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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ｏｂａｏ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Ｏｋｈｏｔｓｋ Ｏｃｅａｎ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ＨＡＯ ＳｈｉｌｏｎｇꎬＬＩ ＣｈｅｎｇｌｕꎬＤＩＮＧ ＪｉｓｈｕａｎｇꎬＹＵ ＹｕａｎｂａｎｇꎬＺＨＡＯ ＨｕａｎｌｉꎬＬＩ Ｂｏｗｅｎ(１７５７)

Ｓｅｌｅｎｉｕｍ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ｉｃｈ ｓｏｉｌ ｉｎ Ｘｉｎｇｋａｉ

Ｌａｋｅ Ｐｌａｉｎ  ＹＡＮＧ ＺｅꎬＬＩＵ ＧｕｏｄｏｎｇꎬＤＡＩ ＨｕｉｍｉｎꎬＺＨＡＮＧ ＹｉｈｅꎬＸＩＡＯ ＨｏｎｇｙｅꎬＹＩＮ Ｙｕｃｈａｏ(１７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