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China Geology》第一届青年编委会名单 

（以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 

序号 姓  名 职    称 工作单位 

1 曹华文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2 曹文庚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3 陈  磊 副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4 陈列锰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5 陈  伟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6 陈  印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7 程银行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8 邓义楠 高级工程师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9 翟德高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 董汉文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1 杜书恒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12 费  杰 教授 复旦大学 

13 冯旭亮 副教授 西安石油大学 

14 凤永刚 副教授 长安大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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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兰州交通大学 

16 干  微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7 高  燊 讲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8 葛家旺 副教授 西南石油大学 

19 郭  伟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0 郭长宝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21 韩建光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 

22 贺  勇 副教授 中南大学 

23 胡邦琦 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24 胡培远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25 黄  磊 副教授 广州大学 

26 黄  丽 副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27 黄强太 副教授 中山大学 

28 贾建亮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29 贾云中 副教授 重庆大学 

30 江  湉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1 匡增桂 高级工程师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32 雷如雄 副教授 长安大学 

33 李  昂 副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34 李  超 副研究员 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 

35 李红星 教授 东华理工大学 

36 李世臻 正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37 李  涛 教授级高工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38 李  伟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39 李小伟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0 李亚松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41 李彦龙 副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42 李耀华 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43 李  壮 副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44 梁琛岳 副教授 吉林大学 

45 梁  晓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46 林勇杰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47 蔺文静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 

48 刘帮军 讲师 河北工程大学 

49 刘  博 副教授 东北大学 

50 刘栋梁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51 刘冠男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52 刘国恒 副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53 刘建峰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54 刘建辉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55 刘  锦 副教授 吉林大学 

56 刘  俊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 

57 刘  牧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58 刘平华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59 刘瑞平 正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60 刘学浩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61 刘英超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62 卢占武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63 马旭东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64 马永非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65 毛香菊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66 孟  涛 副教授 太原科技大学 

67 孟元库 教授 山东科技大学 

68 彭义伟 副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 

69 乔  雯 工程师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70 邱昆峰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71 邱芹军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72 曲英铭 副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73 任军平 正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 

74 申婷婷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75 盛益之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76 施锡林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77 孙华峰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78 孙嘉鑫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79 索艳慧 副教授 中国海洋大学 

80 田忠华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81 万义钊 副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82 王朝文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83 王春连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84 王立强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85 王淞杰 副教授 山东科技大学 

86 王志伟 副教授 河北地质大学 

87 王中波 教授 汕头大学 

88 魏小洁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89 吴  斌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90 吴  晨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91 吴  川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92 吴  劲 副教授 北京工业大学 

93 郗富瑞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 

94 肖  昆 副教授 东华理工大学 

95 肖  勇 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96 熊发挥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97 徐清海 副教授 长江大学 

98 杨  帆 副教授 兰州大学 

99 杨士雄 副研究员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100 殷振元 助理教授 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101 尹继元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02 余  涛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103 余  瑜 副研究员 成都理工大学 

104 张  冲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 

105 张春灌 副教授 西安石油大学 

106 张东旭 助理教授 成都理工大学 

107 张洪瑞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08 张  俊 高级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 

109 张鹏飞 教授 山东科技大学 

110 张鹏辉 副教授 河海大学 

111 张  帅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112 张  伟 高级工程师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 

113 张鑫鑫 副教授 中南大学 

114 张逸群 教授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115 张云辉 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学 

116 张重远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117 章诚诚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南京地质调查中心 

118 赵江南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119 赵中宝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120 钟世华 讲师 中国海洋大学 

121 周家喜 研究员 云南大学 

122 周  清 研究员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心 

123 周殷竹 工程师 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124 朱超祁 讲师 中国海洋大学  



125 朱林奇 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126 朱乔乔 副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127 朱志敏 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128 左璠璠 助理研究员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