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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注册地球物理工程师任职资格名单 

（按姓氏排名） 

序号 姓名 单位 

1 蔡锡伟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采集技术支持部 

2 曹孟起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研究院 

3 常锁亮 太原理工大学 

4 陈昌彦 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 陈海弟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院 

6 陈世军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7 陈小峰 河北中核岩土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8 程建远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9 邓居智 东华理工大学 

10 底青云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11 董伟良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2 杜文凤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3 杜向东 中海油研究总院 

14 范正国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15 冯  宏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 

16 冯茂生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 

17 冯西会 陕西省煤田物探测绘有限公司 

18 高才坤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9 高明程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20 郭  建 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 

21 郭文波 西安西北有色物化探总队有限公司 

22 郭玉峰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23 郭玉松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工程物探研究院 

24 韩立国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25 韩文明 中海油研究总院 

26 韩永琦 甘肃铁道综合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 

27 韩长青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28 何良军 浙江省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院 

29 何展翔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物化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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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胡明考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31 黄清华 北京大学 

32 黄笑春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 0 二地质大队 

33 江民忠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34 李  坚 中铁二院地勘岩土公司 

35 李  貅 长安大学地质工程与测绘学院 

36 李才明 山东正元地球物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7 李怀渊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38 李建国 山西省地球物理化学勘查院 

39 李临涛 中国海洋石油国际有限公司 

40 李书华 山东正元地球物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41 李文忠 长江地球物理探测（武汉）有限公司 

42 李绪宣 中海油研究总院 

43 李学军 正元地球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44 李彦鹏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45 李张明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46 李志华 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地质路基勘察设计研究院 

47 林洪辉 北京铁五院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48 刘  财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49 刘  晓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岩土公司 

50 刘怀山 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 

51 刘金光 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2 刘宽厚 中国地质调查局西安地质调查中心(西安地质矿产研究所) 

53 刘润泽 长江地球物理探测（武汉）有限公司 

54 刘泰峰 河北地质大学 

55 刘运平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岩土公司 

56 柳建新 中南大学 

57 楼加丁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8 卢君实 东北煤田地质局物探测量队 

59 罗辉才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昆明勘察设计研究院 

60 罗壮伟 北京勘察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61 吕公河 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 

62 孟小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 



3 

 

63 米晓利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公司 

64 苗宇宽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第一地质勘查院 

65 明治良 Colchis 公司/科吉思石油技术咨询（北京）有限公司 

66 穆建强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67 倪四道 中国科学院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68 倪卫冲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69 宁宏晓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采集技术支持部 

70 彭苏萍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71 钱忠平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物探技术研究中心 

72 任宝宏 山东正元地球物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73 沙  椿 四川中水成勘院工程物探检测有限公司 

74 山科社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75 沈长明 湖南有色地质勘查研究院 

76 硕良勋 河北地质大学 

77 谭天元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78 汤井田 中南大学 

79 唐东磊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80 田连义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1 汪瑞良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82 王  波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83 王  勇 河北天元地理信息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84 王怀洪 山东省煤田地质规划勘察研究院 

85 王君恒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物理与信息技术学院 

86 王克斌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研究院 

87 王世星 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 

88 魏  嘉 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 

89 文俊武 山东华腾矿业勘查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90 吴志坚 甘肃省地震局 

91 谢昭晖 北京铁五院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92 邢文宝 北京铁五院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93 熊盛青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94 徐国苍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95 徐佩芬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4 

 

96 许德树 北京勘探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97 许峰明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98 薛国强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99 杨  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00 杨  凯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101 杨文锋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岩土公司 

102 杨占东 正元地球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103 殷长春 吉林大学 

104 尹学林 中国电建集团贵阳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05 于国明 北京勘察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106 詹  毅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物探技术研究中心 

107 詹仕凡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108 张积运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 

109 张建清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110 张金淼 中海油研究总院 

111 张明华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 

112 张青杉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探院 

113 张汝杰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国际勘探事业部 

114 张善法 山东正元地球物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15 张焱孙 江西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九 0 二地质大队 

116 张义波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山东正元地质勘查院 

117 张胤彬 山西省煤炭地质物探测绘院 

118 张志清 中国电建集团昆明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19 张作宏 江苏省地质勘查技术院 

120 赵  波 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 

121 赵  群 中石化石油物探技术研究院 

122 周东红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勘探部 

123 周家雄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南海西部石油研究院 

124 周坚鑫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125 朱国维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126 朱向泰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地球物理勘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