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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领域：

长期从事活动断层和地震地质的基础理论研究与地震相关减灾应用研究，

近期研究工作：

（1）中国西部祁连山活动构造和地震地质研究；

（2）中国东部郯庐断裂带发震构造和地震灾害风险分析；

（3）地震场地效应三维建模方法研究；

（4）四川凉山地区活动断层普查和地震危险性分析

教育和工作经历：

2017年-至今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2017-2018年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访问学者；

2013-2017年 中国地震局地壳应力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7-2013年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构造地质学专业（活动构造）硕士和博士；

2002-2006年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木工程专业本科。

科研项目：

1. 四川省活断层普查项目，凉山州（含攀枝花地区）1：25万活动断层普查（合同编号：

513420201900050101），2020/01-2022/06，在研，技术负责（2288万）

2.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2018YFC1504202，“融合地球物理反演与地质地貌单元划分的三维

场地建模技术”的专题1“基于不同地貌-沉积单元的场地效应三维模型构建”，

2018/12-2021/12，333万，在研，专题负责（78万）；

3.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重点项目，ZDJ2018-16，郯庐断裂带北延段（辽宁

段）强震孕育的动力学模型研究，2019/01-2022/12，335.72万，在研，专题负责（77万）

4.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重点项目， ZDJ2017-24，青藏高原东南缘构造隆

升与扩展，2017/01-2020/12，399.12万元；子课题：青藏高原东北缘逆冲构造活动模式，在

研，专题负责（50万）；

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402185，冲积扇形态发育对逆断层-褶皱带构造活动

的地貌响应，2015/01-2017/12，24万，负责

6. 中央级公益性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专项，ZDJ2014-12，祁连山北缘玉门断裂带晚第四纪构

造活动的地貌响应，2014/01-2016/12，25万，负责



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602222，甘孜-玉树断裂西段晚第四纪活动性研究，

2017/01-2019/12，20万，参加

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472139，基于阶地暴露年龄的青藏高原东南缘第四纪构造隆

升历史重建，2015/01-2018/12，70万，参加

9.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41402175，藏南佩枯措片麻岩穹窿变形-变质作用及形

成演化研究，2015/01-2017/12，26万，参加

10. 中国地震局行业专项，201408023，我国南北地震带北段活动断层地震危险性评价项目：玉门

断裂带1:50000条带状地质填图，2014/01-2016/12，92.1万，参加

11. 青海玉树7.1级地震应急科学考察项目，巴颜喀拉块体边界带地震空段发震危险性评价，

2010/3-2011/3，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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