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新增终身会员名单 

姓  名 工作单位 会员登记号 

安亚军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68S 

安燕飞 安徽大学 S130011206S 

蔡元峰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S130011263S 

曹成亮 江苏师范大学 S130011169S 

曾  罡 南京大学 S130011271S 

陈丹玲 西北大学 S130011268S 

陈家玮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30011159S 

陈  健 安徽理工大学 S130011150S 

陈立辉 南京大学 S130011274S 

陈  清 天津师范大学 S130011165S 

陈伊翔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289S 

陈怡伟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79S 

陈  意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S130011234S 

陈志国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 S130011172S 

谌  书 西南科技大学 S130011188S 

程  昊 同济大学 S130011241S 

程和发 北京大学 S130011260S 

程宏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S130011185S 

代群威 西南科技大学 S130011235S 



姓  名 工作单位 会员登记号 

戴立群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300S 

邓文峰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00S 

丁海波 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 S130011229S 

丁志华 河北省地震局 S130011133S 

付晓辉 山东大学 S130011210S 

付  新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青海事业部 S130011259S 

付于真 成都理工大学 S130011190S 

高  博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S130011287S 

高剑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56S 

高晓英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251S 

龚庆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30011192S 

古晓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161S 

关  晖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66S 

郭春丽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S130011194S 

郭  盛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16S 

郭  璇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158S 

郭玉乾 有色金属矿产地质调查中心 S130011209S 

韩  涛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31S 

韩喜球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S130011225S 

郝立凯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46S 

何毓新 浙江大学 S130011121S 



姓  名 工作单位 会员登记号 

洪汉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76S 

侯增谦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S130011232S 

胡华斌 河北地质大学 S130011142S 

胡素云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S130011214S 

黄金川 西南科技大学 S130011205S 

贾永锋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S130011282S 

蒋汉朝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S130011233S 

景传勇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S130011261S 

冷  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223S 

李春辉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155S 

李芳菲 吉林大学 S130011269S 

李洪颜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01S 

李建康 中国地质科学研矿产资源研究所 S130011224S 

李金祥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S130011285S 

李秋华 贵州师范大学 S130011256S 

李  舢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S130011277S 

李世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62S 

李世杰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89S 

李  伟 南京大学 S130011152S 

李  伍 中国矿业大学 S130011140S 

李  欣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6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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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雄耀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76S 

李雅婧 西北大学 S130011258S 

李  元 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27S 

李忠海 中国科学院大学 S130011221S 

厉子龙 浙江大学 S130011245S 

励音骐 浙江大学 S130011191S 

梁晓亮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84S 

林承焰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S130011143S 

林  巍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S130011250S 

刘金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64S 

刘  亮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87S 

刘显东 南京大学 S130011220S 

刘意章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97S 

刘  彧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75S 

刘长征 青海省柴达木综合地质矿产勘查院 S130011237S 

龙汉生 贵州理工学院 S130011144S 

卢  斌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S130011293S 

吕国诚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30011182S 

马灵涯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86S 

马  强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20S 

马素萍 中国科学院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S130011257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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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  伟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45S 

毛  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217S 

牛志刚 西北大学 S130011198S 

潘家永 东华理工大学 S130011236S 

彭海军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49S 

秦江锋 西北大学 S130011255S 

丘志力 中山大学 S130011230S 

邱  振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勘探开发

研究院 

S130011294S 

任云生 吉林大学 S130011141S 

申俊峰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30011211S 

盛艳蕊 河北省地震局 S130011131S 

石  良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48S 

斯春松 中国石油杭州地质研究院 S130011254S 

宋国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S130011295S 

宋述光 北京大学 S130011301S 

孙凤霞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S130011124S 

孙  可 北京师范大学 S130011288S 

孙若愚 天津大学 S130011153S 

孙胜玲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71S 

谭静强 中南大学 S13001127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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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伟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83S 

陶  奇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81S 

田  雷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S130011290S 

童  曼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129S 

汪方跃 合肥工业大学 S130011267S 

汪在聪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147S 

王爱勤 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S130011272S 

王春光 吉林大学 S130011126S 

王  枫 吉林大学 S130011139S 

王贵文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S130011228S 

王海燕 辽宁省地震局 S130011128S 

王欢业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S130011273S 

王加昇 昆明理工大学 S130011207S 

王建武 山西省地质调查院 S130011238S 

王  江 河北省地震局 S130011135S 

王少锋 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S130011266S 

王绍清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S130011199S 

王喜龙 辽宁省地震局 S130011127S 

王晓霞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 S130011219S 

王  煜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02S 

王钺博 天津大学 S13001120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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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兵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95S 

王柱红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54S 

魏国齐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S130011212S 

吴承泉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22S 

吴开兴 江西理工大学 S130011173S 

吴元保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18S 

吴忠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163S 

席斌斌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无锡石油地质研究所 

S130011244S 

夏金兰 中南大学 S130011196S 

夏燕青 中国科学院兰州油气资源研究中心 S130011174S 

谢淑云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40S 

谢卓君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23S 

熊慧欣 扬州大学 S130011164S 

徐博会 河北工程大学 S130011186S 

徐  娟 同济大学 S130011279S 

徐龙华 西南科技大学 S130011208S 

徐于晨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S130011138S 

许红亮 郑州大学 S130011297S 

薛冬梅 天津师范大学 S130011170S 

闫仕娟 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 S130011298S 



姓  名 工作单位 会员登记号 

严  森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184S 

阎秀兰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S130011253S 

晏  宏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S130011281S 

杨光树 昆明理工大学 S130011204S 

杨立强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30011247S 

杨  涛 南京大学 S130011249S 

杨秀群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83S 

杨志明 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 S130011246S 

叶  丰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93S 

叶  宇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180S 

尹常青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S130011262S 

尤宏亮 中国地质调查局沈阳地质调查中心 S130011242S 

于慧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S130011160S 

于胜尧 中国海洋大学 S130011296S 

袁  超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15S 

袁松虎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130S 

袁永强 中山大学 S130011151S 

远光辉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S130011302S 

张德贤 中南大学 S130011136S 

张飞武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37S 

张  鹏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78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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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弓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 S130011265S 

张素欣 河北省地震局 S130011132S 

张以河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S130011299S 

张志刚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S130011226S 

张子广 河北省地震局 S130011134S 

章  程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 S130011148S 

章军锋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13S 

赵红静 长江大学 S130011157S 

赵  亮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222S 

赵新苗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S130011275S 

赵宇鴳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77S 

郑超飞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S130011125S 

钟  骏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S130011292S 

周春晖 浙江工业大学 S130011270S 

周建波 吉林大学 S130011252S 

周晓成 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 S130011280S 

周志华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S130011291S 

朱振利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43S 

宗克清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S130011239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