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院公示〔2016〕18 号 
 

关于研究生科技论文报告会评选结果的公示 

2016 年秋院级科技论文报告会在全院广大研究生的积极参与下，已于

2016 年 10月 25日圆满完成全部答辩和评审工作。现将评审结果公布如下： 

本次报告会共有 55人参与了答辩过程，学院邀请了各系的评委老师，

对地化系、地理系、地古系、构造系、岩矿系及行星所等 5 个会场进行了

评审打分，共评出一等奖 11 名，二等奖 12 名，三等奖 14 名，优秀奖 18

名，现将各系详细名单公布如下。 

一、地化系（9 月 28日） 

 

二、地理系（10 月 11 日） 

序号 姓名 参选题目 
指导 

老师 

平均 

得分 
备注 

1 王亚松 
革兰氏阳性嗜高压细菌在不同压力条件下脂类化合物

生物合成过程中的碳同位素分馏研究 
张利 87.25 

一等奖 

（入围校赛） 

2 何宇 
北秦岭退变质榴辉岩及脉体锆石 U-Pb 年龄和氧同位

素组成 
吴元保 87 二等奖 

3 汪亦柳 
不同淹水条件对土壤有效硒含量的影响-对农业生产

条件的指示性研究 
向武 86.75 二等奖 

4 刘昱仁 
秦岭造山带枣园岩体锆石 U-Pb年代学和地球化学特

征及其地质意义 
吴元保 86.65 三等奖 

5 康杜 藻菌生物膜光反应器对氮磷及有机污染物的去除研究 向武 86.25 三等奖 

6 张默海 利用多重分形对碳酸盐岩手标本溶蚀的研究 谢淑云 85 优秀奖 

7 马佳怡 山西省某低品位铝土矿的综合利用实验研究 谢淑云 84.75 优秀奖 

8 甄近春 内蒙古东部矿区剥蚀程度与成矿潜力评价 谢淑云 84 优秀奖 



序号 姓名 论文题目 
指导 

老师 

平均 

得分 
备注 

1 张一鸣 季风区泥炭早期成岩转化对泥炭藓正构烷烃的影响 黄咸雨 93.67 
一等奖 

（入围校赛） 

2 黄 昶 

Lake level variations of Lake Selin Co in the central 

Tibetan Plateau based on OSL chron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volution of the Indian Summer 

Monsoon 

赖忠平 93.25 
一等奖 

（入围校赛） 

3 杨梦宇 湖北清江和尚洞滴水阴离子浓度变化及其环境指示 胡超涌 91.00 一等奖 

4 乔强龙 长江中下游湖泊碳球粒元素组成特征研究 陈旭 90.17 一等奖 

5 余舒琪 江汉平原水稻演化的植硅体记录 顾延生 89.50 一等奖 

6 戴高文 
青海门源黄土粒度指示的晚第四纪青藏高原东北缘山

岳冰川活动 
肖国桥 88.83 二等奖 

7 李冬梅 
近 65 年湖北省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特征分析及

其生态响应 
黄春菊 88.83 二等奖 

8 裴宏业 GDGTs 的热稳定性研究 谢树成 88.50 二等奖 

9 牛自耕 中国全国地区近 50 年来光合有效辐射时空变化特征 王伦澈 88.00 二等奖 

10 姚瑞 城市化对植被物候的影响 王伦澈 87.60 二等奖 

11 黄春玲 近代以来武汉市沙湖摇蚊亚化石记录的环境变化 陈旭 86.80 三等奖 

12 崔学品 
清江和尚洞石笋钙同位素对近百年极端干旱事件的定

量指示 
胡超涌 86.00 三等奖 

13 董世爽 
米兰科维奇旋回及其在晚志留纪龙马溪组地层中的应

用 
黄春菊 84.83 三等奖 

14 田晓丽 全新世以来冰芯、树轮、石笋记录中的太阳活动特征 黄春菊 84.60 三等奖 

15 赵炳炎 
叶蜡体单体氢同位素记录的华南末次冰盛期以来的湿

度变化 
黄咸雨 84.40 三等奖 

16 李莲莲 
基于 STIRPAT 模型的河南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减排措

施分析 
胡超涌 83.75 三等奖 

17 张跞颖 武汉市湖泊的特征、形成与演化 李长安 83.60 优秀奖 

18 董永刚 
印度洋有孔虫壳体的热释光发光特征以及其对火山喷

发的研究 
胡超涌 83.17 优秀奖 

19 寇强强 
黄河与废黄河河口段沉积物粒度特征与碳酸盐含量分

析对比及其环境意义 
林晓 82.25 优秀奖 

20 巩静 
泥炭地水位监测的一种新技术（PVC 法）及其在湿地

环境变化研究中的应用 
秦养民 81.67 优秀奖 

21 田伟 东亚季风的研究进展及地质记录中的季风信号 黄春菊 80.50 优秀奖 

22 张华松 嫦娥一号 IIM数据反演虹湾区域铁钛含量探究 李长安 80.00 优秀奖 

23 张康 水文模型综述 张利华 77.33 优秀奖 

 



三、地古系（10 月 19 日） 

序号 姓名 参选题目 
指导 

老师 

平均

得分 
备注 

1 易雨昊 浙西中奥陶世微体化石生物群研究 冯庆来 93.4 
一等奖 

（入围校赛） 

2 张孟 新疆哈密泥盆纪珊瑚动物群对比及古地理意义 张雄华 89.6 二等奖 

3 马千里 
北京周口店三好砾岩的时代、物源背景及其古地理意

义—来自沉积学和碎屑锆石年代学的证据 
杜远生 86.4 三等奖 

4 潘时妹 湖北秭归纽芬兰统梅树村阶岩家河组小壳化石的研究 冯庆来 86.4 三等奖 

5 万俊雨 介形虫壳体地球化学及其古环境意义研究概述 袁爱华 81.8 优秀奖 

 

四、岩矿系及行星所（10 月 21 日） 

序号 姓名 参选题目 
指导 

老师 

平均

得分 
备注 

1 王健 

Late Paleozoic to Mesozoic-Cenozoic mantle evolution in 

Northern Xinjiang, NW China: Petrology, geochemistry 

and 40Ar/39Ar geochronological evidence from 

mafic-intermediate igneous rocks 

苏玉平、

郑建平、

刘子奇 

89 
一等奖 

（入围校赛） 

2 曹婷 火星—辉玻无球粒陨石岩相学和矿物学特征 
何琦 

黄俊 
87.2 

一等奖 

（入围校赛） 

3 熊启慧 
华北南缘嵩县地区中晚三叠世高钾正长岩类的成因及

地质意义研究 
王连训 86.8 二等奖 

4 张磊 
Or、Lo、MOBAC 和 GM等软件在地质工作（野外工作）

中的应用 
马昌前 86.8 二等奖 

5 类维东 铁矿物在古气候演变研究中的应用探究 洪汉烈 84.5 三等奖 

6 兰祖帆 
印度西北部 Marwar 超群沉积构造的研究及其在

Rodinia 超大陆时期对于印度-华南关系的制约 
王伟 84 三等奖 

7 赵浩 
准噶尔地块东北缘早志留世碱性玄武岩的发现及其地

质意义 
廖群安 83.3 优秀奖 

8 刘鸿飞 
新疆哈尔里克山早石炭世早期 A型花岗岩的发现及其

地质意义 
廖群安 81.7 优秀奖 

9 詹崇孟 陆源碎屑岩的物源分析方法 佘振兵 76.7 优秀奖 

 

五、构造系（10 月 24 日） 

序号 姓名 参选题目 
指导 

老师 

平均

得分 
备注 

1 程雪梅 
滇西点苍山变质杂岩带低温叠加退变质糜棱岩显微构

造、流体作用及热年代学研究 
曹淑云 90.8 

一等奖 

（入围校赛） 



2 王玮 
东天山巴里坤晚奥陶世-早泥盆世红柳沟组与早石炭

世塔木岗组平行不整合的发现及构造意义 
王岸 87.2 

一等奖 

（入围校赛） 

3 喻遵谱 
哀牢山红河剪切带花岗质糜棱岩中长石石英结构水含

量与其变形的关系 
曹淑云 86.8 二等奖 

4 舒坦 
周口店地区太平山褶皱的形成时代：华北克拉通早白

垩世挤压构造的意义 
续海金 86.4 二等奖 

5 李俊瑜 
滇西哀牢山构造带花岗质岩石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年代

学分析及其构造意义 
曹淑云 86.2 三等奖 

6 代青沁 强震地电前兆信号初探 曾佐勋 82 三等奖 

7 秦旭平 
粤东南燕山晚期热隆伸展及其古地热系统——以恩平

新丰拆离断层为例 
李德威 77.6 优秀奖 

8 曾东兰 青藏高原构造特征与孕震机理分析 曾佐勋 74.6 优秀奖 

9 吴贵灵 板块学说与地球形状的另一种解释 王国灿 73.2 优秀奖 

 

如有异议，请于 10月 30日下午 17：00 之前反映至德育工作组（主楼

314）。联系电话：67883007；联系老师：王强。 

特此公示！ 

                                

                                     地球科学学院德育工作组 

                                     二〇一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