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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区块链地质应用新时代 周永章　 刘　 楠　 陈　 川等(１)
新疆东准噶尔地区老君庙岩群时代厘定、原岩恢复及对基底的指示意义 杨　 硕　 刘　 阁　 靳刘圆等(７)
西太平洋维嘉平顶山沉积特征及富钴结壳资源意义 赵　 斌　 吕文超　 张向宇等(１８)
小兴安岭南部早侏罗世二长花岗岩形成时代、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意义 尹志刚　 庞学昌　 王春生等(２７)
华北板块北缘勃隆克 Ａ 型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 定年及其地质意义 李春麟　 王宗秀　 陶　 涛(４０)
内蒙古阿尔塔拉中三叠世 Ａ 型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地球化学特征及构造意义 王金芳　 李英杰　 李红阳等(５１)
江西相山矿田北部产铀花岗斑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定年及成因类型 王利玲　 张树明　 许　 迅等(６２)
资源环境承载协调理论与评价方法 李瑞敏　 殷志强　 李小磊等(８０)
基于双曲距离协调度模型的地下水资源与经济承载协调关系 王　 轶　 李瑞敏　 高萌萌等(８８)
河北省地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方法 王欣宝　 李瑞敏　 孙　 超等(９４)
安徽省地质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魏　 路　 刘建奎　 肖永红等(１０２)
基于 ＤＥＡ 模型的矿产资源承载能力评价

———以湖南省资源型县为例 项广鑫　 曾　 毅　 蒋星祥等(１０８)
贵州乌蒙山毕节市七星关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陈　 武　 李瑞敏　 殷志强等(１１４)
西南岩溶山区地下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

———以贵州省七星关区为例 唐佐其　 李瑞敏　 谯文浪等(１２４)
江苏宜兴市地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 张　 丽　 李瑞敏　 许书刚等(１３１)
基于国土空间自然适宜性的三类空间划分方法

———以湖南省为例 曾　 毅　 项广鑫　 蒋星祥等(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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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金断裂索尔库里段铜矿探槽长序列古地震记录 袁兆德　 刘　 静　 王　 伟等(１４７)
西藏拉果错蛇绿混杂岩岩石学、锆石 Ｕ－Ｐｂ 年龄及

地球化学特征 刘海永　 曾庆高　 王　 雨等(１６４)
新疆温泉县别珍套山新元古代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成因 曾祥武　 赵　 军　 聂晓勇(１７７)
东昆仑祁漫塔格乌兰拜兴地区中泥盆世花岗岩年龄、地球化学

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王盘喜　 郭　 峰　 王振宁(１９４)
新疆西昆仑盼水河地区晚三叠世花岗闪长斑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和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唐名鹰　 高振华　 董振昆等(２０６)
南祁连哈拉湖地区中奥陶世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年代学意义 李五福　 张新远　 曹锦山等(２１５)
大兴安岭南段满都地区早白垩世二长花岗岩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 李猛兴(２２４)
大兴安岭北段吉峰地区晚中生代花岗质岩石年龄、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构造意义 吴兆剑　 李　 津　 韩效忠等(２３４)
滇黔桂“金三角”地区晚三叠世地层碎屑物源示踪 杨　 雄　 皮桥辉　 李　 国等(２５３)
桂北罗城地区云煌岩成因

———地球化学及 Ｕ－Ｐｂ 年龄约束 梁国科　 吴祥珂　 蔡逸涛等(２６７)
云南省德钦县红坡牛场铜金矿区果腊复式岩体年龄、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构造与找矿意义 王小虎　 杨爱平　 李文辉等(２７９)
云南香格里拉浪丁岩体锆石 Ｕ－Ｐｂ 年龄及地球化学特征 董　 毅　 邓江红　 刘显凡(２９６)
中国东北地区东部盆地群油气资源前景展望 张文浩　 张交东　 周新桂等(３０７)
青海祁漫塔格楚阿克拉千隐爆角砾岩型铅锌矿床成矿模式及



发现意义 张爱奎　 刘智刚　 张大明等(３１９)
青海省首个钒矿床的发现及意义 张勤山　 田　 滔　 何　 利等(３３０)
大别造山带汞洞冲铅锌矿床矿物学特征和铅同位素研究 吴皓然　 谢玉玲　 王　 莹(３３８)
内蒙古甲乌拉银铅锌矿床成矿斑岩体锆石 Ｕ－Ｐｂ 年龄、地球化学

特征及其成矿意义 曹艳华　 刘翼飞(３５３)
中蒙俄经济走廊地质矿产特征及找矿潜力 张福祥　 赵　 莎　 王丰翔等(３６５)
北京房山南部地区富硒土壤生物有效性特征及来源 安永龙　 黄　 勇　 张艳玲等(３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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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建　 刘　 超(４００)
回填土质量评价体系和标准研究进展 孟　 茹　 陈玉衡　 刘云华等(４０６)
美国海岸带综合地质调查进展及其对中国海岸带研究的启示 杜晓敏　 周　 平　 常　 勇等(４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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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靖边龙洲丹霞白垩纪恐龙足迹沉积环境 唐永忠　 邢立达　 李兴文等(４２５)
甘肃酒泉市天仓地区早白垩世介形类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杨　 兵　 李树才　 魏乃颐等(４３３)
云南盐津地区自流井组、沙溪庙组孢粉化石组合特征及意义 何　 平　 谢　 渊　 刘建清等(４４２)
大兴安岭北段新巴尔虎右旗韧性剪切带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赵胜金　 于海洋　 申　 亮等(４５０)
西藏雅鲁藏布江结合带色吾村白垩纪变基性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王　 燚　 董　 磊　 叶春林等(４５９)
西藏卡贡地区晚寒武世错多勤石英闪长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及其构造意义 樊炳良　 王新然　 白　 涛等(４７１)
大兴安岭嘎仙蛇绿混杂岩中超镁铁质岩地球化学、年代学特征

及其地质意义 郑吉林　 刘　 涛　 徐立明等(４８０)
内蒙古达茂旗黄花滩铜镍矿辉长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地球化学

和 Ｈｆ 同位素特征 李志丹　 朵兴芳　 李效广等(４９１)
鄂尔多斯盆地镇泾地区延长组异常压力演化及其成藏意义 马立元　 邱桂强　 李　 超等(５０３)
广西大厂笼箱盖岩体黑云母花岗岩锆石裂变径迹年龄

及其地质意义 吴建标　 胡云沪　 皮桥辉等(５１２)
粤西连阳岩体南段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测年、岩石成因

及构造环境 袁永盛　 张宏辉　 娄元林(５２３)
鄂西宜昌地区寒武系常规、非常规天然气显示及勘探意义 罗胜元　 陈孝红　 李培军等(５３８)
滇西保山地块金厂河铁铜铅锌多金属矿床硫铅同位素特征

与成矿物质来源示踪 李振焕　 李文昌　 刘学龙等(５５２)
高精度磁测在 ＩＯＣＧ 型铁矿勘查中的应用

———以智利英格瓦塞铁矿为例 陈　 超　 潘　 伟　 董国明等(５６３)
喀斯特地区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样性对生态演替的响应

———以贵州茂兰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喻文强　 许　 超　 米屹东等(５７４)
中美地球深部探测工作进展与对比 贾凌霄　 马　 冰　 田黔宁等(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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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万宝组孢粉组合的发现

及其地质意义 韦　 一　 杨　 兵　 葛梦春等(５９９)
西藏班公湖－怒江结合带中段早白垩世花岗闪长斑岩年龄、Ｈｆ 同位素

及地球化学特征 王嘉星　 刘治博　 李海峰等(６０８)
藏东卡贡地区早侏罗世似斑状钾长花岗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及地球化学特征 于　 涛　 徐佳丽　 高　 强等(６２１)
东昆仑东段青海战红山地区早三叠世火山岩的发现



及其地质意义 张新远　 李五福　 欧阳光文等(６３１)
新疆西昆仑黑石北湖地区巴颜喀拉山群安山质沉凝灰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唐名鹰(６４２)
阿拉善北部杭乌拉地区早二叠世火山岩地球化学、Ｎｄ－Ｈｆ 同位素特征

及其构造意义 李润武　 张　 鑫　 石　 强等(６４７)
辽宁北部秀水盆地下白垩统义县组火山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及其地质意义 李晓海　 陈树旺　 丁秋红等(６５９)
辽北开原地区新太古代变质深成岩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及地球化学特征 彭游博(６７０)
豫西焦沟正长岩锆石 Ｕ－Ｐｂ 定年、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梁　 涛　 卢　 仁　 卢欣祥等(６８１)
四川旺苍二叠系吴家坪组铼、硒等稀散元素找矿新发现及意义 唐文春　 段　 威　 杨贵兵等(６９２)
新疆西天山智博铁矿床地球化学及同位素特征 沈立军　 王怀洪　 李大鹏等(６９８)
东昆仑东段那更康切尔银矿硫－铅同位素特征与找矿模型 徐崇文　 魏俊浩　 周红智等(７１２)
华南诸广山岩体中段岩脉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年龄及与铀成矿关系 蒋红安　 邹明亮　 欧阳平宁等(７２８)
豫西熊耳山地区重磁场特征与深部成矿预测 王俊鹤　 李　 璨　 王　 安等(７３５)
芬兰科密铬铁矿床研究新进展 张伟波　 刘翼飞　 王丰翔等(７４６)
冰岛区域地质及矿产资源特征 蒋　 喆　 聂凤军　 赵元艺等(７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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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山带混杂岩及相关术语 张克信　 李仰春　 王丽君等(７６５)
中国西北地区蛇绿岩时空分布与构造演化 李智佩　 吴　 亮　 颜玲丽(７８３)
海南儋州兰洋地区发现泥盆纪地层:来自锆石 Ｕ－Ｐｂ 年龄的证据 赵小明　 姚华舟　 裴毅俊等(８１８)
大兴安岭地区 Ｎｅｓｔｏｒｉａ 动物群分布、时限及晚中生代火山－

沉积地层的厘定 杨雅军　 杨晓平　 江　 斌等(８２７)
西太平洋南段新生代构造单元划分、地层特征及其对喜马拉雅造山

运动的指示 洪文涛　 余明刚　 杨祝良等(８３９)
智绘地质———新一代智能化地质编图模式及应用 李仰春　 王永志　 陈圆圆等(８６１)
智能地质体综合技术在地质图缩编中的应用 何文娜　 朱长青　 李仰春等(８７１)
广东雷州半岛河头镇 ＺＫＡ０１ 钻孔剖面晚渐新世—早更新世

孢粉组合及古植被演替 张宗言　 刘　 祥　 李　 响等(８８０)
内蒙古北山白云山蛇绿混杂岩带南部锡林柯博组碎屑岩

地球化学特征、源区属性及构造意义 程先钰　 任邦方　 田　 健等(８９３)
内蒙古白乃庙岛弧发现古元古代变质基底

———来自双胜地区斜长角闪岩年龄和地球化学的证据 钱　 程　 陆　 露　 汪　 岩等(９０５)
大兴安岭中段东福岩体锆石 Ｕ－Ｐｂ 年龄、地球化学特征

及构造背景 杜继宇　 宋维民　 杨佳林等(９１９)
滇西北休瓦促钨钼矿床两期岩浆作用的 ＬＡ－ＩＣＰ－ＭＳ 锆石 Ｕ－Ｐｂ

年龄及矿床成因 陈　 莉　 刘　 函　 贺　 娟(９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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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中—下寒武统自然伽马测井曲线周期

及其在沉积层序划分中的意义 陈书平　 王　 毅　 周子勇等(９４３)
北半球陆壳现今构造应力场分布模式

———基于有限元分析 王志琛　 李江海　 宋珏琛(９５０)
山东诸城地区晚白垩世一新的甲龙类恐龙 王克柏　 张艳霞　 陈　 军等(９５８)
西准噶尔阿舍勒阔尔勒斯地区石炭系—下二叠统沉积环境

变迁及物源 孙　 浩　 徐　 严　 韩宝福等(９６３)



鄂尔多斯地块西南缘宁夏固原地区原位地应力测量

结果及其成因 王　 斌　 秦向辉　 陈群策等(９８３)
青海木里煤田聚乎更矿区煤中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对成煤环境的指示 霍　 婷　 刘世明　 祁文强等(９９５)
松科二井深层沙河子组泥岩三维显微 ＣＴ 成像

及对深部油气预测的启示 杨　 瑨　 侯贺晟　 符　 伟等(１００６)
青海同德县和日乡一带黑云母花岗闪长岩年龄、地球化学

及其对西秦岭碰撞造山时限的制约 陈玉科(１０１５)
东昆仑地区沙松乌拉组物质来源及源区构造－热事件

———来自碎屑锆石 Ｕ－Ｐｂ 年代学的证据 靳立杰　 王继林　 赵体群等(１０２５)
内蒙古狼山地区早石炭世石英闪长岩 Ｕ－Ｐｂ 年龄、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对古亚洲洋俯冲的指示 田　 健　 滕学建　 刘　 洋等(１０３５)
大兴安岭东南段中三叠世岩浆岩年代学、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对古亚洲洋构造演化时限的制约 贺宏云　 李英雷　 刘汇川等(１０４６)
南祁连盆地木里冻土区第四纪沉积物中可溶有机质的来源

及其与天然气水合物的关系 何大双　 张鹏辉　 明承栋等(１０６２)
新疆巴里坤小加山钨成矿岩体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前景 周云飞　 徐九华　 单立华等(１０７２)
华东南地区花岗岩型铌－钽矿床区域成矿地质背景 司晓博　 冯艳芳　 苏尚国等(１０８５)
基于 ＢＰ 神经网络与数学形态学的彩色地质图面要素

信息智能提取 刘苏庆　 陈建平　 徐　 彬等(１１０４)
降雨型滑坡失稳概率计算方法 向小龙　 孙炜锋　 谭成轩等(１１１５)
青藏高原尼玛盆地东部古近系昆虫化石的发现及其对古气候的指示 曾胜强　 陈文彬　 付修根等(１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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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部找矿基本问题及方法 薛建玲　 庞振山　 程志中等(１１２５)
胶东谢家沟金矿热液蚀变作用过程的元素迁移规律 杜泽忠　 程志中　 姚晓峰等(１１３７)
胶西北地区谢家沟金矿岩脉 Ｕ－Ｐｂ 年龄及其对成矿时限的制约 姚晓峰　 程志中　 杜泽忠等(１１５３)
甘肃省玛曲县大水金矿“三位一体”找矿预测地质模型 蒲万峰　 李鸿睿　 袁　 臻等(１１６３)
甘肃省合作市早子沟金矿原生晕三维特征及深部找矿预测 汤　 磊　 林成贵　 程志中等(１１７３)
西藏米拉山地区化探异常特征与找矿预测 牟妮妮　 孙　 祥　 万修权(１１８２)
西秦岭甘肃夏河—合作地区与中酸性侵入岩有关的金铜多金属成矿系统

及找矿预测 李康宁　 贾儒雅　 李鸿睿等(１１９１)
甘肃西秦岭阳山金矿控矿构造特征及对勉略构造混杂岩带

金矿勘查的启示 苏秋红　 贾儒雅　 刘　 鑫等(１２０４)
西秦岭造山带天子坪金矿床成矿时代及成因 柳永刚　 杨玉平　 李建军等(１２１２)
黔西南水银洞超大型金矿龙潭组赋矿层岩相特征

及对金成矿的控制 杨成富　 刘建中　 顾雪祥等(１２２１)
四川省拉拉铜矿田矿床成因模型 沈和明　 龚灵明　 陈　 辉等(１２３３)
四川省拉拉铜矿田赋矿变质岩原岩恢复及其对找矿的指示 陶　 文　 薛建玲　 陈　 辉等(１２４７)
内蒙古昌图锡力地区重磁场特征与深部找矿指示 马一行　 吕志成　 颜廷杰等(１２５８)
赣北石门寺花岗斑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岩石地球化学、Ｈｆ 同位素特征

及其对成矿的制约 张志辉　 胡擘捷　 张　 达等(１２６７)
二连盆地巴彦乌拉铀矿区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和 Ｈｆ 同位素特征

及地质意义 刘佳林　 刘武生　 虞　 航等(１２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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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北山造山带时空结构与古亚洲洋演化 辛后田　 牛文超　 田　 健等(１２９７)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百合山 ＳＳＺ 型蛇绿岩地球化学特征、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及其对古亚洲洋演化的指示 牛文超　 辛后田　 段连峰等(１３１７)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百合山地区 ３５０ Ｍａ 石英闪长岩的成因

及对红石山－百合山洋俯冲时限的制约 段连峰　 牛文超　 张　 永等(１３３０)
对内蒙古北山造山带洋－陆转换认识的新思考

———来自大红山南泥盆纪弧花岗岩的证据 闫　 涛　 辛后田　 卫彦升等(１３４１)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北带晚古生代地层时空格架的建立 卫彦升　 闫　 涛　 杨五宝等(１３６７)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发现额勒根蛇绿岩

———红石山－百合山蛇绿岩带东延的证据 张正平　 辛后田　 程海峰等(１３８９)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小红山 ＴＴＧ 岩石锆石 Ｕ－Ｐｂ 年龄、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对百合山构造带性质的制约 杨五宝　 闫　 涛　 张　 永等(１４０４)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小红山地区三叠纪花岗岩成因

———来自锆石 Ｕ－Ｐｂ 年龄和 Ｈｆ 同位素的约束 李　 敏　 任邦方　 段霄龙等(１４２２)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白云山蛇绿混杂岩的厘定及其对北山洋俯冲

消减的指示 田　 健　 辛后田　 滕学建等(１４３６)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中段石板井地区 Ａ 型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

及对北山洋闭合时间的限定 陈　 超　 滕学建　 潘志龙等(１４４８)
内蒙古北山造山带三个井组地球化学特征、同位素年龄

及其构造环境 程先钰　 滕学建　 田　 健等(１４６１)
内蒙古梅劳特乌拉蛇绿岩中早二叠世埃达克岩与

古亚洲洋东段洋内俯冲 董培培　 李英杰　 王金芳等(１４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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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山橄榄岩及其意义 张　 旗　 张　 维　 姜丽莉等(１４８９)
冈底斯中段羊易盆地年波组埃达克岩的发现及其对印度－欧亚板块

碰撞的启示 胡　 林　 唐　 华　 徐　 刚等(１５０７)
藏东纽多石墨矿床含矿花岗岩锆石 Ｕ－Ｐｂ 年龄及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周　 新　 樊炳良　 余佳树等(１５１８)
重庆云阳新津乡中侏罗统新田沟组恐龙的发现及沉积环境 周羽漩　 胡海虔　 代　 辉等(１５２７)
滇东北中元古界下昆阳群鹅头厂组变质岩地球化学特征

及其形成环境 缪　 宇　 韦少港　 吕晓春等(１５３８)
陕西勉略宁三角区略阳群沉积环境及原型盆地分析 杨运军　 韩　 旭　 边小卫等(１５４９)
西秦岭北缘漳县地区上新统砾岩砾石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许何弘昕　 郭进京　 刘重庆等(１５６１)
北京千家店盆地土城子组孢粉组合、时代及气候 贺瑾瑞　 南　 赟　 郝春燕等(１５７３)
复杂沉积环境下松散地层层序简易划定方法 张　 云　 吕敦玉　 刘长礼等(１５８０)
银额盆地居延海坳陷原油物理化学特征与油源探讨 卢进才　 魏建设　 姜　 亭等(１５８９)
银额盆地巴北凹陷二叠系埋汗哈达组储层敏感性 徐铠烔　 王纳申　 申　 彪等(１６００)
海相砂岩型铜矿研究进展及若干问题

———以中非加丹加铜矿和云南东川铜矿对比研究为例 曾瑞垠　 祝新友　 张　 雄等(１６０８)
伊朗 Ａｈａｎｇａｒａｎ 铅(铜)矿床特征及成因 韩朝辉　 宋玉财　 刘英超等(１６２５)
豫南史庄一带金伯利岩中尖晶石矿物化学特征

及其对金刚石找矿的启示 李积山　 唐相伟　 郭跃闪等(１６３９)
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评估及生态地质调查建议 王　 尧　 陈睿山　 夏子龙等(１６５０)
基于“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地质资料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建设 吴小平　 王黔驹　 姜天阳等(１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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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李廷栋(文前)
矿田构造变形岩相分类与应用效果 吕古贤　 张宝林　 胡宝群等(１６６９)



胶东玲珑金矿田不同矿段构造变形岩相带特征与深部找矿预测 张宝林　 吕古贤　 余建国等(１６８１)
论沉积盆地内成岩相系划分及类型 方维萱(１６９２)
南秦岭汉阴金矿田长沟金矿陆内造山期构造－蚀变岩相

填图与找矿模型 杨兴科　 韩　 珂　 何虎军等(１７１５)
塔里木东北缘坡北基性－超基性岩体形成时代及岩浆演化 焦建刚　 刘　 健　 冷　 馨等(１７２６)
湖南花垣铅锌矿藻灰岩相层状角砾岩地质特征与矿化阶段划分 吕承训　 高伟利　 张　 达等(１７４０)
内蒙古维拉斯托锂锡多金属矿含矿构造变形岩相分带和分布 付　 旭　 吕古贤　 寇利民等(１７５２)
湘西花垣铅锌矿田成矿构造系统与成矿规律 高伟利　 吕古贤　 薛长军等(１７５９)
河南栾川三道庄钼(钨)矿床构造蚀变岩相分带特征 罗毅甜　 吕古贤(１７７３)
江西银坑铅锌银矿田基底褶皱构造特征与南北向矿化带研究 杨人毅　 吕承训　 吕古贤(１７８３)
山东玲珑金矿 ５０ 号脉三维构造蚀变岩地球化学特征

及深部预测 高海东　 胡宝群　 吕古贤等(１７９３)
胶东三山岛北海域金矿床热液蚀变作用研究 王　 建　 朱立新　 马生明等(１８０７)
云南个旧新山矽卡岩钨多金属矿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意义 郭玉乾　 方维萱　 童　 祥等(１８２７)
花岗岩剪切变形与矿物成分变化的高温高压实验 刘　 贵　 周永胜(１８４０)
中国南方碳酸盐岩系层滑断裂控矿和成矿研究 钱建平　 吴正鹏　 唐专武等(１８５０)
新疆萨热克巴依盆地中—新生代构造变形特征及其找矿意义 刘　 孜　 方维萱　 卜　 鹏等(１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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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王　 研(文前)
赣江流域红层盆地典型构造样式与地下水动力学模式 李志勇　 黎义勇　 黄长生等(１８７３)
江西宁都县北部大地热流特征及地热资源成因机制 刘　 峰　 王贵玲　 张　 薇等(１８８３)
乌蒙山昭通地区玄武岩地下水赋存规律及开发利用 魏良帅　 黄安邦　 罗雲丰等(１８９１)
河北坝上张北县玄武岩区蓄水构造特征分析及找水实践 邓启军　 李　 伟　 朱庆俊等(１８９９)
山东鲁中山区地热地质特征及热水成因 刘元晴　 周　 乐　 吕　 琳等(１９０８)
四川省泸州市页岩和碳酸盐岩区水稻根系土 Ｓｅ 含量和生物

有效性的控制因素 刘秀金　 杨　 柯　 成杭新等(１９１９)
江西赣州市瑞金盆地天然富硒土地资源特征与保护利用 汤奇峰　 徐春丽　 刘斯文等(１９３２)
江西赣州瑞金—石城地区土壤与白莲果实中 Ｓｅ 及其他有益元素

地球化学特征 黄园英　 魏吉鑫　 刘久臣等(１９４４)
青海省囊谦县农耕区土壤硒的富集因素 周殷竹　 刘　 义　 王　 彪等(１９５２)
南疆焉耆盆地土壤－小麦系统硒耦合关系及生物有效性 赵　 禹　 白　 金　 刘　 拓等(１９６０)
云南德钦日因卡滑坡孕灾背景及形成机理 闫茂华　 魏云杰　 李亚民等(１９７１)
近远震作用下黄土滑坡动力响应与变形探讨

———以甘肃天水震区黎坪村滑坡为例 车福东　 王　 涛　 辛　 鹏等(１９８１)
基于多元回归的黄土滑坡滑动距离预测模型探讨

———以甘肃天水地区为例 邵葆蓉　 孙即超　 朱月琴等(１９９３)
山西吕梁山区城镇边坡风险分级与优化 王佳运　 毕俊擘　 杨旭东等(２００４)
川西九龙打枪沟锂铍矿床赋矿伟晶岩矿物学和矿物化学特征 胡军亮　 谭洪旗　 周　 雄等(２０１３)
四川九龙县子杠坪铅锌矿床硫同位素地球化学特征 刘应冬　 谢海峰　 徐　 力等(２０２９)
江西赣州废弃离子型稀土矿修复区植被高光谱特征与健康状况评价 魏吉鑫　 刘斯文　 李海潘等(２０３７)
２１ 世纪前 ２０ 年世界地质工作重大事件、重大成果与未来 ３０ 年

中国地质工作发展的思考 施俊法(２０４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