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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情况 

罗先熔，男，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得者、广西壮族治自区优秀专家，

桂林市拔尖人才.桂林理工大学隐伏矿床预测研究所所长。 

教育背景:1975-1978 年毕业于昆明工学院，1990-1992 年于武汉地质学院研究生学习，获硕士学

位，2002-2005 年于合肥工业大学获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1978 年 8 月毕业，在冶金部地质研究所工作，1983 年 8 月调桂林理工大学工作至今，

一直从事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电化学勘查研究教学工作，已指导 40 名硕士研究生完成学业，3 名

博士生完成学业。  

二．学术任职 

现任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IGCP-514 国际对比计划委员会委员、国际勘

查地球化学协会会员，中国地质学会矿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地质学会教育分会理事，中国矿物

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应用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地质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地质

学会矿产普查勘探专业委员会委员，广西地质学会学术评审委员会副主任、物化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广西矿业协会常务理事，广西黄金协会常务理事。 

 



三．荣誉和奖励 

1、2013 年 12 月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2、2007 年 12 月获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个一项 

3、1999 年 10 月获广西区党委、区政府授予区优秀专家称号 

4、1997 年 10 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5、1998 年 7 月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 

6、 1996 年 12 月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 

7、 1996 年 6 月获广西区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8、 1996 年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地学新星称号 

9、 1995 年 12 月年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10、 1995 年 10 月获桂林市委、市政府拔尖人才称号 

11、 1995 年获桂林工学院有突出贡献员工奖 

12、 1994 年 12 月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二等奖 

13、1992 年 9 月获中国青年科技银锤奖 

14、1991 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15、1991 年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 

16、1990 年获广西首届青年科技奖 

17、1996 年被选拔为部级跨世纪第二层次人才 

18、1998 年、1999 年、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5、2006、2007 年、2008 年、2009 年

获桂林工学院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四．研究方向 

罗先熔教授三十余年来一直从事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电化学勘查研究及教学工作，在地球电化

学勘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部分成果达国际先进水平。先后在国内外主持和承担了

数十余项地质科研项目的研究工作，其中政府间国际合作项目 1 项，国际合作重点项目 1 项、国家科

技攻关、国家科技支撑项目 5 项，国家科技专项 1 项，国家 305 项目 2 等项，省部级项目 30 余项。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100 余篇学术论文，出版专著 4 部、教材一部，获专利一项，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4 项。 

2004 年以来，罗先熔教授先后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挪威、芬兰、意大利、智

利、日本、印度、赞比亚、西非塞拉利昂等国家从事科研合作研究及学术交流。2012 以来年先后被



国内有关地质部门邀请到黑龙江、新疆、甘肃、宁夏、青海、河南、湖北、江苏、福建、山东、广西、

云南、四川、贵州等省作地电化学新方法找矿研究学术讲座。 

经过多年来不懈努力的艰苦探索，特别是在地球电化学勘查寻找隐伏矿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

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国内乃至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做出了显著贡献，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率先在

国内提出并开展了这一极有前景的找矿研究工作，30 余年来，跑遍了国内外 60 余个矿区的 80 多个

矿山。经过在东北原始森林覆盖区，内蒙草原覆盖区，西部荒漠戈壁区，西北黄土高原覆盖区，青藏

高原冻土区，长江中下游外来冲积平原区，南方厚层残坡积物覆盖区，川滇深切割高寒区，黔桂大石

山地区等不同类型的厚层覆盖区和西部复杂地形地貌景观区的上千次反复找矿试验和理论研究，取得

了数万个有很高价值的研究数据，成功地研制出适用于我国厚层覆盖区寻找隐伏矿的地电化学系列方

法技术，利用地球电化学勘查这套快速找矿的定位技术，在国内 20 个省的 60 多个矿区外围及国外澳

大利亚、赞比亚等矿区深部找到了上百余个具有找矿前景的地电化学综合异常靶区，有的靶区已经工

程验证见到了隐伏的金、银、铜、铅、锌、钨、锡等金属矿体，获得了上亿元的找矿经济效益和广泛

的社会效益。 

为在我国厚层覆盖区及西部复杂地形地貌景观区寻找隐伏金属矿闯出了一条新路，引起了国内外

同行专家的极大关注，在国内人民日报、科技日报、国土资源报、勘查导报、科学中国人、中国地质

教育、中国有色金属、广西日报、桂林日报等媒体先后给予报道，在澳大利亚先后有；EXPLORE、

Australia’s MINING MONTHLYAustralia’sEXPPLORENEWSLETTER 等多家媒体都做了相关报道。 

 

五．科研项目 

1、在研项目 

（1）吉林省长白山玄武岩地电化学集成技术深部找矿预测研究，，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编号：

12120114038401---2，项目负责，2014.1-2015.12. 

（2）黑龙江东宁县金矿区多种新方法寻找金矿预测研究，武警黄金部队，课题组长，2012，

1—2014，12. 

（3）云南省保山西邑铅锌隐伏矿化探方法技术研究，中国地质调查局项目，编号：

12120113101500---3，项目技术负责，2013.1-2015.12. 

（4）地球电化学勘查法在隐伏区找矿中应用，福建省 121 地质大队项目，项目负责，

2014.1-2015.12. 

（5）内蒙鄂尔多斯盆地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寻找隐伏铀矿研究及找矿预测。中核集团重点专项，

项目负责，2013.1-2014.12.。 

 



2、2004-2014 年主持完成的科研项目 

（1）盆地穿透性地球化学探测技术研究，国家深部探测技术与实验研究专项，编号：201011055-2， 

专题组长，2010.1.－2013.12。 

（2）独立供电偶极子地电化学技术规范化究，中国地质调查局，编号：2011-01-58-03，项目负

责，2011.1-2013.12. 

（3）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在青藏高原冻土覆盖区寻找隐伏金属矿研究及找矿预测，编号：青国土

资矿［2010］207 号，项目负责，2011.1-2013.12. 

（4）大兴安岭中南段有色金属成矿远景区划，中国地质调查局，编号：1212011121087，项目负

责，2012.1-2013.12. 

（5）相山矿田重点地段铀多金属隐伏盲矿地电化学法预测研究.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编号：

DZ2012-6, 课题组长，2012.1-2014.12. 

（6）青海省祁连县郭米寺—尕大坂铜多金属矿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寻找隐伏铜多金属矿研究及找

矿预测。青海省第五地质勘查院，编号；QHDK2010-2， 2010.1-2012.12。 

（7） 矿产资源多元信息勘查技术开发及综合示范研究,项目编号；2007DFA2091 科技部国际合

作重点项目. 2008.1-2010.12。 

（8）危机矿山接替资源勘查技术与示范研究（金川铜镍矿山深部及外围综合勘查技术示范研究），

项目编号；2006BAB01B08。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07，1—2010。 

（9）楚伊犁－西天山成矿带整体研究与勘查技术集成，国家 305 项目，2008.1-2010.12． 

（10） 甘肃省靖远县银硐沟铜铅锌矿勘查区民采区地物化多种方法寻找隐伏矿预测研究、2008.6.

－2010， 

（11）内蒙古阿巴嘎旗哈达特陶勒盖矿区多元信息勘查技术寻找隐伏铅、锌、银多金属矿研究及

找矿预测，内蒙阿巴嘎旗哈达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1-2010.12 

（12）贵州省务川县黄坪岩铅锌多金属矿区土壤热释汞、电导率测量寻找隐伏汞矿研究，贵州省

有色金属和核工业地质勘查局三总队，2011.1-2012.2 

（13）甘肃省和政县大峡铜多金属矿区高精度磁测找矿预测研究。甘肃招金公司，2010.1-2011.12。 

（14）青海省拉脊山铜镍矿、大场金矿电化学集成技术 寻找隐伏金、银、铜、镍多金属矿研究

及找矿预测，编号；QHDK2010-5，青海省第四地质勘查院，2010.1-2011.12。 

（15）浙江江山长台地区地电化学法寻找隐伏铀铅锌矿预测研究，编号；73-4J-2DO-DZ8,核工业

北京地质研究院，2010.8-2011.8。 

（16）甘肃天水市包家沟金矿普查区 1／万地质简测及地球化学方法寻找金矿预测研究，甘肃招

金公司，2010.1-1011.12。 



（17）甘肃天水市麦积区包家沟金矿普查区地化方法寻找金矿预测研究，甘肃招金集团有限公司，

2008.5-2009.5 

（18）江西乐安湖溪地区地电化学法寻找隐伏铀矿预测研究，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2009、

6-2010、6 

（19）金川铜镍矿山深部及外围综合勘查技术示范研究，国家支撑计划课题，2006、1-2009、12 

（20）黑龙江省黑河市上游岩金普查区地电方法寻找隐伏金矿预测研究, 武警黄金部队项目

2006，1—2006.12.  

（21）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洛坪金矿普查区地质地化寻找金、银、铜、铅、锌多金属矿研究. 陕

西国金矿业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2007 年 12 月.  

（22）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八里沟～山阳县马鹿坪 金矿普查区地质地化寻找金、银、铜、镍、

铅、锌多金属矿研究. 陕西国金矿业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2007 年 12 月.  

（23）甘肃省白银市东南区Ⅰ号铜铅锌金银矿普查区多种新方法找矿研究. 白银金鸿资源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项目.2007、1-2008.6. 

（24）甘肃省靖远县银硐沟铜铅锌矿勘查区民采区地物化多种方法寻找隐伏矿预测研究、白银金

鸿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2008.6.－2009.12. 

（25）甘肃省靖远县银硐沟铜铅锌矿勘查区 1/5 万物化探普查工作，白银金鸿资源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项目.2008.6.－2009.12. 

（26）黑龙江东宁县金矿区多种新方法寻找金矿预测研究，武警黄金部队项目， 2008，1—2008，

12 

（27）快速定位预测隐伏金矿床的高科技集成技术的研究。科技部中澳政府科技合作项目，编号

20050175，2006、1-2008、12 

（28）内蒙四子王旗三元井金矿地电化学找矿研究，武警黄金部队项目， 2005，1—2006，3 

（29）澳大利亚 Challenger 金矿、Kalkaroo 铜金矿、Goulds dam 铀矿地电化学法找矿试验研究，

中澳国际合作项目，2005，6—2006，12 

（30）云南木利锑矿区深边部多种新方法寻找隐伏锑矿研究，云南木利锑业股份有限公司项目：，

2005，1—2006，12 

（31） 青海化隆铜镍矿区深部找矿研究，青海金隆集团公司项目，编号 200501 2005，1—2006，

12。  

（32）广西岩茶金矿地物化综合找矿研究，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项目，2004，1—2005，12 

（33）地球电化学勘查技术标准化及综合示范找矿研究课题组长，中国地调局项目，2004，1—

2005，12 



（34）大型锡矿山接替资源勘查技术与示范。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 2004BA615A

—03，2004，1—2006，6 

（35）安徽五河大巩山金矿地物化找矿研究，五河招金有限公司，2004,3---2005.12 

（36）吉林汪清县杜荒岭金矿地电化学找矿研究，武警黄金部队项目， 2004，1—2005，12 

（37） 山东招远栾家河断裂带多种新方法寻找隐伏金矿的研究,山东招远黄金集团公司,课题组

长，2003,8---2004.12 

（38）广西高峰矿区物化探深部找矿研究,广西高峰矿业公司, 2003,10—200410. 

六．研究兴趣和研究生招生方向 

勘查地球化学 

地球电化学勘查 

深穿透勘查地球化学 

应用地球化学 

矿产普查与勘探 

成矿规律与隐伏矿床定位预测 

七．90 年代以来主要论文 

1、高原寒冷区地电化学方法寻找隐伏铜多金属矿研究，地质与勘探，2012.48（2）；344-351 

2、地球电化学法在中国—澳大利亚两国寻找隐伏铀矿的对比研究，地质通报，312012.（1）；

126—135 

3、利用地电化学法寻找隐伏铅锌银多金属矿研究，地质通报，2012.31（1）；143—150 

4，黑龙江八里房矿区地电化学法寻找隐伏金矿的研究，黄金科学技术，2012.20（1）；19—22。 

5.深穿透勘查集成技术在高原寒冷区找矿预测研究—以甘南忠曲金矿为例，地质通报，2012.31

（1）；112-119 

6.地电化学技术在青藏高原冻土覆盖区寻找隐伏金矿的研究，现代矿业 2012.514（2）；50-52. 

7.锡铁山铅锌矿成矿规律浅析，南方国土资源，2012.01，4346 

8. onic conductivity anomaly in soil cover-Exploration of blind mineralization beneath regolith 

cover.China Earth SciJanuary. (2010) Vol.53 No.5: 649-656. 

9. 第四纪沉积物覆盖区地电化学方法寻找隐伏金矿研究 . 桂林理工大学学报 . 2010  

Vol.30.29.NO.1 

10. 地 电 化 学 法 在 金 川 南 延 寻 找 隐 伏 镍 钴 矿 的 应 用 . 桂 林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2010  

Vol.29.NO.1.47-51. 



11. 白银矿田外围物化探找矿模型及找矿预测. 广西科学. 2010.17（2）151-155. 

12. 陕西商州洛平金银铜矿普查区地质地球化学特征及找矿潜力分析 . 黄金科学技术. 2010. 

Vol.18. NO.1.40-45. 

13. 甘肃白银 1 号多金属矿普查区物化探找矿研究. 黄金科学技术. 2010. Vol.18. NO.1.27-31 

14. 地电化学集成技术在黑龙江金厂金矿的应用研究及找矿预测. 黄金科学技术. 2010. Vol.18. 

NO.5.117-122. 

15. 地电化学法在南澳大利亚寻找隐伏金矿研究.地质与勘探. 2010. Vol.46. NO.1.153-159. 

16. 青海拉水峡铜镍矿综合找矿模型及找矿预测.桂林工学院学报. 2009 Vol.29.NO.1. 25-30. 

17. 干旱荒漠区地电化学法寻找隐伏多金属矿. 桂林工学院学报.2009  Vol.l.29.NO.4.39-444. 

18. 甘南忠曲金矿区物化探找矿模式研究及找矿预测，地质与勘探，2009（45）4.450-455 

19. 云南木利锑矿 3 号背斜多种方法寻找隐伏锑矿研究，现代矿业，2009（480）4.22-25 

20. 、《Geological features and exploration at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Jinchuan Cu-Ni mineralization》

2009 年 6 月 Ni-Cu(Pt)岩浆矿床国际学术研讨会议论文集 

21. CHIM-geoelectrochemical method in exploring for concealed mineralisation in china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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