒强 

09:35-09:50 5 兰坪金顶铅锌矿床展布及深部构造特征—从地震响应特征结果分析 罗  愫 

09:50-10:05 6 巴楚地区一间房组碳酸盐岩声学特性实验研究 张淑霞 

10:05-10:20   休  息   

主持人: 于常青 

10:20-10:35 7 
PETROPHYS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LATE 

CRETACEOUS MARINE AND LACUSTRINE DEPOSITS 

KOUAMELAN 

Kouamelan 

Serge 

10:35-10:50 8 
乍得 Bongor 盆地反转构造特征及形成机制--来自地震剖面及沙箱模
拟实验的证据  

吴珍云 

10:50-11:05 9 基于井震联合反演对柴达木盆地昆北地区砂岩型铀矿储层的预测 邱  宇 

11:05-11:20 10 
基于聚类分析与层次分析的储层综合评价——以大芦湖油田樊 29

块沙三中亚段储层为例  
吕召宁 

11:20-11:35 11 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平衡剖面恢复 魏华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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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11:50 12 滇西南勐野井地区固体钾盐地球物理响应特征分析 张慧民 

主持人: 邹长春 

13:30-13:45 13 基于最优化和流动单元带的物性参数计算方法及应用 张  艳 

13:45-14:00 14 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铀矿床绿泥石特征及其与铀成矿的关系 骆效能 

14:00-14:15 15 模糊数学在临邑地区沙三上亚段圈闭评价中应用 孙  强 

14:15-14:30 16 基于三维地质统计学反演的单砂体精细雕刻技术 孙章庆 

14:30-14:45 17 
琼东南盆地基底断层性质对凹陷沉积模式的影响：基于离散元数值
模拟的认识 

李长圣 

14:45-15:00 18 祁连山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饱和度测井评价模型研究 彭  诚 

 

第 37专题  盆地动力学与能源 

（召集人：何登发  琚宜文  刘树根）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3会议室(三楼 311C) 

主持人：何登发 

盆地动力学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沉积盆地类型研究进展 琚宜文 

8:50-9:10 *2 四川盆地--周缘活动主控下形成的叠合盆地 刘树根 

9:10-9:25 3 鄂尔多斯盆地南缘寒武纪同沉积断裂的识别及成因机制分析 熊伟东 

9:25-9:40 4 燕山运动在渤海西部海域表现形式及其地质意义 肖述光 

9:40-10:00 5 塔里木盆地新元古代裂陷群及其形成动力学 何碧竹 

10:00-10:10  休  息  

主持人：刘树根   黄雷 

盆地构造解析 

10:10-10:30 *6 张扭变形带内的一类特殊构造变形及意义 黄  雷 

10:30-10:45 7 四川盆地断层传播褶皱地震剖面解释与石油预测 杨  振 

10:45-11:00 8 前陆冲断带的多期叠加构造：以准南缘山前带阿什里构造带例析 甄  宇 

11:00-11:15 9 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古近系沟扇对应关系研究 张  强 

11:15-11:30 10 长垣西部地区现今地应力场特征 陆金明 

11:30-11:45 11 渤海海域前新生代构造演化跷跷板现象及其成因机制 吴庆勋 

11:45-12:00 12 四川盆地东南部泸州古隆起的形成与演化 黄涵宇 

12:00-12:15 13 临南地区张扭背景下变换构造研究 张  耀 

主持人：琚宜文   何碧竹 

盆地的能源效应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3 沁水盆地中东部煤系构造热演化及其煤系气成藏响应 余  坤 

13:45-14:00 14 鄂尔多斯盆地杭锦旗地区山 1 段-太原组烃源岩特征及资源潜力评价 王惠君 

14:00-14:15 15 塔北隆起的地质结构与分段特征 陈槚俊 

14:15-14:30 16 博格达山周缘地区上二叠统沉积储层特征研究 张亚男 

14:30-14:45 17 龙门山前陆盆地须家河组泥页岩的沉积环境和有机质富集机制 陈  斌 

14:45-15:00  休  息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11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20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93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7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21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72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99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26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8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3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49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0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62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055/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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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15:15 18 滴南凸起西段石炭系古地貌特征及火山岩气藏勘探有利区预测 何如意 

15:15-15:30 19 玛湖凹陷西北斜坡区坡折带识别及其对沉积的控制作用 肖  豪 

15:30-15:45 20 莺歌海盆地底辟构造特征及形成机制的物理模拟 赖  冬 

15:45-16:00 21 川东地区主要滑脱层分布预测及构造变形特征分析 刘  怡 

16:00-16:15 22 克拉美丽山与大井凹陷的构造关系兼论石炭纪构造沉积格局 张  磊 

16:15-16:35 *23 陆内构造演化旋回：龙门山例析 何登发 

 

第 38专题  沉积岩系改造与能源矿产赋存 

（召集人：琚宜文  曹代勇  何登发  卢双舫）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6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C) 

主持人：琚宜文   曹代勇   聂百胜   王安民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湖南鲁塘矿区构造分区分带特征 彭扬文 

8:45-9:10 *2 
构造控煤作用研究新进展 ——对煤系矿产资源综合评价与开发利用

的启示 
曹代勇 

9:10-9:25 3 渤海莱南复杂斜坡带成因、成藏与勘探实践 李果营 

9:25-9:50 *4 盆地演化与有机质-金属矿共存关系 琚宜文 

9:50-10:15 5 新疆西南天山阿沙哇义金矿控矿规律与成矿模式研究 冯宏业 

10:15-10:30  休  息  

10:30-10:45 6 青海聚乎更矿区现今构造格局对煤系气富集的影响 王安民 

10:45-11:10 *7 煤系地层水水化学演化特征及其与生物气的响应研究 李清光 

11:10-11:25 8 页岩力学与变形特征及其储层可改造性评价 黄  骋 

11:25-11:40 9 四川盆地南部奥陶系五峰组页岩元素特征及其对古环境的指示意义 邓  鑫 

主持人：曹代勇   琚宜文   方向   李清光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0 
The composition, pore structure characterization and deformation 

mechanism of coal-bearing shales from tectonically altered coalfields in 

eastern China  
孙  盈 

13:45-14:10 *11 煤多尺度孔隙结构及等效特征图谱研究 聂百胜 

14:10-14:25 12 剪切变形作用对页岩孔隙结构的影响 朱洪建 

14:25-14:40   13 
鄂尔多斯东缘K-区块上古生界太2段致密储层成岩作用及其孔隙定量

演化研究 

呼 延 

钰 莹 

14:40-15:00  休  息  

15:00-15:25 *14 柴达木盆地西部地区致密油成藏条件与富集规律 方  向 

15:25-15:40 15 桂中地区下石炭统寺门组古流向与相带展布研究 张矿明 

15:40-15:55 16 渤海海域环渤中深层近源砂砾岩储层差异及优质储层成因 庞小军 

15:55-16:10 17 沉积和成岩对低渗储层中相对高渗区的控制作用 陈俊飞 

16:10-17:00 18 张贴报告者口头介绍及专题集中讨论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24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86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118/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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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专题  同位素热年代学理论、方法与应用 

（召集人：王非  陈文  邱楠生  田云涛  袁万明  沈传波  任战利）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6会议室(二楼 203B) 

主持人：王非   邱楠生   任战利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构造年代学及其前沿进展  王  瑜 

8:55-9:20        *2 
青藏高原东南缘川滇地块区晚新生代台阶式扩展—构造地貌与低温

热年代学综合分析 
王国灿 

9:20-9:45        *3 东昆仑斑岩带时空分布 袁万明 

9:45-10:00        4 
阿尔金山脉穿时性剥露对青藏高原北缘隆升历史的制约：(U-Th)/He

年代学证据  
师文贝 

10:00-10:15        5 
鄂尔多斯盆地中-新生代岩石圈深部动力学演化：来自热体制研究的

证据 
祁  凯 

10:15-10:25  休  息  

10:25-10:50      *6 
Meso-Cenozoic Uplift and denudation in continental area of 
China linked to climate effects: evidence from apatite and 
zircon fission track data  

邱楠生 

10:50-11:15      *7 
Accelerated incision caused by river capture: Dadu River, 
eastern Tibet  

杨  蓉 

11:15-11:40      *8 地壳硅质岩浆演化的动力学过程与浙东晚中生代火山-侵入杂岩的成因 张吉衡 

11:40-11:55      9 MK-1 磷灰石：一种潜在的(U-Th)/He 定年标样 吴  林 

主持人：袁万明   陈文   田云涛   沈传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0 青藏高原东南缘新生代多期隆升时限与地壳变形方式  张  波 

13:55-14:20     11 

Tectonic history and Kinematic vorticity flow analysis of 

Hamadan complex, Sanandaj-Sirjan Zone, Iran  

Azin 

Imanpour 

Namin 

14:20-14:35 12 三维地质建模技术在热年代学研究中的作用 于  强 

14:35-14:50     13 磷灰石作为裂变径迹定年矿物的物理化学意义 许紫菁 

14:50-15:00      休  息  

15:00-15:25     *14 
Thermochronological constraints on the late Cenozoic 
morpho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Min Shan, the east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田云涛 

15:25-15:40     15 晚白垩纪以来四川盆地东西部差异剥蚀的磷灰石裂变径迹热年代学约束 唐  苑 

15:40-15:55     16 
基于盆-山构造演化约束下的渭北地区中新生代构造热演化历史—来

自（U-Th）/He 热年代学证据 
肖  晖 

15:55-16:20 *17 单颗粒样品无稀释剂 K-Ar法：一个新的 Ar年代学方法  王  非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229/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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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专题  变质作用过程的观察与模拟 

（召集人：魏春景  刘晓春  吴春明  张泽明  吴元保）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3会议室(三楼 311C) 

主持人：魏春景  刘晓春  吴春明  张泽明  吴元保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东喜马拉雅造山带部分熔融与熔体结晶的时间与持续过程：锆石岩石

年代学研究 
张泽明 

8:55-9:10 2 喜马拉雅中部榴辉岩相变质作用的条件和时代 王佳敏 

9:10-9:25 3 
Tectono-metamorphic discontinuities in the Greater Himalayan Crystalline, 

central Himalaya 

Gautam

Khanal 

9:25-9:40 4 喜马拉雅造山带东段进变质作用 P−T 轨迹的精确限定及构造意义 丁慧霞 

9:40-9:55 5 冈底斯岩浆弧二叠纪岩浆岩的新生代变质作用与构造意义 牛志祥 

9:55-10:10 6 冈底斯岩浆弧下地壳部分熔融的岩石学与年代学研究 江媛媛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电子探针分析技术进展及其在变质岩石学研究中的应用 陈  意 

10:45-11:00 8 
Metamorphic evolution and geochronology of the Dahongshan-Duobagou 

area, northwestern Dunhuang orogenic belt, northwest China 
王  浩 

11:00-11:15 9 冀东青龙双山子-朱杖子地区中低级变质作用及年代学研究 段站站 

11:15-11:30 10 冀东迁安片麻岩穹窿西部边缘超高温基性麻粒岩的变质作用研究 刘  婷 

11:30-11:45 11 怀安黄土窑古元古代基性麻粒岩变质作用 廖  岳 

11:45-12:00 12 

Metamorphic evolution and tectonic significance of ultrahigh-temperature 

mafic granulite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higuai area, Daqingshan, 

China 

杨  岩 

主持人：魏春景  刘晓春  吴春明  张泽明  吴元保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SS-LASS ICP-MS锆石年代学新技术对有限流体条件下深俯冲榴辉岩变

质年龄的制约 
王  璐 

13:55-14:10 14 
俯冲带超高压岩石的部分熔融作用：来自苏鲁造山带长英质脉体和寄

主花岗质片麻岩的证据 
赵宇洁 

14:10-14:25 15 
扬子北缘新元古代角闪岩相变质作用及其地质意义：来自陡岭石榴角

闪岩及其围岩片麻岩的证据 
何  宇 

14:25-14:40 16 扬子克拉通北缘中级角闪岩相变质作用 胡  娟 

14:40-14:55 17 
Metamorphic evolution of the Wuguan complex and Liuling Group: 

Implications for the late Paleozoic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Qinling orogen 
陈龙耀 

14:55-15:10 18 
深俯冲陆壳内变质熔流体形成和演化：苏鲁造山带混合岩化榴辉岩研

究为例 
王淞杰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西南天山超高压变质带富镁变基性岩的演化 吕  增 

15:45-16:00 20 
Metamorphic P–T paths and in-situ zircon U–Pb ages of garnetite from 

South Altyn Tagh, West China 

董  杰 

16:00-16:15 21 
Boron isotope ratio determination via LA-MC-ICP-MS and fluid tracing in 

subduction 

徐  洁 

16:15-16:30 22 浙西南松阳地区石榴辉石岩变质作用演化与地质意义 郭腾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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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6:45 23 北秦岭高压-超高压片麻岩的变质作用及其早期折返过程的研究 寥小莹 

16:45-17:00 24 
变质基性岩的相平衡关系：来自实验岩石学、相平衡模拟和 ACF 组分

分析的控制 

魏春景 

 

第 41专题  地幔地球化学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石成因 

（召集人：郑建平  夏群科  汤艳杰  郭锋  张铭杰  陈立辉  刘传周  刘金高）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6会议室(三楼 305D) 

主持人：刘传周   刘金高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10-15:25 1 峨眉山大火成岩省大理苦橄岩橄榄石熔体包裹体 H同位素组成 刘  佳 

15:25-15:40 2 
Evolution of the lithospheric mantle beneath the Canadian 

Cordillera: Evidence from the Tasse peridotite xenoliths 
杨筱寒 

15:40-15:55 3 地幔交代作用对 Spitsbergen 上地幔水含量影响的研究 汤文婷 

15:55-16:10 4 
土耳其西北部岩石圈地幔交代作用：来自地幔捕虏体 Li 同位素的

证据 
景揭俊 

16:10-16:25 5 
Zn 同位素证实波西米亚地体富 Fe 橄榄岩和辉石岩是熔体-橄榄岩

反应的产物  
黄  建 

16:25-16:40 6 
秦岭造山带早古生代基性岩墙群地幔源区：来自全岩地球化学和锆

石 Hf-O同位素的制约 
聂  虎 

16:40-16:55 7 
东北软流圈地幔中的原始橄榄岩质地幔——来自大兴安岭地区新

生代玄武岩的地球化学证据 
薛笑秋 

16:55-17:10 8 西藏普兰地幔橄榄岩中石榴石成因后成合晶的厘定及其意义 龚小晗 

 

第 42专题  地震波传播与成像 

（召集人：杨顶辉  刘伊克  李小凡  赵志新  符力耘）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9会议室(三楼 308) 

主持人： 赵志新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求解地震学反问题的聚焦计算方法 吴  昊 

8:45-9:00        2 基于集合 Kalman滤波和无放回均匀采样的全波形反演 王  健 

9:00-9:15        3 基于角道集的 VTI介质各向异性参数层析反演方法研究 王非翊 

9:15-9:30        4 速度 - 衰减模型的频率域全波形反演 汤振捷 

9:30-9:45        5 一种基于波场迭代的高效频率域全波形反演方法 辛天亮 

9:45-10:00       6 基于 GPU加速的各向异性全波形反演方法研究 欧阳义 

10:00-10:10       休  息  

主持人:  李小凡 

10:10-10:25      7 穿透上地幔橄榄岩层的 SKS 分裂—理论地震图研究初步 姚  陈 

10:25-10:40      8 南海 OBS记录 S类多次波的理论地震图研究 姚  陈 

10:40-10:55 9 地方震的横波分裂和横波多次分裂 姚  陈 

10:55-11:10   10 修正辛有限元法地震波场数值计算 苏  波 

11:10-11:25 11 基于粘性扩展 Biot理论的波场模拟 张博雅 



34 

 

11:25-11:40 12 非均匀介质反射/透射矩阵法地震模拟 刘  彬 

11:40-11:55 13 波前构建法合成反射地震记录 魏脯力 

主持人：刘伊克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 粘声 VTI介质高斯束叠前深度偏移方法 陈  超 

13:45-14:00        2 VTI 介质中的 qP波方程数值模拟及边界条件 卫二祥 

14:00-14:15        3 基于最佳平方逼近的 VTI介质纯 qP波正演模拟与逆时偏移 慕鑫茹 

14:15-14:30        4 三维变网格有限差分正演模拟与逆时偏移 王自颖 

14:30-14:45        5 各向异性介质共偏移距域控制束偏移及海底潜山应用实例 张  瑞 

14:45-15:00 6 基于自适应字典学习的地震数据重建算法 张医奎 

15:00-15:15      7 基于非局部均值约束的平面波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黄韵博 

15:15-15:30      8 基于常 Q模型分数阶拉普拉斯算子的黏声介质地震正演模拟 李熙雨 

15:30-15:45 9 弹性介质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王  浩 

 

第 42专题  地震波传播与成像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9会议室(三楼 308) 

主持人： 刘伊克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远震接收函数三维逆时偏移方法及应用 姜小欢 

8:45-9:00        2 海底沉积物对偏移成像的影响 李懿龙 

9:00-9:15       3 基于加权龙格库塔间断有限元方法的逆时偏移成像 仇楚钧 

9:15-9:30        4 一种改进的成像条件 孟祥羽 

9:30-9:45        5 单程波复 Padé近似叠前深度偏移 李彬玉 

9:45-10:00       6 基于交错网格混合法实现的 TTI介质纯 P波逆时偏移 李  钊 

10:00-10:10       休  息  

主持人:  符力耘 

10:10-10:25      7 道缺失与含噪音地震数据的高斯束重建与偏移 白  敏 

10:25-10:40      8 海底四分量地震数据弹性波高斯束偏移 石星辰 

10:40-10:55 9 均匀半空间 Green函数的闭合形式解 冯  禧 

10:55-11:10   10 三维复杂横向各向同性介质的交切法快速地震定位 毛元彤 

11:10-11:25 11 快速广义稀疏反演多次波去除方法 白兰淑 

11:25-11:40 12 一种粘性声波地震波场模拟的混合方法 王智亮 

11:40-11:55 13 叠前深度偏移对速度误差的适应性分析 马  振 

主持人： 杨顶辉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4 基于多 GPU技术的起伏地表条件下的二维 TTI介质声波波场模拟 张君秋 

13:45-14:00      15 基于缝洞型储层的绕射波成像方法研究 孔  雪 

14:00-14:15      16 基于主振能量分析的三分量地震数据 P、S波场分离方法 刘  勇 

14:15-14:30       17 基于包络目标函数的波形反演 刘  冰 

14:30-14:45       18 基于形态分量分析的地震数据恢复重建算法研究 张医奎 

14:45-15:00      19 基于离散正交 S变换的去噪方法研究 赵子越 

15:00-15:10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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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赵志新 

15:10-15:25       20 VTI 介质 QP波各向异性参数响应特征 田发发 

15:25-15:40      21 Love波的广义射线表示 王少曈 

15:40-15:55 22 各向异性介质时间域转换波高斯束偏移 刘  畅 

15:55-16:10  23 基于 GPU加速的三维弹性波有限差分正演模拟 张翰博 

16:10-16:25 24 基于 poynting矢量分解成像条件的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向  晨 

16:25-16:40 25 粘弹性介质面波有限差分正演模拟 徐夷鹏 

16:40-16:55 26 基于最小二乘逆时偏移的远探测声波反射成像测井模拟研究 邹  强 

 

第 43专题  高压实验矿物学、岩石学与地球化学 

（召集人：费英伟  代立东  刘曦  倪怀玮  巫翔  杨晓志  翟双猛  张宝华  张莉）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31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H) 

主持人：费英伟   代立东   巫翔   张莉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Water-enhanced ionic conductivity in olivine 费宏展 

8:55-9:10 2 蛇纹岩在 3 GPa下电导率各向异性研究 刘  涛 

9:10-9:25 3 Na2O-TiO2-SiO2和 K2O-TiO2-SiO2玻璃的弹性性质的超声干涉法研究 刘  琼 

9:25-9:40 4 
In-situ X-ray diffraction and Raman spectroscopy of Ca2AlFeO5 

brownmillerite under high pressures 

Shuangm

eng Zhai 

9:40-9:55 5 Raman study of high-pressure MgCr2O4 polymorphs 
Sean R. 

Shieh 

9:55-10:10 6 水对橄榄石热物理性质影响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 张宝华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地球核幔铁同位素分馏作用 刘  锦 

10:45-11:00 8 高温高压条件下铁磷矿物的电阻率特征及其对行星内核的启示 尹  远 

11:00-11:15 9 下地幔深部富铁铝镁含水硅酸盐矿物的稳定性与结晶化学研究 苑洪胜 

11:15-11:30 10 第一性原理计算钙铝榴石的高温高压弹性性质 段隆宇 

11:30-11:45 11 天然榴辉岩造岩矿物的热状态方程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许金贵 

11:45-12:00 12 
Elastic and thermodynamic properties of MgSiO3-majorite at high 

pressure and high temperature: a first principle study 
楼彦成 

主持人：翟双猛   杨晓志   倪怀玮   张宝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An essential role for sulfur in magmatic gold transport at 

subduction settings 
李  元 

13:55-14:10 14 锶磷灰石和钡磷灰石的高温高压稳定性研究 何  强 

14:10-14:25 15 
Time scale of partial melting of KLB-1 peridotite: constrained 

from experimental observation and thermodynamic models 
杜  蔚 

14:25-14:40 16 
MgO partition between olivine and K2O-rich silicate melt: 

Geothermometers applicable to high potassium magmas 
刘丽萍 

14:40-14:55   17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trivalent cation composition 

dependence of the oxygen-vacancy components in bridgmanite 

under mid-mantle conditions 

刘兆东 

14:55-15:10   18 520-km 地震波不连续面深度地幔转换带矿物相的晶体化学研究及意 张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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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Interaction of major volatiles with the lower mantle: 

implications for deep volatile cycles 
张  莉 

15:45-16:00 20 高压下斜方铁辉石弹性的第一性原理计算 张雨心 

16:00-16:15 21 青藏高原中下地壳高电导率异常成因的高温高压实验约束 郭新转 

16:15-16:30 22 钾玄质熔体中的水扩散 张  力 

16:30-16:45 23 洋中脊和俯冲带橄榄岩的蛇纹石化反应：辉石和尖晶石的作用 黄瑞芳 

16:45-17:00 24 成矿元素在地质流体中的赋存状态：原位的高温高压实验模拟研究 巫  翔 

 

第 44专题  机器学习在地球物理领域中的应用 

(召集人: 蔡晋安  沈萍  陈会忠  胡天跃  彭丰林)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14 会议室(三楼 305B) 

主持人: 蔡晋安   沈萍   陈会忠   胡天跃   彭丰林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 地球物理智能物联网技术架构探讨 蔡晋安 

13:45-14:00 *2 基于机器学习的松辽盆地三维地质-地球物理建模研究 刘  乾 

14:00-14:15 3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一次波和多次波分离方法 李钟晓 

14:15-14:30 4 基于深度学习的近地表随机介质散射波场分离 刘亚光 

14:30-14:45 5 多波地震油气储层预测的机器学习网络模型 林年添 

14:45-15:00 6 断层带围限波信息的提取与分析 姚志祥 

15:00-15:15 7 生成模型神经网络在 P 波到时拾取中的应用 唐元晖 

15:15-15:30  休  息  

15:30-15:45 8 基于弹性阻抗和深度学习的密度预测方法研究 安  鹏 

15:45-16:00 9 聚类分析算法在大地电磁三维解释中的应用 黄  颖 

16:00-16:15 10 我国海啸预警与减灾系统建设与发展 徐志国 

16:15-16:30 11 利用地下云图探索地下状态 陈会忠 

16:30-16:45 12 科学数据的融通、出版与利用-地球行星科学数据出发的探索 彭丰林 

16:45-17:00 13 实时性地球物理云计算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马  鸣 

17:00-17:15 14 基于深度学习的卫星轨道观测数据建模分析 王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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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专题  海洋地球物理 

（召集人：郝天珧  丘学林  高金耀  吴时国  宋海斌）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7会议室(三楼 305E) 

主持人：高金耀   丘学林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南极普利兹湾海域地球物理特征解释 高金耀 

8:55-9:10 2 基于海上地震资料的多次波时距正演研究 支  明 

9:10-9:25 3 
广角地震揭示的中沙地块及其洋陆过渡带地壳结构——OBS2017-2 测

线数据处理进展 
黎雨晗 

9:25-9:40 4 大容量气枪源广角地震数据的有效频带研究 王  笋 

9:40-9:55 5 横穿 “挑战者深渊”的 OBS 探测和地壳结构初步研究成果 贺恩远 

9:55-10:10 6 南海西北次海盆重磁异常特征研究 李  涛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南海北部地球物理共享航次介绍 丘学林 

10:45-11:00 8 基于射线追踪的斜缆正演模拟方法 秦征帆 

11:00-11:15 9 海底电缆鬼波压制方法研究 高  宇 

11:15-11:30 10 DGS AT1M型海洋重力仪 张  旺 

11:30-11:45 11 海底流体活动地貌的地质与海洋控制作用——以中建南盆地为例 陈江欣 

11:45-12:00 12 复杂过渡带和城区地震采集主要挑战及对策 丁冠东 

主持人： 徐亚   夏少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华南与南海北部深部结构对比研究 徐  亚 

13:55-14:10 14 考虑目的层深度的气枪阵列评价方法 曹明强 

14:10-14:25 15 浅水域海洋瞬变电磁三维数值模拟 孟祥东 

14:25-14:40 16 利用海底地震仪（OBS）实验研究马里亚纳南部俯冲带地震活动性 朱高华 

14:40-14:55   17 
南海东北部中生代地层分布及其对陆缘非均匀张裂的影响：来自折-

反射地震的证据 
范朝焰 

14:55-15:10   18 南海南沙地块典型岛礁区地层发育特征 张严心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俯冲板块的非均质性对地震活动的影响：来自安达曼-苏门答腊-爪哇

俯冲带 b值的约束 
夏少红 

15:45-16:00 *20 三维 OBS深地震探测探测在南海的应用与挑战 赵明辉 

16:00-16:15 21 电偶极长度在地下深部的电流响应 康慧敏 

 

第 46专题  电磁地球物理学研究应用及其新进展 

（召集人：赵国泽  黄清华  王绪本  胡祥云  汤吉）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9会议室(二楼 203E) 

主持人：赵国泽  王绪本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大地电磁测深多尺度解释技术及应用实例分析 张解成 

8:45-9:00 2 基于非结构网格的大地电磁数据三维反演算法研究 曹晓月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12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17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0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0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1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29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17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21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18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19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1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2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7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72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9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51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50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58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58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98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12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12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189/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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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9:15 3 电磁偏移方法深部成像能力的探讨及其在重庆地区的应用 李思宇 

9:15-9:30 4 利用地磁台站数据研究大地电磁测深法长距离远参考的使用范围 马  铮 

9:30-9:45 5 分布式大地电磁测深曲线的定量优选方法研究 张  刚 

9:45-10:00 6 基于模型灵敏度的 DC与 AMT 二维渐进网格反演 张志勇 

10:00-10:15  休  息  

10:15-10:30 7 银川盆地及邻区多属性结构特征与动力学背景分析 闵  刚 

10:30-10:45 8 地-坑可控源电磁法在金属矿勘探中的应用效果 顾绛帆 

10:45-11:00 9 时频电磁技术在超深气藏开发监测中应用效果分析 王志刚 

11:10-11:15 10 可控源有限内存拟牛顿法三维反演及其应用 杨  悦 

11:15-11:30 11 三维直流电阻率自适应网格反演研究 周  勇 

11:30-11:45 12 基于反常扩散粗糙介质的长导线源电磁响应计算 吴  琼 

主持人：胡祥云   黄清华   汤吉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3 基于参考台的盲源信号分离法在抑制地磁场近场噪音中的应用研究 韩  鹏 

13:45-14:00 14 编码源系统辨识技术在地震监测中观测试验 高曙德 

14:00-14:15 15 不规则发射源对可控源电磁测深的影响规律 周子琨 

14:15-14:30 16 基于分数阶有限差分法的时域电磁慢扩散三维仿真 赵雪娇 

14:30-14:45   17 基于多通道瞬变电磁法的油气藏动态检测研究 王显祥 

14:45-15:00   18 大斜度井/水平井随钻电磁波测井各向异性电阻率实时反演 邢  涛 

15:00-15:15  休  息  

15:15-15:30 19 大斜度井/水平井随钻电磁波测井资料快速反演方法研究 霍立壮 

15:30-15:45 20 基于双侧向测井资料的碳酸盐岩裂缝参数实时提取方法 曹  重 

15:45-16:00 21 含水绿辉石的电导率及其对俯冲带高导异常的启示 张宝华 

16:00-16:15 22 基于 SVD反演的面向深度分辨率的磁力和重力资料解释 徐  宁 

16:15-17:00 Poster介绍  

 

第 47专题  油气田与煤田地球物理勘探 

（召集人：詹仕凡   刘洋   邓志文）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34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C) 

主持人：詹仕凡   邓志文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频率域解释方法研究与应用(特邀报告) 詹仕凡 

8:55-9:10 2 基于较均匀的目的层有效覆盖次数的观测系统设计方法研究 黄元溢 

9:10-9:25 3 超大型城区精细三维地震采集关键技术与效果 袁胜辉 

9:25-9:40 4 定量评价地震资料分辨率方法的应用分析 张录录 

9:40-9:55 5 一种新的地震数据局部信噪比估算方法 赵  岩 

9:55-10:10 6 基于块匹配的三维地震资料去噪方法研究 张文征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SH 横波新技术研发与应用(特邀报告) 邓志文 

10:45-11:00 8 NLM 方法在地震资料去噪中的应用 田志宏 

11:00-11:15 9 多尺度周期 white 模型频率域正演 张  珩 

11:15-11:30 10 粘弹性方程 NPML吸收边界条件研究 王恩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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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45 11 利 567井区砂砾岩体正演模拟研究 王  静 

11:45-12:00 12 含层理缝薄页岩储层调谐特征分析 刘海浩 

主持人：刘洋   任志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气晕‛天然气藏地震响应的共性 欧阳永林 

13:55-14:10 
14 

基于因式分解程函方程与源点快速扫描算法的各向异性介质走

时计算方法 
崔宁城 

14:10-14:25 15 基于旅行时目标函数的弹性反射波波形反演方法 任志明 

14:25-14:40 16 VSP 资料约束的高分辨率地震波阻抗反演 李婧铭 

14:40-14:55   17 基于拟径向基函数神经网络的重力反演方法 相  鹏 

14:55-15:10   18 基于波场分离成像条件的 VSP 逆时偏移 张乐乐 

15:10-15:20  休  息  

15:20-15:35 19 一种基于转换波极性校正量板的弹性波逆时偏移策略 张建利 

15:35-15:50 20 VSP 逆散射联合多次波成像 李武群 

15:50-16:05 21 海上地震资料高精度断层识别方法研究及应用 边立恩 

16:05-16:20 22 时频电磁技术在北疆陆东地区石炭系结构属性研究中的应用 索孝东 

16:20-16:35 23 基于 VMD的时频分析方法研究及应用 龙  丹 

16:35-16:50 24 反 Q滤波在储层预测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宋鑫磊 

16:50-17:05 25 基于匹配投影瞬时谱的薄储层预测 桑凯恒 

 

第 47专题  油气田与煤田地球物理勘探 

（召集人：詹仕凡   刘洋    邓志文）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34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C) 

主持人：赵岩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甜点地震属性提取及应用 王  军 

8:45-9:00 2 一种综合 VSP、微地震及三维地震预测地层破裂压力的方法 刘  伟 

9:00-9:15 3 “两宽一高”地震数据在辽河坳陷的应用及效果 英紫娟 

9:15-9:30 4 井间地震技术在油田二次开发中的应用-以吐哈盆地 QL油田为例 陈  策 

9:30-9:45 5 煤田高精度地震勘探关键技术及应用效果 王瑞贞 

9:45-10:00 6 辽河西部凹陷雷家湖相碳酸盐岩优势储层预测 何  燕 

10:00-10:15 7 辽河东部凹陷西部斜坡带扇体评价技术应用 谢  亮 

10:15-10:20  休  息  

 

 

第 48专题  环境地球物理技术应用与研究进展 

（召集人：杨进   田舍）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张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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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9专题  浅地表地球物理进展 

（召集人：张海江  田钢  殷长春  王赟  邓居智）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3会议室(三楼 305A) 

主持人：张海江   田钢   王赟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Imaging shallow structure with active-source surface wave 

signal recorded by distributed acoustic sensing 
曾祥方 

8:55-9:10 2 
瑞利波频散曲线反演中遗传算法及基于惯性权重改进的粒子群算

法的应用 
符  健 

9:10-9:25 3 浅层高分辨率 SH波勘探去噪方法刍议 李广才 

9:25-9:40 4 F-K域多尺度瑞雷面波全波形反演 周云腾 

9:40-9:55 5 强震触发典型多源气象水文响应特征关系研究 黄旭东 

9:55-10:10 6 地震数据采集站手持移动终端软件设计 王甫康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地震噪声成像及微地震监测滑坡体内部结构研究 尹奇峰 

10:45-11:00 8 利用宽频地震台网研究四川茂县山体滑坡事件 黄敬棠 

11:00-11:15 9 不同尺度浅地表地下结构三维背景噪声成像研究 张海江 

11:15-11:30 10 糯扎渡水库蓄水前后 P波速度结构的双差层析成像研究 曹  颖 

11:30-11:45 11 基于快速推进线性插值射线追踪的井间地震层析成像方法 孙章庆 

11:45-12:00 12 基于虚源预条件的时间域多尺度全波形反演研究 戴梦雪 

主持人： 殷长春   邓居智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基于低温 SQUIDs磁梯度张量场反演理论与方法 王彦飞 

13:55-14:10 14 近地表火山岩磁力学刻画方法和效果 杨战军 

14:10-14:25 15 利用空地磁数据突出厚覆盖区铁矿异常 吴成平 

14:25-14:40 16 基于混合紧缩极化探地雷达的地下线性目标走向估计 黄晓筠 

14:40-14:55   17 全极化探地雷达粗糙面极化旋转研究 董泽君 

14:55-15:10   18 基于 3D探地雷达反射波精准估计城市近地表土湿度 张双喜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直流电阻率法与音频大地电磁法二维联合反演 丁文伟 

15:45-16:00 20 高密度电法在铀尾矿库地下隐患勘察的应用 黄启帆 

16:00-16:15 21 2.5 维复电阻率数值模拟中源的伪 delta函数处理研究 庄  严 

16:15-16:30 22 一维地空时频电磁联合反演研究 杨  聪 

16:30-16:45 23 用传播矩阵法研究交错层理地层中的多分量感应测井 康庄庄 

16:45-17:00 24 塔木素地区三维地质建模研究 许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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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专题  工程地球物理技术进展与应用   

（召集人：底青云  李貅  徐佩芬  李坚  张建清） 

会议时间： 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13 会议室(三楼 305A) 

主持人：王超凡   安志国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10-10:25     1 一种地震数据采集高精度时钟同步方法 荣文钲 

10:25-10:40 2 基于电阻率层析成像(ERT)的垂直铺塑防渗帷幕检测方法研究 刘  锐 

10:40-10:55  3 微动勘探法在探测地热隐伏断裂中的应用 张一梵 

10:55-11:10 4 瞬变电磁法在隧道超前精细探测中的应用 张  军 

11:10-11:25 5 
基于支持向量机与 H-Alpha 分解结合的探地雷达地下目标体分类

方法研究 
周皓秋 

11:25-11:40 6 瞬变电磁一维非线性反演 张诺亚 

11:40-11:55 7 HHT 方法在 WEM 数据噪声压制中的研究 宋腾飞 

 

第 51专题  油藏地球物理 

（召集人：李景叶  曹俊兴  陈小宏  肖立志）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7会议室(二楼 203C) 

主持人：李景叶   刘国昌   马继涛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井地和地面电磁法联合多尺度探测火成岩储层 何展翔 

8:55-9:10 2 利津油田利 567区块砂砾岩储层研究进展 桂志鹏 

9:10-9:25 3 拟声波反演在滨三区火成岩预测中的应用 张晓辉 

9:25-9:40 4 基于非监督学习的多波地震油气储层表征方法 张  凯 

9:40-9:55 5 埕北 208井区薄互层砂体预测技术研究及应用 李俊霖 

9:55-10:10 6 面向浅层河道砂体精细描述的三维地震资料综合解释技术 孙章庆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河流相薄砂岩储层砂体叠置样式反演研究 张显文 

10:45-11:00 8 基于 BI_Zoeppritz方程的非线性脆性指数直接反演方法 毕臣臣 

11:00-11:15 9 基于精确 Zoeppritz 方程的叠前弹性参数反演方法研究 朱飞飞 

11:15-11:30 10 频变流体因子研究 王克东 

11:30-11:45 11 无井地震反演方法 李怀懿 

11:45-12:00 12 基于波场能量预处理的变密度声波全波形反演 张  淦 

主持人：曹俊兴   陈小宏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VSP 横波采集及应用研究 蔡志东 

13:55-14:10 14 基于倾角约束的叠前炮集反射同相轴自动追踪技术 蒋旭东 

14:10-14:25 15 基于相干属性的各向异性高斯滤波方法 王  鹏 

14:25-14:40 16 曲率属性在断层解释中的研究与应用 庞国富 

14:40-14:55   17 渗透率对含流体孔隙介质叠前地震响应影响的数值分析 刘芸菲 

14:55-15:10   18 一种消除层位误差影响的波形分类方法 王弘扬 

15:10-15:20  休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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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5:45     *19 基于二维非均匀曲波变换的地震随机噪声压制方法 张  华 

15:45-16:00 20 基于多项式调频小波变换的地震信号瞬时谱分析 兰南英 

16:00-16:15 21 组合静校正技术在大庆油田某区的应用 包培楠 

16:15-16:30 22 多期辫状河储层地震物理模拟及属性分析 胡  鹏 

16:30-16:45 23 基于常规测井数据计算孔隙压力和地层应力状态 李佳蔚 

16:45-17:00 24 泥质砂岩复电阻率频散特性研究 马雪瑞 

 

第 52专题  微地震监测反演 

（召集人：王一博  常旭  张海江  桂志先  梁春涛  张伟）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7会议室(二楼 203C) 

主持人：常旭   张海江   桂志先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微地震和诱发地震的定位、震源机制反演，以及周边介质速
度模型层析成像 

李俊伦 

8:55-9:10 2 九寨沟地震余震检测台网：AsA台网设计以及信号增强算法 岳  汉 

9:10-9:25 3 基于台风的微地动信号分析 赵家庆 

9:25-9:40 4 诱发地震数据特征分析 马孜卓 

9:40-9:55 5 基于波形相似特征的微地震事件初至拾取及全局校正 喻志超 

9:55-10:10 6 基于深度学习的声发射有效事件识别 薛清峰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震源位置和震源机制联合扫描方法在龙门山断裂带南段的应用 梁春涛 

10:45-11:00 8 一种强噪声微地震信号到时拾取方法 李怀良 

11:00-11:15 9 多分量微地震数据的自适应同步去噪方法 邵  婕 

11:15-11:30 10 基于一般位错模型的各向异性震源机制及其传播特征 姚  艺 

11:30-11:45 11 弹性波逆时成像方法在井中观测系统下的应用 周逸成 

11:45-12:00 12 基于改进波形叠加函数的微地震事件偏移定位方法 毛庆辉 

主持人：梁春涛   张伟   王一博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微地震联合监测在四川盆地页岩压裂中的应用 尹  陈 

13:55-14:10 14 基于乘法成像条件的互相关微地震震源定位方法 武绍江 

14:10-14:25 15 基于逆时成像法的微地震散射波结构成像 林  叶 

14:25-14:40 16 VTI 介质微地震定位与速度反演敏感度：算例分析 郑忆康 

14:40-14:55   17 水力压裂过程中声发射定位与速度结构联合反演方法研究 朱  维 

14:55-15:10   18 微地震 jSSA算法与区域应力反演的实际应用 余洋洋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微地震技术在矿产开采和隧道开挖安全监测方面的应用研究 张海江 

15:45-16:00 20 次声与微震技术在岩石微破裂监测中的应用 彭桂力 

16:00-16:15 21 
基于全波形匹配震源机制反演方法在油气开发诱发地震监测中的

应用 
谭玉阳 

16:15-16:30 22 基于扩展有限元的水压裂缝模拟 秦秋萍 

16:30-16:45 23 龙马溪组页岩样品水力压裂过程中纵横波衰减特征分析 翟鸿宇 

16:45-17:00 24 基于弹性波逆时偏移的含水裂缝识别 周熙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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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专题  微孔隙岩石物理与非常规油气 

（召集人：葛洪魁  印兴耀  曹宏  耿建华  郭光军）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8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E) 

主持人：葛洪魁   印兴耀   耿建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 一个适合于高分子扩散的新核磁共振渗透率模型 王  琳 

13:45-14:00 2 
基于 LM-DFN 耦合模型研究龙马溪数字岩芯的等效弹性参数与各

向异性特征 
刘  宁 

14:00-14:15 3 基于场发射环境扫描电镜与能谱分析的超微观剩余油研究 王哲麟 

14:15-14:30 4 基于孔喉迂曲度评价新方法计算致密储层渗透率 杜书恒 

14:30-14:45 5 富有机质页岩层理裂隙结构对水相流动的影响实验研究 黄威翰 

14:45-15:00 6 一种新的泥页岩岩石物理建模方法 张  岩 

15:00-15:10  休  息  

15:10-15:25 7 基于等效介质模型的支撑剂的电性研究 衡海亮 

15:25-15:40 8 祁连山冻土区含水合物地层孔隙度的计算及分析 刘  杰 

 

第 54专题 地震面波、背景噪声及尾波干涉法研究地下介质结构及其变化 

（召集人：罗银河  姚华建  王宝善  李红谊  郑勇）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会议室(二楼 201B) 

主持人：姚华建   王宝善   罗银河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An investigation of time-frequency phase-weighted stack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constructing empirical Green's 

functions from ambient noise 

Yingjie 

Yang 

8:55-9:10 2 利用频率贝塞尔积分法提取地震面波频散曲线 李正波 

9:10-9:25 3 
利用瑞利面波振幅比和互相关走时的伴随成像方法联合反演二维

横波速度结构 
雷  霆 

9:25-9:40 4 基于波形梯度法的川西地区结构特征和方位各项异性的研究 曹飞煌 

9:40-9:55 5 基于数值计算的 H/V谱比法峰值频率成因讨论 卢思奇 

9:55-10:10 6 利用地震背景噪声方法研究九嶷山及临近地区地壳及上地幔结构 李健明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短周期密集台阵在城市结构探测中的应用——深圳市三维透视计划 郭  震 

10:45-11:00 8 分布式光纤声波传感器在浅地表面波成像中的应用试验 曾祥方 

11:00-11:15 9 朱溪钨矿区浅地表背景噪声成像 徐逸鹤 

11:15-11:30 10 
基于背景噪声的高阶面波提取及速度结构反演—以四川威远地区

为例 
周  勇 

11:30-11:45 11 利用环境噪声层析成像反演辽宁白云金矿区浅层三维速度结构 李选涛 

11:45-12:00 12 
利用背景噪声和地震面波研究长白山火山及其相邻区域的地壳和

上地幔 S波速度结构 
范兴利 

主持人：李红谊   郑勇   罗银河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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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13:55 *13 利用密集台阵噪音互相关技术提取壳幔反射震相 吴庆举 

13:55-14:10 14 探测岩石圈间断面结构的地震 P波及尾波自相关方法研究 孙伟家 

14:10-14:25 15 
利用面波频散曲线和接收函数联合反演华南地区地壳和上地幔速

度结构 
韩守诚 

14:25-14:40 16 基于背景噪声方法的龙门山断层带近地表速度结构研究 张玉婷 

14:40-14:55   17 
Application of ambient noise tomography with a dense seismic 

array in Jinan City 

Liang 

Feng 

14:55-15:10   18 波动方程面波频散反演 李  静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短周期密集台阵深部地壳结构探测 田小波 

15:45-16:00 20 南中国微地震噪音的来源和成分 薛  梅 

16:00-16:15 21 
背景噪声瑞雷波群速度与相速度频散联合反演长白山地区 S波速

度结构 
李红昊 

16:15-16:30 22 利用协方差矩阵分析定位微震震源位置 陈箫翰 

16:30-16:45 23 
利用双台站背景噪声分析 2017年墨西哥 Mw 7.1级地震震源区的地

震波速变化 
温扬茂 

16：45-17：00  24 最佳小波基在地震面波插值中的应用 王志农 

 

第 55专题 深地资源地震波勘探理论、方法进展 

（召集人：杜启振   符力耘   毛伟建   孙卫涛   巴晶   何涛）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会议室(二楼 201B) 

主持人：杜启振   符力耘   毛伟建   孙卫涛   巴晶   何涛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分数阶地震波控制方程与模拟 宋国杰 

8:55-9:10 2 粘弹性正交各向异性孔隙介质波场数值模拟 程时俊 

9:10-9:25 3 含流体多孔介质中分数阶模型的波场模拟与参数反演 杨佳明 

9:25-9:40 4 预压孔隙介质的声弹性模拟 付博烨 

9:40-9:55 5 部分饱和孔隙介质波动方程数值模拟 熊繁升 

9:55-10:10 6 基于差分系数优化的数值频散压制 张皓月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流体饱和裂缝-多孔介质弹性波动方程 孙卫涛 

10:45-11:00 8 基于局部正交化的面波中地震反射信号提取方法 孙文涵 

11:00-11:15 9 通过反射系数对深层地震数据去压实校正 刘俊辉 

11:15-11:30 10 超声波在颗粒孔隙介质中的吸收和散射衰减测量 周  浩 

11:30-11:45 11 石灰岩热弹性方程与高温热变形因子特性的实验研究 杨  建 

主持人：杜启振   符力耘   毛伟建   孙卫涛   巴晶   何涛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Delineation of a tight gas reservoir using the generalized 

Beta wavelet transform of 3-D seismic volume 
王治国 

13:55-14:10 14 致密白云岩孔隙度的地震奇偶部振幅解释方法 周  健 

14:10-14:25 15 τ-p 域最小二乘高斯束偏移成像研究 孙昌潇 

14:25-14:40 16 基于卡尔曼横向约束的纵横波联合流体弹性阻抗反演方法 冷雪梅 

14:40-14:55   17 基于弹性波一阶速度-应力方程的全波形反演 徐诚诚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991/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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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15:10   18 叠前地震多参数反演及密度敏感性分析 郭  强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Biot-Rayleigh双孔波动方程正演模拟方法研究 王恩江 

15:45-16:00 20 同时震源数据的直接反演分离方法 王坤喜 

16:00-16:15 21 基于 P波二阶 Born近似的非线性弹性多参数反演 欧阳威 

16:15-16:30 22 全饱和裂隙性孔隙介质中应力扰动研究 曹呈浩 

16:30-16:45 23 “两宽一高” 陆上三维地震观测系统分辨率分析 常紫娟 

 

第 56专题  煤炭资源与矿山地球物理 

(召集人: 彭苏萍  于景邨  吴燕清  程建远  杜文凤)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28 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E)  

主持人:于景邨   杜文凤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08:50 *1 矿井瞬变电磁法超前探测 2.5 维反演研究 程久龙 

8:50-09:10 *2 瞬变电磁场的延时特征 杨海燕 

9:10-09:25 3 回采工作面电阻率监测技术与装备 鲁晶津 

9:25-09:40 4 基于 PCA-Kmeans++的煤层气多属性融合聚类分析方法研究 毕臣臣 

9:40-09:55 5 瞬变电磁法磁分量视电阻率计算方法研究 苏本玉 

9:55-10:10 6 岩石在围压加、卸载条件下的纵波速度研究 汪恒普 

10:10-10:25 7 陕西凤县石炭系煤系石墨矿床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冯杨伟 

10:25-10:35 
 

休  息   

主持人:程久龙   程建远 

10:35-10:55 *8 页岩气储层地应力分布综合预测方法研究 陈同俊 

10:55-11:15 *9 煤矿含水异常体矿井瞬变电磁法波场成像技术研究 邱  浩 

11:15-11:30 10 变模态分解法在地震信号去噪中的应用 齐学辉 

11:30-11:45 11 晋城矿区典型地质构造槽波衰减系数特征 廉玉广 

11:45-12:00 12 矿井磁源激发全空间瞬变电磁场的扩散规律研究 常江浩 

12:00-12:15 13 积水采空区地面—巷道瞬变电磁响应特征研究 杨  冶 

12:15-12:30 14 煤层覆岩破坏监测技术发展现状 颜  羽 

 

 

 

第 57专题  岩石分形表征与输运物理前沿 

（召集人：蔡建超   葛新民）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张 贴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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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8专题  地球物理探测方法与仪器新技术 

（召集人：底青云   邓明   方广有   林君）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9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F) 

主持人：邓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地下电磁波层析成像技术 高文利 

8:55-9:10 2 随钻深部地层探测系统总线通信研究 真齐辉 

9:10-9:25 3 具有全向性和绝对准确度的航空 CPT 原子磁力仪 薛洪波 

9:25-9:40 4 基于光纤光栅传感器的钻孔应变仪研制 刘爱春 

9:40-9:55 5 多参量光纤地震观测设备研制与实验 张文涛 

9:55-10:10 6 瞬变电磁接收系统中扩展动态范围研究 于一兵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基于跨环消耦瞬变电磁小回线装置资料处理的研究 夏  彤 

10:45-11:00 8 航空矢量磁场测量仪定标技术 张艺腾 

11:00-11:15 9 海洋聚焦电磁法理论研究 翟景红 

11:15-11:30 10 高精度航空地磁矢量测量技术 王劲东 

 

第 59专题  计算地球物理方法和应用 

（召集人：刘洪  王彦宾  冷伟  张伟）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6会议室(三楼 305D) 

主持人：刘洪   冷伟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深度学习地球物理反演 马坚伟 

8:55-9:10 2 不依赖子波的无串扰同时震源编码全波形反演方法 张庆臣 

9:10-9:25 3 青藏高原东北缘岩石圈结构的高分辨率远震体波全波形反演 王  易 

9:25-9:40 4 
A fast algorithm of multiple prediction based on 

inverse-scattering series combining with sparse transform 
张  博 

9:40-9:55 5 基于跨孔层析成像实验对贝叶斯反演方法的研究 赵琰喆 

9:55-10:10 6 基于人工鱼群算法的瞬变电磁无网格法形状参数的计算 姜  曜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公有云通用计算服务在处理海量地震数据中的应用 王伟涛 

10:45-11:00 8 
Fast Matching&Locating（ FML） : A improved Matching and 

Locating technique for small earthquake detection 
Min Liu 

11:00-11:15 9 基于局部峰值频率（LPF）的薄互层解释方法 许辉群 

11:15-11:30 10 基于 LSTM循环神经网络的孔隙度预测方法研究 安  鹏 

11:30-11:45 11 二维离散小波多尺度分解法分离信号的研究 田  哲 

11:45-12:00 12 几种时频分析方法在地震信号中的应用对比 黄德峰 

主持人： 王彦宾   张伟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3 偏微分方程插值在地震勘探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韩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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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14:00 14 
基于弱奇异 Burton-Miller 高阶边界积分方程的地震波数值模拟

研究 
魏  佳 

14:00-14:15 15 基于余弦组合窗的弹性波有限差分算子优化方法 李闻达 

14:15-14:30 16 甘肃岷县 Ms6.6级地震区域地震波传播模拟与地面运动特征研究 肖万博 

14:30-14:45   17 横向各向同性介质地震定位中震源轨迹的计算 赵爱华 

14:45-15:00   18 FMM 反射波走时准确计算方法研究 李兴中 

 

第 60专题  地热资源成因新理论与综合探测新技术 

（召集人：庞忠和   徐佩芬   何丽娟   胡圣标   孔彦龙）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32会议室(一楼四号厅 A) 

主持人：胡圣标   何丽娟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区地热地球物理研究进展 雷晓东 

13:55-14:10 2 基于地球物理特征下延庆东门营-胡家营地区地热地质条件分析 李  晨 

14:10-14:25 3 雄安新区地热井温度测量与分析 余如洋 

14:25-14:40 4 西安交通大学西咸校区中深层地热资源潜力评估 柯婷婷 

14:40-14:55   5 怀来地区地热田深部形成模式研究 孟凡文 

14:55-15:10   6 南海西北部琼东南盆地现今地温场特征 吴  迪 

15:20-15:45      休  息  

主持人：庞忠和   徐佩芬 

15:45-16:00 7 川西基岩热扩散系数计算及其对地下水运动的启示  刘琼颖 

16:00-16:15 8 AMT 方法在鳌山卫花岗岩地区深部地热构造勘探中的应用 何国丽 

16:15-16:30 9 山东半岛增强型地热系统数值模拟 江海洋 

16:30-16:45 10 三维大地电磁成像研究青海共和盆地干热岩地热系统 高  级 

15:20-15:45     11 贵德盆地密度结构与干热岩探测 张恒磊 

15:45-16:30 12 专题自由讨论（主持人：庞忠和   孔彦龙）  

 

第 61专题  应用地球物理前沿 

（召集人：何兵寿  刘洋  王万银  刘双）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7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D) 

主持人：何兵寿   刘洋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高维相位属性地震解释方法及应用 袁三一 

8:55-9:10 2 基于广义 S变换的时频域数据自适应滤波去噪 曹鹏涛 

9:10-9:25 3 基于广义 S变换与 K-L变换的联合去噪 张翰博 

9:25-9:40 4 一个新的优化 S变换用于时频域提高地震资料分辨率 曹鹏涛 

9:40-9:55 5 二维 TTI介质弹性波旋转交错网格紧致差分格式数值模拟 白  冰 

9:55-10:10 6 基于改进混合吸收边界条件的弹性波方程正演模拟 靳双双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海底地震勘探的难点问题 何兵寿 

10:45-11:00 8 利用时频电磁资料估计低频地震波阻抗 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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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15 9 基于互相关目标函数的初至波波形反演 陈军屹 

11:15-11:30 10 基于 LSQR的衰减层析成像反演方法研究 刘梦影 

11:30-11:45 11 基于互相关目标函数的 VTI 介质全波形反演 孙史磊 

11:45-12:00 12 基于全变分约束多震源随机编码弹性波全波形反演研究 黄少华 

主持人： 王万银   刘双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New Results for the tectonics of Sinai Peninsula, Egypt 
Taha 

Rabeh 

13:55-14:10 14 基于三维空间域谱矩信息的刻痕分析方法在重力数据中的应用 吴玮丹 

14:10-14:25 15 快速航空磁测数据三维反演研究 左博新 

14:25-14:40 16 利用矩阵降维方法实现位场数据分离 朱  丹 

14:40-14:55   17 水淹层地层水电阻率计算方法比较 秦  敏 

14:55-15:10   18 激电多参数方法在找水中应用研究 李  富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航空重力梯度全张量数据三维反演在 Budgell Harbour地区的应用 耿美霞 

15:45-16:00 20 重力曲率张量初探 邱  峰 

16:00-16:15 21 三度强磁性体总磁异常计算及反演方法对比研究 杨建华 

16:15-16:30 22 
Separation of magnetic anomaly of induced and remanent 

magnetizations 
刘  双 

16:30-16:45 23 基于 PE和 LMD的地震资料目标处理方法及应用 江  馀 

16:45-17:00 24 基于一阶速度-胀缩-旋转方程的矢量波场点积互相关成像条件 李凯瑞 

 

第 62专题  地球重力场及其地学应用 

（召集人：徐建桥   李辉   吴晓平   王谦身）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9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F) 

主持人：徐建桥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5 1 雅鲁藏布大峡谷周边地区岩石圈均衡特征研究 付广裕 

8:45-9:00 2 川滇地区岩石圈有效弹性厚度及其构造意义 胡敏章 

9:00-9:15 3 基于三维球面最小二乘配置法的局部重力场模型构建 阮明明 

9:15-9:30 4 卫星重力及重力梯度联合反演青藏高原 Moho深度 张  亮 

9:30-9:45 5 利用 EGM2008地球重力场模型研究川西地区水平构造应力场 毛经伦 

9:45-10:00 6 2017年四川九寨沟 Ms7.0地震前后密度变化特征 王嘉沛 

10:0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重力网支线对流动重力数据处理的影响分析 隗寿春 

10:45-11:00 8 基于绝对重力仪高度的重力垂直梯度变化特征研究 郑宇豪 

11:00-11:15 9 2018年陆态网络工程绝对重力仪比测结果及分析 张新林 

11:15-11:30 10 CG-6型相对重力仪零漂特性研究 郝洪涛 

11:30-11:45 11 基于 gPhone重力仪中国大陆地震频段背景噪声水平分布研究 江  颖 

11:45-12:00 12 北京地区最新重力潮汐观测结果及其在检测自由核章动中的应用 刘清超 

主持人：徐建桥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3 利用谱元法及内变量理论计算考虑自重粘弹性球形地球的震后形变 廖彬彬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25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35/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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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14:00 14 利用自相关方法提取超导重力仪记录到的背景自由振荡信号 李  航 

14:00-14:15 15 地球自由振荡应变及其观测 张凌云 

14:15-14:30 16 大地震对地球自转的影响 秦  明 

14:30-14:45   17 利用谱-有限元计算 SNREI地球的固体潮汐响应 张惠康 

14:45-15:00   18 月基 InSAR观测地球大尺度形变能力研究 马成龙 

15:00-15:10  休  息  

15:10-15:25 19 非饱和含水层储水量变化对超导重力观测的影响 贺前钱 

15:25-15:40 20 陕西石泉井不同频带水位对气压和固体潮的响应特征 杨小林 

 

第 63专题  太阳活动及其空间天气效应 

（召集人：汪毓明  冯学尚  李波  何建森）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0会议室(三楼 301) 

主持人：汪毓明   何建森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预报第 25太阳周开始时间及极大值 韩延本 

8:55-9:20 *2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a Failed and a Successful 

Eruption Initiated from the Same Polarity Inversion Line 

in AR 11387 

刘丽娟 

9:20-9:35 3 
Diagnosing the Magnetic Field Structure of a Coronal 

Cavity Observed During the 2017 Total Solar Eclipse 
陈亚杰 

9:35-9:50 4 
Plasma Motion inside Flaring Regions Revealed by Doppler 

Shift Information from SDO/EVE 
程治勋 

9:50-10:05 5 The Birth of A Coronal Mass Ejection 苟廷玉 

10:05-10:20  休  息  

10:20-10:45 *6 
On the simulation of coronal magnetic flux rope eruptions 

triggered by flux-feeding procedures 
张全浩 

10:45-11:10 *7 
Statistical studies of white-light emissions in 

circular-ribbon solar flares 
宋永亮 

11:10-11:25 8 
Possible Connection between North Atlantic Oscillation 

and Solar Activity 
马利华 

11:25-11:40 9 
Seismological applications of fast sausage waves in 

inferring the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solar corona 
李  波 

11:40-11:55 10 非平衡电离过程对腊肠膜观测效应的影响 石米杰 

主持人：冯学尚   李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1 
Magnetic loops above a flux-emerging region observed by IRIS, 

Hinode and SDO 
黄正化 

13:55-14:20 *12 
Three-dimensional MHD simulation of solar wind using a new 

boundary treatment: Comparison with in-situ data at Earth 
沈  芳 

14:20-14:35 13 背景太阳风的数据驱动模拟和结果评估 李会超 

14:35-14:50 14 基于双视角白光成像的太阳风扰动结构重构 李晓磊 

14:50-15:05 15 
OBSERVATIONAL STUDY OF AN EARTH-AFFECTING PROBLEMATIC ICME 

FROM STEREO 
迟雨田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4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4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4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5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4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4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742/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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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5-15:20  休  息  

15:20-15:45     *16 国家子午工程行星际闪烁射电望远镜的项目研究进展 熊  明 

15:45-16:10 *17 利用三维银河宇宙射线传播模型研究福布斯下降事件 罗  熙 

16:10-16:25 18 
Modulation of Galactic Cosmic Ray from Helium to Nickel in 

the Inner Heliosphere 
申振宁 

16:25-16:40 19 
空间等离子体湍动的离子扩散区和电子扩散区在频率和波数空间

中的分布 
何建森 

16:40-16:55 20 

Difference of Intermittency between Electric and Magnetic 

Fluctuations from Ion Scale Down to Sub-Electron Scale in the 

magnetosheath Turbulence 

朱星宇 

 

第 64专题  中高层大气-电离层、磁层及相互耦合过程 

（召集人：倪彬彬   雷久候   乐新安   周煦之   张清和）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10 会议室(三楼 301) 

主持人：雷久候   周煦之   张清和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Doppler shift observations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related 

study on A-I couplings  
肖  佐 

8:50-9:05 *2 

The observational evidence of the neutral atmosphere response 

to the geomagnetic and lower atmospheric activities in 

mesopause region  

薛向辉 

9:05-9:20 *3 
Sudden GNSS TEC Response to Shock-induced Compression of the 

Magnetosphere  
郝永强 

9:20-9:35 *4 
El Nino - Southern Oscillation effect on diurnal tides in 

thermosphere and ionosphere 

Yang-Yi 

Sun 

9:35-9:50 5 无线电大气掩星电离层残余误差的特性研究 李明哲 

9:50-10:05 6 电离层和热层系统对 2017 年 8 月日食响应的高精度模拟研究 党  童 

10:05-10:20 7 On the origin of hysteresis effect in ionosphere F2 layer 黄建平 

10:20-10:35  休  息  

10:35-10:55 *8 KF/EnKF 在电离层同化中的应用 乐新安 

10:55-11:10 *9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Polar Cap Ionospheric Patches and 

Their Associated Upflows and Scintillations: A Review  
张清和 

11:10-11:25 *10 
The GPS signal interruption of Swarm satellites caused by 

ionospheric plasma irregularities  
熊  超 

11:25-11:40 11 利用昆明 MF 雷达和垂测数据分析电离层对 SSW 事件的响应 李  娜 

11:40-11:55 12 Millstone Hill 地区 2002 年 10 月电离层暴时响应 王露露 

11:55-12:10 13 
利用科大空间等离子装置（KSPEX）实现独立可控电子密度梯度位

形的方法 
凌艺铭 

主持人：乐新安   倪彬彬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14 粒子沉降大气效应的气球观测计划  陈  涛 

13:50-14:05 *15 The Inertialized Rice Convection Model  杨  剑 

14:05-14:20 *16 MMS 卫星对地球磁尾磁重联中电子和离子扩散区的观测  周  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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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0-14:35 17 多卫星联合观测地基 VLF 人工发射电磁信号在磁层中的传播路径 张振霞 

14:35-14:50 18 Electron Scattering by Plasmaspheric Hiss in a Nightside Plume 张文洵 

14:50-15:05 19 两种电子成分中的哨声波饱和性质研究 吴一凡 

15:05-15:20  休  息  

15:20-15:40 *20 辐射带中快磁声波激发的动力学模拟  刘凯军 

15:40-15:55 *21 
Meso-scale ionospheric flow cells, localized Joule heating, 

and ion upflow associated with throat aurora 
韩德胜 

15:55-16:10 *22 
Case study of multi-satellite observations of wave evolution 

from chorus to hiss 
唐荣欣 

16:10-16:25 23 非磁道磁声波对于辐射带电子的共振散射 邹正洋 

16:25-16:40 24 

Magnetosonic Harmonic Falling and Rising Frequency Emissions 

Potentially Generated by Nonlinear Wave-Wave Interactions in the 

Radiation Belts 

刘倪纲 

16:40-16:55 25 太阳风动压增强导致的孤立极光事件研究 周  苏 

 

第 65专题  行星物理学 

（召集人：魏勇   崔峻   宗秋刚   倪彬彬   万卫星）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14 会议室(三楼 305B) 

主持人：魏勇   宗秋刚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行星物理专业委员会工作进展 万卫星 

8:55-9:20 *2 从地球磁层到日球层边缘和星际空间 宗秋刚 

9:20-9:45 
*3 Young Surface of Pluto’s Sputnik Planitia Caused by Viscous 

Relaxation 
胡永云 

9:45-10:10 *4 中国行星光学遥感研究计划 何  飞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5 木星辐射带电子动力学演化过程哨声模合声波的作用 倪彬彬 

10:45-11:10 *6 Rotationally driven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Saturn dayside 郭瑞龙 

11:10-11:25 7 土星磁层中离子的漂移弹跳共振 马小涵 

11:25-11:40 8 The case study of whistler mode waves using Juno's data 黄  靖 

11:40-11:55 9 Juno 卫星观测到的电子投掷角的蝴蝶状分布现象 罗  琼 

主持人：倪彬彬   崔峻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0 
Photochemical escape of atomic C and N on Mars: Clues from a 

multi-instrument MAVEN dataset 
崔  峻 

13:55-14:20 *11 
The dayside current system associated with the Martian crustal 

field 
戎昭金 

14:20-14:35 12 Thermal structure of the nightside Martian upper atmosphere 戴隆康 

14:35-14:50 13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proton cyclotron waves and IUVS observations 

of hydrogen corona at Mars: seasonal effect 
刘  迪 

14:50-15:05 14 Evaluating local ionization balance in the Martian upper atmosphere 吴晓姝 

15:05-15:20  休  息  

15:20-15:45 *15 Free Oscillation and Wave on the Fluid Core-Mantle Boundary 孔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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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ast Rotating Terrestrial Planets 

15:45-16:10 *16 火星大气边界层沙尘传输的模拟研究 吴兆朋 

16:10-16:25 17 同步自转的类地系外行星上的大气环流和波动 王  爽 

16:25-16:40 18 Precession driven planetary dynamos 林玉峰 

16:40-16:55 19 
1D geothermal inversion of the lunar deep interior temperature and heat 

production in the equator area 
蒋承孜 

第 65专题  行星物理学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14 会议室(三楼 305B) 

主持人：魏勇   崔峻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强紫外辐射下类地行星水的逃逸 郭建恒 

8:55-9:20 *2 掠日彗星的不同尺寸带电尘埃粒子在日冕中动力学演化的差异 侯传鹏 

9:20-9:35 3 
Field aligned photoelectron energy peaks at high altitude and nightside 

of Titan 
曹雨田 

9:35-9:50 4 Monte Carlo calculations of the atmospheric sputtering yields on Titan 顾  浩 

9:50-10:05 5 Estimating the Kinetic Energy Budget of the Polar Wind Outflow 李  坤 

10:05-10:20  休  息  

10:20-10:45 *6 The large-scale dynamics of Mercury's magnetosphere 钟  俊 

10:45-11:00 7 带电粒子在水星磁层中的运动 张恩珍 

11:00-11:15 8 水星磁尾电流片尺度磁通量绳研究 赵玖桐 

11:15-11:30 9 Stream interactions near 1.5 AU: MAVEN observations 黄  辉 

11:30-11:45 10 未来三十年位于日球层顶鼻尖方位附近的外太阳系天体的初步统计分析 崔  博 

11:45-12:00 11 载人小行星探测目标星选取建模及优化方法 单宏磊 

 

第 66专题  天体化学与行星科学 

（召集人：缪秉魁   秦礼萍   胡森   刘建忠   肖龙）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8 会议室(二楼 203D) 

主持人：缪秉魁   刘建忠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1:250万全月地质图图面表达内容 刘建忠 

8:55-9:10 2 月球 Cauchy 5 小型盾状火山地质特征及成因分析 乔  乐 

9:10-9:25 3 基于陨石坑重力异常的月壳孔隙度反演 丁  忞 

9:25-9:40 4 
Regolith Properties and Engineering Constraints of the China's 

Chang'e-5 Landing Region on the Moon 
钱煜奇 

9:40-9:55 5 火星蛇纹石和镁碳酸盐的高光谱遥感探测 林红磊 

9:55-10:10 6 大碰撞的―胶球‖模型：对核幔分异和地核形成的启示 周  游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新疆阿勒泰铁陨石撞击熔融岩冲击变质特征研究 缪秉魁 

10:45-11:00 8 冯卡门撞击坑地质演化及月壤特性对比研究 张敬宜 

11:00-11:15 9 考虑准束缚态的彗星尘埃动力学演化仿真分析 王晓慧 

11:15-11:30 10 月球陨石中的斜长岩的微量元素及其对岩浆洋模型的意义 徐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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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45 11 西双版纳陨石雨的初步调查结果 李世杰 

11:45-12:00 12 国内新降落陨石：曼桂陨石的岩石矿物学和冲击变质特征 计江龙 

主持人：胡森   张爱铖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HED 陨石中斜硅石的发现 张爱铖 

13:55-14:10 14 钙长辉长无球粒陨石 NWA 11586 岩石学及氧同位素研究 张川统 

14:10-14:25 15 平衡型钙长辉长无球粒陨石 NWA11592 富铁橄榄石脉的研究 黄丽霖 

14:25-14:40 16 类地行星及陨石母体之间地球化学成分的相关关系初探 帅  康 

14:40-14:55   17 月球陨石 NWA 11460 的拉曼光谱学研究 曹海军 

14:55-15:10   18 3 块南极铁陨石的化学成分和矿物特征及分类 邵慧敏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太阳系早期演化：Cl同位素的线索 胡  森 

15:45-16:00 20 金属和硅酸盐熔体之间 Cr 同位素分馏 杨  兵 

16:00-16:15 21 类地行星挥发分增生过程的 Mo 同位素制约 张英男 

16:15-16:30 22 月球陨石单矿物的钙同位素组成 吴  韦 

16:30-16:45 23 几块球粒陨石的钙同位素组成及意义 薛永丽 

16:45-17:00 24 一块新发现的碳质球粒陨石的岩石学地球化学特征 张思远 

17:00-17:10 25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on Kármán Crater, Northwestern South 

Pole‐Aitken Basin: Chang'E‐4 Landing Site Region 
黄  俊 

17:10-17:20 26 火星相关铁明矾的光谱学与稳定场研究 曹海军 

17:20-17:30 27 
Pre-Orientale Southwest Peak Ring Basin and Influence on Orientale 

Basin Ring Formation and Ejecta Emplacement 
籍进柱 

17:30-17:40 28 
The use of UAV high-resolution data, as a novel technique for terrestrial 

yardangs geomorphology study: a case in Qaidam Basin (NW China) 
肖  潇 

17:40-17:50 29 火星陨石 NWA 8656 对于火星陨石源区的指示意义 曹  婷 

 

第 67专题  地球与行星内部结构及其动力学 

（召集人： 王世民   蔡永恩）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0会议室(三楼 310) 

主持人：蔡永恩   朱守彪   胡岩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横向非均匀月球模型中月震波传播特征数值模拟研究 王彦宾 

8:55-9:20 2 直接反演地震应力降反演方法及其应用 蔡永恩 

9:20-9:35 3 

Different uplifts of the 410 km discontinuity beneath the 

Hindu Kush-Pamir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cold subducted 

slabs 

崔清辉 

9:35-9:50 4 中国东部地幔转换带电性结构与含水量分析 张艳辉 

9:50-10:05 5 基于大地水准面的广义地球内部形状理论 刘成军 

10:05-10:20  休  息  

10:20-10:45 *6 高川右弯对 2008年汶川大地震破裂过程的影响研究 朱守彪 

10:45-11:10 7 
A sub-horizontal ultra-low-velocity-layer detected in the 

northern Peruvian flat slab 
何小波 

11:10-11:25 8 深地幔柱参考系中的板块绝对运动 王世民 

11:25-11:40 9 井阵式增强型地热系统的数值模拟 王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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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1:55 10 饱和孔隙介质中热对流的结构 张连平 

主持人： 王世民   王彦宾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1 2011年 Mw9日本地震远场震后粘弹性形变分析 胡  岩 

13:55-14:10 12 球壳轴对称对流线性稳定性分析 余洪政 

14:10-14:25 13 
利用高频导波数值模拟结果约束阿拉斯加东部俯冲带的精细尺度

速度结构 
关啸宇 

14:25-14:40 14 千岛—勘察加地区构造应力场图像的数值模拟研究 王少坡 

14:40-15:10 15 
张贴报告介绍 

孙云强、李文兰、缪  淼、 

 

 

第 68专题  磁层中的等离子体物理过程 

（召集人：王荣生  符慧山  戴磊  杜爱民  陆全明）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8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E) 

主持人：王荣生   符慧山   戴磊   杜爱民   陆全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磁通量绳中的电子加速 周  猛 

8:50-9:10 2 大时空尺度三维湍流磁重联粒子加速数值模拟研究 朱伯靖 

9:10-9:30 3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asymmetric magnetic reconnections: 

Observational results from the exhaust region at the dayside 

magnetopause 

张永存 

9:30-9:50 4 
MMS observations of electron crescent-shaped distributions at the flank 

magnetopause 
唐斌斌 

9:50-10:10 5 
The plasma properties and whistler waves associated with the flux 

transfer events at the magnetopause 
王诗谋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0 *6 
Formation of power law spectra of energetic electrons during 

multiple X line magnetic reconnection with a guide field 
陆全明 

10:40-11:00 7 
The multiscale structures in the electron dissipation region during 

collisionless magnetic reconnections 
黄  灿 

11:00-11:20 8 Cold ionospheric ions in magnetic reconnection outflow region 李文亚 

11:20-11:40 9 
Generation of kinetic Alfvén waves in dayside magnetic reconnection: A 

global 3-D hybrid simulation 
王焕宇 

11:40-12:00 10 火星激波附近低频磁结构观测研究 单立灿 

主持人：王荣生   符慧山   戴磊   杜爱民   陆全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11 磁层中的波-波相互作用 高新亮 

13:50-14:10 12 哨声模和声波调制的模拟研究 吴一凡 

14:10-14:30 13 内磁层中质子环的全球分布及其对应的磁声波不稳定性的研究分析 欧阳志海 

14:30-14:50 14 
Drift-bounce resonance between charged particles and ultra-low 

frequency waves: Theory and Observations 

朱逸帆 

14:50-15:10 15 基于辐射带卫星观测的快速磁声波自动识别算法 姚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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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5:20  休  息  

15:20-15:40 *16 
Growth-phase Arc and Auroral breakups in the Global MHD 

simulation 
葛亚松 

15:40-16:00 17 
Extreme effects of substorm proton injections on radiation belt 

relativistic electrons 
戴古月 

16:00-16:20 18 外辐射带中相对论电子保持长周期通量倒空状态的事件特征 吴  晗 

16:20-16:40 19 地球辐射带中电磁离子回旋波与电子的朗道共振和回旋共振作用 付  松 

16:40-17:00 20 2003年 10月 30日超强磁暴期间 O+能化过程的联合观测 段素平 

17:00-17:20 21 准平行激波面涟漪结构对上下游离子动力学和结构演化的影响 郝宇飞 

  

 

第 69专题  矿物物理与矿物界面过程 

（召集人：何宏平  杨晓志  周根陶  巫翔  吴忠庆）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12会议室(三楼 303) 

主持人：何宏平   巫翔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高温熔体环境中的颗粒附着生长 张爱铖 

8:50-9:05 2 颗粒大小对熔体-岩石体系电导率的影响及其意义 朱  峤 

9:05-9:20 3 氧逸度对锆石中 Ti的溶解度影响及其地球化学意义 肖路毅 

9:20-9:40 *4 石英单晶热物理性质的高温高压实验研究 张宝华 

9:40-9:55 5 超深金刚石成因的实验研究及其对深部碳循环的意义 高  静 

9:55-10:10 6 斜方辉石的相变以及上地幔 X-不连续面 钱旺生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0 *7 铁与水在地球深部的反应和矿物演化 胡清扬 

10:40-10:55 8 高压下 FeO2H-FeO2体系的相变与波速性质研究 黄圣轩 

10:55-11:10 9 固态氖高温高压下速度特性研究 魏  玮 

11:10-11:30 *10 类质同像置换对磁铁矿表面反应性的制约机制 梁晓亮 

11:30-11:45 11 磁铁矿-亚铁离子界面电子传递机制 盛安旭 

11:45-12:00 12 新型环境矿物材料的构建及对有机污染物的微波降解研究 饶文秀 

主持人：杨晓志   周根陶   吴忠庆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13 高温高压下上地幔矿物中的水 杨  燕 

13:50-14:05 14 长石中结构水在高温下的行为及其对相变的影响 刘文娣 

14:05-14:20 15 
High-temperature evolution of OH bands in synthetic hydrous 

forsterite 
刘  丹 

14:20-14:40 *16 
Water solubility of ringwoodite under mantle transition zone 

conditions 
费宏展 

14:40-14:55   17 致密含水镁硅酸盐矿物在地球深部的命运 郭新转 

14:55-15:10   18 
Hydrothermal experiments on the replacement of pyrite by 

copper containing fluids and its geological significance 
曲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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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0专题  测试新技术及其地质应用 

(召集人: 刘勇胜  胡兆初  杨岳衡  袁洪林  韦刚健)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16会议室(三楼 305D)  

主持人:刘勇胜   杨岳衡   黄方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50 *1 微区原位钙同位素分析测试方法研究 张  文 

08:50-09:05 2 富铁矿物中铁同位素的激光剥蚀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原位微区分析 陈开运 

09:05-09:20 3 大型高分辨率多接收等离子体质谱高精度地质样品钙同位素测试 李  明 

09:20-09:35 4 
双稀释剂-TIMS 方法高精度测试碳酸盐岩和重晶石的 Ba 同位素组成

及其地质应用 
吝祎勃 

09:35-09:50 5 地质标样的高精度镓同位素组成分析 冯兰平 

09:50-10:05 6 
紫外纳秒激光剥蚀地质样品超高压冲击波动态变化特性及诱导元素

分馏机制 
吕  涛 

10:05-10:20 
 

休  息 
 

主持人: 刘勇胜   杨岳衡   黄方  

10:20-10:35 7 激光原位测定褐帘石 U-Th-Pb 年龄与 Nd 同位素初步研究 杨  明 

10:35-10:50 8 浅变质岩石的变质记录：金红石和锆石微增生边离子探针 U-Pb 定年  唐  虎 

10:50-11:05 9 微量石榴石 Sm-Nd 等时线定年：南非林波波带高级变质岩中的应用 周  甜 

11:05-11:20 10 赤铁矿 LA-ICP-MS U-Pb 定年：以滇西姚安金矿为例 周浩阳 

11:20-11:35 11 原位微区硫化物 PGEs 及 S-Pb 同位素参考物质制备方法研究 冯彦同 

11:35-11:50 12 激光剥蚀分馏效应的预校正 张莹刚 

 

 

第 71专题  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数学地球物理 

（召集人：周永章  成秋明  左仁广  侯卫生  赵汀）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30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G) 

主持人：周永章   左仁广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地质大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周永章 

8:55-9:10 2 火山岩地球化学二维灰度码和基于 CNN的构造源区判别 葛  粲 

9:10-9:25 3 卷积神经网络在矿床找矿预测中的应用研究 刘艳鹏 

9:25-9:40 4 随机森林分类在地震储层分类中的应用 杨  璐 

9:40-9:55 5 基于机器学习的红土镍矿可采性评价 王  俊 

9:55-10:10 6 地质领域文本数据结构化及可视化表达 王成彬 

10:10-10:20  休  息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00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21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66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8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571/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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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左仁广   周永章 

10:20-10:45 *7 深度学习与深层次矿化信息挖掘与集成 左仁广 

10:45-11:00 8 关联规则算法在矿床远景调查和矿床预测中的应用 刘心怡 

11:00-11:15 9 基于勘查数据的胶东大尹格庄金矿床控矿地质因素定量分析 刘占坤 

11:15-11:30 10 基于委员会机器算法的致密砂岩测井解释方法与应用 谭茂金 

11:30-11:45 11 图像相似度在临震微波动异常识别中的初步应用 袁  超 

11:45-12:00 12 黔东地区锰矿 ASTER数据蚀变信息提取研究 徐  凯 

主持人：侯卫生   左仁广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多点统计学模式识别及其在三维孔隙结构模拟中的应用 侯卫生 

13:55-14:10 14 基于国情调查大数据的矿产资源保障程度动态分析系统设计与实现  赵  汀 

14:10-14:25 15 推荐系统算法在钦杭成矿带南段文地幅 1:5万矿床预测中的应用 王堃屹 

14:25-14:40 16 人工智能在地球科学上的应用 李  安 

14:40-14:55   17 基于 NPOI 程序包的 Excel 文件处理 马利华 

 

第 72专题  地球生物学 

(召集人：谢树成   潘永信   王风平   陆雅海   鲁安怀)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21 会议室(三楼 311A) 

主持人：黄咸雨  刘娟  潘永信  王风平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草原土壤微生物群落对多元气候变化的响应特征 杨云锋 

8:55-9:10 2 提高干旱胁迫下土壤甲烷氧化能力 周小奇 

9:10-9:25 3 
Comparing the dynamics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 soil leachates 

under aerobic and anaerobic conditions 
朱二雄 

9:25-9:40 4 日光驱动的赤铁矿-希瓦氏菌界面电子传递机制 刘  娟 

9:40-9:55 5 海马冷泉沉积物中细菌多样性和分布 牛明杨 

9:55-10:10 6 格陵兰与青藏高原淡水湖泊细菌群落结构比较研究 邢  鹏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Disentangled temperature effects on leaf wax n-alkane traits 

and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 from the interferences of 

phylogeny and precipitation 

王国安 

10:45-11:00 8 长江中游水稻土微生物四醚膜脂对土壤 pH 季节性变化的响应 王永渤 

11:00-11:15 9 湿地微生物藿类化合物指示的甲烷氧化作用及受控因素 薛建涛 

11:15-11:30 10 云南程海沉积物中蓝藻记录及其与气候及人类活动关系研究 严东娜 

11:30-11:45 11 淡水池塘中趋磁细菌的季节性时空变化特征 何  况 

11:45-12:00 12 内蒙古盐碱湖趋磁细菌的宏基因组研究 张文斯 

主持人：林巍  李猛  鲁安怀  陆雅海 

13:30-13:55     *13 古气候突变事件降温主要发生在冬季 孙  青 

13:55-14:10 14 云南腾冲末次冰期期间的古植被和古气候演化 张继效 

14:10-14:25 15 
四川邛海湖泊沉积物记录的过去 30 cal. ka B.P.以来的古气候环境

特征 
何  薇 

14:25-14:40 16 神农架大九湖湖沼相沉积脂类记录的 MIS3 阶段环境变化 杨  洋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82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19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9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50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03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94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93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65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775/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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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14:55   17 松辽盆地晚白垩世古湖泊水体温度变化 童晓宁 

14:55-15:10   18 沉积环境对东海泥质区内自生黄铁矿硫同位素的约束机制 刘喜停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A novel magnetotactic Deltaproteobacterium revealing 

species-specific magnetosome biomineralization 
李金华 

15:45-16:00 20 马里亚纳海山（Mariana M2）沉积物中趋磁细菌多样性特点 刘  佳 

16:00-16:15 21 南海南部 50 万年以来古菌氨氧化作用对生物碳泵的内在调控 董  良 

16:15-16:30 22 趋磁细菌的起源与早期演化 林  巍 

16:30-16:45 23 澜沧江溶解性有机质组成的空间演变规律 刘  婷 

16:45-17:00 24 陆源有机碳在沙柳河中的季节性变化规律 王  新 

 

第 73专题  燕山运动与陆地生物演化 

（召集人：周忠和  朱日祥  徐星  汤艳杰）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6会议室(二楼 203B) 

主持人：周忠和   朱日祥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辽西北票兴隆沟组的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研究：来自俯冲洋壳地壳的

部分熔融 
杨  蔚 

8:55-9:10 2 论燕山运动的穿时性 马  强 

9:10-9:25 3 燕辽东部侏罗、白垩纪转换期的构造变革及其环境-生态效应 李晓波 

9:25-9:40 4 晚中生代古环境演变的驱动因素：来自地球表层和内部证据 柳永清 

9:40-9:55 5 
渤海湾盆地及其周缘晚中生代挤压构造活动分析--对燕山运动发

生机制的约束 
朱吉昌 

9:55-10:10 6 华北克拉通岩石圈地幔的时空演化特征 汤艳杰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Coastal mountains along the East Asian margin during the Late 

Cretaceous: evidence from the clumped isotope thermometry in 

the Jiaolai Basin 

张来明 

10:45-11:00 8 中晚侏罗世燕辽生物群蝉类化石 付衍哲 

11:00-11:15 9 燕山运动 A幕时期的无脊椎动物演化 黄迪颖 

11:15-11:30 10 
Palaeoenvironmental reconstruction and biostratinomic 
analysis of the Jurassic Yanliao Lagerstätte in northeastern 
China-a case study 

杨子潇 

11:30-11:55 *11 华北克拉通北缘晚侏罗世沉积环境、火山活动与燕辽生物群 孟庆任 

 

第 74专题  超大陆演化及其生物环境效应 

（召集人：张世红  朱茂炎  李超  朱祥坤  胡永云）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6会议室(二楼 203B) 

主持人：李超   胡永云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40 1 超大陆演化及其生物-环境效应：本次专题的背景和热点 李  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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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9:05 *2 面向新一代全球古地理重建的大数据平台 樊隽轩 

9:05-9:20 3 新元古代雪球地球期间生物避难所的氧化还原环境 安志辉 

9:20-9:35 4 华南埃迪卡拉纪早期高频波动的海水氧化还原状态 金承胜 

9:35-10:00 *5 
Chemical weathering during the Neoproterozoic Snowball Earth 

events 
黄康俊 

10:00-10:15 6 华南陡山沱组上部碳同位素负偏的旋回地层学约束 李海燕 

10:15-10:25  休  息  

10:25-10:50 *7 埃迪卡拉纪–寒武纪过渡时期海洋环境与生物的协同演化 王  丹 

10:50-11:05 8 Marinoan雪球地球结束后海水硫酸根浓度的迅速增加 沈  冰 

11:05-11:20 9 新元古代真极移现象及其地球动力学意义 张世红 

11:20-11:35 10 新元古代综合研究大陆钻探计划介绍 朱茂炎 

11:35-12:00 *11 华南板块与聚合中的冈瓦纳超大陆 姚卫华 

主持人：朱茂炎   朱祥坤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2 潘吉亚超大陆时期的气候和洋流 胡永云 

13:45-14:00 13 
轨道旋回控制的超级季风气候及其生物和非生物响应在中二叠世

低纬度地区的记录 
房  强 

14:00-14:15 14 二叠纪末海洋缺氧事件的铬同位素记录 方子遥 

14:15-14:30 15 
潘吉亚大陆中一个季风响应系统的轨道旋回变化 ——来自中三叠

统延长组长 7页岩段的地质证据 
褚润健 

14:30-14:45   16 
晚侏罗世-早白垩世蒙古-鄂霍茨克缝合带演化对热河生物群演变、

迁移和扩散的影响 
任  强 

14:45-15:10   *17 中元古代早期古海洋氧化事件及其与复杂真核生物演化的关系 张  衎 

15:10-15:20  休  息  

15:20-15:35     18 晚奥陶-早志留世之交内外扬子海盆水体硫化驱动机制的差异性研究 李  娜 

15:35-16:00 *19 印度-亚洲碰撞过程及其碰撞前大印度延伸尺度的古地磁限制 杨天水 

16:00-16:15 20 
“Boring Billion”时期的增氧事件：来自华北~1.56 Ga 高于庄组

I/(Ca+Mg)的证据 
汤冬杰 

16:15-16:30 21 
中国华南前寒武纪—寒武纪转折期陆源物质供应对大气氧含量的

影响 
赵彦彦 

16:30-17:30 22 专题自由讨论（主持人：张世红）  

 

第 75专题  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最新进展 

（召集人：徐星   朱茂炎   陈中强）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2会议室(三楼 311B) 

主持人： 徐星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0     *1 中生代昆虫和植物的协同演化 任  东 

13:50-14:10 *2 澄江生物群节肢动物精细结构的再研究及其意义 刘  煜 

14:10-14:25 3 软舌螺动物亲缘关系研究新进展 孙海静 

14:25-14:40 4 华南浮游相区拉利剖面晚泥盆世的海平面变化和生物-环境事件 张欣松 

14:40-14:55   5 
Unusual shallow marine matground-adapted biofacies from the Lower 

Triassic of the northern Paleotethys 
冯学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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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15:10   6 中国水龙兽骨组织学研究及其在早三叠世生存方式 韩凤禄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7 中国早白垩世恐龙及其他四足类足迹 邢立达 

15:45-16:00 8 
来自东亚的大型原始直拇指龙类恐龙为禽龙类的早期生物地理学

历史提供了新线索 
刑  海 

16:00-16:15 9 燕子沟辽角龙齿系替换特征的高分辨率 CT 分析及角龙类的牙齿演化 贺一鸣 

16:15-16:30 10 
利用三维模拟技术估计恐龙的体重—以五彩冠龙（Guanlongwucaii）

（兽脚类：暴龙超科）为例 
姚  熙 

16:30-16:45 11 奇异辽宁龙的骨组织学及其生理学意义 郑文杰 

16:45-17:00 12 
新疆石树沟组阿尔瓦雷斯龙类骨组织学研究及其对阿尔瓦雷斯龙

类早期体型演化的启示 
秦子川 

 

第 76专题  亚洲季风与干旱环境演化 

（召集人： 敖红   安芷生   李建平   程海   赖忠平）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8会议室(二楼 203D) 

主持人： 敖红   刘秀铭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中亚干旱带全新世气候变化 冯兆东 

8:55-9:10        2 基于铀同位素破碎年代学的黄土物源示踪研究 李高军 

9:10-9:25        3 
晚中新世-上新世中国西南昭通盆地粘土矿物学组合特征及南亚季

风演化 
李  佩 

9:25-9:40        4 太阳活动对年代际-亚轨道尺度气候变化的驱动机制探讨 黄春菊 

9:40-9:55        5 南海新近系孢粉记录及其对东亚季风演化的启示 苗运法 

9:55-10:10       6 
A symmetrical CO2 peak and asymmetrical climate change during the 

middle Miocene 
季顺川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Response of the India Ocean mixed layer and upper layer 

current to the Tibetan Plateau thermal forcing in late spring 
段安民 

10:45-11:00      8 东亚沙尘气溶胶辐射反馈效应的研究进展 解小宁 

11:00-11:15      9 北大西洋多年代际振荡对东半球气候影响及机理 孙  诚 

11:15-11:30   10 泥河湾盆地于家沟遗址的年代、古环境背景及其考古意义 敖  红 

11:30-11:45 11 青藏高原隆升植被和海洋反馈作用对亚洲气候影响的模拟研究 张  冉 

11:45-12:00 12 陆架沉积记录对黄河贯通入海的指示 姚政权 

主持人： 赖忠平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德干高原风积成因砖红壤以及印度平原黄土与古文明关系探讨 刘秀铭 

13:55-14:10     14 
过去 15 万年中纬度西风演化及其对亚洲春季沙尘活动影响的模拟

研究 
李新周 

14:10-14:25 15 黄土高原西部中中新世暖期的粘土矿物与地球化学记录 宋友桂 

14:25-14:40     16 
Tropical large–scale atmospheric interaction in association 

with subtropical aridity trend 
冯  娟 

14:40-14:55     17 
Sedimentological evolution of an alluvial fan at the margin 

of a tectonic depression in the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高琳曼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29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69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9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9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08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34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96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08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68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3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3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80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96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96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80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28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282/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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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5-15:10     18 不同山脉隆升对亚洲内陆干旱气候和粉尘循环影响的模拟研究 孙  辉 

15:10-15:15 19 西宁盆地始新世河湖相沉积序列粘土矿物组合特征及其古环境意义 胡  彬 

15:15-15:30 20 基于树木年轮的陇中黄土高原干旱历史重建 宋慧明 

 

第 77专题  中国地层学研究进展与问题 

(召集人: 朱茂炎   邓涛   王向东)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2会议室(三楼 311B) 

主持人: 朱茂炎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50 *1 中国古生代旋回地层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吴怀春 

08:50-09:10 *2 中国陆相侏罗系综合地层学和时间框架 黄迪颖 

09:10-09:25 3 龙担——中国下更新统泥河湾阶底界的一个推荐层型剖面 邓  涛 

09:25-09:40 4 基于光谱磁化率模型的黄土剖面地层划分 崔  静 

09:40-09:55 5 中国泥盆纪阳朔阶研究进展 郄文昆 

09:55-10:10 6 化学地层学研究中的要点和常见问题 朱茂炎 

 

第 78专题  大洋钻探的科学成就、进展和未来设想 

（召集人：张国良   刘传周   王勤   杨小强）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7会议室(二楼 203C) 

主持人：张国良   刘传周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中国大洋钻探二十年 拓守廷 

8:55-9:10 2 中国大洋钻探船科学需求和总体设想 吴能友 

9:10-9:25 3 海洋科学时代：微生物大有可为 李金华 

9:25-9:40 4 古地磁学在大洋钻探中的应用 刘青松 

9:40-9:55 5 大洋岩石圈的地震波性质与韧性变形 王  勤 

9:55-10:10 6 构造微生物学：地球生物学研究的新理念 张传伦 

10:10-10:20  休  息  

10:20-10:35 7 
Paleomagnetic and rock magnetic result of sedimentary and 

basaltic uni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asin 

XiXi 

Zhao 

10:35-10:50 8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中微体古生物和古海洋研究的发展与挑战 苏  新 

10:50-11:05 9 
Water Content of Abyssal Peridotites: Implications for Melt Transports 

beneath Mid-Oceanic Ridges 
夏群科 

11:05-11:20 10 揭开卡尔斯伯格脊下洋壳与上地幔的秘密 韩喜球 

11:20-11:35 11 世界大洋钻探的成就与问题 栾锡武 

11:35-11:50 12 上新世以来中国东部边缘海的古环境演化及未来的科学钻探设想 万世明 

11:50-12:05 13 “地幔柱”假说的检验：大洋钻探的科学使命 张国良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55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689/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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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9专题  环境地球化学 

（召集人：王新明  于志强  冯新斌  金章东  傅平青  郭益铭）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17会议室(三楼 305E) 

主持人：王新明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我国北方城市大气重污染期硫酸盐形成机制 王格慧 

8:55-9:20 *2 海洋和极地大气中的有机气溶胶 傅平青 

9:20-9:35 3 典型 VOCs 形成 SOA 和 O3 机制及对其光催化消减研究 姬越蒙 

9:35-9:50 4 人为活动对南岭森林大气化学组成的影响 王  好 

9:50-10:05 5 
Two-year concurrent observation of isoprene at 20 sites over 

China: comparison with MEGAN-REAM model simulation 
张艳利 

10:05-10:20  休  息 

主持人：王格慧 

10:20-10:45 *6 在线单颗粒研究乙二酸的形成机制 毕新慧 

10:45-11:00 7 人为排放对二次有机气溶胶生成的影响：以珠江三角洲观测为例 丁  翔 

11:00-11:15 8 
基于 5种不同的大气细粒子混合状态及化学组成的假设方案预测

CCN数浓度的不确定性研究 
张  芳 

11:15-11:30 9 Microplastics in the Pearl River catchment 凡可娟 

11:30-11:45 10 临时性控制措施和冬季供暖对北京郊区大气中 VOCs的影响 杨威强 

11:45-12:00 11 PTR-TOF-MS应用于 COPD的诊断 王新明 

主持人：傅平青 

13:30-13:55 *12 毒害性有机污染物的生物富集—现状及挑战 麦碧娴 

13:55-14:20 *13 深渊环境生物体中持久性有机物的初步研究 于志强 

14:20-14:35 14 华南电子垃圾拆解区沉积物中多溴联苯醚的微生物降解研究 曾艳红 

14:35-14:50 15 
Tolueneproductionand emission during the decomposition of plant 

litters in wetland soils 
吴  婷 

14:50-15:05 16 

Wet and dry nitrogen deposition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South China: magnitude and spatiotemporal patterns of inorganic and 

organic components 

余  欻 

15:05-15:20 17 基于统计方法的城郊浅水湖泊污染源及其污染过程解析 赵恩民 

15:20-15:30 休  息 

主持人：于志强 

15:30-15:45 18 全球变暖加速汞在冰川末端的沉降？ 王  训 

15:45-16:00 19 SEASONAL MG ISOTOPIC VARIATIONS IN XIJIANG RIVER 冯崇秦 

16:00-16:15 20 红壤关键带水稻土剖面铬的循环——从铬同位素角度 何小庆 

16:15-16:30 21 南海西沙珊瑚岛生态环境演变的碳氮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 吴礼彬 

16:30-16:45 22 应用 19F固体核磁共振研究羟基磷灰石除氟的分子地球化学机制 任  超 

16:45-17:05 展报交流，每人汇报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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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专题  中国大陆成矿系统与成矿过程 

（召集人：侯增谦  毛景文  胡瑞忠  邓军  陈衍景  蒋少涌  周永章）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5会议室(二楼 203A) 

主持人：侯增谦   陈衍景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义敦弧地区印支-燕山期多金属成矿：地球化学示踪的进展与问题 许继峰 

8:55-9:10 2 特提斯域的 MVT铅锌矿床 宋玉财 

9:10-9:25 3 伊朗 Angouran超大型铅锌矿床：受控于盐底辟构造 庄亮亮 

9:25-9:40 4 青藏高原主碰撞带人工源宽角反射折射探测 王高春 

9:40-9:55 5 青藏高原冈底斯带重磁三维反演及岩浆岩特征研究 胡  斌 

9:55-10:10 6 
安徽巢湖-含山地区下志留统五峰组-高家边组下段页岩气勘探前

景分析 
曲中党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题目待定 陈衍景 

10:45-11:00 8 扬子地块西缘造山型金矿成矿系统 王庆飞 

11:00-11:15 9 西南特提斯哀牢山长安金矿物质来源与成矿机制 杨  林 

11:15-11:30 10 西南特提斯哀牢山镇沅金矿蚀变过程与矿化机制 李华健 

11:30-11:55 *11 中国稀土矿床：特征及矿床成因 谢玉玲 

主持人： 谢玉玲   宋玉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藏东金沙江-哀牢山新生代富碱岩浆系统成矿作用 毕献武 

13:55-14:10 14 西藏冈底斯朱诺斑岩铜矿金属沉淀阶段与机制 孙  祥 

14:10-14:25 15 钼同位素在岩浆热液体系中的分馏与元素循环 李  扬 

14:25-14:40 16 基性岩浆注入:碰撞环境下斑岩成矿作用发生的诱因? 王  瑞 

14:40-14:55   17 
上扬子区下寒武统富有机质页岩复合沉积模式对页岩气甜点区预

测的意义 
张钰莹 

14:55-15:10   18 松辽盆地南部上白垩统陆相页岩含油气性及主控因素 葛明娜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西藏喜马拉雅带超大型稀有金属矿床的发现与启示 李光明 

15:45-16:00 20 西藏错那洞陂多金属矿地质特征与成因分析 梁  维 

16:00-16:15 21 藏南错那洞穹窿及其控制得成矿作用 张  志 

16:15-16:30 22 西藏错那洞穹窿鞘褶皱的特征及其与藏南拆离的关系 付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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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1专题  增生造山带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 

(召集人: 蔡克大  万博  王博  张波  吴昌志)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会议地点:第 10 会议室(三楼 301) 

主持人:蔡克大   万博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45 1 
Paleozoic subduction of the southern Dunhuang Orogenic Belt, 
northwest China: deformation, metamorphism and geochronology 
of the Shuixiakou area 

王  浩 

08:45-09:00 2 西天山石炭二叠纪构造演化与浅成低温成矿系统 蔡克大 

09:00-09:15 3 成吉思-阿拉科尔北天山大型韧性剪切带年代学、运动学及构造演化 刘天伦 

09:15-09:30 4 
Petrogenesis of Permo-Triassic intrusive rocks in Northern 
Liaoning Province, NE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 closure of 
the eastern Paleo-Asian Ocean 

刘  锦 

09:30-09:45 5 
新疆西天山卡特把阿苏金矿黄铁矿 S 同位素及石英 O 同位素特征及
其地质意义 

董磊磊 

09:45-10:00 6 西天山北缘古生代构造演化的岩浆活动约束 王  盟 

10:00-10:20 
 

休  息   

主持人: 王博   张波   吴昌志 

10:20-10:35 7 南天山洋晚石炭世-二叠纪构造演化 包子鹤 

10:35-10:50 8 马来西亚吉兰丹乌拉索谷金矿构造解析 杨人毅 

10:50-11:05 9 
中国西天山与弧后伸展相关的石炭纪火山岩的时空分布特征、岩石

成因和构造意义 
苏文博 

11:05-11:20 10 
Deformed continental arc sequences in the South Tianshan: new 
insights to the Early Paleozoic accretionary tectonics of the 
CAOB 

钟凌林 

11:20-11:35 11 伊犁地块北缘泥盆-石炭纪构造演化以及大陆地壳生长 王祥松 

11:35-11:50 12 
Oceanic island basalt in ophiolitic mélanges: Implications 
for seamount accretion in western Central Asian Orogenic Belt 

杨高学 

 

第 82专题  深部资源探测技术与矿集区立体探测 

(召集人: 吕庆田   汤井田   胡祥云   邓居智)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2 日      会议地点:第 11 会议室(三楼 302)  

主持人:吕庆田   汤井田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08:30-08:45 1 基于阻尼最小二乘法的位场欧拉反演方法 刘  强 

08:45-09:00 2 Uncertainty and resolution of 2D and 3D inversion models computed 任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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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geophysical electromagnetic data 

09:00-09:15 3 射频大地电磁问题层状任意各向异性模型的稳定解析解 陈  煌 

09:15-09:30 4 基于 BDDC 算法的大地电磁三维正演研究 赵  航 

09:30-09:45 5 基于 L-BFGS 三维反演的大地电磁数据集对比研究 余  辉 

09:45-10:00 6 大地电磁三维不同反演算法的综合对比 陈  辉 

10:00-10:20 
 

休  息   

主持人:吕庆田   汤井田  

10:20-10:35 7 大地电磁三维自适应正则化反演研究 黄贤阳 

10:35-10:50 8 阶段式自适应正则化算法研究--以大地电磁测深差分进化反演为例 郭一豪 

10:50-11:05 9 金属矿地下物探工作站 高文利 

11:05-11:20 10 不等式约束下的井间电磁波层析成像方法 欧  洋 

11:20-11:35 11 地球物理联合反演中的宽范围岩石物性约束研究 陈  晓 

11:35-11:50 12 深部矿产探测中的地质地球物理综合建模技术 郭  冬 

主持人:胡祥云   邓居智  

13:30-13:45 13 基于区域重磁场的钦杭结合带边界识别与厘定 严加永 

13:45-14:00 14 
长江中下游及钦杭结合带北段卫星磁测数据特征的增强与其地质结
构意义 

张  冲 

14:00-14:15 15 钦杭北段重力场特征及其构造指示意义 刘  彦 

14:15-14:30 16 四川盆地磁异常三维反演揭示的前寒武基底构造：新元古代大陆裂谷 王  婕 

14:30-14:45 17 华南岩石圈三维电性结构对区域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的启示  徐  珊 

14:45-15:00 18 
imaging 3D magnetotelluric from Local uplift and copper metallogenic 

prospect in the Luzong ore district, Eastern China: Evidence 
张  昆 

15:00-15:20 
 

休  息   

主持人:胡祥云   邓居智  

15:20-15:35 19 宁芜矿集区地壳拆离构造的 S 波结构特征 张永谦 

15:35-15:50 20 宁芜盆地深部结构对成矿的启示 梁  锋 

15:50-16:05 21 朱溪及其外围区域三维地质-地球物理建模及地质解释 祁  光 

16:05-16:20 22 综合物探在相山三维地质填图中的应用 谢尚平 

16:20-16:35 23 武夷德化-尤溪-永泰矿集区高光谱遥感蚀变信息提取研究 牛斯达 

16:35-16:50 24 
华南区域地壳的三维模型建立与江门中微子观测站的地球中微子通
量约束 

高若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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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3专题  地球化学进展 

（召集人：李曙光  郑永飞  李献华  徐义刚  张立飞  孙卫东）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18会议室(三楼 307) 

主持人：张立飞   孙卫东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锇同位素地球化学 刘传周 

8:55-9:20 *2 
The sulfide/silicate melt partitioning of siderophile and 

chalcophile elements at mantle-crust conditions 
李  元 

9:20-9:45 *3 前寒武纪板块构造的特点 张少兵 

9:45-10:10 *4 白云岩 Mg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进展 李伟强 

10:10-10:35 5 

The mineralogy and in situ sulfur isotopes of a hydrothermal 

sulfide chimney in the East Pacific Rise 1-2°S hydrothermal 

field 

孟兴伟 

 

 

第 84专题  地球深部碳循环 

（召集人：陈唯  刘勇胜  李曙光  张立飞  郭正府  杨蔚  刘盛遨  许成）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5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B) 

主持人：陈唯  刘勇胜  李曙光  张立飞  郭正府  杨蔚  刘盛遨  许成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现代板块构造启动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证据 许  成 

8:50-9:10 *2 俯冲碳酸盐的深部碳封存促进古大气氧升高 何永胜 

9:10-9:25 3 深部碳循环过程中的氧化还原作用与效应 何德涛 

9:25-9:40 4 喜马拉雅淡色花岗岩 Zn-Mg 同位素组成及其意义 王泽洲 

9:40-9:55 5 
中国西南天山高压蓝片岩岩石学及相平衡研究及对俯冲带深部碳

循环的启示 
胡  晗 

9:55-10:10 6 我国大陆活火山区温室气体的释放特点与规模 郭正府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0 *7 俯冲带富 Mg碳酸盐交代作用-深部地幔楔的记录 沈  骥 

10:40-11:00 *8 Pitcairn地幔柱中存在再循环古老碳酸盐的化学‚印记‛ 王小均 

11:00-11:15 9 俯冲板片中 CaCO3的下沉与深部金刚石成因探讨 李新阳 

11:15-11:30 10 造山带钙质碳酸岩的成因 韦春婉 

11:30-11:45 11 碳酸岩型 REE矿床中 REE元素的超常富集过程及其控制因素 刘  琰 

11:45-12:00 12 川西地区火成碳酸岩成因的 Zn同位素制约 翟华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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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5专题  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与应用 

（召集人：殷长春  李貅  曾绍发  孟庆敏）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8会议室(二楼 203D) 

主持人：殷长春   李貅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我国航空电磁三维反演研究现状和展望 刘云鹤 

8:55-9:10 2 时间域航空电磁广义模型约束反演 苏  扬 

9:10-9:25 3 三维瞬变电磁自适应有限元正演模拟 齐彦福 

9:25-9:40 4 基于 GLL基函数的时域谱元法三维航空电磁正演模拟 黄  鑫 

9:40-9:55 5 基于平稳小波变换的时域地空电磁噪声抑制方法 黎东升 

9:55-10:10 6 瞬变电磁三维模型降阶正演算法研究 周建美 

10:10-10:20  休  息  

主持人：曾绍发   孟庆敏 

10:20-10:45 *7 均匀多面体磁场及梯度张量的新解析解 任政勇 

10:45-11:10 *8 航空电磁深部矿产勘探 杨迪琨 

11:10-11:25 9 接地源半航空瞬变电磁三维正演研究 张  军 

11:25-11:40 10 基于航空重磁场特征的东南极甘布采夫冰下山脉地壳结构研究 吴国超 

11:40-11:55 11 旋转金属簧片加速度计重力梯度仪 邓忠光 

 

第 86专题  电磁感应接收传感器的研究 

（召集人：白旭   曹鑫宇）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张贴报告 
 

 

第 87专题  与中酸性有关的岩浆-热液矿床的成矿机制 

（召集人：孙晓明   周涛发   李建威   谢桂青）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3 日      会议地点：第 24 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A) 

主持人：孙晓明   谢桂青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 矽卡岩钨矿与低温金锑矿的联系探讨——以湘中盆地为例 谢桂青 

13:55-14:20 *2 
滇西北衙超大型金矿磁铁矿中的纳米-微米级金颗粒：铋熔体搜集

金的产物 
周浩阳 

14:20-14:45 *3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multistage magmatic-hydrothermal 

fluids at the Yulong porphyry Cu-Mo deposit, eastern Tibet 
昌  佳 

14:45-15:00 4 马来西亚彭亨州 CHONDONG铅矿矿床成因及找矿标志 葛  华 

15:00-15:15   5 
西天山祖鲁洪钨铜共生矿床黑云母的矿物化学特征及其对岩石成

因与成矿的指示 
曹  锐 

15:15-15:30   6 铜陵地区蛤蟆岭铜金矿床成因与深部找矿意义 胡擘捷 

15:30-15:40  休  息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99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99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48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48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69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82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82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888/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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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6:05     *7 长江中下游成矿带庐枞盆地铁矿床成矿作用研究 范  峪 

16:05-16:30 *8 安徽铜陵姚家岭特大型锌金多金属矿床的成矿期次与流体研究 张达玉 

16:30-16:45 9 湖北省金井咀斑岩型金矿成矿机制探讨 李新昊 

16:45-17:00 10 

Petrogenesis and metal contents of hornblende-rich xenoliths 

from two porphyry-Cu related magma systems in southwestern 

USA 

昌  佳 

 

 

第 88专题  页岩气生成机理与富集规律学术研讨会 

（召集人：翟刚毅   周志）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张贴报告 

 

 

第 89专题  地球磁场与局部异常现象 

（召集人：陈斌   倪喆   戴苗   冯志生   康国发   顾左文 ）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0会议室(三楼 310) 

主持人： 康国发   陈斌   高国明 

10:20-10:45 *1 CHAMP卫星数据得出中国大陆岩石圈磁异常 高国明 

10:45-11:00 2 2015.0 中国地区地磁场三维球冠谐分析 毛丰龙 

11:00-11:15 3 华北克拉通及邻区不同高度层面的地壳磁异常的分布 石  岚 

11:15-11:30 4 中国及周边地区岩石圈磁场变化特征 陈  斌 

11:30-11:45 5 地磁场的空间联测—Swarm 卫星星座 安柏林 

11:45-12:00 6 呼图壁气田压力变化过程中的岩石圈磁场变化 王振东 

主持人：冯志生   顾左文   袁洁浩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7 地震震中附近岩石圈磁异常变化特征分析 王  粲 

13:55-14:10 8 华北地区震前岩石圈磁场总强度变化特征研究 宋成科 

14:10-14:25 9 九寨沟 M7.0震中岩石圈磁场异常变化 温军军 

14:25-14:40 10 一次典型中等地震前的地磁异常现象 贾立峰 

14:40-14:55   11 2013年岷县漳县 6.6级地震前后岩石圈磁场局部异常特征分析 陈双贵 

14:55-15:10   12 地磁极化法在四川地区的应用研究 何  畅 

15:10-15:20  休  息  

主持人：顾左文   陈斌   倪喆 

15:20-15:45     *13 中国地区流动地震地磁监测网络 袁洁浩 

15:45-16:00 14 2017-2018华北东北地区岩石圈磁场年度变化特征 苏树朋 

16:00-16:15 15 磁偏角 D零变线与震中的相关性分析 赵育飞 

16:15-16:30 16 2018年度南北天山矢量地磁监测分析 贾  路 

16:30-16:45 17 基于岩石圈磁场异常特征演化的地震预测 倪  喆 

16:45-17:00 18 展板报告时间 
展板 

参会人员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82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48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481/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481/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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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专题  非传统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分馏理论、分析方法和地质应用 

（召集人：黄建   苏本勋   樊海峰   何永胜   赵新苗） 

会议时间：2018 年 10 月 21 日      会议地点：第 11 会议室(三楼 302) 

主持人：黄建   苏本勋   樊海峰   何永胜   赵新苗 

时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俯冲带深部流体来源和流体性质的 O-Mg-Fe同位素制约：阿尔卑斯

造山带剖析 
陈伊翔 

8:50-9:05 2 
Equilibrium Mg isotope fractionation among fluids and minerals: 

Insights from first-principles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王文忠 

9:05-9:20 3 镁同位素揭示 Samoa 洋岛玄武岩的源区不含碳酸盐组分 钟  源 

9:20-9:40 *4 
Mg isotopic anomaly of the Pacific upper mantle unrelated to 

plumes: revealed by the Petit-spot volcanoes 
刘  佳 

9:40-9:55 5 重晶石中的 Ba 同位素分析 田兰兰 

9:55-10:10 6 
First-principles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ntration effect on equilibrium 

fractionation of K isotopes in feldspars 
李永辉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0 *7 火成碳酸岩钙同位素组成的 MC-ICPMS测试 孙  剑 

10:40-10:55 8 
陆壳熔融和岩浆分异过程中钙同位素分馏：来自花岗岩和矿物对的

制约 
王  阳 

10:55-11:10 9 利用科马提岩制约上地幔的 Ca 同位素组成 彭  越 

11:10-11:30 *10 硫化物矿物冶炼过程中铊同位素分馏效应 刘  娟 

11:30-11:45 11 双稀释剂 MC-ICP-MS 测定土壤和沉积物样品中的镉同位素 何  栋 

11:45-12:00 12 大陆下地壳的 Zn 同位素组成：来自华北克拉通北部麻粒岩包体的限制 张岗岚 

12:00-12:15 13 
Zinc isotopic systematics of Kamchatka-Aleutian arc magmas 

controlled by mantle melting 
黄  建 

12:15-12:30 14 含石榴子石源区部分熔融过程的 Mg 同位素行为：从埃达克岩的角度 汪  洋 

 

 

第 92专题  深地资源勘查开采年度进展 

（召集人：董树文  赵文智  吴爱祥  侯增谦  吕庆田 ）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35会议室(一楼三号会议厅) 

主持人：董树文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0 *1 深地资源勘查开采：进展与展望 董树文 

8:50-9:05 2 华北克拉通成矿系统的深部过程与成矿机理 杨进辉 

9:05-9:20 3 华南中生代陆内成矿系统的岩石圈结构与深部过程—进展与初步认识 吕庆田 

9:20-9:35 4 青藏高原碰撞造山成矿系统深部结构与成矿过程研究重大进展 侯增谦 

9:35-9:50 5 北方增生造山成矿系统的深部结构与成矿过程 2017年度进展报告 肖文交 

09:50-10:00 6 北方东部复合造山成矿系统深部结构与成矿过程 秦克章 

10:00-10:10  休  息  

10:10-10:25 7 燕山期重大地质事件的深部过程与资源效应 孙卫东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27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27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0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0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95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04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64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64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23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87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05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3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35/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304/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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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10:40 8 东亚多板块汇聚构造体系与燕山运动 张岳桥 

10:40-10:55 9 矿产资源预测评价理论与方法——年度进展 成秋明 

10:55-11:10 10 深部资源预测系统技术研究与示范 肖克炎 

11:10-11:25 11 深部岩体力学与开采理论 谢和平 

11:25-11:40 12 煤矿深井建设与提升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 何满潮 

11:40-11:55 13 “中新元古代古大陆重建与原型盆地分布预测研究”项目进展 杨风丽 

主持人：侯增谦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45 14 航空重力梯度仪研制 李桐林 

13:45-14:00 15 航空重立测量技术装备研制 周锡华 

14:00-14:15 16 高分辨率航空伽玛能谱测量及机载成像光谱测量技术 葛良全 

14:15-14:30 17 典型覆盖区航空地球物理技术示范与处理解释软件平台开发 熊盛青 

14:30-14:45 18 航空磁场测量技术系统研制 刘浩军 

14:45-15:00 19 穿透性地球化学勘查技术：进展与案例 王学求 

15:00-15:15 20 我国稀有金属矿床形成的深部过程与综合探测技术示范 蒋少涌 

15:15-15:25  休  息  

15:25-15:40 21 稀土元素成矿系统与资源基地深部探测进展报告 何宏平 

15:40-15:55 22 稀散矿产资源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温汉捷 

15:55-16:10 23 华南热液型铀矿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林锦荣 

16:10-16:25 24 锂能源金属矿产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王登红 

16:25-16:40 25 中国钾盐矿产基地成矿规律与深部探测技术示范项目进展 张永生 

16:40-16:55 26 深部金属矿集约化连续采矿理论与技术项目进展 王李管 

16:55-17:10 27 煤矿千米深井围岩控制及智能开采技术 康红普 

17:10-17:25 28 超深层（油气）重磁电震勘探技术研究进展 徐礼贵 

 

第 93专题  超深层（油气）重磁电震勘探技术 

（召集人：徐礼贵  邓志文  倪宇东）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4议室(一楼五号厅 A) 

主持人：徐礼贵  邓志文  倪宇东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地震采集专场  

8:30-8:55 *1 近地表速度-Q值双参数联合全波形反演及其应用 卞爱飞 

8:55-9:10 2 塔里木克拉通盆地超深层地震采集攻关实例与分析 段孟川 

9:10-9:25 3 
可控震源实时质控技术在华北克拉通盆地超深层勘探采集试验中的

应用 
门  哲 

9:25-9:40 4 可控震源高效混叠采集方法及其在东部复杂区的应用 韩志雄 

9:40-9:55 5 一种超深层地震采集关键参数试验方法 白旭明 

9:55-10:10 6 库车坳陷克深区带深层盐下油气藏地震勘探技术及应用效果 周  旭 

10:10-10:20  休  息  

  资料处理专场  

10:20-10:45 *7 超深层逆散射保幅偏移成像方法及应用研究 梁  全 

10:45-11:00 8 基于快速卷积混合盲分离的层间多次波自适应分离方法 李钟晓 

11:00-11:15 9 深层折射波干涉成像技术 沈  杨 

11:15-11:30 10 基于高阶抛物 Radon变换的不规则地震数据保幅重建 唐欢欢 

11:30-11:45 11 基于射线理论的复杂层状各向异性介质波场模拟及其在华北冀中地 徐茜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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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应用 

11:45-12:00 12 基于超深目的层的广角地震采集及处理技术 杜中东 

主持人：徐礼贵  邓志文  倪宇东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综合组  

13:30-13:55     *13 全波形地震偏移分辨率定量评价 魏  伟 

13:55-14:10 14 弹性波在热介质中的传播规律 王志伟 

14:10-14:25 15 三维高精度地震采集成像纵向分辨特性分析 苏  俊 

14:25-14:40 16 二维可控震源声波方程数值模拟 卢秀丽 

14:40-14:55   17 超深层（油气）重磁电震配套技术集成进展和阶段成果 安树杰 

14:55-15:10   18 基于 GPU加速的有限内存重力三维 SL0紧支撑聚焦约束反演/ 王浩然 

15:10-15:20  休  息  

  重磁电专场  

15:20-15:45     *19 超深层重磁电采集处理技术研究新进展 刘云祥 

15:45-16:00 20 大地电磁与重力数据非线性联合反演 胡祖志 

16:00-16:15 21 基于几何构架法的重力和大地水准面快速正演研究 樊  驹 

16:15-16:30 22 基于非结构双网格重磁交叉梯度联合反演研究 邢泽峰 

16:30-16:45 23 川中前震旦系裂谷模型重磁响应及可行性研究 赵文举 

16:45-17:00 24 基于数学形态学和 spearman 秩相关分析的位场数据边缘增强方法

及其在老挝万象地区的应用 
张建民 

 

 

第 94专题  深部预测方法 

（召集人：肖克炎   陈建平   毛先成   陈建国   郭科   程志中）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20会议室(三楼 310) 

主持人：肖克炎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深部矿产资源预测评价方法探讨 肖克炎 

8:55-9:10 2 
基于地质大数据的深部地质异常定量提取方法与隐伏矿体三维预

测—四川拉拉、山东焦家 
陈建平 

9:10-9:25 3 深部成矿构造三维分析与建模预测研究进展 毛先成 

9:25-9:40 4 深部地球物理找矿信息提取与三维建模研究 陈建国 

9:40-9:55 5 原生晕地球化学深部矿产预测方法研究 柳炳利 

9:55-10:10 6 深部矿产资源三维找矿预测评价示范研究进展 程志中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山东焦家金矿三维地质地球物理建模与深部预测 张世晖 

10:45-11:00 8 复杂形状地质体磁场有限单元法正演模拟 郭楚枫 

11:00-11:15 9 黔西南滥木厂金汞铊矿床地质地球化学研究 刘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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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6专题  中国钾盐矿产基地成矿规律与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召集人：张永生  李伟强  颜茂都  郑天发）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3日      会议地点：第 25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B) 

主持人：张永生   李伟强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推进成钾理论发展，实现我国钾盐找矿重大突破 郑绵平 

8:55-9:20 *2 油钾兼探及其在钾盐探测中的应用 于常青 

9:20-9:35 3 深部钾盐地震预测与评价 郑天发 

9:35-9:50 4 复杂区膏盐模型正演模拟和偏移成像研究 段心标 

9:50-10:05 5 地震-测井解译在库车坳陷古近系盐岩层找钾中的应用 王  健 

10:05-10:15  休  息  

10:15-10:40 *6 构造与气候耦合：超级季风对成盐成钾作用的控制---以羌塘盆地

为例 
方小敏 

10:40-10:55 7 重点盆地主要成盐期干旱气候事件与成钾作用 颜茂都 

10:55-11:10 8 云南勐野井-老挝万象钾盐矿床物质来源对比分析 李明慧 

11:10-11:25 9 侏罗纪-古新世云南生物标志物及其同位素值古环境初探 白  艳 

11:25-11:40 10 柴达木盆地西部深层卤水型钾盐矿研究进展 侯献华 

主持人：郑天发   颜茂都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1 钾盐成矿过程中的构造问题 帅开业 

13:55-14:10 12 杂卤石钾盐矿现状、新进展与展望 张永生 

14:10-14:25 13 川东地下卤水资源综合利用工艺及杂卤石形成条件探知 李  武 

14:25-14:40 14 川东深层地下卤水资源综合利用工艺 刘  鑫 

14:40-14:55   15 杂卤石形成条件的再认识与新发现 李东东 

14:55-15:05  休  息  

15:05-15:30    *16 盐构造变形特征与变形机制：构造作用下岩盐的迁移及其对深部钾

盐资源勘探的启示 

尹宏伟 

15:30-15:45 17 从石盐中提取古海水 Mg同位素信息 李伟强 

15:45-16:00 18 鄂尔多斯盆地马五 6亚段成盐韵律特征及其找钾启示 邢恩袁 

 

第 97专题  中新元古代古大陆重建与盆地原型分布预测 

（召集人：杨风丽   赵西西   张克信   李三忠）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5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B) 

主持人： 杨风丽   赵西西   张克信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 试论中元古代的底界问题 耿元生 

13:55-14:10 2 中国震旦纪洋陆分布与地层格架 寇晓虎 

14:10-14:25 3 扬子克拉通北缘―神农架群底界‖的再厘定及其地质意义 旷红伟 

14:25-14:40 4 
Paleomagnetic results of the 925 Ma mafic dykes from the North China 

and Brazil: implications for the Neoproterozoic paleogeography of 
赵西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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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inia 

14:40-14:55   5 
A New NeoproterozoicPaleomagnetic Result of the Tarim Block: 

Implications for the Paleogeographic Position of Tarim in Rodinia 
王鸿钧 

14:55-15:10   6 
新元古代华夏块体北缘构造演化及古板块位置重建：来自神山构造

混杂岩基质年龄及地球化学的证据 
王丽君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7 华北-扬子-塔里木中新元古代地层-沉积演化与聚-散构造背景 柳永清 

15:45-16:10 *8 中国新元古代青白口纪早期(1000-820Ma)洋陆与沉积盆地分布 张克信 

16;10-16:25 9 罗迪尼亚超大陆汇聚—裂解转换期（820-720Ma）的中国原型盆地 徐亚东 

16:25-16:40 10 中国新元古代成冰纪大塘坡期地层对比及原型盆地分析 于  洋 

16:40-16:55 11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SW Tarim during late Neoproterozoic and 

early Paleozoic: Resoponse for the breakup of Rodinia supercontinent 
章凤奇 

 

第 98专题  东亚多板块汇聚与燕山运动 

（召集人：张岳桥   李三忠   刘少峰   王晓霞   王勤）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13会议室(三楼 305A) 

主持人：张岳桥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漠河盆地西北缘漠河组逆冲推覆构造变形样式及时间 ——对蒙古

-鄂霍茨克洋闭合的启示 
梁琛岳 

8:55-9:10 2 
华北板块中部燕山期陆内变形：来自云冈盆地侏罗系沉积-构造-年

代学约束 
张  宇 

9:10-9:25 3 辽东半岛青城子地区晚三叠世逆冲推覆构造样式与时限 孔若颜 

9:25-9:40 4 华南雪峰山地区的重磁场反演与断裂分布 王  勤 

9:40-9:55 5 

The Zhayao tectonic window of the Jurassic Yuantai thrust system in 

Liaodong Peninsula, NE China: geometry, kinematics and tectonic 

implications 

邱  亮 

9:55-10:10 6 燕山运动 A 幕 黄迪颖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岩石圈热-流变结构与大陆构造 刘绍文 

10:45-11:00 8 中国东部岩石圈结构——背景噪声层析成像结果 黄金莉 

11:00-11:15 9 南北地震带速度结构重构与蕴震机制研究 贺传松 

11:15-11:30 10 华南地块岩石圈三维导电性结构的大地电磁测深阵列研究初步成果 叶高峰 

11:30-11:45 11 华北克拉通西部孔兹岩带电性结构及深部动力学意义 王恭率 

11:45-12:00 12 
Duration of the Early Permian Panjal-Cimmerian large igneous 

province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Cimmerian continent 
但  卫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17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179/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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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9专题  深部地球化学找矿 

（召集人：王学求   黄菲   左仁广   张必敏） 

会议时间：2018 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26会议室(一楼五号厅 C) 

主持人：王学求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金的大深度垂向迁移机理与三维地球化学模型 王学求 

8:55-9:10 2 豫西上宫金矿田地球化学三维特征研究 张苏坤 

9:10-9:25 3 黔西南水银洞卡林型金矿成矿元素空间分布及深部隐伏矿找矿探索 谭亲平 

9:25-9:40 4 江西省通江岭铜矿原生晕结构特征及深部找矿前景 赖志坚 

9:40-9:55 5 福建省上杭县紫金山金铜矿床深部地球化学找矿浅析 赖晓丹 

9:55-10:10 6 地球化学勘查固体样品采集的野外质量评价指标 严己宽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纳-微米矿物成因与成矿作用研究 黄  菲 

10:45-11:00 8 胶东金矿区土壤中蜡样芽胞杆菌与金的相互作用规律研究 劳昌玲 

11:00-11:15 9 
福建紫金山浅成热液斑岩型 Cu（Au，Mo）矿地电化学成晕机理及找

矿研究 
文美兰 

11:15-11:30 10 利用铜同位素和汞同位素示踪覆盖区铜和金异常来源的初步研究 刘雪敏 

11:30-11:45 11 寨上金矿中黄铁矿特征及其成因研究 赵福德 

11:45-12:00 12 便携式 X荧光仪在曲家金矿岩心地球化学特征研究中的应用 陆继龙 

主持人： 黄菲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13 元素迁移的分形度量 左仁广 

13:55-14:10 14 内蒙古自治区金地球化学分布与大型矿靶区预测 周  建 

14:10-14:25 15 黑龙江老柞山金矿岩石和水系沉积物中金的化学相态分析 李  航 

14:25-14:40 16 小秦岭大湖金矿黄土-古土壤层序中地球化学异常形成机制浅析 常海钦 

14:40-14:55   17 隐伏矿地气测量的几个关键问题 韩志轩 

14:55-15:10   18 
穿透性地球化学方法在干旱戈壁荒漠覆盖区的应用-花牛山铅锌矿

试验实例 
刘汉粮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19 盆地砂岩型铀矿穿透性地球化学勘查技术 张必敏 

15:45-16:00 20 二连盆地砂岩型铀矿的地球化学异常源示踪 康  欢 

16:00-16:15 21 
盆地砂岩型铀矿地球化学探测技术体系建立探讨---------以鄂尔多斯

盆地为例 
徐善法 

16:15-16:30 22 地气测量方法在南方花岗岩型铀矿勘查中的应用研究 王  勇 

16:30-16:45 23 分光光度法分析痕量铀中的标准曲线实验探究 吴泽民 

16:45-17:00 24 青海省都兰县五龙沟地区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靶区预测 黄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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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0专题  油气地球物理 

（召集人：印兴耀   刘财   常旭   曹俊兴   周辉）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1日      会议地点：第 5会议室(二楼 203A) 

主持人：印兴耀   刘财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 地震数据深度学习研究进展 曹俊兴 

8:55-9:10 2 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地震岩性分类 朱圣伟 

9:10-9:25 3 孔洞型碳酸盐岩数字岩心微观因素对弹性模量的影响 刘  强 

9:25-9:40 4 周期性饱和三相流体孔隙介质中地震波传播特征分析 王  尧 

9:40-9:55 5 基于点扩散函数 PSF的深度域反演 郝洪鉴 

9:55-10:10 6 基于地震属性的 MeanShift 聚类分析在断层自动识别中的应用 崔荣昂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7 基于岩石物理特征的贝叶斯分类储层识别 周益来 

10:45-11:00 8 基于 NSGA-II算法的 VSP资料上下行波联合反演 金  超 

11:00-11:15 9 地面地震属性在 VSP成像中的应用 朱兆林 

11:15-11:30 10 基于稀疏变换的模型约束基追踪反演方法 满  建 

11:30-11:45 11 鄂尔多斯盆地超深微测井 Q 提取技术及应用效果 高  强 

11:45-12:00 12 基于岩石物理诊断的粘土弹性模量确定方法 樊祥刚 

第 100专题  油气地球物理 

会议时间：2018年 10月 22日      会议地点：第 5会议室(二楼 203A) 

主持人：常旭   曹俊兴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30-8:55 13 波场解耦的弹性波逆时偏移标量成像条件 周熙焱 

8:55-9:10 14 缝洞型碳酸盐岩储层精细刻画技术在塔中地区的应用 杨凤英 

9:10-9:25 15 GeoEast 曲率属性在塔中地区走滑断裂识别中的应用 杨凤英 

9:25-9:40 16 基于程函方程的层速度反演方法 张国勇 

9:40-9:55 17 孟加拉湾深水海域基于频散分析技术的气层识别研究 郭  渊 

9:55-10:10 18 基于 VFQA算法的叠前 AVO反演方法 杨云祺 

10:10-10:20  休  息  

10:20-10:45 *19 塔北 Y区块薄砂层地震响应特征分析及储层预测 刘  博 

10:45-11:00 20 基于上、下行波联合的 Q值提取方法研究 李  岳 

11:00-11:15 21 基于方位各向异性弹性阻抗的裂缝预测方法研究 马正乾 

11:15-11:30 22 基于深度学习的叠前弹性参数反演方法研究与应用 刘思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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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11:45 23 叠前地震同时反演在岩性识别中的应用 杨晓利 

11:45-12:00 24 基于模拟退火的零偏 VSP速度密度参数同步反演方法研究与应用 刘  强 

主持人： 周辉   宗兆云 

时  间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0-13:55     *25 跨频段地震岩石物理测量技术在储层预测中的应用思考 赵建国 

13:55-14:10 26 川东南地区页岩气脆性预测新方法 刘晓晶 

14:10-14:25 27 基于曲波噪声估计的 BM3D去噪算法研究 刁俊才 

14:25-14:40 28 利用“两宽一高”地震资料识别岩性体-以海拉尔盆地呼和湖凹陷为例 柯  钦 

14:40-14:55   29 井震结合识别砂体上倾尖灭岩性圈闭 柯  钦 

14:55-15:10   30 考虑微纳米孔隙的页岩气储层岩石物理建模方法 印林杰 

15:10-15:20  休  息  

15:20-15:45  31 基于低秩约束的海上多震源数据分离方法 祖绍环 

15:45-16:00 32 基于高阶广义标准线性体模型的三维粘弹性介质弹性波正演模拟 常晓伟 

16:00-16:15 33 灰质发育区浊积岩储层识别方法 高  刚 

16:15-16:30 34 选择孔径的 VSP逆时偏移方法 柯  璇 

16:30-16:45 35 基于相位谱反演的地震相变检测技术 刘  畅 

16:45-17:00 36 基于分形高频先验信息的弹性参数随机反演 蔺  营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39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445/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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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张贴报告（为学生报告） 
 

10月 22日 
 

第 1专题  古地磁学与地球动力学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 中亚造山带东段岩石圈电性结构研究 梁宏达 

2 中国东北诺敏河火山岩石圈变形：来自剪切波分裂的证据 强正阳 

3 利用接收函数方法研究川滇地区地壳形变与结构 曾思佳 

4 接收函数层析成像方法揭示青藏高原中部上地幔速度结构 司少坤 

5 利用接收函数确定鄂尔多斯西缘 Moho面速度及密度跃变 黄柳婷 

6 厚构造岩石圈的地震学证据 邓阳凡 

7 藏北羌塘盆地中部低速层调查与动力学意义 严江勇 

 

第 2专题  古地磁学与地球动力学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 
Paleomagnetic Results from the BeiyaSkarn Gold–Polymetallic Deposit: Implications for 

the Cenozoic Tectonic Rotation of the Chuan-Dian Fragment 

Liang 

Gao 

9 柴达木盆地东北部怀头他拉剖面晚中新世河湖相地层地磁漂移事件（C4n.2n-1）研究 高  鹏 

10 云南西南地区中侏罗世红层古地磁结果及其构造意义 陈志勇 

11 湖南桃源瓦尔岗剖面晚寒武世地层的古地磁研究 焦文军 

12 西藏仲巴剖面白垩系硅质岩的古地磁结果及地质意义 秦世欣 

13 外场作用对洛川黄土磁化率的影响及环境意义 刘佑堂 

14 滇西澜沧江南段三叠纪火山岩带的古地磁学研究 闫永刚 

15 
Quaternary environmental changes documented by a drill core in the Tengger Desert, 

inferred from the Baijian Lake record 
刘成英 

16 松山期地磁极性转换在蓝田盆地的记录及意义 吴  翼 

17 
青藏高原拉萨块体上侏罗统吐卡日组古地磁研究：对班公湖—怒江洋盆闭合时限的

约束 
邵瑞琦 

 

第 3专题  西太平洋板块俯冲与东亚壳幔演化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8 黄骅坳陷中生代挤压构造判识及其差异性分析 张  耀 

19 利用 PKS震相的正演模拟研究南海海盆的各向异性结构 王  婷 

20 华北克拉通破坏的二维热力学数值模拟 王建超 

21 松辽盆地减薄的岩石圈——基于大地电磁测深的证据 郭振宇 

22 松辽盆地北缘的上地幔速度结构及小兴安岭区域火山成因的探讨 张风雪 

23 利用 DONET海底观测网研究伊豆-小笠原俯冲带地震波各向异性 刘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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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专题  大地构造与沉积盆地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4 基于综合地球物理资料的松辽盆地石炭-二叠系分布认识 康晓倩 

25 惠民凹陷临北地区小断层识别及形成机理物理模拟 肖  凡 

 

第 6专题  洋陆过渡带结构与演化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6 延生微地块的特征及其成因探讨 赵林涛 

27 跃生型微洋块：离散型板块边界的复杂演化 孟  繁 

28 延生型微板块形成机制研究：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 甄立冰 

29 Accretioinary process of oceanic plateaus at continental margins: Numerical modeling 陶建丽 

 

第 9 专题前寒武纪构造演化及超大陆聚合与裂解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30 拉萨地块中北部新元古代变沉积岩的碎屑锆石组成 周  翔 

 

 

第 10专题  华南构造岩浆与成矿作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31 浙西燕山期岩浆岩成岩构造背景及成矿响应 肖倩茹 

32 信宜蛇纹石质玉石（信宜南玉）的形成及其对华南陆内造山作用的响应 张跃峰 

 

 

第 12专题 中亚造山带构造演化、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33 中国阿尔泰石炭系火山岩组合的锆石 U-Pb年龄和 Hf同位素的综合研究：对中亚造

山带西部增生过程的构造指示 
刘  恒 

34 东天山土屋铜矿床成岩成矿时代及地质意义 孙  敏 

35 呼和浩特-漠河大地电磁剖面揭示中亚造山带东段软流圈分布特征 康建强 

36 内蒙古中部图古日格地区志留纪徐尼乌苏组岩石层序、沉积环境及构造意义 田英杰 

37 新疆西准噶尔哈姆图斯阿迪尔蛇绿岩地球化学及其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张治国 

38 
内蒙古苏左旗地区石炭纪火山岩年代学与 Hf 同位素研究：对中亚造山带东部南缘

石炭纪演化的制约 
王志伟 

39 中国阿尔泰造山带二叠纪构造环境：挤压或伸展? 徐  扛 

40 甘肃北部北山造山带马鬃山古老玉矿采矿遗址软玉的成矿作用 张跃峰 

41 东准噶尔地区壳幔结构的短周期地震仪密集台阵探测研究 杨旭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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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专题  三江特提斯域构造：深部地壳流变与地表地貌响应过程与机制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42 
中晚新生代以来哀牢山-红河韧性剪切带隆升历史：来自哀牢山南段磷灰石裂变径

迹的证据 
任龙龙 

43 
Strike-slip related metamorphic core complex: structural constrains in the 
Ailao Shan-Red River shear zone 

张  波 

 

第 15专题  青藏高原活动构造与构造地貌研究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44 鄂尔多斯块体北缘最新活动构造特征与地表破裂 何仲太 

45 基于 DEM 数据的太行山北部河流地貌形态分析 刘晴日 

46 走滑断裂古地震探槽地震事件识别标志及其定量化 徐心悦 

47 鲜水河断裂带 1973 年炉霍 7.6 级大地震地表破裂分布研究 徐  晶 

48 GNSS 华南参考基准的建立及其对青藏高原东北部现今地壳变形研究的启示 李煜航 

49 北天山安集海活动背斜东端的三维生长 李科长 

50 准噶尔盆地南缘吐谷鲁背斜西倾伏端北翼构造陡坎成因探讨 李跃华 

51 长江第一湾地区渐新世-早中新世岩石剥露：来自磷灰石(U-Th)/He 年代学的约束 沈晓明 

52 
青藏高原东南缘川滇地块台阶式构造地貌分析及其对高原晚新生代扩展机制的启

示 
祝成宇 

53 阿尔金断裂中段地震级联破裂行为 袁兆德 

54 西昆仑山前固满背斜带弯矩正断层重复活动的证据 许建红 

55 干盐池拉分盆地的磁性地层学研究及其对海原断裂左旋开始时间的限定 雷生学 

56 
基于高分辨率地形数据地貌面自动提取与地貌演化过程讨论--以海原断裂带老虎山

东北山麓冲积扇为例 
韩龙飞 

 

第 17专题  新构造、地表过程与地质灾害机理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57 天景山断裂带的晚第四纪运动速率：来自阶地位错与年龄的新认识 罗全星 

58 海原断裂带景泰段断层岩磁学研究 刘彩彩 

59 祁连-海原断裂带金强河段断错位移分布与滑动速率确定 梁淑敏 

60 榆林河河道演化过程及其对阿尔金断裂扩展活动的响应  陈  干 

61 基于地貌分析的青海南山隆升模式研究及构造地貌演化意义 谢  虹 

62 河流层状地貌面演化对走滑断裂断错位移的限定 许斌斌 

63 河流动能侵蚀模型及其应用:以青藏高原东北缘合黎山为例 杨敬钧 

64 柴北缘马海背斜晚新生代缩短速率及其构造意义 张博譞 

65 帕隆藏布流域低频泥石流的成因机制分析--以倾多镇卓布沟泥石流为例 曾宪阳 

66 青藏高原东南缘 Moho 面密度速度跃变研究 董  蕾 

67 鄂尔多斯西南缘发震构造特征——基于地震精定位的分析 詹慧丽 

68 甘东南地区地壳各向异性特征及构造意义 邵若潼 

69 青藏高原东北缘 Moho 面的速度和密度跃变研究 钱银苹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14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56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40/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78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20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50/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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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专题  活动断层、深部结构与地震复发习性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70 强震地表破裂带同震位错分布特征 刘雁江 

71 大容量气枪震源陆地反射地震数据处理初步结果 酆少英 

72 大具断裂马家村-大具段古地震探讨 程  理 

73 六棱山北麓断裂晚第四纪活动性 孙  稳 

74 斜向伸展断裂的应力状态及位移分布研究新方法，以埕北断层为例 史盼盼 

 

第 23专题  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75 川滇地区地震重定位研究 宋  倩 

76 基于地震波形模板扫描的呼图壁地震震源区事件检测和地震活动性分析 闫  坤 

77 
川滇国家地震预报实验场区域灾害分布专题地图的视觉失真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探

讨 
刘雪梅 

78 四川珙县地震活动与页岩气压裂作业关系分析 阮  祥 

79 红河断裂北部尾端拉张区第四纪以来垂向滑动速率研究 张金玉 

80 云南地区震源机制和区域构造应力场特征 田建慧 

81 基于 ABIC准则的重力贝叶斯反演及其在川滇地区的应用研究 李红蕾 

 

第 24专题  地幔和地核:结构、动力学、物质和化学组成及和浅部的相互作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2 Core Phases Retrieval from Cross-Correlations of Synthetic Seismic Coda 吴本君 

83 PKKPab衍射震相特征研究 陈俞霖 

84 low velocity layer atop the upper mantle transition zone in Northwest Pacific 
subduction zone 

韩光洁 

 

第 25专题  板块构造和地球动力学过程：数值模拟、物理实验和观测约束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5 2010年智利 Maule大地震震后变形三维粘弹性数值模拟 张懿行 

86 中国周边板块构造运动对华北热演化影响的数值模拟 吴秉乘 

87 江南断裂带（安徽段）的地球物理特征 张  刚 

88 华北克拉通区域的重力、地形与深部破坏过程 黄金水 

89 地球动力——软流圈潮汐说（一） 周敬彬 

90 地球动力——软流圈潮汐说（二） 周敬彬 

 

第 31专题  强震动观测及其应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91 基于聚类经验模态分解（EEMD）的尚义 M4.0 地震强震动记录时频特性分析 吕国军 

92 汶川地震 Newmark 位移 李雪婧 

93 基于地震信号研究地震仪与倾斜仪记录的关联性 迟宇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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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专题  空间大地测量的全球变化研究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94 
Anomalous acceleration of mass loss in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drainage 
basins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the sea level fingerprints during 2010－
2012 

王林松 

 

第 36专题  沉积盆地矿产资源综合勘察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95 一种基于参考道时差提取的模拟退火算法 于明羽 

96 四川盆地下二叠统栖霞组三级层序对碳酸盐岩沉积储层的控制作用 姚倩颖 

97 复杂断块油气成藏机理物理模拟实验研究-以渤海湾盆地江家店地区为例 张  震 

98 玛东构造带、罗南-玛扎塔格构造带构造形成演化过程分析及物理模拟 杨庚兄 

99 东营凹陷南坡古近系滩坝单元测井自动识别 解  超 

100 瞬变电磁法观测电位误差分析研究 马  松 

 

第 37专题  盆地动力学与能源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1 博格达山周缘地区上二叠统沉积储层特征研究 张亚男 

102 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古近系沟扇对应关系研究 张  强 

103 四川盆地断层传播褶皱地震剖面解释与石油预测 杨  振 

104 鄂尔多斯盆地杭锦旗地区山 1 段-太原组烃源岩特征及资源潜力评价 王惠君 

 

第 41专题  地幔地球化学与镁铁质-超镁铁质岩石成因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5 
Subduction related water enrichment in Southwest Indian Ocean Ridge (SWIR 

46ºE-53ºE) 
刘  佳 

106 西昆仑库地蛇绿岩中超镁铁岩及铬铁岩成因研究 刘建国 

107 中国东北诺敏河岩石圈地幔的年龄与组成及成因 田功成 

 

第 42专题  地震波传播与成像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8 间断 Galerkin方法模拟裂缝介质中的地震波场 蒙伟娟 

109 基于 Curvelet域的混源干扰压制方法 董烈乾 

110 基于加权的局部互相关时频域相位反演方法 胡  勇 

111 基于纹理分割构建速度模型的方法研究 蔡祖华 

112 基于可变网格的频率域地震波正演研究 李承洲 

113 渭河断陷及邻区地壳三维 P波速度结构成像 惠少兴 

114 GPU加速下最小二乘逆时偏移方法研究 张翰博 

115 基于波场分解的多尺度全波形反演 杨贺龙 

116 改进的逆散射级数法预测层间多次波算法 窦婧瑛 

117 基于时间域衰减滤波的多尺度多参数弹性波全波形反演方法 孔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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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基于 Student’s t分布的平面波最小二乘逆时偏移 郭  旭 

119 基于 Rytov波路径的走时层析反演方法研究 张  璐 

120 VTI介质最小二乘逆时偏移参数敏感性分析 郭  旭 

121 A Research of VTI RTM and Angle Domain Common Image Gathers Extracting to 

Superimpose Imaging 

Wang 

Feiyi 

122 三维粘弹 VTI介质 qP波正演模拟研究 陈  雪 

123 利用数值模拟研究甘东南地区不明震相及其特征 焦煜媛 

 

第 43专题  高压实验矿物学、岩石学与地球化学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24 榴辉岩矿物的电导率及地球物理意义 刘汉永 

125 差压力对二硫化铼高压下发生金属化现象的促进作用 庄毓凯 

126 
The influence of redox condition on crystal structures of bridgmanite at 

megabar pressure 
苘廉洁 

127 含水金红石的合成及物理化学性质 王  莎 

128 δ -ε 固溶体在下地幔条件下的相变 刘  璐 

129 高温高压下铬铁矿的研究及其地质意义暗示 陈书光 

130 NaFeSi2O6的高压 X射线和拉曼光谱学研究 吕政星 

131 透闪石的电导率研究 申珂玮 

132 HED陨石中富钛冲击熔融囊矿物学及成因研究 庞润连 

 

第 47专题  油气田与煤田地球物理勘探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3 基于 VSP资料的多次波识别技术和应用效果 秦  俐 

134 高精度断层识别技术在秦皇岛 A油田的应用 于  娅 

135 多频解释软件的数据存储与显示 陶春峰 

136 CEEMD与 ICA联合去噪在时频分析中的应用 杨  涛 

137 自适应噪声的总体集合经验模态分解在时频分析中的应用 杨  涛 

138 地震子波分解与重构技术在储层预测中的应用-以查干泡地区扶余油层为例 蔡文杰 

139 利用 VSP振幅属性刻画特殊地质体形态 王  冲 

140 地震属性优选及其在页岩气甜点预测中应用 莫树峰 

141 基于 Fisher判别的岩性敏感曲线重构及岩性识别 曾贤德 

142 基于波阻抗反演的地层切片技术在盐下湖相碳酸盐岩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李  东 

143 叠前波形反演及其在塔北陆相薄互层砂岩储层预测中的应用 杨冰洁 

144 基于叠前反演的地层压力预测方法研究 宋宝山 

145 地应力与裂缝分析技术在四川页岩气示范区的应用 郭  锐 

 

第 48专题  环境地球物理技术应用与研究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46 瞬态面波法在路基注浆效果检测中的应用 付小波 

147 CSAMT 法在采空区积水调查中的应用研究 李才明 

148 高密度电阻率法在京津冀地区隐伏活动断层探测中的应用 李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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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航空电磁法在环境勘查中的应用分析 王卫平 

150 多孔岩土介质中氡气扩散及其温度影响 罗齐彬 

151 三峡水库蓄排水与库区降雨量的小波分析 谢  萍 

152 沣河河漫滩盾构顶管穿越段孤石的探查 钟世航 

153 平原区深层隐伏岩溶的重力正演模拟 雷晓东 

 

 

第 50专题  工程地球物理技术进展与应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4 降雨因素影响下岩土层电性特征动态监测 黄一凡 

155 基于 SPARK的探地雷达数据处理 邢慧婷 

156 地质雷达探测深度与其影响因素分析 鲍孟阳 

 

第 51专题  油藏地球物理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7 致密砂岩储层频散衰减特性研究 王克东 

158 边缘检测方法在地震剖面断层识别中应用 刘  乐 

159 三维空间井震精细匹配技术研究及其在油藏建模中的应用 孙月成 

160 西湖凹陷平北烃源岩地球物理定量预测技术 张  岩 

161 压实趋势对储层预测的影响研究及应用 张  岩 

162 高精度孔隙压力预测方法的建立 徐嘉亮 

163 基于地质先验信息的井约束反演应用研究-以川西南雷口坡组白云岩储层为例 张  豪 

 

 

第 53专题  微孔隙岩石物理与非常规油气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64 各向异性岩石物理模型对比分析 谷一鹏 

165 基于数字岩心的 TOC对页岩等效弹性性质的影响 饶  颖 

166 页岩气勘探开发一体化工作流程及效果 刘  伟 

167 页岩中有机质孔隙表面润湿性研究 黎孟承 

 

 

第 55 专题 深地资源地震波勘探理论、方法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68 层状各向异性介质中微震震源和速度模型同时反演 黄国娇 

169 应力变化对致密砂岩孔隙结构、渗流特性及弹性波响应的影响规律研究 魏颐君 

170 碳酸盐岩衰减岩石物理模板分析 庞孟强 

171 裂隙孔隙介质模型研究：一种改进的 BISQ模型 何润发 

172 线性热弹性介质中的波场模拟 凌文昌 

173 基于变分原理的非线性 Chirp模态分解在地震资料噪声压制中的应用 徐  昕 

174 一种基于互信息的相干体算法 杨留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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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被动源逆时偏移和速度分析 丁  超 

 

第 56专题 煤炭资源与矿山地球物理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76 新景矿 L型井中利用测井资料进行岩性的识别 任  珂 

177 地震属性构造解释方法及其应用 徐国浩 

178 基于 VMD技术的地震信号噪声压制 焦俊俊 

179 基于倾角导向的加权中值滤波绕射波分离方法研究 王晨源 

180 矿井瞬变电磁法磁芯线圈干扰屏蔽方法研究 程久龙 

181 地面-巷道核磁共振含水层探测技术研究 童雪瑞 

 

第 57专题岩石分形表征与输运物理前沿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82 基于数字岩心图像的多种分形结构参数与渗透率分析 夏宇轩 

183 多重分形谱在大地电磁信噪辨识中的应用研究 李  晋 

184 多孔介质热传输特性分形分析 
Xuan 

Qin 

185 自发渗吸过程中多孔介质 Kozeny-Carman 常数的分形特征 韦  伟 

 

第 58专题  地球物理探测方法与仪器新技术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86 电震联合高精度反演技术研究 于会臻 

187 黄瓜峁地区高密度宽线二维采集技术及应用效果 韩春瑞 

188 从美国台阵 USARRAY 观测总结报告反思仪器选型与安装对科研的重要性 陈志耘 

189 基于参考前缀 ICA 算法的多通道核磁共振信号同频谐波的去除 刘健楠 

 

第 63专题  太阳活动及其空间天气效应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90 黑子亮桥上两种喷流的本质 张婧雯 

191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ition Region Explosive Events and Network Jets 陈亚杰 

192 
Hard X-Ray Flares Associated with 3He-Rich Solar Energetic Electron 

Events 
王  雯 

193 对离子以上尺度磁洞本质的一种解释：慢波与磁镜模的叠加 张  磊 

194 A new approach for magnetic field divergence-free in MHD simulation 冯学尚 

195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ME Deflection in Interplanetary 

Space on the CME Arrival at Earth 
庄  彬 

196 激波-磁云相互作用对地磁暴的影响 徐孟娇 

197 
Monitoring 3D Solar Wind in the Inner Heliosphere from Multiple Lagrange 

Points of Sun-Earth System 
汪毓明 

198 
Electromagnetic Energy Conversion Rate Spectrum in Wavenumber Space 

under Different Plasma Beta 
段  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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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5专题  行星物理学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99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in Titan's upper atmosphere: The role of wave dissipation 王  星 

200 
A TEST PARTICLE MONTE CARLO INVESTIGATION OF THE CH4 TORUS 

AROUND SATURN 
牛丹丹 

201 Wave-induced perturbations in Titan’s ionosphere 吴诗琦 

202 Reduced Atmospheric Ion Escape Above Martian Crustal Magnetic Field 范  开 

203 Structural variability of the Enceladus water plume 付梦昊 

204 火星电离层各成分的周日变化性和壳磁场对日间和夜间电离层的不同影响 刘耘博 

205 
The Responses of the Earth's Magnetopause and Bow Shock to the IMF Bz and the Solar 

Wind Dynamic Pressure 
王  娟 

206 ICME 驱动的激波上下游的磁场扰动的功率谱密度的径向演化 闫丽梅 

207 火星磁鞘磁绳的三维结构 高佳维 

 

第 67专题  地球与行星内部结构及其动力学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08 库车坳陷盐构造周围应力扰动及其导致的地震波速度变化 孙云强 

209 南海地区下方 660 km 间断面附近速度结构的地震学探测 李文兰 

210 基于流固耦合的静态库仑应力变化的数值计算及其在地震触发研究中的应用 缪  淼 

211 饱和孔隙介质中热对流稳定性分析 张连平 

 

第 71专题  大数据挖掘、机器学习与数学地球物理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12 广东凡口矿区深部与浅部地质要素的关联性分析 刘心怡 

213 粤西庞西垌地区银金矿致地球化学异常信息挖掘与提取 余晓彤 

214 地球化学异常信息的表达 王  语 

215 卷积神经网络（CNN）在钦杭成矿带庞西垌地区成矿预测中的应用 王堃屹 

 

第 76 专题亚洲季风与干旱环境演化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16 最后两个冰期旋回以来中国黄土高分辨率多代用指标研究 王  扬 

217 青藏高原东北缘中-晚始新世古气候演变及其机制探讨 张  鹏 

218 华北早更新世哺乳动物群的磁性年代序列与古环境关系：兼论对古人类活动的指示意义 邱亚会 

 

第 79专题环境地球化学 

序号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19 
Filter-based measurement of light absorption by carbonaceous aerosol in PM2.5 in a 

megacity in south China 
李  晟 

220 
Organosulfates formed by the uptake of SO2 on unsaturated fatty acids: detection in fine 

particles with FT-ICR-MS 
朱  明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27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90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549/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55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2639/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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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秸秆露天燃烧烟气一次、二次颗粒物的光吸收特性 方  政 

222 不同施氮方式对马尾松和木荷 BVOCs释放的影响 黄幸然 

223 佛山市典型铝型材行业表面涂装 VOCs排放组成 张  洲 

 

第 83专题  地球化学进展 

224 
The oxygen-bearing geolipids in the Lucaogou shale characterized from stepwise 

pyrolysis 
张  婷 

 

第 84专题  地球深部碳循环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25 三叠纪小秦岭造山带型碳酸岩的来源与演化 白  天 

226 方解石，白云石和菱镁矿高温 XRD及红外光谱研究 王  祥 

 

 

第 86专题  地球深部碳循环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27 基于浮点放大技术的瞬变电磁信号采集系统设计 马  晨 

228 自感和分布电容对 TEM 接收线圈性能的影响 白  旭 

 

 

第 88专题  页岩气生成机理与富集规律学术研讨会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29 松辽盆地南部上白垩统陆相页岩含油气性及主控因素 葛明娜 

230 陕南地区下寒武统牛蹄塘组成藏主控因素分析 周  志 

231 柴页 1井富有机质沉积页岩气成因的有机地球化学研究 秦  婧 

232 地面微地震监测技术在陆相页岩气压裂试气中应用实践 王胜建 

 

第 92专题  深地资源勘查开采年度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33 华北克拉通北缘晚侏罗世火山-沉积盆地演化 孟庆任 

234 青藏高原冈底斯带重磁三维反演及岩浆岩特征研究深部 胡  斌 

235 利用背景噪声面波频散直接反演青藏高原地壳三维横波速度结构 黄书野 

236 青藏高原侧向碰撞成矿带 DSS剖面下方地壳速度结构 白志明 

237 华南上地幔结构远震层析成像研究 史大年 

238 华南东部岩石圈-上地幔结构研究进展 张洪双 

239 南岭远震全波形层析成像研究 江国明 

240 湘东北钴铜多金属成矿流体示踪：来自石英原位氧同位素证据 王智琳 

241 中国东部陆缘晚中生代从安第斯型向西太平洋型的转化-东海陆架基底为外来块体？ 丁巍伟 

242 中国东部辽东和胶东半岛金属矿集区热演化史和保存条件研究 王银之 

243 西太平洋板片俯冲与后撤引起华北东部地幔置换并导致陆内盆-山耦合 郑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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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陆内活化型金矿及其特征——以湘东北金矿床为例 许德如 

245 短周期密集阵列利用采矿爆破探测深部金属矿技术研究 李晓丹 

246 利用短周期密集台阵研究胶东地区地壳结构 俞贵平 

247 航空重力梯度研制进展 孟兆海 

248 深部矿井断层冲击地压多参量分析及预警研究 曾宪涛 

 

第 93专题  超深层（油气）重磁电震勘探技术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49 解耦弹性波动方程广角正演及分析 朱  光 
250 两步法近地表初至波多尺度反演 袁茂山 
251 广域电磁与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三维反演对比研究 赵  军 
252 广域电磁法对深层目标体的探测灵敏度分析 彭荣华 
253 沙漠超深层地震勘探低频接收技术实例与分析 张  岩 
254 超深层大模型地震快速正演研究 桂  生 

 

第 97专题  中新元古代古大陆重建与盆地原型分布预测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55 甘肃北山造山带金塔县地红山元古代地层年代与沉积环境研究 汤君阳 

256 扬子西北缘灯影期古地理演化 杨瑞青 

257 华北克拉通南缘汝阳群大型具刺疑源类时代再厘定及早期真核生物群演化意义 彭  楠 

258 贺兰山赵池沟地区长城系黄旗口组沉积环境分析 胡  波 

259 
塔里木盆地北缘新元古代构造演化：来自巧恩布拉克群的冰碛岩花岗岩砾的年代学

和地球化学约束 
黄伟康 

260 中生代晚期以来四川盆地热历史与剥蚀量 王  玮 

261 四川盆地深层天然气成因 张水昌 

 

第 99专题  深部地球化学找矿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62 地电化学提取技术在福建上杭罗卜岭铜钼矿区找矿试验 刘攀峰 

263 基于决策树和梯度提升树的成矿预测 蔡君怡 

264 
常规土壤热氏汞与阶梯升温式热氏汞测量对比研究--以西藏隆子姐纳各普金多

金属矿区为例 
郑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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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 
 

第 6专题  洋陆过渡带结构与演化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 延生微地块的特征及其成因探讨 赵林涛 

2 跃生型微洋块：离散型板块边界的复杂演化 孟  繁 

3 延生型微板块形成机制研究：物理模拟和数值模拟 甄立冰 

4 Accretioinary process of oceanic plateaus at continental margins: Numerical modeling 陶建丽 

 

第 8专题  花岗岩成因与大陆地壳演化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5 渤海海域中生代花岗岩形成演化与规模性油气成藏 官大勇 

6 辽宁兴城地区徐大堡花岗质杂岩成因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胡鹏月 

7 
东昆仑什多龙矿区早三叠世黑云角闪闪长岩和花岗斑岩的年龄、岩石成因及其构造

意义 
吴东倩 

8 滇西腾冲地区滇滩 A 型花岗岩的年代学、地球化学及其构造意义 唐婉丽 

9 栗木花岗岩的云母成分特征及其对岩浆演化-热液作用与成矿过程的指示 马万伟 

 

第 12专题 中亚造山带构造演化、深部过程与成矿作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 大兴安岭中段乃林坝多金属矿集区深部电性结构特征 王天琪 

11 
东天山彩霞山铅锌矿床地质特征及矿床成因：岩石地球化学及 C-O-S-Pb同位素

约束 
王  康 

12 中天山乌瓦门蛇绿岩锆石 U-Pb同位素年代学研究 王梦超 

13 大兴安岭北段白音高老组火山岩年龄及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申  亮 

14 准噶尔盆地北部吉木乃组火山-沉积地层序列及其时代归属探讨 葛海龙 

15 
西伯利亚板块与华北克拉通缝合带位置研究--来自查干敖包-化德大地电磁测

深数据的约束 
袁天梦 

16 内蒙古双尖子山深部矿体地球物理响应研究 辛中华 

17 
天山中新生代多期次剥露事件：来自准格尔南缘金沟河剖面的碎屑磷灰石裂变

径迹和锆石 U-Pb年代学制约 
项敦峰 

18 中国阿尔泰增生杂岩的 Nd 同位素特征：同构造花岗岩的成因意义 黄艳琼 

 

第 14专题  环青藏高原盆山体系构造过程与高原生长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9 
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下二叠统风城组碱性矿物成岩序列、成因及其对致密油充注的

影响 
田孝茹 

20 
拉萨地块西部那布错早古新世基性侵入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岩石成因——对印度-

欧亚大陆碰撞过程的指示 
陈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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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青藏高原中北部安多蛇绿混杂岩内英安岩-流纹岩成因：班公湖-怒江特提斯洋洋壳

低压部分熔融的产物？ 
李明键 

 

第 16专题  青藏高原隆升与风化剥蚀和气候变化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2 Mineralogical record for climatic change in Lake Qinghai sediments since 32ka 宋友桂 

23 临夏盆地晚上新世-早更新世风成沉积揭示的东亚季风演化 昝金波 

24 绿泥石化学组成记录的新生代青藏高原东北缘气候演变历史 叶程程 

25 柴达木盆地西部千米深钻的硼同位素特征及其古气候意义 卢胜城 

26 青藏高原北部晚新生代构造隆升驱动气候变化：西宁盆地粘土矿物和地球化学记录 杨戎生 

27 柴达木盆地北缘新生代沉积物源:争议与讨论 叶家灿 

28 柴达木盆地现代风化剥蚀过程——以昆仑河河水的研究为例 李明慧 

29 中-新生代青藏高原东北缘祁漫塔格山隆升剥露历史：来自磷灰石裂变径迹的证据 王亚东 

30 西宁盆地总有机碳同位素记录的中始新世亚洲内陆急剧干旱化事件 方亚会 

31 
Apatite fission track data reveal the Mid-Miocene re-activity of the Baiganhu Fault, part 

of the AltynTagh Fault, Tibet 
刘栋梁 

32 构造地貌控制青藏高原北缘 10 Ma的沉积特征变化 张  涛 

33 札达盆地晚中新世河湖相沉积物环境磁学特征与南亚季风演化 王晓雪 

34 
Palaeomagnetic record of Dingqinghu Formation, Lunpola basin,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and its palaeo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谭梦琪 

 

第 18专题  强震机理、孕育环境与地震活动性分析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35 2014年 9月 6日 Ms4.3涿鹿地震电磁效应成因的探讨 吴懿豪 

36 2017年 6月三峡水库库区巴东 M4.3地震序列活动特征分析 张丽芬 

37 南北地震带北段中小地震重定位研究 张  佩 

38 呼图壁地下天然储气库对周缘微地震活动性的影响 张卓然 

39 新疆及邻区岩石圈磁性底界面起伏特征及其大地构造与动力学意义 支剑丽 

40 利用 2017年九寨沟地震序列震源机制分析树正断裂的构造变形特征 易桂喜 

41 青藏高原中部中小地震的精定位、震源机制及构造背景分析 李娱兰 

42 缅甸弧俯冲带现代构造应力场初探 李泽潇 

43 2017年 8月 9日精河 Ms6.6地震序列震源机制解及震源处应力场特征 李艳永 

44 基于频次-震级分布的尾部特征估计大地震的发生可能性 杨  静 

45 内蒙古分区一维速度模型研究 王  鑫 

46 马边-永善地震带地震精定位与震源机制解特征研究 祁玉萍 

47 鄂尔多斯西南缘地区应力场的三维有限元模拟 程  旭 

48 基于 GPS观测的汶川地震参数反演 许月怡 

49 基于重力及形变资料的华北北部地区地震危险性分析 闫琳琳 

50 2017年 9月墨西哥 MS8.2地震震源区构造应力场特征 黄骥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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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专题  活动构造、构造地貌的高精度定量研究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51 骊山山前断裂西段晚更新世以来断裂活动性研究 徐良鑫 

52 阿尔金断裂阿克塞-肃北段走滑速率 刘金瑞 

53 藏南亚东-谷露裂谷晚第四纪垂直活动速率的时空差异特征 哈广浩 

 

 

第 22专题  地震震源物理与断层力学研究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54 震后松弛阶段脆塑性转化带的变形——以红河断裂为例 戴文浩 

55 重庆荣昌地区早期注水对当地地震活动性增强的作用 王志伟 

56 断层非均匀强度区对破裂传播及断层滑移的影响 刘  月 

57 龙门山断裂带断层泥的低速至高速摩擦性质及其 BET比表面积研究 李晓慧 

58 
基性麻粒岩半脆性-塑性流变实验研究及其对中国东部地区下地壳流变强度的指示

意义 
党嘉祥 

 

 

第 27专题地震波衰减与深部成像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59 Lateral Variation of Crustal Lg Attenuation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 
S. Mostafa 

Mousavi 

60 裂缝密度对衰减影响的实验研究 高  峰 

61 2008 年 Mw 7.9 汶川地震引起的尾波衰减的时空变化 胡俊华 

 

 

第 28专题强地面运动数值模拟与地震灾害评估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62 基于潜在震源区的随机地震目录生成方法研究 徐伟进 

63 2017 年 6 月 16 日湖北秭归 Ms4.3 地震成因初探 李  伟 

64 三维非平面断层破裂数值模拟的 GPU 实现 李孟阳 

65 南迦巴瓦地区地形对地震波场传播的影响 王伟平 

66 川滇地区地震引发的高频地面运动模拟 魏  芝 

 

第 29专题大地震预测技术与方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67 汶川 Ms8.0 地震对流层中高层大气甲烷时空变化特征 崔  静 

68 岩石电阻率图像动态变化及其在火山和地震监测预报中的潜在应用 朱  涛 

69 水和地震 毛小平 

70 2017 年 8 月 9 日新疆精河 MS6.6 地震序列视应力特征研究 郭  寅 

71 关于推进数值地震预测的思考 黄辅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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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专题  “张衡一号‚卫星应用与国家地球物理场卫星探测计划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72 “张衡一号”在轨测试 GNSS掩星数据处理结果分析 程  艳 

73 "张衡一号"卫星三频信标探测系统 孙  芳 

74 "张衡一号"卫星有效载荷等离子体分析仪及其初步探测结果 关燚炳 

75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高精度磁强计在轨性能评价 程炳钧 

76 ZH-1卫星高能粒子探测器 HEPP数据处理及物理分析初步  王  平 

77 电磁监测试验卫星高能粒子探测器初步结果 楚  伟 

78 利用高斯模型检测张衡一号感应式磁力仪功率谱的异常数据 杨德贺 

 

第 33题空间大地测量与地壳动力学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79 
2001年昆仑山地震震中区域 InSAR震后形变场特征及其与同震位移场的关联性和

差异性研究 
屈春燕 

80 云南 6级以上地震热红外异常特征研究 王  莹 

 

第 35专题  地震大地测量学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1 联合 GPS 和 InSAR 数据反演 2015 年尼泊尔地震震后随时间变化的余滑 祁玉杰 

82 基于 InSAR 技术分析 2004 年西藏双湖地震序列的发震断层 田云锋 

83 基于 GRACE 卫星数据对大型逆冲地震的震后特征松弛时间的研究 吉煜庭 

84 2017 年精河 6.6 级地震前重力场异常变化特征研究 王晓强 

85 基于 GPS 的渭河盆地主要断裂现今滑动速率研究 张永奇 

86 基于高频 GPS 的峰值地动位移的震级标度律探讨 陈  锋 

87 
Evaluation of Groundwater Storage Variations in NCP Estimated from GRACE And the 

Impact of South-to-North Water Diversion Project 
李  嘉 

 

第 38专题  沉积岩系改造与能源矿产赋存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88 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直罗组砂岩包裹体特征及其指示意义 易  超 

89 鄂尔多斯盆地东北部延安组 3 煤层成煤环境分析 计  波 

90 鄂尔多斯盆地环县西部延安组延 9 沉积相研究 杨若愚 

 

第 42专题  地震波传播与成像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91 川滇地区上、中地壳三维 P波速度结构研究 邓山泉 

92 地震波动方程逆时偏移成像 龚明平 

93 三维地震波动方程数值模拟 龚明平 

94 求解 SH波方程的极坐标系保辛近似解析离散化算法 解士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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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求解波动方程的内部罚函数间断有限元方法及其数值模拟 贺茜君 

96 基于弹性波方程的地震散射波正演模拟 李宏亮 

97 基于二阶弹性波方程的频率域正演模拟 李宏亮 

 

第 44专题机器学习在地球物理领域中的应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98 2017 四川九寨沟 MS7.0 级地震震源机制解测定基于 WPhase 方法 邹立晔 

99 地磁场总量变化、热红外异常与地震关系的质疑 张晁军 

100 中国唐山防灾减灾示范中心技术系统建设 尹宝军 

101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 p 波初动自动拾取 徐  震 

102 Deep learning for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胡安东 

103 江西省“智慧地震”工作的应用探索 李  超 

104 基于测震核心数据库的地震目录快速检索与自动发布 梁姗姗 

105 地震应急数据产品产出工作体系构建 邹立晔 

 

第 45专题  海洋地球物理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06 T1测线纵横波速度结构研究进展 庞新明 

107 双频微地震的分裂研究 方益志 

108 近海底高精度磁测海浪影响的仿真与分析 杜劲松 

109 全方位震源设计及应用 高  乐 

110 天然气水合物海上多道地震数据采集技术 邢筱君 

111 无定位短排列多道地震接收缆观测系统定义及叠加剖面分析 张  圣 

112 基于 Seislet域整形规则化的数据重构方法 董烈乾 

113 基于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法断面波影响因素正演分析 徐嘉亮 

114 南海北部滨海断裂带三维结构初探 李小林 

115 苏门答腊俯冲带壳内结构研究 何庆禹 

 

第 46专题  电磁地球物理学研究应用及其新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16 大地电磁法在重庆秀山锰矿区的应用 蔡盼盼 

117 大地电磁二维 NLCG 反演初始模型选择研究 乃国茹 

118 基于非结构化网格三维大地电磁各向异性介质矢量有限元数值模拟 谢敬涛 

119 基于 MATLAB 中 BP 网络的大地电磁反演 孔凡涛 

120 大地电磁测深中相位超象限现象的正演模拟研究 余海涛 

121 CEMP勘探技术在塔西南地区中的应用 邢逸群 

122 基于蒙古 AMT数据的死频带分析 李红领 

123 电偶源倾子电磁法响应研究 徐凤姣 

124 基于高次插值的大地电磁有限元各向异性正演模拟 冯  凯 

125 瞬变电磁法中心回线全程视电阻率算法的改进——基于精确核函数 张永超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09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833/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956/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7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84/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1617/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788/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9942/view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488/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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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电力接地网瞬变电磁法时域有限差分三维数值模拟 徐正玉 

127 瞬变电磁测井响应特征 刘建鹏 

128 全区视电阻率定义下的场源效应研究 侯宇健 

129 
Marine controlled-source EM inversion based on improved interpolation 
scheme for seafloor receivers 

李  刚 

130 电导率各向异性对海洋可控源电磁场响应的影响 肖  俊 

131 新一代节点式海底电磁勘探系统 鲁  瑶 

132 基于电导率各向异性的海洋可控源电磁灵敏度特征分析 彭荣华 

133 合成孔径在海洋可控源电磁勘探中的应用 苏朝阳 

134 大斜度井/水平井随钻方位电磁波测井资料随机反演方法 王  磊 

135 斜井各向异性地层阵列侧向测井响应物理模拟 邢  涛 

 

第 47专题  油气田与煤田地球物理勘探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36 一种提高低信噪比地区资料品质的宽线地震采集方法 王彦铎 

137 柴东三湖地区复合地表静校正技术 王海立 

138 基于复数域 ICEEMDAN-MSSA 的地震去噪方法研究 温  雷 

139 基于加权多道奇异谱分析的地震异常值噪声压制 李  帆 

140 基于反距离加权法的混采数据分离 杨  帆 

141 基于阻尼多道奇异谱分析算法的二维不规则缺失地震道重建 李崇明 

142 基于 k空间算子补偿的 VTI 介质弹性波交错网格有限差分正演模拟 徐世刚 

143 基于伪谱法的 VTI 介质纯声波时间高阶数值模拟 张亚兵 

144 层状裂缝介质频率域正演 路亚威 

145 三维微尺度网格层析技术在渤海 M油田时深转换中的应用 吕振宇 

146 互相关目标函数在 VSP资料反演中的应用 吴  潇 

147 广角反射波在深层成像处理中的应用 杨  威 

148 火山岩覆盖区油气地震勘探采集和数据处理技术 柴铭涛 

 

第 49专题  浅地表地球物理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49 基于嵌入式 Linux 的节点地震仪的高效采集驱动实现 邢启阳 

150 分布式节点地震数据采集通信系统的设计 蔺  晨 

151 分布式地震数据采集系统的微秒时标技术研究 牟雪姣 

152 用噪声概率密度函数对比地震计观测性能 刘旭宙 

153 瑞雷波与折射波走时联合反演研究 王妍妍 

154 嵌入式表层调查约束层析反演静校正技术 于宝华 

155 基于混沌粒子群算法的瑞雷面波反演研究 刘  隼 

156 瞬变电磁阻尼最小二乘法一维反演 王  成 

 

第 52专题  微地震监测反演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57 利用聚类分析方法识别呼图壁震群中的相似地震 苏金波 

158 微地震数据的 Q值估计及衰减补偿 邵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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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震源高阶离散有限差分方法与微地震波传播特征 姚  艺 

160 基于时空属性约束的裂缝动态拓展过程识别 薛清峰 

161 时移电阻率层析成像及实验室数据应用 钟世超 

162 基于主成分分析与层次聚类的微震定位方法研究 庞  聪 

163 地震与微地震联合解释技术在准噶尔盆地 M地区的应用 王适择 

164 时移 VSP监测方法在 CO2封存中的应用 罗  强 

165 基于波场分离的频率依赖反射波旅行时反演 郑忆康 

166 CO2封存运移规律的数值模拟 王思文 

167 改进的卡尔曼滤波微震事件识别方法 王闰杰 

168 基于波场分离的探地雷达逆时偏移成像 钟世超 

169 尝试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时频域地震识别研究 王朝亮 

170 基于共生灰度矩阵的三维地震河道识别方法 罗  强 

171 基于机器学习的微地震 p波震相拾取 武绍江 

 

第 54专题 地震面波、背景噪声及尾波干涉法研究地下介质结构及其变化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72 越南及南海北部三维地壳结构成像研究 杨  旋 

173 利用背景噪声高阶频散曲线研究四川盆地结构 张功恒 

174 朱溪钨铜矿主动源地震成像剖面与解释 李  稳 

175 应用抛物线 Radon 变换进行噪声衰减 舒寅辉 

176 精密可控震源激发的地震信号在分数阶傅里叶域的震相识别方法 刘  康 

177 构造导向滤波技术在小尺度构造识别中的应用 王贤翔 

178 地震面波和大地电磁一维联合反演研究及其在龙门山中北段的应用 吴萍萍 

179 利用密集台阵及微动 H/V谱比法获得宾川盆地地区浅层结构 孙天为 

180 利用背景噪音互相关函数探索北美东部大陆边缘记录的单频和双频微地震的源区 郭  桢 

181 利用天津爆炸中的面波反演浅层区域地下结构 冀战波 

182 利用地震背景噪声成像反演渭河盆地及邻区地壳剪切波速度结构 冯红武 

183 利用新疆呼图壁主动震源尾波和台站背景噪声研究近几年新疆中强震前后波速变化 徐亚飞 

184 夏威夷地区速度变化研究 刘志强 

185 青藏高原东北缘基于密集台阵的背景噪声层析成像 潘佳铁 

186 面波干涉法在金属矿地震勘探中的应用 徐善辉 

187 利用密集台阵背景噪声记录获得高分辨率的地壳速度结构——以信江盆地为例 王高春 

188 基于瞬态瑞利面波法的西安地裂缝勘探研究 黄  华 

189 鄂尔多斯块体东缘地壳上地幔横波速度结构研究 胥鸿睿 

190 利用背景噪声层析成像研究近地表结构：以鄂西地区为例 任凤茹 

191 利用 C3技术重构经验格林函数：以 USArray 数据为例 饶  豪 

192 利用 OBS数据研究太平洋中部地壳上地幔横波速度与径向各向异性结构 杨小舟 

193 三分量数据的空间自相关方法试验研究 章  宇 

 

第 59专题  计算地球物理方法和应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94 弹性波粘滞边界元法地震模拟 陈阳璞 

195 基于动态侵入储层模型的阵列感应测井响应规律研究 周  游 

http://www.cugs.org.cn/cugs/?q=article/10373/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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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裂缝对全波列声波测井影响的数值模拟 欧伟明 

197 CFS-PML参数的优化选取方案 杨茜娜 

 

第 61专题  应用地球物理前沿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198 基于最小二乘支持向量机的非线性多波联合弹性阻抗反演 谢  玮 

199 基于迎风有限差分的射线追踪方法研究 刘梦影 

200 Q值估计的影响因素分析 李婧铭 

201 基于改进气泡运动方程及范氏气体子波模型的气枪震源子波模拟 汪  元 

202 井约束的各向异性参数层析反演方法 王非翊 

203 利用欧拉反褶积法解释航空重力异常 徐剑春 

204 一种基于模型驱动框架的高斯束目标成像方法 张  瑞 

205 综合地球物理方法在黑河地区浅成低温热液型金矿研究中的应用 徐  珊 

206 基于再加权的重力梯度数据聚焦反演方法研究 周  雪 

 

第 64专题  中高层大气-电离层、磁层及相互耦合过程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07 磁暴前后外辐射带高能电子通量动态变化特性分析 夏山茭 

208 伴随等离子体低密度槽发生的磁声波研究 何  颖 

209 通过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地球内磁层环境中电子密度 郭英杰 

210 喉区极光低轨卫星观测研究 周  苏 

211 基于电离层-热层-磁层耦合模式研究高纬对流对电离层热层的影响 杨子仪 

212 磁暴期间 SED Plume 内电离层-磁层耦合的动力学过程的建模与研究 乔  铮 

213 高频电波垂直入射电离层的驻波电场研究 吕慧娟 

214 多源热层大气密度数据比对评估 翁利斌 

215 电离层纬向电场纬度变化的模拟研究 陈俊杰 

216 Nighttime enhancements in midlatitude ionosphere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lasmasphere 李泉翰 

 

第 69专题  矿物物理与矿物界面过程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17 可见光-近红外反射光谱对离子吸附型稀土矿床矿物物相的研究 秦效荣 

218 高温高压下 Phase D 的弹性性质 杨大鹏 

219 
Two-stage fluid pathways in expanded hydrothermal replacements: evidence 

from the replacement of pyrite by chalcopyrite 
张  阳 

220 Ca2Fe2+Fe3+Si5O15H 的高温高压相变研究 吕政星 

221 CO2制约水在斜方辉石中的溶解度：对上地幔储水能力的指示意义 白家缘 

 

第 64 专题  中高层大气-电离层、磁层及相互耦合过程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22 磁暴前后外辐射带高能电子通量动态变化特性分析 夏山茭 

223 伴随等离子体低密度槽发生的磁声波研究 何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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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通过人工神经网络预测地球内磁层环境中电子密度 郭英杰 

225 喉区极光低轨卫星观测研究 周  苏 

226 基于电离层-热层-磁层耦合模式研究高纬对流对电离层热层的影响 杨子仪 

227 磁暴期间 SED Plume 内电离层-磁层耦合的动力学过程的建模与研究 乔  铮 

228 高频电波垂直入射电离层的驻波电场研究 吕慧娟 

229 多源热层大气密度数据比对评估 翁利斌 

230 电离层纬向电场纬度变化的模拟研究 陈俊杰 

231 Nighttime enhancements in midlatitude ionosphere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plasmasphere 李泉翰 

 

第 68专题  磁层中的等离子体物理过程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32 磁重联的分界面区域中的等离子体活动 于贤彩 

233 磁层顶磁场重联事件中哨声波的观测 李  智 

234 
MLT dependence of ―Nose-like‖ ion spectral structure number in the inner 

magnetosphere 
李松妍 

235 Observations and simulations of energetic electron acceleration in tailward BBFs 陈果 

236 
Current Structure of off-equatorial Dipolarization Fronts by Magnetospheric 

Multiscale (MMS) Observations 
覃鹏飞 

 

第 70专题  测试新技术及其地质应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37 HNO3/HF 快速消解法联用 ICP-SFMS 同时测定土壤沉积物中的溴、碘 何  焘 

238 
液体喷雾介质阻挡放电诱导蒸气发生技术同时测定微量样品中的硒、银、锑、

铅和铋 
刘  星 

239 利用 LA-ICP-MS 对标准玻璃微量元素的测试和均一性探讨 吕  楠 

240 中国南方下古生界页岩拉曼光谱特征及其对页岩气评价的意义 王保忠 

241 氦-氩载气对 193nm 纳秒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分析灵敏度的影响 罗  涛 

242 激光原位微区天然单斜辉石 Sr 同位素标准物质初步研究 赵  晗 

243 一种新的锑同位素前处理方法研究 邓艳丽 

244 

Accurate Analysis of Lithium Isotopes of Eleven Carbonate Reference Materials by 

MC-ICP-MS with Soft Extraction Mode and 10
12

 Ω Resistor High Gain Faraday 

Amplifiers 

蔺  洁 

 

第 75专题  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最新进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45 兽脚类恐龙手部骨骼腹向弯曲度初步研究 余逸伦 

246 
A NEW NEOSUCHIAN CROCODYLOMORPH (REPTILIA, MESOEUCROCODYLIA) FROM THE 

MIDDLE CRETACEOUS LONGJING FORMATION, YANJI BASIN, NORTH-EASTERN CHINA 

Paul 

Rummy 

247 意外北票龙(兽脚类:镰刀龙类)头部骨骼学研究 廖俊棋 

248 
CT-Based Endocranium Reconstruction of A Basal Tyrannosaur with 
Implications for Avian Brain Evolution 

李  峰 

249 
A New Euhelopodid sauropod with well-preserved caudals from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Mo 
Jin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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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0专题  中国大陆成矿系统与成矿过程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50 宣泾地区二叠系构造精细解释及储层预测 徐菲菲 

251 浙江江山——桐庐地区下寒武统荷塘组页岩气勘探前景分析 朱文博 

 

第 85专题  航空地球物理勘查技术与应用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52 软、硬支架直升机瞬变电磁勘查系统动态噪声分析及抑制 王言章 

253 总梯度方向导数法在航磁三轴梯度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张  爽 

254 接地长导线源半航空瞬变电磁影响因素分析 陈成栋 

255 水平层状 TI介质的时间域航空全张量磁场正演模拟计算 杨守文 

256 回线源半航空瞬变电磁三维正演研究 李阳阳 

 

第 89专题  地球磁场与局部异常现象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57 小江断裂岩石圈磁异常时空变化分析 张忠龙 

258 郯庐断裂带中南段岩石圈磁场构造研究 储  飞 

259 2015年新疆皮山 6.5级地震前岩石圈磁场 局部异常特征分析 丁新娟 

260 若干地震震中岩石圈磁场年度变化定量分析 李  博 

261 SOMPI谱分析的实现及其在地磁畸变电流的正反演应用 章  鑫 

 

第 94专题  深部预测方法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62 深部矿体三维地质建模与弹性波地震响应特征模拟 卞爱飞 

263 基于 OSG 引擎的三维地质模型快速渲染 宁锐博 

264 基于机器学习的三维矿产资源预测——以四川拉拉铜矿为例 向  杰 

265 深部矿产三维可视化预测评价软件系统总体设计 肖克炎 

266 一种三维地质几何模型不确定性评价方法 李  楠 

267 一种智能地质成矿要素提取方法 李苍柏 

268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地学文本大数据分类与可视化——以四川拉拉铜矿为例 李  诗 

 

 

第 96专题  中国钾盐矿产基地成矿规律与深部探测技术示范 

序 报告题目 报告人 

269 川东北地区富钾卤水形成机理及分布规律浅析 杨洪宇 

270 思茅盆地勐 ZK-3井岩盐层地球物理测井响应特征及其意义 苗忠英 

271 云南思茅盆地磨黑盐矿矿物组成及矿床成因探讨 邵春景 

272 滇西南思茅盆地盐岩 Sr同位素特征及对比 方礼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