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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报批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项目来源 

制定《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是中国地质调查局下达的工作项目“物化遥钻测

方法技术标准的制修订”中的一项工作任务，由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

查研究所承担完成，标准制定周期为 2 年。 

该标准已列入原国土资源部 2014 年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文件名称为《国土资

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4 年度国土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国土资厅发

〔2014〕26 号文），标准计划号为：2014024。 

2、标准起草人 

《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主要起草人为孔广胜，于德武，曾华霖，刘天佑，刘

国辉，何樵登，王俊茹，赵子言，满延龙，王光杰，石姝华，赵震宇，李鹏武，孙惠

荣，于平，刘建勋，杨立寰，程业勋，候胜利，葛良全，杨佳，邹长春，雷振英，任

振波等。  

孔广胜，负责各勘查方法术语词条的筛选、术语词条内容的统编工作以及部分章

节的起草。 

各部分的起草人如下： 

通用术语、地温测量：孔广胜； 

重力勘查、磁法勘查：刘天佑、于德武、曹洛华、赵震宇、李鹏武； 

电法勘查：刘国辉、李金铭、赵子言、满延龙、王光杰、杨立寰； 

地震勘查：王俊茹、于平、刘建勋、石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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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勘查：程业勋、侯胜利、葛良全、方迎尧、李家俊、杨佳； 

测井：孔广胜、邹长春、任振波、雷振英； 

在确定词条收录和审定词条定义过程中，多位专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专

家主要有刘士毅、孙文珂、蔡柏林、周凤桐、罗延钟、牛一雄、曾华霖、何樵登、赵

经祥、胡平、许云、黄绪德、陈俊生、王祝文、潘和平、苑守成、王文先、刘学伟、

吴治平等。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3、主要工作过程 

制定《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经历了搜集资料、词条筛选、定义编写、形成标

准初稿（讨论稿）；专家讨论、征求意见、完善标准，形成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研讨、

广泛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形成标准送审稿；标准审查、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

等主要工作过程。 

（1）标准初稿（讨论稿）形成阶段。 

2010 年 5 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成立了“制定《地

球物理勘查术语》”标准起草组。标准起草组根据任务书要求，制定工作计划，对调

研、编写等工作进行分工，开始搜集相关资料。  

聘请地球物理勘查领域著名专家作为项目顾问指导工作，对成果质量把关。2010

年 8 月 7 日，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组织顾问专家，讨论“制定《地球物理勘查术

语》”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根据专家的建议，《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将按照勘查方法进行分类，划分为通用

术语、重力勘查、磁法勘查、电法勘查、地震勘查、放射性勘查、地温测量、测井等

几个主要部分。按照术语标准的编写程序开展工作：首先从搜集的资料中筛选出拟收

录的词条，由顾问专家确定应收录的词条；确定了收录的词条后，分头编写词条定义，

汇总、修改形成《地球物理勘查术语》（讨论稿）。 

（2）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 

在形成的《地球物理勘查术语》（讨论稿）基础上，组织多位专家对“讨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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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深入研讨，在全国地勘行业选择多个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并进行修改。明确了《地

球物理勘查术语》标准的应用范围、面向用户及参考文献范围等细则。 

2010 年 8 月中旬开始，根据勘查方法领域的不同，分别聘请多位地球物理勘查

方面的专家进行词条筛选。筛选工作主要参照国家标准《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第

28 部分：地球物理勘查》（GB/T 9649.28－2009），同时结合专家自己的经验。参加这

一阶段工作的同志主要来自于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石家庄

经济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成都理工大学、吉林大学、

河北省地球物理勘查院等单位。 

从 2010年9月份开始陆续收到词条筛选结果。项目组对词条筛选结果进行汇总、

整理后，提交给顾问专家进行审核，确定《地球物理勘查术语》中应收录的词条。这

项工作到 2011 年 2 月结束。 

从 2011 年 3 月开始，按照勘查方法的不同，将收录的词条分别交给聘请的专家

编写术语定义（包括英文对照词、注释等）。参加词条定义编写的人员，以前期参加

词条筛选的专家为主。 

在搜集的勘查技术方法规程规范、教科书、专业辞典等文献中，地球物理勘查术

语的定义很少是按照术语标准规范中规定的科学定义模式（定义＝用于区分其它并列

概念的区别特征＋上位概念）编写的，不能直接引用。为此，项目组根据国家关于术

语标准的规范文件中关于术语编写的要求，编写了《术语词条的编写方法》（见附录

1）。将《术语词条的编写方法》作为分头编写词条定义的指导，分发给参加术语词条

定义编写的同志。 

2011 年 5 月，陆续收到各勘查方法的术语词条定义。由于编写专家对术语词条

定义写法（即科学定义模式）的理解程度不同，对术语词条给出的定义形式差别较大。

项目组在保证不损害定义原义的前提下，对全部词条按照科学定义模式的编写方法，

进行统一整理，形成《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1）。聘请在各勘查方法领域

的著名专家审阅修改。经修改形成《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2）。 

从 2011 年 6 月底开始，按照勘查方法不同，分别组织召开专家研讨会。对《地

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2）进行逐字逐句推敲修改，力求每个词条的定义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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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严谨。 

2011 年 6 月 22 日～23 日，在北京地大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地球物理勘查术语》

（征求意见稿 3）中电法勘查部分的研讨会。 

2011 年 7 月 26 日～27 日，在北京地大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地球物理勘查术语》

（征求意见稿 3）中地震勘查部分的研讨会。 

2011 年 8 月 1 日～5 日，在北京地大国际会议中心，召开《地球物理勘查术语》

（征求意见稿 3）中放射性勘查、测井部分的研讨会。 

2011 年 11 月 9 日～12 日，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

意见稿 3）中重力勘查、磁法勘查及通用术语部分的研讨会。 

根据专家研讨会的讨论结果，对《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3）进行修

改、重新编辑整理，形成《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4）。 

从 2012 年 2 月开始对《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4）进行广泛征求意见。

项目组从《全国地质勘查单位资质名录》（中国大地出版社，2006 年）筛选出 52 家

具有甲级、乙级地球物理勘查资质的地勘单位（见附录 2）。这 52 家地勘单位，涵盖

了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原地质矿产部、冶金部、煤炭部及核工业部的主要地

质勘查技术部门。将《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4）分别挂号邮寄给上述 52

家地勘单位。 

（3）送审稿形成阶段。 

从 2012 年 3 月起，陆续收到对《地球物理勘查术语》（征求意见稿 4）的反馈意

见。征求意见阶段工作截止至 2012 年 9 月。根据反馈意见，对“征求意见稿 4”进

行修改，形成《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见反馈意见处理

汇总表。 

2012 年 11 月 30 日，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组织本研究

所内部专家对项目组提交的《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成果

验收初审。在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认真阅读《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后，

给出了总体评价，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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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审专家提出的修改建议，项目组对原《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和

编制说明进行了修改，形成《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和编制说明，并提交中

国地质调查局进行评审验收。 

2013 年 10 月 28 日，在北京地大国际会议中心，中国地质调查局专家委员会组

织专家对《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标准成果评审验收。评

审等级为优秀。进一步完善标准送审稿和标准说明，至 2014 年 8 月，形成标准新的

送审稿和编制说明。 

（4）标准审查阶段。 

2014 年 9 月 17 日-19 日，原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地质勘查技术方法分技

术委员会（TC93/SC3）召开标准审查会，审查通过了《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

提出了标准更名等建议，委员投票表决同意该标准申报国土资源推荐性行业标准。 

（5）报批稿形成阶段。 

2014 年 10 月-2019 年 9 月，按照地质勘查技术方法分技术委员会专家意见和建

议，除对《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外，将标准名称更改为《地球

物理勘查基本术语》。另外，因本标准为术语标准，对术语所下定义应做到简练、准

确、无歧义，故在标准审查会后对本标准收录的术语，逐条进行了仔细推敲、核对，

形成了标准报批稿和标准编制说明、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审查意见汇总处理表、标

准信息概览等标准报批资料。 

2019年 10月-2020年 7月，按照自然资源部行业标准报批新要求和GB/T 1.1-2020

要求，重新整理了该标准系列资料，对标准格式方面进行了转换，与 GB/T 1.1-2020

要求保持一致，完成了《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报批稿）。 

（6）标准再次审查 

由于该标准形成报批稿时间距离分技委（原 SC3）标准审查过去时间较为久远，

需要分技委再次对标准进行审查，以确保标准内容符合当前地球物理勘查领域现状。

2021 年 3 月勘查技术与实验测试标委会（SC3）对该标准进行了函审。委员投票通过

了标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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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标准主要内容及确定论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术语》（GB/T 

20001.1-2001）及《术语工作 原则和方法》（GB/T 10112-1999）的规定进行编写。编

制原则如下： 

1）、以《地球物理勘查名词术语》（王忠敏、林振民主编。内部文献，未颁布）

为基础，借鉴其分类结构，删除其中过时的词条，增加部分新词条，对部分词条定义

进行重新编写。 

2）、《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的选词范围以《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第 28 部

分：地球物理勘查》（GB/T 9649.28－2009）和《地球科学大辞典》为主，选择收录

2010 年 6 月以前颁布的地质行业（及相关行业）规范中的术语。 

3）、《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面向地球物理勘查人员、地质人员、技术管理干

部等，适用于地球物理勘查的语言和文字交流。 

2 标准主要内容 

《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主要内容包括：前言、范围、正文、索引、执行标准、

参考文献等几个部分。 

“前言”部分对标准制定依据、标准的主要内容、标准提出单位、归口管理单位、

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等基本信息进行了说明。 

“范围”部分说明了《地球物理勘查术语》适用范围和收录术语的特点。 

“正文部分”包括“通用术语”、“重力勘查”、“磁法勘查”、“电法勘查”、“地震

勘查”、“放射性勘查”、“地温测量”、“测井”8 个章节，共计 360 个术语词条。其中： 

“通用术语”部分收录了地球物理勘查所包含的勘查方法分类术语及多个勘查方

法中共同使用的术语 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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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勘查”部分收录术语 30 条。其中一般术语 11 条；方法术语 4 条；仪器术

语 4 条；数据采集术语 6 条；数据处理及解释术语 5 条。 

“磁法勘查”部分收录术语 27 条。其中一般术语 2 条；方法术语 5 条；仪器术

语 9 条；数据采集术语 6 条；数据处理及解释术语 5 条。 

“电法勘查”部分收录术语 62 条。其中一般术语 11 条；方法术语 26 条；数据

采集术语 19 条；数据处理及解释术语 6 条。 

“地震勘查”部分收录术语 110 条。其中一般术语 22 条；方法术语 9 条；数据

采集术语 32 条；数据处理术语 29 条；资料解释术语 18 条。 

“放射性勘查”部分收录术语 12 条。其中方法术语 10 条；数据采集术语 2 条。 

“地热勘查”部分收录术语 4 条。 

“测井”部分收录术语 72 条。其中一般术语 19 条；电测井术语 16 条；声测井

术语 7 条；放射性测井术语 11 条；仪器设备术语 11 条；数据处理及解释术语 8 条。 

为了查阅方便，本标准的“索引”部分分别给出了“中文索引”和“英文索引”。 

“执行标准”部分给出了编制本标准过程中遵照执行的国家标准。 

“参考文献”部分给出了编制本标准过程中，所参考的国家标准、地质行业规范、

石油行业规范、专业书籍等资料。 

“附录”部分给出了“术语词条的编写方法”、“征求意见单位名单”、“意见及处

理汇总表”3 个附录。 

3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确定《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 

1）、术语标准的结构 

《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按照词条之间的层级关系对所收录术语词条进行归类。

在第一个层级中，根据勘查方法的不同分为“重力勘查”、“磁法勘查”、“电法勘查”、

“地震勘查”、“放射性勘查”、“地温测量”和“测井”7 个部分，将多个勘查方法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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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的词条归到“通用术语”部分。在第二个层级中，针对某一种勘查方法，按照

方法、仪器、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及解释等环节对词条进行归类，将本勘查方法中基

础性的词条归到相应的一般术语部分。保证了《地球物理勘查术语》的结构符合术语

标准编制所要求的树状结构。 

2）、术语词条收录 

词条筛选范围以《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第 28 部分：地球物理勘查》（GB/T 

9649.28－2009）为主，同时参考了大量的地球物理勘查技术规程规范、教科书、专

业辞典等文献，使《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的收录词条具有广泛性。按照方法分类，

聘请不同领域有经验的专家进行筛选，保证了收录词条的实用性。最后由聘请的国内

著名专家决定应收录词条，保证了收录词条的权威性。 

3）、术语词条定义的确定 

词条定义的形式，尽可能地采用科学定义模式进行编写，使词条定义简洁、规范。

词条定义内容，经过多次讨论修改确定。首先按方法领域不同分别聘请几个专家同时

编写，项目组进行汇总；召开研讨会对每个词条讨论和修改；在全国 50 多家地勘行

业单位征求意见并修改，在送审稿审查验收时评审专家对每个词条进行审核。保证了

各词条的准确和严谨。 

三、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规定了地球物理勘查中常用的、主要术语。编写过程中充分考虑《地球物

理勘查基本术语》的使用者，定位于面向地球物理勘查人员、地质人员、技术管理干

部等，适用于地球物理勘查工作的语言和文字交流。本标准的颁布实施，必将规范勘

查地球物理基本术语和定义，促进勘查地球物理工作学术交流水平的提高。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与国际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按照国家有关术语标准的规范要求编写。在编写过程

中，对近十多年来的国际标准进行了调研，未见专门的“地球物理勘查术语”类标准

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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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是按照国家指导性标准《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分：

术语》（GB/T 20001.1-2001）及《术语工作  原则和方法》（GB/T 10112-1999）的规

定编写的。词条选取时参考了《地质矿产术语分类代码 第 28 部分：地球物理勘查》

（GB/T 9649.28－2009），文中所使用的符号符合《地球物理勘查技术符号》（GB/T 

14499-1993）的要求。 

《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作为地球物理勘查行业通用性强的技术标准，应纳入

自然资源地质勘查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勘查地球物理专业基础性行业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2010 年 5 月，在项目设计审查时，有专家提出《地球物理勘查术语》的编写可

以按照勘查数据采集空间的不同，分为空间、航空、地面、地下几个大的结构单元进

行分类。为此，在项目设计的修改时，提供了两种结构的编写大纲供讨论确定。 

在 2010 年 8 月 7 日召开的顾问专家研讨会上，专家们就《地球物理勘查术语》

的总体结构问题（按数据采集空间分类或按勘查方法分类）进行了充分讨论。多数专

家认为，尽管两种分类方法都存在术语词条交叉重复的问题，但按照勘查方法的分类，

相对而言重复会少一些，也更符合习惯。大专院校专业课程的设置、教材的编写，科

研、地勘单位的部门设置，大多采用按勘查方法进行划分。所以最终确定：制定《地

球物理勘查术语》采用按照勘查方法分类的总体结构。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将《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作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将《地球物理勘查基本术语》纳入自然资源标准体系，以行业技术标准形式颁布

实施，并在适当时候进行标准的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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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可废止的现行标准或替代标准。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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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术语词条的编写方法 

一、术语格式 

术语词条是构成《地球物理勘查术语》的基本单位。每个术语词条应包含“术语代码”、“术

语名称”、“英文对照词”、“术语定义”４个必要组成部分和同义词、注释等非必要组成部分。 

“术语代码”是用来表明一个术语词条在概念体系的树状结构中的位置、与其它术语词条之

间关系的一组数字。它的组成是由该术语词条在《地球物理勘查术语》中的位置确定的，没有固

定的级次限制。 

“术语名称”是在文字交流中，明确表达某一概念的首选中文词。 

“英文对照词”是在文字交流中，明确表达某一概念的英文词。它与术语词条相对应。可以

是一个，也可以有多个。第一个英文对照词为首选对照词。 

“同义词”是在当前的文字交流中使用的、与首选中文词具有相同含义的中文词。在使用时

不会产生误解和歧义，但不建议使用。同义词可以有多个。 

“术语定义”是术语词条含义的表述。它是《地球物理勘查术语》中一个术语词条的核心部

分。 

“注释”是对术语定义的补充说明。如果不属于术语的定义内容，且需要特别说明的，可以

用注释。 

每个术语词条编排样式如下。 

 

5.2.5  

 电磁法 electromagnetic method 

 感应类电法 

 观测与研究涡旋电流场的电法勘查方法。 

 注 1：简称 EM。 

在上面例子中“电磁法”词条的“术语代码”是“5.2.5”。本术语代码是一个 3 级代码，每

级用“.”隔开。第一级代码“5”表示“电磁法”是属于“电法勘查”大类；第二级代码“2”表

示“电磁法”是属于“电法勘查方法”分类；第三级代码“5”表示“电磁法”是“电法勘查方

法”的第 5 个词条。 

“术语代码”单独占一行，用 5 号黑体字，顶格编排。 

“电磁法”为“术语名称”，单独占一行，用 5 号黑体字，空两个字编排。 

“electromagnetic method”为“英文对照词”。首选的英文对照词用粗体 5 号“Times New 

Roman”字体，与“术语名称”编排在同一行，在“术语名称”之后，中间空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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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多个“英文对照词”，首选的排在最前面。其余的按顺序编排，用 5 号“Times New Roman”

字体，由逗号隔开。 

“感应类电法”是“电磁法”的同义词。列在“术语名称”之后，另起一行，用 5 号宋体字，

空两个字编排。如果同义词有多个，每个占一行，空两个字编排。 

“观测与研究涡旋电流场的电法勘查方法。”为本术语的“术语定义”。单独占一行，空两个

字编排，用 5 号宋体字。如果定义较长，可以多行。 

“注 1：简称 EM。”为本术语的注释。注释的格式是以“注：”开头的描述，用小 5 号宋体字。 

二、编写术语定义的基本原则 

在术语词条定义的编写过程中，应掌握以下原则： 

1. 准确性 

在一个以属种关系为基础的概念体系中，定义要指出该概念在体系中的确切位置，反映符合

于本体系的本质特征，待定义的概念一方面继承了上位概念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又借助区别特

征同其它并列概念有效地区分开来。 

在对术语进行定义时，对“名词”性的术语应界定清是什么；对“动词”性术语要解释清楚

如何做。 

定义仅需要使用解释或说明的方式，不应该写成要求的形式。定义通常表述为陈述型句式。 

2. 适度性 

定义要准确、适度。即定义要紧扣概念的外延，不可过宽或过窄。 

如定义“机动车”，一种定义为“机械驱动的交通工具”，另一种为“以汽油为燃料、机械驱

动的车辆”。显然第一种定义的范围过宽，因为“机械驱动的交通工具”除了包括机动车之外，

还包括船舶和飞机；另一种定义的范围过窄，因为机动车还可以使用其它能源。 

3. 简明性 

定义要简明扼要。除指明上位概念外，只需要写明区别特征。如有多个区别特征，不必全部

列出。 

如“船舶是水上交通工具，依靠人力或机械驱动”就属于不简明。后半句是多余的，只要写

成“船舶是水上交通工具”就可以了。 

4. 不可循环定义。如果一个概念用第二个概念下定义，而第二个概念又引用第一个概念，这

样写成的定义就称为循环定义。 

如“肺炎是肺部发炎”就属于循环定义。 

三、术语定义的写法 

定义是对概念的语言描述。它指出某一概念在概念体系中的确切位置，并将该概念同相关概

念区分开来。在层级体系中，除了最高层级概念外，都可以采用科学定义模式。《地球物理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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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将采用科学定义模式为主进行编写。 

1、科学定义模式（优选结构） 

科学定义模式是内涵定义的一种形式。其形式可表达为“定义＝用于区分其它并列概念的区

别特征＋上位概念”。 

区别特征可能有很多个，术语的定义中不必包括全部区别特征，只要能够将其它同一级别中

的并列术语区别开来，将本术语说清就可以。 

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前的层次。在一个层次中的上位概念，在上一

层次中就为下位概念。 

例如： 

术语词条“声幅测井”的定义为：观测声波在传播过程中振幅衰减的声测井。 

这里“观测声波在传播过程中振幅衰减”属于区别特征，它区别于并列概念“声速测井”；“声

测井”属于上位概念。 

术语词条“声测井”的定义为：以钻孔周围介质的声波传播性质为基础的测井。 

这里“以钻孔周围介质的声波传播性质为基础”属于区别特征，它区别于“电测井”等其它

测井方法；“测井”属于上位概念。 

在“物探－测井－声测井－声幅测井”层次结构中的“声测井”，它是“测井”的下位概念，

又是“声幅测井”的上位概念。 

2、外延定义 

下位概念如果说众所周知且屈指可数的，可采用外延定义。 

3、用公式描述 

如地震数据处理中的一些变换处理很难用一两句话简单描述。但建议最好能抽出概念实质，

用优选结构（科学定义模式）去定义。 

四、编写术语定义应注意的事项 

下面是常见的几种不正确的写法。应避免这些情况发生。 

错误１：在定义中重复。 

例 1：云量 

云量是指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 

这里“云量是指”就属于重复，应直接叙述为“遮蔽天空视野的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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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ＴＶＧ增益曲线 

声波接收机的电压增益随时间变化的规律称为ＴＶＧ增益曲线。 

这里“称为ＴＶＧ增益曲线”就是重复。 

错误２：在定义中用“它”、“该”、“这个”等代词开头。 

例 3：放射性年 

它是利用自然界中一些放射性元素……。 

这里“它是”就是多余的，应该删除。 

错误 3：在定义中用“是指”、“表示”、“称为”等代词开头。 

例 4：溶解氧 

是指溶解在海水中的氧气。 

错误４：在定义中包含了附加的内容。 

例 5：对流层顶 

对流层与平流层间的过渡层。对流层层的高度和温度随纬度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同

时还与天气系统的活动有关。 

这里后一句“对流层层的高度和温度随纬度和季节的不同而变化，同时还与天气系统的

活动有关。”就属于多余的附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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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征求意见单位名单 

[1]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地质处 

[2]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3] 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 

[4] 华北地质勘查局五一九大队 

[5] 中国冶金地质勘查工程总局一局物探队 

[6]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物测队 

[7]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水文物测队 

[8]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物测地质队 

[9]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10]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11] 山西省地球物理化学勘查院（山西省第六地质工程勘察院） 

[12]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三地质勘查院 

[13] 内蒙古国土资源勘查开发院 

[14] 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局 

[15] 东北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16] 辽宁省有色地质局勘查研究院 

[17] 吉林大学地质调查研究院 

[18] 黑龙江省地球物理勘察院 

[19] 黑龙江省煤田地质物测队（黑龙江四维物探测绘有限责任公司） 

[20] 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 

[21] 江苏省核工业二七二地质大队（核工业南京建设公司） 

[22] 江苏煤炭地质物测队 

[23] 江苏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四队 

[24] 浙江煤炭地质局综合物探测量队 

[25]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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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安徽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技术院 

[27] 安徽省勘查技术院（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第一综合物探大队） 

[28]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二地质大队 

[29] 山东省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山东中煤物探测量总公司） 

[30] 山东省物化探勘查院 

[31] 湖北省地球物理勘察技术研究院 

[32] 湖南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物勘院 

[33] 广东核力工程勘察院 

[34]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勘探开发总公司） 

[35] 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 

[36] 广西壮族自治区三一○核地质大队 

[37] 广西地球物理勘察院 

[38] 煤炭科学研究总院重庆分院 

[39] 四川省地质调查院（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质矿产科学研究院） 

[40]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探队 

[41] 四川省冶金地质勘查局六○五大队 

[42] 四川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 

[43] 贵州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 

[44] 云南省地矿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队 

[45]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物化探总队 

[46] 西北有色地质勘查局地勘院 

[47] 陕西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 

[48] 甘肃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二地质矿产勘查院 

[49] 甘肃省地质调查院 

[50] 宁夏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 

[51] 青海省地质调查院 

[52] 新疆地矿局物化探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