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论文名称 英文名称 类型 论文作者 期刊名称 期刊级别

1
分层土壤水分的遥感估算—
—以岷江上游毛儿盖地区为

例
国内外公开发表 戴晓爱:第一 杨鑫:第三 杨武年:第二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核心期刊

2
江西省银山斑岩型铜铅锌
（银）矿床成矿模式探讨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瑜亮:第一 孙燕: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3
西藏尕尔穷铜金矿床矿石特

征及成因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何佳乐:第一 孙燕: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4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ce of Rare

Native Element Minerals
and Intermetallic

Compounds from th

国内外公开发表 肖渊甫:第一 Acta Geologica Sinica 核心期刊

5

Ore-forming Fluid
Characteristics in Ga’

erqiong Cu-Au Deposit
of Bangong Lake-

Nujiang River Metallo

国内外公开发表 何佳乐:第一 肖渊甫:第二 Acta Geologica Sinica 核心期刊

6

Mineralization systems
of a mantle plume and

Ore-searching Prospect
of the Zhongdian Area in

Yunnan

国内外公开发表 吕劲松:第一 肖渊甫:第二 Acta Geologica Sinica 核心期刊

7
川东南华蓥山锶矿带特征及

成矿条件 国内外公开发表 单阳威: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8
德工牛场斑岩铜矿床地质特

征与成矿预测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杨开睿: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9
滇西北峨眉山玄武岩与冈达
概组下段玄武岩对比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吕劲松:第一 肖渊甫:第二 岩石矿物学杂志 核心期刊

10
广西十万大山中生代盆地充

填序列及构造原型恢复 国内外公开发表 肖瑞卿: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11
海南省抱伦金矿地质特征及

矿床成因 国内外公开发表 肖瑞卿: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12
河北省文安斜坡带油气富集

规律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亚男: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13
江苏苏州地区钻孔岩芯的古

地磁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宗雯: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14
江西省吉水县川峰坳铁矿成

因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洪孝: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15
内蒙古白音查干多金属矿床

地质条件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白海铃: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16
内蒙古白音查干锌-铁-铅-铜
多金属矿床地质条件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白海铃: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17 浅析冈底斯带区域矿产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肖瑞卿: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18
钦杭成矿带东段燕山期伴生
金矿床特征:以江西银山铜多

金属矿床为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瑜亮: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19
钦行成矿带成矿亚带划分及

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郭龙: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20
陕西省镇安县东沟金矿床成

因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洪孝: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21
四川省木里县德工牛场斑岩

铜矿地质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杨开睿: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22
西藏嘎拉勒铜金矿床成矿元

素赋存状态 国内外公开发表 何建娟: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23
西藏尕尔穷铜矿床金银矿物

特征及赋存状态 国内外公开发表 龚婷婷:第一 肖渊甫:第二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核心期刊

24
新疆黄土坡铜矿床地质特征

及找矿标志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亚男: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25 新疆康西瓦断裂构造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郑琅:第一 肖渊甫:第二 2013，19（Z1） 核心期刊

26
新疆托里县宏远铜矿地质特

征的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亚男: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27
新疆托里县宏远铜矿地质条

件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亚男: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28
云南南涧太平村岩体岩石学

及稀土元素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徐超: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29
云南省乐秋乡砂岩型铜矿点
地层特征和对找矿的指导 国内外公开发表 郑琅: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30
云南省弥渡县-南涧县哀牢山

断裂带内变质岩组合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泽: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31
云南巍山谷波罗斑岩体岩石
地球化学特征及岩浆演化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学仁: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32
浙江省开化县外际底金银矿

成因 国内外公开发表 何建娟: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33
浙江省瑞安市坑底铅锌矿床

成矿作用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郭显忠:第一 肖渊甫: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34
浙江省桐村钼矿床Re-Os同位

素年龄及地质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张世铭:第一 肖渊甫:第二 地质与勘探 核心期刊

35
准噶尔盆地夏盐11 井区侏罗

系三工河组储层特征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张杰:第一 肖渊甫: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36
基于ARM S3C2440车牌识别

系统的研究与设计

Research and Design of
the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Systems
Based on ARM

S3C2440

国内外公开发表
Qin, Zhen-Tao:第一 Yang, Wu-Nian:第

二 Yang, Ru:第三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其他

37
基于广义高模型的局部自适

应遥感图像去噪研究

Locally Adaptive Image
Denoising of Remote
Sensing Image Based

on Generalized
Gaussian Distribution

国内公开发行 秦振涛:第一 杨武年:第二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
核心期刊

38
基于稀疏表示和自适应字典

学习的“高分一号”遥感图像去
噪

The Remote Sensing
Image Denoising of “The

First Satellite of High
Resolution” Based on

Sparse Rep

国内公开发行 秦振涛:第一 杨武年:第二 潘佩芬:第三 光电工程 核心期刊

39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植被含水

率模型

Vegetation moisture
content model based on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国内公开发行 潘佩芬:第一 杨武年:第二 戴晓爱:第三 国土资源遥感 核心期刊

40
一种基于K-means算法的最

佳聚类方法

A method for
determining optimal
number of clusters
based on K-means

Algorithm

国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Qin, Zhentao:第一 Yang, Wunian:第二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Information Systems

其他



41
一种新的最佳聚类数确定方

法

A new method of
determing optimal
number of clusters

国内公开发行 秦振涛:第一 杨武年:第二 电子技术应用 核心期刊

42
资源三号卫星CCD影像云处

理方法研究

The methods of ZY - 3
satellite CCD image

cloud processing
国内公开发行 吴晓萍:第一 杨武年:第二 李国明:第三 电子技术应用 核心期刊

43 大熊猫生境评价

Evaluating the habitat
quality of Giant

Panda(Ailuropoda
Melanoleuca) using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

国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简季:第一
Polish Journal of

Ecology
核心期刊

44 大熊猫生境预测

Predicting giant panda
habitat with climate data
and calculated habitat
suitability index(HSI)

map

国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简季:第一
Meteorological

Application
核心期刊

45
基于AutoCAD二次开发的高

斯投影转等积割圆锥投影 国内外公开发表 余代俊:第一 蒲朝旭:第二 朱逍贤 :第三 测绘通报 核心期刊

46
RS与GIS支持下的汶川县城

周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

The assessment of
geohazard danger in
Wenchuan County

based on RS and GIS

国内公开发行 刘汉湖:第一 中国地质 核心期刊

47
高光谱遥感岩矿端元提取与

分析方法研究

The end-member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method for rocks and

minerals using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

国内公开发行 刘汉湖:第一 杨武年:第二 杨容浩:第三 岩石矿物学杂志 核心期刊

48
高光谱遥感岩矿识别方法对

比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ineral Identification

Methods Using
Hyperspectral Remote

Sensing Data

国内公开发行 刘汉湖:第一 杨武年:第二 杨容浩:第三 地质与勘探 核心期刊

49
高校地学专业遥感地质学精

品课程教学改革 国内公开发行 刘汉湖:第一 杨武年:第二 测绘科学 核心期刊



50

Thermochronological
Studies on Sou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
A Case of Shangri-La

Area

国内外公开发表 Deng Jianghong(邓江: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51

The Diabase Magma
Evolution Discussion at

Luoji Village of
Northwest Yunnan

国内外公开发表 Deng Jianghong(邓江: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52

Regional Tectonic
Stability Evaluation of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rlung Zangbo
River Hydropower

国内外公开发表 Deng Jianghong(邓江: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72
雅鲁藏布江中游崩塌滑坡地

质灾害与防治 国内外公开发表 邓江红:第二 地质学报（中文版） 核心期刊

67
滇西香格里拉洛吉早二叠世

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邓江红:第二 地质学报（中文版） 核心期刊

53
Behaviors of Mantle

Fluids During
Mineralizing Processes

国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一
GEOCHEMISTRY –
EARTH'S SYSTEM

PROCESSE
核心期刊

54

The petrographical and
isotope geochemical
tracers for deep ore-

forming fluids from the
Laowangzhai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China Journal of

Geochemistry
核心期刊

55

Noble Gas Isotope and
Silicon Isotope Trace the

Crust-mantle Effect in
the Ore-forming
Process: Exam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56

Geochemistry and
Implication of Paleogene

Intrusions from the
Kemailuo of Shangri-La

Region, Eastern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57

The Discove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pecial Mix Crystal

Xenoliths in Shoshonitic
Volcanic Brecc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58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59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ineralization of Xiaya
Rockbody in Changdu

area,eastern Tibet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60

Sequence-Depositional
Character and Evolution

of the Middle Triassic
Series in Northern

Sichuan Basi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61

Magma Property,
Evolution and
Metallogenic

Significance of Adakitic
Alkali-rich Porphyry from

Machan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62

Petrogenesis of Permian
basalt from Luoji region
of Shangri-La，Western

Yunnan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u Xianfan(刘显凡):第二 Geologica Sinica Acta 核心期刊

63
藏东昌都地区夏雅岩体特征

及成矿作用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新疆地质 核心期刊

64
藏东夏雅岩体岩石地球化学

特征及其成矿作用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65
滇西北甭哥碱性杂岩体地球

化学与成矿作用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中国地质 核心期刊

66
滇西香格里拉阿热岩体岩相
学与矿物化学特征及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地质学报（中文版） 核心期刊

68
老王寨金矿床同位素组成特

征及其地质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金属矿山 核心期刊



69
老王寨金矿锶-钕-铅同位素组

成特征及其地质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科学技术与工程 核心期刊

70
西藏拉诺玛铅锑锌矿床矿物

特征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71
西藏玉龙铜矿带含矿斑岩与

非含矿斑岩特征对比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地质学报（中文版） 核心期刊

74
云南马关碧（钾）玄质火山
角砾岩中矿物混晶包体特征

及其地质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地学前缘 核心期刊

75
云南香格里拉九龙区橄榄辉
石岩块中单斜辉石环带的研

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76
云南香格里拉县洛吉地区基

性杂岩的地球化学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地质与勘探 核心期刊

77
云南香格里拉县洛吉蛇绿混
杂岩中单斜辉石的矿物学特

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显凡:第二 中国地质 核心期刊

73
云南六合正长斑岩中花岗岩
包体U-Pb锆石定年及其地质

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甫峰:第一 地质学报（中文版） 核心期刊

78

Thermochronologic
constraints on uplifting
events since the Early

Cretaceous in the north
margin of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国芝:第一
Journal of Earth

Science
核心期刊

79

constraint of Apatite T-t
history on uplift of salient

in southern Jiyang
depression, Eastern

China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国芝:第一 Acta Geologica Sinica 核心期刊

80
川中磨溪构造龙王庙组流体

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刘传:第一 王国芝: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81
江南造山带内二叠系硅质岩
的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地质意

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黄华:第一 王国芝:第二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核心期刊

82
南江地区灯影组储集层次生

孔洞充填矿物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东:第一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 核心期刊



83
四川盆地东南缘河坝MVT铅
锌矿与古油气藏的成生关系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国芝:第一 刘树根:第二 陈华翠:第三 地学前缘 核心期刊

84
塔东地区英东2井寒武系-奥陶

系储层流体地球化学示踪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东:第一 王国芝:第二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核心期刊

85
西藏达布地区花岗斑岩与典
型埃达克岩地球化学特征对

比浅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毛秀丽:第一 王国芝: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86
西藏达布显角囊斑岩铜钼矿

岩体地球化学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陈俊瑾:第一 王国芝: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87
西藏甲玛铜多金属矿石榴子
石矿物学特征及成因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唐小倩:第一 王国芝:第二 地球学报 核心期刊

88
云南绿春下志留统-上三叠统

砂岩碎屑组分与物源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邹波:第一 王国芝:第二 地质科技情报 核心期刊

89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G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Jurassic Gacangjian

Volcanics in th

国内外公开发表 Fei Guangchun:第一
ACTA GEOLOGICAL

SINICA
其他

90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G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Zenong Group
Volcanic Rocks in Bain

国内外公开发表 Fei Guangchun:第一
ACTA GEOLOGICAL

SINICA
核心期刊

91

Characteristcs of the
sulfur isotope

equilibrium temperature
of the Dongzhongla Pb-

Zn deposit in Tib

国内外公开发表 Fei Guangchun:第一
ACTA GEOLOGICAL

SINICA
核心期刊

92
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中段白垩
纪火山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地

质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费光春:第一 地质论评 核心期刊

93
西藏安多马登火山岩地球化
学特征及对班公湖-怒江洋俯

冲极性的指
国内外公开发表 费光春:第一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94
贵州苗龙金矿床毒砂中金的

赋存状态研究

Study on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gold

occurrence in
Arsenopyrite of Miao
Long gold deposit in

国内外公开发表 陈翠华:第一 矿床地质 核心期刊

95
试用X射线谱图拟合简单定性
分析青海省都兰县双庆铁矿

床
增刊

何朝鑫:第一 陈翠华（导师，通讯作:第
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96
西藏蒙亚啊铅锌矿21号矿体
中矽卡岩矿物及其特征浅析 增刊

何朝鑫:第一 陈翠华（导师，通讯作:第
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97 新疆松湖铁矿矿石特征 增刊
王驰源:第一 陈翠华（导师，通讯作:第

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98
云南老寨湾金矿床硫铅同位

素地球化学特征 增刊
赵德坤:第一 陈翠华（导师，通讯作:第

二
高校地质学报 核心期刊

99
川东北地区上二叠统油气储
层中流体包裹体特征及成藏

期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保华:第一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核心期刊

100
贵州丹寨汞矿田甲烷包裹体

研究及其地质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葆华:第一 地学前缘 核心期刊

101
贵州岩屋坪汞矿床有机流体

成矿的包裹体证据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雯霞:第一 李葆华:第二 地学前缘 核心期刊

102

Application of Scenario
Analysis and Multiagent
Technique in Land-Use
Planning: A Case Study

on Sanj

国内外公开发表 于欢:第一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核心期刊

103

Wetlands Change
Simulation using Cellular

Automata at Multi-
Scales

国内外公开发表 于欢:第一
Advanced Materials

Research
核心期刊

104

Estimation Model of Soil
Freeze-Thaw Erosion in

Silingco Watershed
Wetland of Northern

Tibet

国内外公开发表 于欢:第二
The Scientific World

Journal
核心期刊



105

The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for

tourism of Karst
mountain area

国内外公开发表 于欢:第二
WIT Transactions on
Engineering Sciences

核心期刊

106
Data repeatability of remote

sensing mineralized
alteration

Data repeatability of
remote sensing

mineralized alteration
mapping: a case study

from Duolong porph

论文集 张廷斌:第一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Vols
核心期刊

107
斑岩型铜矿找矿预测中环形
构造的示矿作用——以玉龙-

马拉松多子
国内公开发行 张廷斌:第一 国土资源遥感 核心期刊

108
西藏别惹则错北部区域多龙
式斑岩型铜矿床遥感找矿潜

力分析
国内公开发行 张廷斌:第二 中国矿业 核心期刊

109
西藏多不杂斑岩型铜矿

ASTER遥感蚀变异常特征 国内公开发行 张廷斌:第三 国土资源遥感 核心期刊

110
西藏喀湖错地区斑岩铜矿遥

感找矿预测 国内公开发行 张廷斌:第二 国土资源科技管理 核心期刊

111
基于MAPGIS K9数据中心的
西藏矿产资源潜力评价信息

管理系统开发
国内外公开发表 叶江:第一 国土资源管理 核心期刊

112
矿山测量中高精度手持式
GPS的定位模式及应用 国内外公开发表 叶江:第一 矿业研究与开发 核心期刊

113

A new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method for

coal gangue: Preparing
alite-sulphoaluminate

cement

国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徐冠立:第一
Advances in Materials

and Materials
Processing

其他

114
成都地区主要粘性土壤的矿

物学特征 国内外公开发表 徐冠立:第二 科技通报 核心期刊

115
含钡硫铝酸盐水泥的水化动

力学与热力学研究

Study on Kinetics and
Thermodynamics of

Hydration of Ba-bearing
Sulphoaluminat Cement

国内外公开发表 徐冠立:第一 材料导报B刊 核心期刊



116
社区参与地质公园建设的意
愿调查与驱动力分析——以

华蓥山大峡谷
国内外公开发表 孙传敏:第三 地理科学 核心期刊

117
青藏高原北缘新生代早期构

造运动

Early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northern margin of

the Tibetan Plateau
国内外公开发表

冉波:第一 李亚林:第二 朱利东:第三 郑
荣才:第四 严宝年:其他

岩石学报 核心期刊

118
青藏高原中部新生代伦坡拉

盆地沉降史分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马鹏飞:第一 王立成:第二 冉波:第三 岩石学报 核心期刊

119
四川盆地南缘骑龙村剖面五
峰－龙马溪组黑色页岩孔隙

大小特征的重
国内外公开发表

冉波:第一 刘树根:第二 孙玮:第三 杨迪:
第四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核心期刊

120

The Occurrence of
Radioactive Elements

and Its Significance from
Galale Copper and Gold

Deposit in B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强:第一 Acta Geologica Sinica 核心期刊

121
班公湖—怒江成矿带嘎拉勒
铜金矿床发现罕见铋矿物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强:第一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核心期刊

122
云南省南涧县铁厂铜矿点矿

化牲及其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强:第一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123

The Basement Structure
and its Genetic

Mechanism of Sichuan
Basin,China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 Hongkui:第一
ACTA GEOLOGICAL

SINICA(English Edition)
核心期刊

124

The Tectonic Dynamic
Difference of Basin-
range Coupling and

Basin-mountain
Coupling:Analysis of

Song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 Zhongquan:第一
ACTA GEOLOGICAL

SINICA(English Edition)
核心期刊

125

The Carboniferou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rvoir Analysis?of

the Sixth and Ninth
Area, Kar

国内外公开发表 LI Zhongquan:第二
ACTA GEOLOGICAL

SINICA(English Edition)
核心期刊



126
“4·20”芦山地震与“5·12” 汶川

地震发震断裂初析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忠权:第二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核心期刊

127
川西北天井山构造变形特征

与物理模拟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忠权:第二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核心期刊

128
龙门山重力滑脱作用形成挤
压性构造的物理模拟实验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忠权:第一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核心期刊

129
乌尔逊凹陷反向断层及与油

气的关系 国内外公开发表 李忠权:第三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然

科学版)
核心期刊

130

Petrogenesis of
adamellites from eastern

Shandong Province:
geochronological,

geochemical, and Sr-Nd

国外学术期刊发
表论文

王涛:第一
International Geology

Review
核心期刊

131
胶南花岗岩锆石饱和温度及

其地质意义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涛:第一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核心期刊

132
山东胶南燕山期碱性正长岩
的地球化学及其成因探讨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涛:第一 矿物岩石 核心期刊

133
香格里拉九龙二叠系峨眉山

玄武岩的岩石成因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涛:第一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 核心期刊

134
香格里拉洛吉晚二叠系玄武
岩的元素地球化学及其成因

研究
国内外公开发表 王涛:第一 矿物岩石 核心期刊

135
哀牢山造山带南段仰宗岩体
地球化学特征及其构造环境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德军:第一 矿物岩石 核心期刊

136
哀牢山造山带南段中二叠世

晚期娘宗岩体厘定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德军:第一 地质科技情报 核心期刊

137
雅砻江锦屏一级水电站左岸

深部裂缝成因机制探讨 国内外公开发表 赵德军:第一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核心期刊

138
RIA技术方案下的插件式
WebGIS系统架构设计

Architecture Design of
Plug-in WebGIS System
Using RIA Technology

国内外公开发表 罗智勇:第一 测绘科学 核心期刊

139
基于数据库存储方案的高性

能瓦片地图服务研究

High performance tile
map service based on

database storage
scheme

国内外公开发表 罗智勇:第一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核心期刊



140
针对WFS服务的JSON数据传

输方案研究

The Research of JSON
Data Transmission
Scheme for WFS

Service

国内外公开发表 罗智勇:第一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核心期刊

141
西准噶尔晚古生代岩浆活动

和构造背景

Paleozoic magmatism
and tectonic setting in

West Junggar
国内外公开发表 高睿:第一 岩石学报 核心期刊

142
贵州谢家坝铅锌矿床微量元

素地球化学特征浅析 增刊 陈翠华:第一 张燕（通讯作者）:第二 矿物学报 核心期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