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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中用等：江西相山铀矿田燕山期岩浆活动的多阶段性及其意义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ｅｐ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 Ｎｏ． ２０１７ＹＦＣ０６０２６０１）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ｒｅａｕ （ Ｎｏ． ２０１６３１）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ＰＥＮＧ Ｚｈｏｎｇｙｏｎｇ，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９３． Ｍａｓｔ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

ｐｅ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ｏｎｇ０５０２＠ ｆｏｘｍａｉｌ．ｃｏｍ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ＣＨＥＮ Ｗｅｉｆｅｎｇ， ｍａｌ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ｍａｉｎｌ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ｕｒａｎｉ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ｍａｉｌ： ｃｈｅｎｗｆ＠ 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ｕｔｈｏｒ： ＬＩＮＧ Ｈｏｎｇｆｅｉ， ｍａｌｅ，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ｍａｉｎｌ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ｉｓｏｔｏｐ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Ｅｍａｉｌ： ｈｆｌｉｎｇ＠ ｎｊｕ．ｅｄｕ．ｃｎ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２０１８⁃０４⁃２２；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０８⁃１３；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６．００８

“ 第三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 揭晓
中国地质学会主办三刊有三篇论文入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服务创新型国家建
设，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的指示精
神，引导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在我国科技期刊首发，提高我

型解释为 白 垩 纪 的 大 洋 地 壳。 这 就 不 得 不 使 我 们 对 根 据
Ｖｉｎｅ－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假说建立的海底扩张模型产生质疑。 基于上
述事实，作者等认为在大地构造研究中，不仅要在各时代的

国科技期刊汇聚科学发现、引领学科发展、培育顶尖人才的

造山带中寻找消失的大洋，而且要在各个时期的海洋中寻找

能力，中国科协组织开展了第三届全国优秀科技论文遴选活

消失的大陆，才能更准确地进行古构造—古地理再造，还原

动，２０１８ 年选出 ９５ 篇“ 第三届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 。

中国现有 ５０００ 多种科技期刊，中国科协将其划分为数

各地史时期大地构造的真实面貌。 作者等认为，大陆经裂谷
作用转化为大洋，大洋经造山作用转化为大陆的过程中，必

理化与交叉学科集群、地球科学集群、预防与中医药集群、临

然存在着地球各层圈之间，特别是壳幔之间的物理、化学作

床医学集群、农林集群、制造业与材料集群、电工、电子与信

用。 因此，大地构造研究必须从全球整体出发，注意物质水

息技术集群、交通与基建集群、能源、化工与环境集群、生命

平运动的同时，还要更加注意研究壳与幔、幔与核，以及壳、

科学与基础医学集群等 １０ 个集群，分别组织遴选。 地球科
学集群的论文遴选工作由中国地质学会牵头，包含中国天文
学会、中国测绘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大气科学（ 气

幔、核的不同层次之间能量的转换和物质转化过程，才能对
大陆与大洋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作出正确的判断。

２

象学） 学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海洋学会、中国自然地理学
会和中国古生物学会共 ８ 个学会，涉及地学刊物 ２３０ 余种。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ｃｈｕｎ， ＤＥＮＧ Ｊｕｎ， ＹＩ Ｐｉｈｏｕ， ＹＡＮＧ
Ｌｉｑｉａｎｇ，

ＣＵＩ

Ｓｈｕｘｕｅ，

ＸＵ

Ｊｕｎｘｉ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Ｍｉｎｇｌｉｎｇ， ＨＵＡＮＧ Ｔａｉｌｉｎｇ， ＳＯＮＧ Ｇｕｏｚｈｅｎｇ ａｎｄ

中国地质学会组织所属《 地质学报》 （ 英文版） 、《 矿床地

ＳＯＮＧ Ｙｉｎｇｘ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Ｋｉｌｏｔ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Ｊｉａｏｊｉａ Ｇｏｌｄ

质》 、《 岩石矿物学杂志》 、《 岩矿测试》 编辑部，抽调精干力量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ｓｉｓ．

组成工作小组，组织地球科学集群中的兄弟学会广泛动员本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 ８８

以及公示等程序，地球科学集群最终选出 １０ 篇“ 第三届中国

内容简介：山东东部是中国黄金的重要产地之一，对该

会会员推荐候选论文 １１８ 篇。 最后经专家初评、终评、审定

（３） ： ８０１ ～ ８２４．

科协优秀科技论文” （ 见附表） 。

地区大型金矿的赋存规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生产

１

金矿床组成，作者等通过深入研究和总结该区深部找矿成

中国地质学会主办的期刊有三篇论文获奖，简介如下：

任纪舜， 徐芹芹，赵磊，朱俊宾． ２０１５． 寻找消失的大陆．
地质论评， ６１（５） ： ９６９ ～ ９８９．

内容简介：大量的海洋地质、地球物理调查和海底钻探

文献资料表明，现今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不同部位———
海底高原、深海平原、海沟、转换断层以至大洋中脊都可以找

指导意义。 焦家金矿床面积约 ４０ ｋｍ２ ，以往认为由若干独立
果，创新性地提出焦家金矿田是一个呈构造型受焦家断层及
其次生断层的控制超大规模的金矿床，指出该矿床主要赋存
于焦家断裂的下盘，在成矿、蚀变等方面均呈带状结构分布。
强矿化带与强蚀变带和构造断裂带吻合。 焦家矿床的金资

经发现的大陆残块，在全球磁异常图上，大多位于南美洲、非

源储量约 １２００ ｔ，是中国第一个资源储量超千吨的金矿床。

洲、欧洲、南极洲、大洋洲的大陆磁异常带向相邻大洋盆地延

的研究，提出山东东部金矿既与壳幔混合源岩浆活动有关，

伸部分，二者互相印证。 这说明，具有大陆磁异常特征的这

又具有造山型金矿和浅成热液型金矿的某些特征，具有独特

部分大洋盆地的基底具有大陆壳的性质，这似乎意味着现代

的成矿特征和形成环境，不同于目前国际上公认的其它金矿

大洋的相当一部分深海盆地并不是以典型的大洋地壳，而是

类型，丰富和发展了金矿找矿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

以大陆属性的地壳为基底的。 然而，在世界地质图上，这些

义。

到大陆残块或大陆壳的痕迹。 值得注意的是，大洋盆地中已

深海盆地的底多被以海底磁异常条带为基础的海底扩张模

与此同时，作者根据成矿流体、硫、氢和氧同位素等地球化学

（ 下转第 １４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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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论

２０１８ 年

评

Ｆｉｒｓｔ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ＵＡＮＧ Ｊｉｎｇｊｕｎ， ｍａｌｅ， ｂｏｒｎ ｉｎ １９６２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ｓｅｎｉ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 ｐｒｏｆ．） ，

ｍａｉｎｌｙ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ｉｎ 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ｏ． ９９， Ｍａｑｕｎ Ｂａｉｓｈｕｉ Ｂｒｉｄｇｅ，
Ｑｉｘｉａ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Ｅｍａｉｌ：ｈｊｊｈｆｙ＠ 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ｏｎ：２０１８⁃０１⁃０９；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 ２０１８⁃１０⁃１８；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ｘｕ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５０９ ／ 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８．０６．０１１

（ 上接第 １４３７ 页）

剖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复杂构造区海相页岩气“ 二元富集”

３

郭旭升． ２０１４． 南方海相页岩气“ 二元富集” 规律———四

规律，即：深水陆棚优质泥页岩发育是页岩气“ 成烃控储” 的

川盆地及周缘龙马溪组页岩气勘探实践认识． 地质学报，

基础；良好的保存条件是页岩气“ 成藏控产” 的关键。 这是我

８８（７） ： １２０９－１２１８．

国页岩气勘探专家在吸收借鉴美国页岩气勘探开发成功经

内容简介：页岩气作为新型非常规能源在中国经济发展

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践和我国南方区域地质条件，总结

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南方寒武系、奥陶系和志留系海相

出的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成藏特征和富集高产规律，其中特
别强调了保存条件对于页岩气成藏和产量的关键性控制作

页岩地层发育，是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重要战略选区。 作者在

用。 该研究是对当时页岩气勘探开发的经验和研究成果的

通过对四川盆地及周缘海相龙马溪组勘探层系的多口代表

及时总结和理论提升，对此后中国南方海相页岩气的高效勘

不同区块和类型的探井的岩性、有机地球化学、岩石矿物含

探开发起到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量、物性、储集类型、微观孔隙结构特征、裂缝发育程度、含气

（ 刘恋

量和气井产量、压力等钻探成果及分析测试资料进行深入解

供稿

章雨旭

编辑）

表 １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地球科学集群“２０１８ 年中国科技期刊年度优秀论文”
论文题目
１

作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ａｔ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ＤＲ１）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ＭＯＳＴ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ｕｒｖｅｙ

发表期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Ｌｉ Ｌｕｏ 等

ｉｎ

Ａｓｔｒ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发表时间

期刊主办单位

２０１５ ／ ８

中国科学院国家

中国测绘地理信

２

弹性 ＰＮＴ 基本框架

杨元喜

测绘学报

２０１８ ／ ７

３

芦山地震序列震源机制及其构造

罗艳，赵里，曾祥

中国 科 学： 地 球

应力场空间变化

方，高原

科学

２０１５ ／ ４

４

寻找消失的大陆

５

６

７

任纪舜，徐芹芹，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ｓｅｖｅｒｅ ｆｏｇ ａｎｄ ｈａｚ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ｊｏｉ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ｙｐｈｏｏｎ ｂ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Ｆ－３ ＳＡＲ ａｎｄ ＨＹ－２Ａ 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ｓｃａｔｔｅｒｏｍｅｔｅｒ

赵磊，朱俊宾

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ＺＨＡＮＧ Ｒｕｏｎ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ＬＩ Ｑｉａｎｇ，
ＬＩＮ
ＹＥ

ａｎｄ

Ｍｉｎｇｓｅｎ，
Ｘｉａｏｍｉｎ，

ＹＵＡＮ Ｘｉｎｚｈｅ

２０１５ ／ １１

地质论评
ＣＨＩＮＡ

Ｅａｒｔｈ

Ａｃｔａ

Ｏｃｅａｎ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 １

２０１７ ／ １１

天文台

息学会

期刊主管单位
中国科学院

天文学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测绘学

中国 科 学 院，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院

委员会
中国地质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中国科学院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地球物
理学
地球物
理学
大气科

中国科学院

委员会

中国海洋学会

学科

学（气
象学）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海洋学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

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途径与方法：
格局与过程耦合

傅伯杰

地理学报

２０１４ ／ ８

中国地理学会

学与 资 源 研 究 所；

自然地

中国科学院中国科

理学

学技术协会
８
９

１０

寒武纪大爆发的因果关系
南方海相页 岩气 “ 二元富集” 规
律－四川盆地及周缘龙马溪组页

张兴亮，舒德干

郭旭升

岩气勘探实践认识
Ｔｈｅ Ｋｉｌｏｔ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Ｊｉａｏｊｉａ Ｇｏｌ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ｃｈｕｎ
等

中国 科 学： 地 球
科学

地质学报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 ６

中国 科 学 院， 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

中国科学院

委员会

古生物
学

２０１４ ／ ７

中国地质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地质学

２０１４ ／ ６

中国地质学会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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