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变质岩与前寒武纪地质学2017年全国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日程表

6日上午 会场一（地质地球所地3楼二楼报告厅） 6-7号全天 展板 会场一（地质地球所地3楼二楼报告厅外廊）
时间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8:30-8:50 1 钟亚婷 学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周口店官地杂岩新太古代晚期钙碱性岩套的成因及其构造意义

主持人： 2 苏文 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西南天山高压变质岩及其脉体中黄铁矿原位SIMS硫同位素:硫的来源及演化

8:50-9:15 翟明国 院士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华北古元古代高级麻粒岩相变质作用及构造意义 3 李静 总工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 滇中早元古代地层厘定与划分

9:15-9:40 郑永飞 院士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极端变质作用与造山带演化 4 叶诗婷 学生 北京大学 祁连山俯冲带的高压变质富Mn硅质岩

9:40-10:05 赵国春 教授 香港大学 古元古代（2.0-1.8 Ga）全球碰撞造山作用及其构造意义 5 刘强 副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南迦巴瓦岩群石榴黑云斜长片麻岩中多晶包裹体特征与均一化实验

10:05-10:30 魏春景 教授 北京大学 华北克拉通中部造山带变质作用与构造演化 6
甘宜成
李富强

学生 吉林大学 南辽河群斜长角闪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地质意义-以三家子地区为例

10:30-10:40 7 高铂森 学生 吉林大学 南辽河群早期-火山沉积作用及构造背景-以黄花甸子为例

主持人： 8 王鹏森 学生 吉林大学 辽东黄花甸地区古元古代花岗质岩浆作用及其地质意义

10:40-11:05 张健 教授 中山大学 前板块构造体制下古老陆壳变形特征 9 董昕 副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藏南吉隆地区大喜马拉雅结晶杂岩的新生代变质作用

11:05-11:30 王孝磊 教授 南京大学 扬子地块东南缘的多地块拼接与新元古代造山过程 10 朱志敏 高级工程师 地科院矿产综合所 川西南河口群地球化学和年代学：构造意义及与哥伦比亚超大陆的关系

11:30-11:55
王浩   吴

春明

研究生  教

授
中国科学院大学 敦煌造山带南部红柳峡构造混杂带变质演化及年代学研究 11 谭洪旗 工程师 地科院矿产综合所 滇东南猛洞岩群变质-变形与构造意义

11:55-12:20 许成 教授 北京大学 现代板块构造启动时限的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证据 12 李小犁 工程师 北京大学 石榴石Fe
3+
含量原位电子探针分析技术：在变质岩石学中的应用

13 李军勇 学生 南京大学 扬子地块西缘新元古代彭灌杂岩的形成：从俯冲到加厚下地壳的拆沉

14 王迪 学生 南京大学 华南新元古代九岭花岗岩的岩浆过程与岩体生长

6日下午 会场一（地质地球所地3楼二楼报告厅） 6日下午 会场二（大气物理所一楼报告厅）
时间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时间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主持人：

13:30-13:50 张建新 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再论阿拉善地块的性质和归属 13:30-13:50 张泽明 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喜马拉雅造山带高喜马拉雅结晶岩系的部分熔融与岩浆混合

13:50-14:05 王仁民 教授 北京大学 华北太古界东西地体与消失的北山 13:50-14:05 丁慧霞 博士后 地科院地质所 造山带东段雅拉香波片麻岩穹窿的岩石年代学
14:05-14:20 刘福来 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苏鲁超高压带内的华北克拉通变质基底残片: 以海阳所地区变质杂岩为例 14:05-14:20 李清云 研究生 北京大学 高喜马拉雅定日地区泥质片麻岩岩石学和年代学研究
14:20-14:35 张少兵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新太古代板块俯冲的记录与特点 14:20-14:35 孙光明 研究生 山东科技大学 西藏雅江带中段卡堆蓝片岩基本特征及成因探讨
14:35-14:50 王惠初 研究员 地调局天津调查中心 山西云中山地区太古宙科马提质岩石的成因与构造意义 14:35-14:50 张聪 副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西藏松多榴辉岩带的研究进展及其对古特提斯洋重建的意义
14:50-15:05 彭自栋 研究生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新太古代清原绿岩带构造演化与成矿作用探讨 14:50-15:05 李鹏 研究生 地科院地质所 西藏松多地区新达多榴辉岩的岩石学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15:05-15:20 刘永顺 副教授 首都师范大学 冀西北地区前寒武纪基性赞岐岩类的岩石学特征及其成因 15:05-15:20 刘海洋 研究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西藏松多榴辉岩流体包裹体特征及其演化意义

15:20-15:35 陈泓旭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

大学
华北克拉通南缘洛宁地区晚太古-早元古代花岗岩类岩石的成因及年代学研究 15:20-15:35 段文勇 研究生 山东科技大学

初期异剥钙榴岩的岩石矿物及元素迁移特征—以日喀则夏鲁地区异剥钙榴岩为

例

15:35-15:50 钟亚婷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周口店官地杂岩新太古代晚期钙碱性岩套的成因及其构造意义 15:35-15:45

15:50-16:00 主持人：

主持人： 15:45-16:05 陈仁旭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大陆俯冲带壳幔相互作用:来自柴北缘造山带橄榄岩的制约

16:00-16:20 宋述光 教授 北京大学
华北克拉通东部TTG和钾质花岗岩：微陆块碰撞造山及新太古代大陆地壳形

成
16:05-16:20 夏琼霞 副教授 中国科技技术大学 高压-超高压变质岩石中石榴石的研究进展

16:20-16:35 王玺 讲师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华北中部吕梁地区新太古代岩浆作用与地壳演化 16:20-16:35 董杰 研究生 北京大学 大陆地壳的超深俯冲：来自南阿尔金早古生代长英质麻粒岩研究
16:35-16:50 王 伟 副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辽南地块新太古代变质深熔记录及地质意义 16:35-16:55 陈意 副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大别-苏鲁造山带石榴橄榄岩：深部地幔信使

16:50-17:05 李壮 研究生 北京大学 辽东地区早前寒武纪构造体制转换：来自玄武质岩石的制约 16:55-17:10 夏彬 讲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苏鲁仰口地区超高压变质岩的相平衡模拟

17:05-17:20 卢俊生 副教授 西北大学 冀东迁安娄子山地区易熔岩变质作用研究 17:10-17:25 雷恒聪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锆石Ti和金红石Zr含量温度计的脱耦—以北大别三叠纪超高温麻粒岩相变质作

用为例

17:20-17:35 刘婷 研究生 北京大学 冀东曹庄表壳岩变质作用与锆石年代学研究 17:25-17:40 李韵秀 研究生 北京大学
丰镇古元古代碳酸岩杂岩体中石榴辉石岩包体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研究：变质演
化与地质意义

17:35-17:50 杨川 研究生 北京大学 冀东地区的两期麻粒岩相变质作用：来自于基性麻粒岩的记录 17:40-17:55 刘博 研究生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湖北宜昌崆岭地区泥质麻粒岩变质作用及其P-T-t轨迹

17:50-18:05 段站站 研究生 北京大学 冀东-清原地区古元古代变质作用及锆石年代学研究 17:55-18:10 厉子龙 教授 浙江大学 华南显生宙主要变质构造事件与地质演化探讨

7日上午 会场一（地质地球所地3楼二楼报告厅） 7日上午 会场二（大气物理所一楼报告厅）
时间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时间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主持人：

08:30-08:50 刘永江 教授 吉林大学 鞍山地区新太古代构造样式 08:30-08:50 张拴宏 研究员 地科院力学所 燕辽大火成岩省及全球对比：对哥伦比亚超大陆重建的意义

08:50-09:05 田忠华 博士 地科院地质所 胶辽吉造山带中段辽河群变质作用与变形特征的耦合关系 08:50-09:05 王冲 研究生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华北克拉通燕辽地区中新元古代基性岩浆作用及其构造意义
09:05-09:20 乔恒忠 研究生 中山大学 孔兹岩带千里山构造变形历史 09:05-09:20 胡培远 博士 地科院地质所 青藏高原拉萨地块新元古代(~925Ma)变质辉长岩的确立及其地质意义

09:20-09:35 曲军锋 副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浙西南陈蔡岩群的变质变形研究 09:20-09:35 刘超辉 副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华北克拉通北缘白云鄂博群的时代和物源区：对于罗迪尼亚超大陆重建的启示

09:35-09:50 蒋映德 研究员 中科院广化所
造山带多期次构造变形的识别及其对变质演化的启示：以中国阿尔泰造山带
为例

09:35-09:50 崔晓庄 博士 地调局成都调查中心 扬子西缘格林威尔期碎屑物源演变及其构造背景

09:50-10:10 万渝生 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多期构造热事件的锆石U-Pb体系行为 09:50-10:05 王超 副研究员 西北大学 塔里木盆地南缘前寒武纪地质进展

10:10-10:30 于津海 教授 南京大学 华南前寒武纪基底组成和对成岩成矿的控制 10:05-10:15 

10:30-10:40 主持人：

主持人： 10:15-10:35
Pandit

Manoj
教授

University of

Rajasthan

Precambrian geological and metamorphic history and geochronology of NW

Indian Block

10:40-11:00 向华 副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热力学相平衡模拟的误差初步分析 10:35-10:50 王伟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Reconstructing the Indian Block in the Nuna supercontinent: Constraints from the

passive and active margin sedimentation record of the Paleoproterozoic Aravalli

Supergroup, NW India

11:00-11:15 陈冰寒 研究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北京西山地区周口店房山岩体南侧接触变质带的划分及变质矿物演化特征 11:50-11:05
George

P M
博士后 西北大学

Remnants of Oceanic Crust in the Archean Kolli-massif, southern India: Implications

on the Crustal Processes

11:15-11:30 石永红 教授 合肥工业大学 皖东张八岭群主期变质温度评价及岩石类型探究 11:05-11:20 李小犁 博士 北京大学 俄罗斯白海太古代-古元古代榴辉岩研究进展

11:30-11:45 韩晓萌 研究生 吉林大学 黑龙江及其邻区蓝片岩相变质作用研究 11:20-11:35 彭涛 研究生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南非巴伯顿绿岩带Inyoni 剪切域含榴斜长角闪岩的变质演化：温压计、热力学

模拟及年代学证据
11:45-12:00 张晋瑞 博士后 北京大学 内蒙古中部地区锡林郭勒杂岩的变质作用研究 11:35-11:50 仝来喜 研究员 中科院广化所 前寒武纪变质地体记录的矛盾的变质P-T轨迹：以东南极为例

7日下午 会场一（地质地球所地3楼二楼报告厅） 7日下午 会场二（大气物理所一楼报告厅）
时间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时间 姓名 职称 单位 报告题目

主持人： 主持人：

13:30-13:50 耿元生 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中国区域变质作用演化与大陆地壳生长—中国1:500万变质图简介 13:30-13:50 曾令森 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高级变质地体的阶步式变质与深熔作用
13:50-14:05 施建荣 助理研究员 地调局天津调查中心 内蒙古1:5万察右前旗地质填图项目的初步进展及填图方法思考 13:50-14:05 续海金 教授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深熔作用与大别造山带碰撞后演化

14:05-14:20 王浩铮 讲师 西南石油大学 内蒙兴和黄土窑高压泥质麻粒岩变质作用过程中矿物转变及其地质意义 14:05-14:20 谭东波 研究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北大别碰撞后镁铁质岩的形成和岩浆演化：以道士冲角闪石岩为例

14:20-14:35 吴佳林 博士后 长安大学 大同-怀安地区古元古代高压高温麻粒岩的变质演化 14:20-14:35 高一杰 研究生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苏鲁造山带威海地区深熔作用研究
14:35-14:50 蔡 佳 博士 地科院地质所 内蒙古孔兹岩带乌拉山-大青山及集宁地区高级变泥质岩石变质作用研究 14:35-14:50 苟龙龙 讲师 西北大学 西南天山高温变质带泥质变质岩深熔作用研究
14:50-15:05 李文静 研究生 中山大学 贺兰山地区古元古代S型花岗岩：继承锆石指示孔兹岩带原岩性质 14:50-15:05 曹玉亭 讲师 山东科技大学 南阿尔金江尕勒萨依地区榴辉岩折返过程中的部分熔融
15:05-15:20 焦淑娟 副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华北孔兹岩带大青山地体古元古代高温-超高温变质作用 15:05-15:20 张丽娟 博士后 北京大学 西南天山超高压变质带绿帘石族矿物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研究

15:20-15:35 李显伟 研究生 北京大学
华北克拉通孔兹岩带集宁群土贵乌拉—徐武家地区超高温变质作用相平衡模

拟与锆石年代学研究
15:20-15:35 申婷婷 博士 地科院地质所 西南天山超高压蛇纹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15:35-15:50 王彬 研究生 北京大学 徐武家泥质麻粒岩中钛铁氧化物记录的>1120℃超高温变质温度 15:35-15:45    茶歇

15:50-16:00 主持人：

主持人： 15:45-16:05 肖益林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俯冲带Li同位素地球化学过程示踪：理论与应用

16:00-16:15 王洛娟 博士后 中山大学 华北克拉通孔兹岩带凉城S型花岗岩成因研究 16:05-16:20 陈伊翔 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俯冲板片-地幔楔界面流体活动的Mg-O同位素记录

16:15-16:30 张家辉 助理研究员 地调局天津调查中心 天镇-怀安地区早前寒武纪变质基底物质组成及形成时代 16:20-16:35 彭卫刚 研究生 北京大学
新疆西南天山高压ophicarbonate岩石学及地球化学研究：对俯冲带深部碳循环

的启示

16:30-16:45 刘平华 副研究员 地科院地质所
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高压麻粒岩的成因机制：以胶北与大青山-乌拉山高压基

性麻粒岩为例
16:35-16:50 郭顺 副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俯冲板片折返过程中低压金红石的生长：对俯冲带氧逸度变化的指示

16:45-17:00 钱加慧 博士后 中山大学 五台-恒山地区早元古代碰撞造山与折返过程 16:50-17:05 李继磊 副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俯冲洋壳氧化还原状态及俯冲带流体的性质

17:00-17:15 张丁丁 博士后 中科院青藏所
华北克拉通古元古代中部造山带北部赤城沃麻坑泥质高压麻粒岩变质作用和
P-T轨迹研究

17:05-17:20 陈咪咪 博士后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南恒山石榴直闪石岩的多元硫同位素分异

17:15-17:30 彭澎 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华北前寒武纪基性岩墙群研究的几个问题

17:30-17:50 郭敬辉 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地球所
高压麻粒岩-超高温麻粒岩的成因与华北西部早元古代构造演化   ——暨会后

野外地质考察简介

承办单位：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局天津地质调查中心、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

   茶歇  曾令森，仝来喜

 刘福来，王惠初

17:20     可以返回会场一，最后一个报告包含野外的介绍

    茶歇

    茶歇  彭澎，陈仁旭

吴春明，厉子龙

 赵国春，刘永江  肖益林，陈意

        茶歇

 张建新，尹常青

 张泽明，刘良

 郭敬辉，张健  赵太平，王伟(地大武汉)

   茶歇

 魏春景，蒋映德

 开幕式/讲话致辞, 郭敬辉主持

 张立飞

   茶歇

 万渝生

 于津海，宋述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