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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投稿。
发行对象：向本实验室内部人员，
及国内古地磁界的同行（参考资料）。
佛曰：“如何让一滴水不干涸？把
这滴水放到大海中去！” 我们个人的
成功与快乐就像一滴水，也只有在与
别人分享时，才会显现出应有的价值，

发行方式：电子版本（彩色）和纸
质版本（黑白）。
经过初步探讨，《PGL-Letters》将包括
以下栏目：
期刊首语

一个人也才可能创造更大的奇迹。分
享成功，就是在为自己开辟新的成功

人物介绍 （在地磁学方面做出贡献的
专家以及实验室人员介绍）
专题介绍 （每期设置一主题）

之道。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因为它

文献导读 （地学领域最新文献简介）

不但灿烂了自己，更芬芳了别人。
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个分享成功与
快乐的平台，更为了形成我们实验室

研究进展（包括本实验室最新的研究进
展，成果总结等）
Seminar 专栏（包括来访报告者及其报
告内容简介等）

自己的文化氛围，经过探讨决定创立
我 们 实 验 室 自 己 的 刊 物
《PGL-Letters》。

实验专栏（包括仪器使用，方法改进，
实验心得等）
重点连载（包括教学专栏，文献综述的
连载等）

该刊物宗旨：大家刊物大家办，办
好刊物为大家！
该刊物的定位：融知识性与趣味性
为一体，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加强
研究深度探讨。
征稿方式：该刊物将由我们实验室
所有人员参与创作，同时欢迎同行业

疑难问答（主要是专业问题的交流探
讨）
文化动态（该部分内容较为灵活，包括
实验室组织的活动图片，生活感悟等抒发胸
臆或看法等方面的小篇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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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日祥
朱日祥(1955-)，山西大同市人, 地球物理学
家。1978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物理系，1984年在中国
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获硕士学位，1989年在中国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博士学位，之后在中国科学院
地球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法国奥尔良大学荣
誉博士。现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所
长；兼任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秘书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第三世界科学院地球科学奖
励委员会委员；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5
年当选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曾获第三世界科学院地球科学奖、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青年
科学家奖、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国科学
院青年科学家一等奖、1994年获首届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中国科学院首届"百人计划"优秀科研团队称
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学术带头
人。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230余篇，其中150
篇被SCI收录；被SCI引用1000余次。
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学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在
极性转换期间地磁场形态学、地质时期地磁场古强
度变化与地球深部过程的相关性以及沉积盆地古
地磁定年等领域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性的成果。在
国内开辟了地质时期地磁场古强度研究新领域，论
证了地磁极性倒转频率与地磁场强度呈负相关性，
将古地磁学的研究范畴拓展到认识地球内部过程。
主持创建了集成岩石磁学、古地磁学和地磁场古强
度研究的综合实验室，开拓了新的实验技术和方
法，该实验室已成为岩石磁学与古地磁学领域国内
外研究中心之一，提升了我国该研究领域在国际上
的地位和影响。
朱日祥院士特别注重于实验、观测和理论综合
研究，他根据地球科学的发展趋势，建成了在硬件
设备上具有开展岩石磁学、古地磁学和同位素定年
等综合实验研究能力的先进水平的实验室；自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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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建成了国际上地学领域磁学实验室“静磁屏蔽
室”面积最大，屏蔽效果属世界先进水平的“零磁
实验环境”；开拓了在真空或氩气环境下对岩石样
品进行热处理和地球磁场强度测定等一系列新的
实验方法和技术。良好的研究环境和创新的实验方
法以及富有开拓性的研究思路，吸引了国内外科学
家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目前，实验室每年都有
一批批重要的实验数据在国际著名学术刊物上发
表，提升了我国该研究领域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
响。实验室已经成为该领域在国际上的研究基地之
一。在不断开拓与进取的过程中，朱日祥领导的研
究小组也成长为一支富有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的科研团队。他们先后培养了博士 20 余名，其中 2
人已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1 人入选中国科
学院“百人计划”，1 人获德国洪堡基金， 1 人获
欧盟玛丽-居里奖学金，1 人获中科院青年科学家二
等奖。

磁学简介
磁性是物质的一种普遍而重要的属性，从微观
粒子到宏观物体以至宇宙天体，都无不具有某种程
度的磁性。特别是强磁性材料对现代科学技术和现
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地磁场是地
球最重要的物理场，中华民族最早认识到地球有磁
场(敖红)，比如，北宋著名学者沈括，他所著的《梦
溪笔谈》中指出“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
然常微偏东，不全南也”。这里不仅说明了磁针的
指南特性，而且肯定了磁偏角的存在（纪新林）。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磁石的指向性的国家，在公
元 1 世纪战国时期就发明了指南针，并在随后的航
海中得到大规模的应用。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计
算机和航天技术的发展，地磁学的新发现不断给人
们带来新的希望和激动，研究领域不断在扩展，概
念不断在更新，并与其它学科交叉结合，诞生出许
多极富生命力的边缘学科(敖红)。
古地磁学、岩石磁学、环境磁学和理论磁学是
磁学研究重要的分支学科。

古地磁学
古地磁学是建立在岩石磁性观测基础上的地
磁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岩石剩磁强度和方向的测
量，分析提取岩石形成时期所记录的当时地磁场的
强度、方向。我们需要获得的是岩石形成时最原始
的记录，而部分岩石从形成至今经历了漫长地质历
史时期，期间可能会发生次生变化而获得了次生剩
磁或是被重磁化，因此并不是所有的岩石都能用于
古地磁研究。火山岩是岩浆喷出后迅速冷凝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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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录了当时地磁场的信息，比较适合做古地磁
的相关研究（纪新林）。
古地磁学在地学领域解决了许多常规地质、物
理和化学方法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敖红）。具体地
讲，古地磁学是研究地球磁场在地质时期里变化特
征的一门学科，它主要应用于大地构造学、构造地
质学、地层学以及考古学等领域，是一门受到广泛
重视的技术学科（纪新林）。20 世纪 60 年代的地
球科学革命，无疑是由板块构造学说引起的。板块
构造理论是在大陆漂移学说、海底扩张学说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板块构造学说从产生到发
展，都与古地磁的成果紧密相连。极移曲线，海底
磁异常条带的发现和研究，极大地推进了板块构造
学说的形成和建立，也逐渐形成了现代古地磁学的
重要学科分支古地磁学。它主要研究各大陆或者地
块在各个不同的地质年代的古纬度和旋转，地磁场
古强度的大小和方向；利用极移曲线和 VGP，可以
得到板块或者地体在地质时期的运动迁移情况；通
过对地磁场古强度大小和方向的研究，希望能得到
地球磁场演化的信息，进而探讨地球深部动力活动
与地质事件之间的联系，探索地球和地球磁场形成
演化的秘密（刘成英）。比如，地磁学利用古地磁
学的方法发现了磁极倒转现象，大大丰富了关于地
质历史时期地磁场演化的知识（纪新林）。

子理论就比较复杂，到宏观的又有很多的非线性特
征。而且经常我们需要一个反演过程，需要从已知
的磁性参数推出岩石样品含有的磁性矿物种类等
特征，然后以此判断其它数据的准确性（比如古地
磁方向的准确度）或者可用程度（比如某些参数能
够反应气候指标）等。反演的过程本身就具有多解
性，加上我们本来赖以反演的物理模型自身就有很
多缺陷，跟实际的过程可能并不完全相符。虽然我
们可以借助多种方法改善这种情况，可以得到一些
确定的有用的信息，但是所有这些还是使得岩石磁
学成为比较复杂的学科（秦华峰）。
要更好的理解掌握岩石磁学，从而更好的应用
它。首先，应该从最简单的情况入手。比如知道一
些磁性矿物，在最简单的情况下的一些磁性特征，
可以尝试利用合成的具有特定成分、粒度等已知磁
性颗粒做起，改变一些特定的条件（实验室可以控
制的各种粒度分布，混合状态等），看看对实际的
磁性参数会有什么具体反应。只有知道这些最基本
的情况，才可能理解更为复杂的数据或者曲线。在
理解最简单的情况的各种磁性参数的具体数据曲
线反应时，最好能够改善实际对应的理论物理模
型，建立合适的数学表述，或者利用计算机能够模
拟出这些数据。然后才能尝试理解更为复杂的岩石
的情况（秦华峰）。

岩石磁学

环境磁学

岩石磁学是通过研究各种磁性矿物的磁性随
着其成分、粒度和含量等的变化特征，帮助认识自
然界的各种磁性记录、岩石剩余磁性和磁化过程等
的一门基础学科。从 19 世纪中叶开始，关于物质
磁性的理论逐步建立起来。1845 年，Farady 确定
了抗磁性和顺磁性的存在；1932 年，Neel 首先提
出了反铁磁性的概念，随后，还对铁磁性和亚铁磁
性物质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岩石中非常重要
的尼尔(NEEL)理论(敖红)。
常见携磁矿物的种类并不是很多，主要包括赤
铁矿、磁铁矿、磁赤铁矿、针铁矿、钛磁铁矿、黄
铁矿及胶黄铁矿等。通过测量岩石的 IRM 曲线，J-T
曲线、κ-T 曲线及进行一系列低温试验，结合携磁
矿物本身的一些磁特性，如矿物的居里温度、尼尔
温度、磁铁矿的 Verwey 转换、赤铁矿的 Morin 转
换等，并采用一些数据处理方法，如 FORC 图、Day
图及磁滞回线，我们可以鉴别出岩石中携磁矿物的
粒度，并推断携磁矿物的可能种类（黄晟）。
从最基本的情况上，岩石磁学的参数都是由岩
石当中所含的磁性矿物决定的（这里所说的磁性矿
物包括广义上的能反应磁参数的矿物，含顺磁，逆
磁，铁磁物质）。从理论上讲，如果知道磁性矿物
种类，颗粒状态分布等实际的情况，应该可以通过
计算得出岩石所反映的所有磁性特征（包括磁化
率，热磁曲线，低温曲线，磁滞回线，或者交变退
磁情况，IRM 获得曲线，ARM 等）。不过以目前的水
平还没有完全达到这种程度，原因是铁磁的微观量

岩石磁学只是这个领域的统称，而并非只是研
究岩石磁性的一门学科。事实上，它涉及非常多的
研究材料，包括合成磁性样品和天然样品。天然样
品又包括海相，湖相，风成沉积物，土壤，火成岩，
沉积岩，变质岩，俘虏体，陨石，城市灰尘等等（纪
新林）。岩石磁性和矿物磁性技术除用于古地磁学
外，目前正用来研究环境系统，藉以获取有关全球
环境变化、气候过程和人类对环境影响的重要信
息。以往的这类研究工作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特
的领域，叫做环境磁学（纪新林）。
环境磁性主要通过解译自然沉积物或者岩石
的磁学性质来恢复环境变化历史，它即可以用于古
环境研究，也可以用于现代环境变化的监测。目前，
国内外环境磁学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磁性矿物的
后生变化、从沉积序列中提取地磁场相对强度变化
的记录和利用沉积物的磁学特征揭示古环境和沉
积物物源等方面。近年来，环境磁学在我国黄土磁
学研究中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然而对其它类型
的沉积物，如湖泊和海相沉积物，涉足的还非常少。
拓展环境磁学在我国的研究与应用范围，不仅有助
于在我国更广的领域发挥环境磁学的作用，而且对
推动环境磁学的深入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敖红)。
环境磁学技术有潜力阐明诸如气候学、生态
学、地貌学、水文学、土地利用研究、气象学、海
洋学、沉积学和土壤科学等多种领域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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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磁学
理论磁学主要是建立模型解释各种现象以及
变化。地球是太阳系最具活力的星球，重要原因是
地球有液态的外核.产生了一系列地球动力学过
程。在我们关注地磁场的各种信息时，不禁要问太
阳系其他星球是否有磁场？金星没有磁场也没有
固体的内核，水星有很微弱的磁场，不到地磁场的
百分之一，木星与地磁场差不多 ，土星、天王星、
海王星不到地磁场的十分之一，火星无发动机过程
产生的磁场，但在南半球有200nT剩磁.说明火星曾
有Dynamo，关于火星的研究也很多。利物浦大学做
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他们通过对样品的一系列退磁
以及再次磁化，揭示尽管现在没有磁场但是火星曾
经有磁场，他们表示这意味着火星原始有一个液
核，热核流动对流过程产生火星磁场；表面曾经变
暖，冷却的快是因为它的直径只有地球的一半；对
流和磁场消失，火星现在比地球更冷。这些结果说
明火星曾经可能有生命，预言地球将有一天冷到一
个极限，将不再有生命。
陨石是研究行星磁场的介质，也是测量其剩
磁。但是相比岩石来说陨石常常出现比较复杂的复
合的磁矢量，例如最初从母体喷出和进入地球；在
强的没有热效果的等离子区产生的冲击剩磁；降落
后暴露在地球磁场中可能获得的粘滞等温剩磁。另
外陨石的载磁矿物也比较复杂，从现在收集到的陨
石中的载磁矿物除了磁铁矿还包括尖晶石、赤铁
矿、铁纹石、磁黄铁矿、钛赤铁矿等。陨石球粒是
太阳星云圆盘增长时原始材料熔化形成岩石的毫
米小球。这些小球从液相线以上、居里点以下迅速
冷却，得到 TRM，记录了太阳星云的古场。由于陨
石 的 在 加 热时 的 不 稳 定性 ， 所 以 不适 合 经 典 的
thellier 方法，现在关于测量古场强度的方法很
少，一般为 REM 方法，即 NRM\SIRM，但是也只是
粗略的估计古场强度，有待研究更好的方法（纪新
林）。
理论磁学研究，主要希望通过综合各种磁学信
息，以及地球动力学，地球物理等相关领域的研究
成果，利用计算机模拟构建地幔对流的理论模型，
以解释地磁场起源和演化，强度的变化，倒转的机
制，并预测未来地磁场的变化和发展。

生物磁学
生物磁学是地磁学与生物学相交叉的一门学
科。自然界中的一些生物，如鸽子，蝙蝠，海龟等，
对于地球磁场是有响应的。通过对这些生物的研
究，可以探讨地磁场与生命体的联系。另外，铁是
生命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铁在分子水平内的迁移
合成可能会为生物应用、分子材料等领域带来新的
信息。一些微生物，如一些细菌，可能在地球形成
之初就已存在，可能与一些铁矿的形成有关。也就
是说，生物磁学是研究与生物活动过程有关的磁现
象，进一步拓展了地磁学研究的领域

学习经验
近年来，我们实验室在古地磁学、岩石磁学、
环境磁学以及生物磁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并建立了一个国际一流的综合磁学研究实
验室。这为我们实验室的每个成员提供了一个非常
好的研究平台。在博士期间应该修学储能，博学广
纳。也就是希望在这期间能博采众长，把各种基本
功都打好，同时注意研究思想的培养。这就要求自
己的知识体系不能太单一，过早的把自己筐死在一
个小的范围必将故步自封、粗陋浅薄。自己应该广
泛学习，多方涉猎，从不同角度把问题认识深入化。
例如，在研究河湖相沉积物的岩石磁学和环境磁学
时，不能只关注其本身的一些研究，对黄土、湖泊
和海洋沉积物等的磁学性质都应该有所涉猎，同
时，对于一些非磁学的环境指标和测量技术也要有
所了解。这样才能使自己遇到问题时能看得比较远
（敖红）。
对于磁学首先是简化的理论模型和复杂的实
际情况的差距，我们所看到的现今剩磁等计算公式
都是在较为理想的条件下测得的关系，而这种明显
的比例关系与当时科学家们无意或者有意选择的
研究对象有莫大的联系。大多的关系式是在简单矿
物相情况下成立的，但是实际环境中，由于年代的
久远，从岩石，矿物形成到今天挖掘出来进行研究，
其中经历很多的变化，化学的，物理的，生物的，
频繁的地质运动也会造成样品的复杂与不均一性，
这使得每个公式在具体到实际问题的时候都要考
虑到各种影响因素，比如设定参数，延伸或者用推
导公式进行计算。而且由于岩石矿物成分的复杂性
和目标参数的测量的误差，使得一般情况下的计算
结果很难做到类似化学滴定这样精度，这就需要我
们结合实际情况和实验目的对研究结果进行取舍
和归一，得到符合解决实际问题的数据。第二点在
于，岩石磁学中的问题都不是孤立或者单纯地要取
得一组磁学数据为目的的，而是解决相关的地质学
问题，单靠岩石磁学的知识只能了解到表面的数
据，结合地质背景才能深刻理解岩石磁学对地质学
问题解决的促进与辅助作用，譬如著名的板块漂移
和涉及的构造问题就是通过古地磁学中的磁性倒
转得到有力的阐述，比较广泛的基础地质学，矿物
学等背景知识对于解决一个实际的地学问题有着
重要的作用。(李陛)
在完成了一系列野外工作之后，接下来就需要
大量的室内工作，这包括样品的加工、一系列的实
验、整理并分析数据、阅读相关文献、与导师及同
行交流并报道最终结果。然而，一个问题就是，为
什么在做相关的工作之前，一定要开展相应的岩石
磁学研究？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答古地磁学家
们询问最多的一个问题：你从样品中获取的剩磁
(尤其是高温剩磁分量，通常以此作为样品的特征
分量 ChRM) 是否为在岩石形成时期的原生剩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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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ary Remanence)？剩磁是否稳定？有无在后
期经历重磁化作用等？要回答这个问题，先决的岩
石磁学研究就成为不可少的“必修课” 。
目前，就我们自己的实验室来说，无论是从仪
器设备还是从研究水平来看，在国内外都是一流
的。这么好的条件，对于每一个能够进入实验室参
与研究工作的青年人来说，都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就自己来说，在这里不仅有条件开展相应的实验以
验证自己的想法，并且能够不断发现很多新的、有
意义的问题，同时，能与所在的优秀科学家群体直
接面对面地进行交流与沟通，这本身就能够学习到
很多书本中根本无法囊括的精华。
在目前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完全具备各方面的
条件以及能力开展相应的工作，应该说，从实验室
角度来看，无论软、硬件条件都是绝对一流的。对
于任何一个有抱负的青年人来说，在进入实验室之
后，就应该抓住一切学习机会向周围人无论是导
师、兄弟姐妹还是访问人员虚心学习、交流，此外，
思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对于所学习的知识、
想法或是尝试的机会，都应该仔细考虑，在有了一
个比较明确的想法之后(包括细节的考虑)，可以进
行一些探索性地尝试，应该说，在经过这样一个学
习、累积的过程之后，自己才会在整个博士论文阶
段的学习与工作当中得到很多收获（李震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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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他们通过对样品加热和高速摩擦后发现，样
品中存在的pyrite, siderite，和chlorite在高温处理中
受热分解，造成磁化率升高。同时发现，siderite的
影响最为显著。因此，在地震引起的地层走滑过程，
由于摩擦造成的局部深高温可以引起siderite的部
分分解，造成样品的高磁化率，进一步还可以引起
该断层附近的高磁异常。这项研究给读者开辟了新
的研究思路，样品简单的磁化率变化还可以和地震
挂钩。【刘青松】

地磁学的研究历史：地磁场起源问题曾经被爱因
斯坦列为物理学五大未解决的难题之一。二十世纪
中叶以来，地磁学和古地磁学为地球科学的发展起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相关文献浩如烟海。然而，了
解此前地磁学和古地磁学的发展历程仍然是十分
必要的，可是要想获得系统的文献资料并不容易。
为此，Courtillot & Le Mouël 系统总结了 1269－1950
年间地磁学的研究历史，值得一读（全文详见 Rev.
Geophys., 45, RG3008, doi: 10.1029/2006RG000198,
2007）。作者首先着重强调了 Petrus Peregrinus 的奠
基性贡献。Peregrinus 是一位法国学者，他于 1269
年写了一篇关于磁学的短文被誉为中世纪实验科
学 的 里 程 碑 。 关 于 Peregrinus 的 更 多 信 息 可 见
http://www.answers.com/topic/petrus-peregrinus 。 随
后，作者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系统总结了各个时代的
代表性研究成果及其相应的代表人物。例如，十六
世纪，两大科学巨人 Gilbert 和 Le Nautonier 就地磁
场偏离于轴向偶极子场是区域性还是全球性特征
这一问题展开了 PK；十七世纪开展了系统的地磁
观测；十八、十九世纪之交，de Lamanon、de Rossel
和 von Humboldt 发现了地磁场强度从两极向赤道
有规律衰减的现象；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三位岩
石 磁 学 的 代 表 性 人 物 ， 即 Fournet 、 Delesse 和
Melloni，他们分别在剩余磁化和感应磁化、重磁化
以及熔岩流冷却时的磁化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大
约在 1900 年左右，Brunhes 发现了地磁极性倒转；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Chevallier 首次进行了磁性地层
研究并假设地磁极曾经明显移动过，Matuyama 揭
示了更新世以前的地磁场倒转。【邓成龙】

地磁场强度
Knudsen et al. (EPSL, 2008, 319-329) 通过重新编辑
GEOMAGIA50数据库中近5万年以来地球磁场绝
对强度数据，发现地球磁场强度有整体上升的趋
势。同时，磁场还包含诸多千年尺度的快速波动。
这一结果与通过10Be计算的强度结果具有很好的
可比性，但是唯一的不足是在40-41ka (Laschamp地
磁偏移), 新的结果并没有对应强度最低值，可能是
年龄误差造成。【刘青松】
Tanikawa et al. (EPSL, 2008, 372-381)研究了台湾
Chelungpu Fault附近的一个海洋孔的磁化率升高的

地震预测进展
2008 年 5 月 12 日 14 时 28 分，四川汶川县
（31.0°N，103.4°E）发生震级为 8.0 级地震，
直接受灾地区达 10 万平方公里。截至 7 月 4 日 12
时，四川汶川地震已造成 69195 人遇难，374159 人
受伤， 18624 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 1500.6341 万
人 ， 累 计 受 灾 人 数 4561.2765 万 人
（http://baike.baidu.com/view/781.htm）。这次
灾难显示了地震可以造成难以预料的破坏，而能否
精确预测地震一直是科学界的难题。
最近，美国科学家在地震预测方面取得了重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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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展 (Nature，Vol 454, 204-208)。相关实验是由 Rice
University,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and
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 共同完成的。
科 研 人 员 选 取 Parkfield 的 San Andreas Fault
Observatory at Depth（SAFOD） drill site 作为研究
地点。通过采用 cross-well 方法，研究人员发现，
在此区域的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 3 级和 1 级）之
前（10 小时和 2 小时），均检测到了岩石应力的变
化。他们推测，随着地震检测数据的不断积累，在
将来人们有可能利用这种应力变化来预测地震的
发生。
但是，Amsel 对这种预测地震的方法提出质疑
（ http://www.xys-reader.org/v.php?id=ebooks
/others/science/misc/wenchuan451.txt ）。 他 认
为，一方面岩石应力的变化与地震的发生不能简单
对应，例如，在 Parkfield 的一次 2.6 级地震之前没
有观测到岩石应力的变化。另一方面，美国科研人
员是用地震波速间接换算出应力大小，而“地应力
的直接测量方法已经相当成熟”，所以“看不出这
种方法对现在的应力测量有多大实用意义”。
就目前而言，我们距离能够精确预测地震还很
遥远。但是随着观测数据的积累，试验方法的改正
和新模型的建立，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科研人
员能够在地震预测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林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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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盆地东部的大长梁剖面进行详细的岩石磁
学研究，初步探讨了这套湖相沉积物记录的古环境
信息。结果表明在整个更新世泥河湾盆地的局部气
候与黄土记录的中国北方气候是一致的。第四纪期
间在中国北方大量地区都沉积了巨厚的黄土－古
土壤序列，而泥河湾盆地却堆积了一套灰黄色粉砂
/细砂和灰绿色粉砂相间的湖相沉积序列。灰绿色粉
砂层通常磁化率较低，有机质和石英含量较高，颗
粒较细，很多层位都具有明显的层理，与湖心相沉
积物相似；而灰黄色粉砂/细砂层通常磁化率较高，
有机质和石英含量较低，颗粒较粗，沉积物压实程
度低于灰绿色粉砂，基本不显层理，更接近湖滨相
沉积物。综合沉积物岩性、环境磁学参数和地球化
学参数分析，我们认为泥河湾湖相沉积物中灰绿色
粉砂沉积物中磁铁矿含量的减少主要是由还原溶
解作用引起的。通常情况下，在温暖潮湿的间冰期，
植物和生物活动繁盛，大气降水和地下水补给充
裕，有利于强还原溶解作用的进行；在寒冷/干燥的
冰期，大气降水和地下水补给减少，湖水面降低，
湖滩露出水面，进而有利于氧化环境的形成。因此
泥河湾灰绿色粉砂和灰黄色粉砂/细砂的沉积相旋
回可能反映了第四纪以来的间冰期/冰期旋回，并且
灰绿色粉砂可能对应着间冰期，灰黄色粉砂/细砂可
能对应着冰期。 另外，综合的岩石磁学和粘土矿
物学研究还表明了泥河湾盆地在更新世的气候是
干旱化逐渐加强的。因此在更新世期间泥河湾盆地
的局部气候变化与黄土记录的中国北方气候是一
致的，早期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不仅面临着间冰期/
冰期的周期性气候波动，同时还面临着气候的干旱
化加强，从而显示出对环境变化的较强适应能力。
【敖红】

神秘的泥河湾
自 1924 年 Barhour 报道并命名“泥河湾层”
以来，泥河湾盆地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成为研究中
国北方第四纪、新旧石器和早期人类演化的一个关
键地区。泥河湾盆地是位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
过渡带上的一个内陆盆地，盆地内发育了良好的晚
新生代湖相地层，并且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哺乳动物
化石和旧石器遗址。然而由于这套沉积物中缺乏适
合进行同位素精确定年的材料，致使该盆地内诸多
旧石器地点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近年来，高
分辨综合磁性地层学研究在泥河湾盆地取得了重
要突破，盆地内一系列著名旧石器遗址的年代相继
得到了确定，同时为建立泥河湾盆地的地层学格
架、探索高纬度地区早期人类演化与环境变化的关
系提供了坚实的年代框架。
然而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早期人类“走出非洲”以
后为什么会在泥河湾停下脚步，并且在这里生活了
长达百万年。对黄土沉积物的研究表明中国北方在
第四纪时气候就已经非常干旱了，并且干旱化程度
还在不断加强。然而泥河湾盆地的局部气候是怎样
的，是否与中国黄土记录的中国北方严酷气候一致
是我们实验室近几年来的一个重点研究内容。我们

探索谜题：生物大灭绝
生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自人类产生以来，人
类就孜孜以求人类和生命的起源和归宿。纵观生命
的演化历程，人类仅仅是这一长河中的一滴小水
珠。侏罗纪末的生物大灭绝使当时地球上的霸主—
—恐龙从地球上永远消失，人类也才得以可能这个
星球上出现。人类是怎么出现的？为什么生物会大
灭绝？人类也会灭绝吗？人类会在什么时候以何
种方式灭绝？
只能说，这些都还是谜题，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幸运的是，通过很多人不倦的努力，我们对于地质
历史上的生物灭绝事件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也初步
有了一些结论和假说。
显生宙有五次最具代表性的生物大灭绝事件，
分别发生在奥陶纪末（~440 Ma）、泥盆纪末（~360
Ma）
、二叠纪末（~250 Ma）、三叠纪末（~200 Ma）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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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垩纪末（~65 Ma）。
在这些生物灭绝事件中，生物的物种一般都消
失了50%~ 96%。
毫无疑义，生物灭绝的直接原因是环境的变
化。但是环境的什么样的变化呢？有人认为是变
暖，有人认为是变冷；有人认为是海平面上升造成，
有人认为是海平面下降造成。又是什么因素造成了
环境的变化并达到了可以造成全球大规模生物灭
绝的程度呢？有人认为主要是地外事件影响，比如
陨石撞击；有人认为是地球火山活动造成。Bambach
et al. (2004) 认为几次生物大灭绝事件的表现形式
不 同 ， 因 此原 因 也 是 不同 的 ； 应 分别 探 讨 ； 而
Courtillot & Olson（2007）则认为这些生物大灭绝
都是火山活动造成的，而且发生在超静磁期结束以
后的 10~20 Ma，和地幔柱活动紧密相关。
Trap 和海底高原（ocean plateau）是最基本的
两类大火成岩省。现在认为显生宙有 15 个大火成
岩省，其中中生代有 12 个，有 9 个 Trap 和 3 个海
底高原；即在 250 Ma 的时间内形成了 12 个大火成
岩省，平均 20 Ma 有一个形成。从图 1 中也能看出，
中生代的每一次生物大灭绝都对应着大火成岩省
活动。这应该不仅仅只是巧合。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尽管造成灭绝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是究其深部
动力学原因，都是由于地球深部动力学因素造成的
地幔柱活动上升到地表形成大火成岩省造成的。这
样自然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地幔柱能造成
生物灭绝，而有的不能呢？Courtillot & Renne (2003)
认为只有那些起源于核幔边界（CMB）、快速上升、
并且在侵入岩石圈之后还具有足够热能的地幔柱
才能造成生物灭绝。研究表明，S 元素对全球气候
变化是最重要的，而 S 和 Fe 是相关的，可以用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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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判断 trap 中 S 含量。大家知道，玄武岩中一般含
Fe 都较多，而对应生物灭绝的这几次 LIP 事件持续
的时间都很短，~10 Ma。这样短时期内上涌到地面
的地幔柱释放出大量的 S 到大气中，严重影响了全
球环境，进而造成生物灭绝。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如果都是由于火山爆发释放 S 引起环境变化进而引
起生物灭绝的话，那么生物灭绝时环境的变化响应
都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目前的研究表明环境的变化
并不一致。另外，地幔产生这些地幔柱的时间是随
机的，还是受某种动力学模式控制的？这一问题还
没有得到动力学模拟的好的答案。
要探讨生物大灭绝的原因是一件很复杂很困
难，但是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事情。【刘成英】
主要参考文献：
[1] Courtillot, V., Renne, P.R., On the ages of flood
basalt events. C. R. Geosci., 2003, 335: 1113–
1140.
[2] Morgan, J., Reston,T.J., C.R. Ranero,C.R.,
Contemporaneous mass extinctions, continental
food basalts, and ‘impact signals’: are mantle
plume-induced lithospheric gas explosions the
causal link?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4, 217: 263-284
[3]Bambach, R.K., Knoll, A.H., Wang, S.C.,
Origination, extinction, and mass depletion on
marine diversity. Paleobiology, 2004, 30: 522–
542.
[4] Courtillot, V., Olson, P., Mantle plumes link
magnetic superchrons to phanerozoic mass
depletion event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07, 260: 495-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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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MS 异常处理总结
2008 年 6 月 23 日，经过两天的连续观察，
MPMS 的液氦水平(Helium level)已经低于 55% (正
常值为 55-60%)。虽然自动充气阀门已经打开，氦
气瓶阀门也处于开启状态，但是液氦量不能上升，
冷头(Cold Head)连续工作，杜瓦(Dewar)内的压力不
能下降。经初步检查，没有发现气路有何异常，仪
器的状态参数为:
杜瓦压力 液氦水
系统温度
压缩机压力
(Dewar
(System
(Compressor
平
Pressure) (Helium temperature)
Pressure)
level)
18.4 kPa
52.9%
300 K
2.2 MPa (开
机时)
（其中杜瓦压力是储存液氦的杜瓦瓶内指示压力，
液氦水平代表杜瓦瓶内的液氦储量，系统温度所指
样品仓温度，压缩机压力为连接冷头外部压缩机的
压力）

图 1. 正常状态下状态曲线：(a)杜瓦压力随
时间变化曲线，(b)冷头 K3，K4 随时间变化
曲线。这里的曲线显示的是 MPMS 处于
standard 状态或者没有测量样品时的内部参
数随时间变化曲线
初步判断可能是冷头工作效率过低，导致氦气不能
经冷头降温液化。查看冷头 Bridge 3(K3)，Bridge
4(K4)的温度为 2.9 K，低于正常工作状态值（见图
1）。一般冷头处于自动调整工作设置，在杜瓦压力
达到 18 kPa 或者以上时，冷头以及外部压缩机启
动，利用冷头前端的冷凝器与杜瓦腔内进行热交
换，降低杜瓦内温度及压力，使杜瓦内液氦保持在
低位液体状态。当压力降至 7 kPa 时，冷头停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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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然后压力上升，到 18 kPa 时冷头再重新启动 (图
1a)。正常状态下一个循环约为 20 分钟。
在冷头前端，有两个温度测量点 K3 和 K4。K3
反映的是冷头制冷区的温度，而 K4 更接近冷凝器
液氦的温度。由于氦气在靠近 K3 的区域交换释放
热量转变液氦，导致 K3 的温度 3.9~4.2 K 之间波动，
而 K4 的温度保持则保持在 4.2 K 左右 （图 1b）
。
K3 和 K4 的温度及差异反映了冷头的工作效率。
当出现异常后，K3 和 K4 的温度都降至 2.9 K，
比正常值低。最可能的原因是，冷凝器出现堵塞，
液氦不能经冷凝器回到杜瓦内，冷凝器的热交换过
程不能进行，导致冷头无法得到氦气带来的热量，
从而冷头进一步降温。将气体循环(Recirculating)设
置 改 为 排 气 状 态 (Pump Exhausting) ， 关 闭 冷 头
(Disable Cold Head)，并关闭压缩机电源。1 小时后
打开压缩机电源，重新激活冷头工作。
此时仪器的状态参数为：
杜瓦压力
(Dewar
Pressure)
39.2 kPa

液氦水平
(Helium
level)
53.1%

系统温度
(System
temperature)
300K

压缩机压力
(Compressor
Pressure)
2.2MPa (开机
时)

冷头的 K3，K4 温度升为 30K。随后观测仪器状态
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参数曲线显示在图 2 中。可见，
开启冷头后压力开始缓慢下降，在经过近 400 分钟
后，压力仍未降到冷头停止的压力值下限，期间
K3 和 K4 的温度分别在 2.9~3.1 K 和 3.0~3.1 K 之间
波动(图 2b)，可以进一步判定冷头热交换工作效率
很低。
再次关闭冷头和压缩机电源，1 小时后开启，
K3，K4 的温度已升至 40 K，随后的参数变化与前
一次基本类似，略有不同的是压力下降的速率少许
增加。在经过 5 小时后，压力下降至预定下限，冷
头自动停止工作，然后按照正常过程的压力设定值
开始循环过程。但是一个循环所耗费的时间在 200
分钟左右，虽然有所改善，但冷头热交换效率仍然
很低。
鉴于以上观测，判定最可能的原因是与冷头接触的
热交换部件，也就是冷凝器的通道可能发生不完全
的堵塞现象，使得氩气经冷凝器液化的循环过程不
能顺利进行。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冷凝器通道的杂质
气体的积聚，由于在液氦的温度 4.2 K 冻结成固态
冰，从而堵塞了氦气和液氦的流通通道。完全的解
决的办法是关闭 MPMS，等待杜瓦腔内液氦全部耗
散，腔内温度升至室温，杂质气体挥发，重新灌入
液氦后恢复正常工作。另外一种方法是，关闭冷头
1 小时，冷头温度升高，从而导致冷凝器的温度也
略有升高，可以达到排除部分杂质气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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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升温试验之前先补充氦气，前提是冷头的工
作可以确保补充的氦气能够转化成液氦。实际观察
显示，此时确实可以充入氦气，液氦水平有所增加。

图 2. 异常出现后的状态曲线：(a)杜瓦压力随时间变化曲
线，(b)冷头 K3，K4 随时间变化曲线。黑色虚线表示冷头关
闭 1 小时后重新启动时间。紫色虚线表示两次关闭冷头 1
小时后重启后压力随时间下降的拟合曲线，前后的斜率分别
是-0.0556 和-0.0567

综合时间等因素考虑，尝试采用后一种方案。
停止冷头工作，关闭压缩机电源，等待冷头升温，
并记录仪器参数状态(图 3)。500 分钟后，冷头 K3，
K4 的温度均达到 106 K。此时启动压缩机并激活冷
头工作。
在关闭冷头和压缩机的过程中，压力逐渐上
升，超过 40 kPa 的时候，安全减压阀会自动打开，
放出氦气，保持杜瓦腔内的压力稳定在 40 kPa，压
缩机电源关闭是显示的压力为 1.7 MPa。启动压缩
机和冷头后系统的状态参数显示为：
杜瓦压力
(Dewar
Pressure)
40.8 kPa

液氦水平
(Helium
level)
48.9%

系统温度
(System
temperature)
300K

图 3. 冷头关闭升温过程中及随后的状态曲线：(a)杜瓦压
力随时间变化曲线，(b)冷头 K3，K4 随时间变化曲线。

经过 38 小时后，液氦量增加到 50.7%。等待
继续充气，此时出现意外事故，MPMS 仪器屋里电
源出现问题，导致 MPMS 的控制电子柜断电，经检
查由于室力电源反复断电导致电子柜保险烧掉。换
掉保险，检查完成之后仪器处于关闭状态已经超过
5 小时。

压缩机压力
(Compressor
Pressure)
2.2MPa (开机
时)

从表中可以看到，液氦的消耗比较多，从数值上看
有 5%的液氦挥发掉。考虑到液氦的液面虽杜瓦压
力的小幅变化，实际的消耗量要超过该数值。启动
冷头后的仪器状态变化仍然显示在图 3 中。可以看
出，开启冷头后，冷头迅速降温(图 3b)至 3 K 附近。
杜瓦压力开始缓慢下降，经过将近 600 分钟后，杜
瓦压力降到 7 kPa，冷头按预定值停止工作，进入
循环工作状态，完成一个循环所需的时间为 100 分
钟左右。冷头 K3 和 K4 的温度都有所升高，分别
在 3.05~3.2 和 3.2~3.25 K 之间波动。以上数据显示
冷头的换热工作效率有所提高，不过于正常状态仍
有差距。
根据处理得到的结果，建议重复升温一次，以
观测并确认实际效果。但由于液氦消耗巨大，目前
的液氦水平已经低于 50%，再次升温恐怕造成液氦
损失后仪器以及失去恢复正常状态的可能，在进行

图 4. 停电导致冷头再次关闭重启后的状态曲线：(a)杜瓦
压力随时间变化曲线，(b)冷头 K3，K4 随时间变化曲线。

此时，液氦水平又降到 48.9%，冷头 K3，K4
的温度分别升至 88 和 93 K。开启冷头工作到正常
工作状态并充入氦气后，仪器参数的变化如图 4 所
示，由于此时系统稳定在 10 K，故而冷头正常停止
工作的上限压力为 14.5 kPa。从图 4a 中可以看出，
完成一次循环的时间为 50 分钟，考虑到上限压力
的不同，估计系统在 300 K 所需的时间大概为 60
分钟，总的压力下降的趋势可以显示冷头的换热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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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效果比前次略有改善。但是比完全的正常状态仍
然要差一些。而且与正常态相比较，冷头停止工作
后压力上升的速率也要稍慢些。有可能是前次检漏
后，仪器状态更好的原因，也有可能受其它参数的
影响，目前还没完全弄清楚。考虑到上升速率变慢
如果属于正常状态，现在仪器压力下降的速率除了
尾部略显不正常外，认为仪器可以正常工作。
当然，如果要彻底解决冷头工作效率问题，只
有完全升至室温。考虑到目前的仪器状态，不影响
实验操作。建议定期(比如两年)的让 MPMS 停机一
段时间，彻底清楚由于累积效应或者操作不当而引
入的气体或固体杂质。

Ar-Ar 定年的真空系统
真 空 对 于 Ar-Ar 年 代 学 实 验 室 的 仪 器
—MM5400 质谱仪至关重要，因为真空条件可以降
低本底，提高样品年龄可信度，为研究的进一步开
展奠定基础。为了保证真空度，对仪器进行拆卸和
组装时须格外谨慎。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是给法兰
装上堵头， 从而将内部系统与外界大气隔绝开。
如果堵头拧得不均匀平整，不仅会损坏铜垫圈，还
会造成系统漏气以致影响内部真空度，引起较大的
测量误差。
堵头安装大有讲究。如图 1-1 是一个堵头的截
面图，与堵头相对应的是活扣法兰或死扣法兰。堵
头和法兰的中间有一圈向内部斜凹下去的刀口（如
图 1-2）
，这种设计主要是让卡在堵头和法兰刀口处
的铜垫圈与周围接触的更加紧密，从而提高它的密
封效果（图 1-3）。刀口非常精密，需要特别保护。
在将用丙酮浸泡过的铜垫圈放在刀口之前，要用镜
头纸将刀口的内外侧进行擦拭，最后再用丙酮冲
洗。冲洗时最好不让丙酮进入孔洞而流入刀口及槽
中，以免外部杂质的带入而影响刀口处的密封程
度。未组装时我们会用锡箔纸分别包住法兰或堵
头，避免弄脏和刀口受损。
将堵头和法兰按着六个空洞的位置对应好后
就可以拧上螺钉和螺帽，为了叙述方便，将六个孔
分别编号（1，2，3，4，5，6）。每个孔都有一个
螺钉和一个螺帽与之配套，故安装一个堵头需要六
个螺钉和六个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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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挑选好的螺钉螺帽插入六孔之中先用手将二者
稍微扣一下，二者拧的方向刚好相反，至于螺帽拧
在正面还是反面是根据具体操作的方便程度而定。
拧的第一个螺钉可以是六个孔中的任何一个。比如
我们从孔 1 开始，拧一下后，拧对角的孔 4，接着
是孔 2（顺时针方向，当然也可以选择逆时针方向
拧孔 6），然后和上面的操作一样拧对角的孔 5，接
着是孔 3，孔 6，孔 4 和孔 1。拧的过程中用力要均
匀且力要慢慢地使出来，不能一下将一个螺丝拧到
底，这样对面就被撬起来，即使被拧下去也要废上
一些功夫，而且因为受力不均匀，可能导致密封性
变差。故拧的时候一点点的往下用力，且在拧完一
圈时尽量保持堵头和法兰的平行，即中间缝隙的宽
窄度尽量一致，当各个螺丝到了用差不多同等力度
而拧不动的时候就可以停止此项操作。这样拧完的
堵头才能保证受力均匀，密封性好，既保持了铜垫
圈（如图 1-3）的良好性能，又能在最大程度上起
到隔绝空气的作用。对于初学者，整个堵头的安装
需要半小时左右；而对于操作熟练的人，可以稍微
加大每圈的用力，从而缩短时间，提高效率。

图 1-2 刀口

图 1-3 铜垫圈

图 1-1 堵头

选择螺钉和螺帽时要注意它们是否有滑扣。

由于安装的部分长时间暴露在大气中，在法兰
和堵头上完后，必须用机械泵和分子泵抽真空。分
子泵最初的转速是 75%，为了避免系统中的气体直
接进入分子泵打坏高速旋转的叶片，需在抽气前关
掉分子泵等转速降至 25%或以下时，打开分子泵对
系统中的气体进行抽真空，当打开阀门的瞬间，大
量的气体进入分子泵，虽然叶片转速很低，也会有
一点刺耳的尖响声，不过在几秒钟的时间里分子泵
的转速马上升到 75%。转速从 25%升到 75%用的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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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越短说明系统的密封性越好。在这一步操作中需
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先降低分子泵的转速，然后再
进行抽气。本实验室所用的分子泵是英国 BOC
EDWARDS 公司生产的 EXT70 涡轮分子泵，它的
最高真空度可达 5×10-9 mbar。
在使用 EXT70 涡轮分子泵之前需要使用机械
泵，本实验室所使用的机械泵是英国 BOC EDWARDS
公司生产的 RV3 旋片式机械泵。实验室中 RV3 机械
泵是分子泵，离子泵的前级真空泵。而分子泵又是
离子泵的前级真空泵。故一，二，三级泵分别对应
了机械泵，分子泵和离子泵，级别越高所能达到的
最高真空度越大。本实验室中有三个机械泵，两个
分子泵和两个离子泵。机械泵始终处于开启状态，
分子泵和离子泵根据实验需要进行开启和关闭。这
些泵都是保持系统真空状态的必要设备，只有拥有
了较好的真空条件才能降低本底对实验数据的影
响。
真空很重要，这也正是我们之所以要花上半小
时去装一个堵头的原因，对于这样的精密仪器，不
管是安装还是具体的实验操作都需要认真仔细。也
许一个螺钉的问题都可让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正
是因为今天的亲历亲为才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科学需要严谨的态度，实验更需要耐心，细心和信
心。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对于我这个初
学者来说还有更多的细节需要去明白，还有更多的
问题需要去思考，还有更长的路需要去脚踏实地，
而且一步一个脚印。“细节决定成败”--这对于做
实验的人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谨记!谨记!

文章写作
科学专业杂志是目前科学工作者最为广泛应
用的交流平台。因此，写好科技文章，客观公正，
清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科学发现或者思想是每一
个科研工作者的必备能力。好的文章，结构逻辑清
晰，数据可靠，思想新颖，论述得体。然而有很多
情况，数据很好，但是，在审稿期间遇到很多的麻
烦。追其原因，大多情况下是不按照科研写作规范
准备论文，或逻辑混乱，或引用不当，或结论牵强，
或抄袭前人而不知。
抄袭 首先，我们要厘定什么是抄袭。对抄袭
的定义非常严格，而且面很广。主要可以分为：1) 观
点抄袭，不引用别人的文献 好象观点是自己的 严
重抄袭；2) 句子抄袭，不重新组织别人的观点，照
抄原话，不加引号，即使加的参考文献也是抄袭；
3) 过多引用别人原话，即使加了引号，也算抄袭，
比如三句以上；4) 句子重新组织，但是整个段落和
别人的非常相似， 尤其关键动词几乎一样，句子
结构也一样，算抄袭； 5) 图原样照搬别人。以上
这些要特别注意。除了整段拷贝，以下处理后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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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剽窃：1)删除其中几句；2)把句子顺序颠倒；
3)增加几句；4)只改变一些动词和少量的词，但是
整体结构一样。
只要发英文文章就要遵循规则，在英美体系
中，作者写的东西属于创作，不能剽窃。英文不好，
不会写 或者写不好 不是抄的理由。
前言
一篇好的科技文章，前言至关重要。
总的说来，前言要从宏观到一般问题再到具体问
题，逐层叙述。a. 首先一般要讲所研究问题在这一
领域内的重要性或者提供背景信息；b. 其次要叙述
所研究地区能够解决的诸多问题；c. 在这一地区已
经开展的前人工作。一般可以按时间先后顺序列出
前人工作的重点提出前人工作的不足，从而转折到
自己要做的重点问题；e. 总结自己的观点，在总结
部份，提出自己预期的目标以及有待改进的问题。
前言体现了作者的全局关，对这一领域的了解
情况你的文章的整体思路 以及将要研究的主要内
容前言还要从整体知识背景中引导出自己文章思
路的重要
性，可行性。前言就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契约。通
过读前言，读者首先了解这一领域的重点工作。步
骤(c)的目的除了表明作者已经掌握了足够得工作
背景以外，还向另一层含义--向读者介绍这一领域
目前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关的文献。步骤(c)的难点
在于追踪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文章，以及发展过程。
比较可行的方法是找几篇最近的文章或者综述性
文章，这些文章的前言一般都会有充足的信息。关
于这一步骤的另外一个难点就是不能跟踪最近期
发表的有关文献。以上的步骤只是一个标准的次
序。各个步骤的长度依作者的喜好以及文章的特点
来定。前言部份和文章的标题密切相关。一般题目
中的关键词汇在前言中都要详细解释。
语言技巧
a)如何指出当前研究的不足以及
有目的地引导出自己的研究的重要性。通常在叙述
了前人成果之后，用 However 来引导不足，比如
However, little information..
little attention...
little work...
little data
little research
or
few studies
few investigations...
few researchers...
few attempts...
or
no
none of these studies

has (have) been less
done on ...
focused on
attempted to
conducted
investigated
studie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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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respect to)
Previous research (studies, records) has (have)
failed to consider
ignored
misinterpreted
neglected to
overestimated, underestimated
misleaded
thus, these previous results are
inconclusive, misleading, unsatisfactory, questiona
ble, controversial..
Uncertainties (discrepancies) still exis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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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存在这种可能的结果，本文就是要证实这
种结果。
We aim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reliability) of the ...
It is hoped that the qutestion will be resolved (fall awa
y) with our proposed
method (approach).
b) 提出自己的观点
We aim to
This paper reports on
provides results
extends the method..
focus on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这种引导一般提出一种新方法，或者一种新方向。
如果研究的方法以及方向和前人一样，可以通过下
面的方式强调自己工作的作用：
However, data is still scarce
rare
less accurate
there is still dearth of
We need to
aim to
have to
provide more documents
data
records
studies
increase the dataset
Further studies are still necessary...
essential...
为了强调自己研究的重要性，一般还要在 However
之前介绍自己研究问题的反方面，另一方面等等
比如：
1)时间问题
如果你研究的问题时间上比较新，你就可以大量提
及对时间较老的问题的研究及重要性，然后说
(However)，对时间尺度比较新的问题研究不足
2)物性及研究手段问题
如果你要应用一种新手段或者研究方向，你可以提
出当前比较流行的方法以及物质性质，然后说对你
所研究的方向和方法，研究甚少。
3)研究区域问题
首先总结相邻区域或者其它区域的研究，然后强调
这一区域研究不足
4)不确定性
虽然前人对这一问题研究很多，但是目前有两种或
者更多种的观点，这种 uncertainties, ambiguities，
值得进一步澄清
5)提出自己的假设来验证
如果自己的研究完全是新的，没有前人的工作进行
对比，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自信地说，根据提出

Furthermore, Moreover, In addition,, we will also disc
uss...
c) 圈定自己的研究范围
前言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告诉读者包括(reviewer)
你的文章主要研究内容。如果处理不好，reviewer
会提出严厉的建议，比如你没有考虑 某种可能性，
某种研究手段等等。为了减少这种争论，在前言的
结尾你就要明确提出本文研究的范围：
1)时间尺度问题
如果你的问题涉及比较长的时序，你可以明确地提
出本文只关心这一时间范围的问题。
We preliminarily focus on the older (younger)...
或 者 有 两 种 时 间 尺 度 的 问
题 (long-term and short term)，你可以说两者都重要，
但是本文只涉及其中一种
2) 研究区域的问题
和时间问题一样，明确提出你只关心这一地区
d) 最后的原场
在前言的最后，还可以总结性地提出，这一研究对
其 它 研 究 的 帮 助 。 或 者 说 ，
further studies on ... will be summarized in our next
study (or elsewhere)
总之，其目的就是让读者把思路集中到你要讨论的
问题上来。减少争论(arguments).
关于词汇以及常用结构，要经常总结，多读多模仿
才能融会贯通。以上是常见的语言结构，不算抄袭。
提出观点
在提出自己的观点时，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很重
要。不合适的句子通常会遭到 reviewer 的置疑。
1)如果观点不是这篇文章最新提出的，通常要用
We confirm that...
2)对于自己很自信的观点,可用
We believe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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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更通常的情况下，由数据推断出一定的结论，
用， Results indicate, infer, suggest, imply that...
4) 在及其特别的情况才可以用 We put forward
(discover, observe..) .. "for the first time". 来强调自
己的创新。
5) 如果自己对所提出的观点不完全肯定，可用
We tentatively put forward (interrprete this to..)
Or The results may be due to (caused by) attributed to
resulted from..
Or This is probably a consequence of
It seems that .. can account for (interpret) this..
Or It is possible that it stem from...
要注意这些结构要合理搭配。如果通篇是类型
1)和 5)，那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如果全是
2)，肯定会遭到置疑。所以要仔细分析自己成果的
创新性以及可信度。
连接与逻辑
写英文论文最常见的一个毛病就是文章的逻辑
不清楚。解决的方法有：
1)句子上下要有连贯，不能让句子之间独立,常见的
连接词语有,
However, also, in addition,
consequently, afterwards, moreover, Furthermore,
further, although, unlike, in contrast, Similarly,
Unfortunately, alternatively, parallel results,
In order to, despite, For example, Compared with
other results, thus, therefore...
用好这些连接词，能够使观点表达得有层次，更加
明确。
比如，如果叙述有时间顺序的事件或者文献，
最早的文献可用
AA advocated it for the first time.
接下来，可用
Then BB further demonstrated that..
再接下来，可用 Afterwards, CC..
如果还有，可用 More recent studies by DD..

如果叙述两种观点，要把它们截然分开
AA pput forward that...
In contrast, BB believe
or Unlike AA, BB suggest
or On the contrary (表明前面的观点错误，如果只是
表明
两种对立的观点，用 in contrast)， BB..
如果两种观点相近,可用
AA suggest
Similarily, alternatively, BB..
Or Also, BB
or BB allso does ..
表示因果或者前后关系，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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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quently, therefore, as a result,
表明递进关系，可用
furthermore, further, moreover, in addition,
当写完一段英文，最好首先检查一下是否较好地应
用
了这些连接词。
段落逻辑
经常我们要叙述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这种
情况下，一定要注意逻辑结构。首先第一段要明确
告诉读者你要讨论几个部份
...Therefore,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of this problen hav
e to
be addressed.
The first questuon involves...
The second problem relates to
The thrid aspect deals with...
上面的例子可以清晰地把观点逐层叙述。
Or, 可以直接用 First, Second, Third...Finally,..
当然,Furthermore, in addition 等可以用来补充说明。
讨论的整体结构
小标题是比较好的方法把
要讨论的问题分为几个片段。一般第一个片段指出
文章最为重要的数据与结论。补充说明的部份可以
放在最后一个片段。文章的读者会分为多个档次。
文章除了本专业的专业人士读懂以外，一定要想办
法能让更多的外专业人读懂。所以可以把讨论部份
分为两部份，一部份提出观点，另一部份详细介绍
过程以及论述的依据。这样专业外的人士可以了解
文章的主要观点，比较专业的讨论他可以把它当成
黑箱子，而这一部份本专业人士可以进一步研究。
为了使文章清楚，第一次提出概念时，最好加以个
括弧，给出较为详细的解释。
如果文章用了很多的 Abbreviation, 两种方法加以解
决
1) 在 文 章 最 好 加 上 个 Appendix ， 把 所 有
Abbreviation 列表
2) 在不同的页面上，不时地给出 Abbreviation 的含
义，用来提醒读者。
总之，写文章的目的是要让读者读懂，读得清
晰，并且采取各种措施方便于读者。一定要注意绝
对不能全面否定前人的成果，即使在你看来前人的
结论完全不对。这是前人工作最起码的尊重，英文
叫做给别人的工作 credits。所以文章不要出现非常
negative 的 评 价 ， 比 如 Their results
are wrong, very questionable, etc.
遇 到 这 类 情 况 ， 可 以 婉 转 地 提 出 ：
Their studies may be more reasonable if they had
considered this situation.Their results could be bette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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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vinced if they ..Or Their conclusion may remain so
me uncertanties.
讨论部份还包括
1. 主要数据特征的总结; 2. 主要结论以及与前人观
点的对比; 3. 本文的不足; 第三点，在一般作者看
来不可取。事实上给出文章的不足恰恰; 是保护自
己文章的重要手段。如果刻意隐藏文章的漏洞，觉
得
别人看不出来，是非常不明智的。
所谓不足，包括以下内容:
1. 研究的问题有点片面
讨论时一定要说，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is study has examined only..
We concentrate (focus) on only...
We have to point out that we do not..
Some limitations of this study are...
2. 结论有些不足
The results do not imply,
The results can not be used to determine
be taken as evidence of
Unfortunately, we can not determien this from this d
ata
Our results are lack of ...
但是，在指出这些不足之后，随后一定要再一次加
强本文的重要性以及可能采取的手段来解决这些
不足，为别人或者自己的下一步研究打下伏笔。
Notwithstanding its limitation, this study does suggest
..
However, these problems could be solved if we consid
er
Despite its preliminary character, this study can clearl
y indicate..
用中文来说，这一部份是左右逢源。把审稿人
想到的问题提前给一个交代，同时表明你已经在思
考这些问题，但是由于文章长度，试验进度或者试
验手段的制约，暂时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这
些通过你的一些建议，这些问题在将来的研究中游
可能实现。【刘青松】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暑假之后，又将有一批学生，圆满结束了研究
生课程的集中学习（“脱产学习”），即将进入实
验室，开始学位论文工作（俗称“下室”）。学生
们在“下室”工作的初始阶段，一方面，对科学研
究充满了激情与渴望，跃跃欲试，干劲十足（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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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难能可贵的）；另一方面，也将面临着从长期、
多年来的应试学习转向科学研究实践活动的新挑
战。如何顺利地适应这一转变，尽快地完成对科学
研究的“入门”，对于学生们的后续健康成长与发
展以及能否可持续地保持对科学研究的浓厚兴趣
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阶段，导师的任务便是
“扶上马，送上一程”。
针对学生们常见的问题，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
建议与要求，供参考：
（一）文献阅读。导师将根据你即将开展的工
作，指点一些重要、经典的参考文献要求你阅读。
目的是使你对该领域暂且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你的
主要任务是大致上熟悉一下相关的术语，掌握一些
基本的概念与原理，但并不要求一下子完全理解
（这将随着工作的深入逐步完成）。你将会遇到较
多的英文生词，感到困难，但逐渐就会好起来。可
阅读几本先前师兄（姐）们的学位论文，因为是中
文，相对易于理解。由此慢慢地掌握相关的专业术
语。对于一些经典文献，应反复阅读，逐步提高所
理解的程度。
（二）实验技术。你将在工作人员或师兄（姐）
的辅导与帮助下，逐步掌握一些样品制备、性能测
试所需的实验技术以及相关仪器设备的使用。接受
这样的专业训练是后续工作的基础。在未经工作人
员的许可、未具有独立操作能力与资格之前，切勿
急于求成，擅自操作使用仪器设备，以避免造成对
仪器设备的不必要损坏。注意学习、领悟仪器设备
的基本原理和操作注意事项。做实验的过程中要集
中注意力、细心、耐心。自觉地培养自己的“动手
能力”。当然，也不要畏首畏尾，过渡地依赖于他
人。应尽早地能够独立地开展实验工作。
（三）人际关系。注意虚心向师兄（姐）和工
作人员们学习，切记“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对
别人给予的帮助，要懂得“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
报”。不要以为别人的帮助是“理所当然”和“没
所谓”的。要乐于助人，乐于“公益事业”（如打
扫实验室的卫生）。不要只贪图眼前小利，“事不
关己，高高挂起”，而忽视“团队合作”的长远利
益。“三人同行，小的受苦”，凡成大事者，必须
先从底层、小事做起。要有“三十年的媳妇熬成
婆”的良好心态。
（四）计算机与网络的使用。实验室的计算机
与网络主要是服务于研究工作，包括文献下载与打
印、数据处理、实验结果的编辑整理等。在工作时
间（上班 8 小时）内，应自觉地杜绝玩游戏、看视
频电影、网上聊天等非工作相关的活动。“玩物丧
志”，应学会自律。
（五）学术道德规范。科学研究的真谛，在于
求真、求实。对于实验结果，应尊重客观，实事求
是，不可弄虚作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
而不为”。也不要先入为主，随意舍弃。许多重要
的科学发现，常常来自于对反常结果或现象的重新
认识与理解。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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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温教科书。有些专业知识，尽管以前
曾经学习过，但由于缺乏在实践中的运用，并未能
够真正地掌握与理解。因此，对于当前涉猎的专业
知识，应重温一下教科书，澄清基本概念，掌握规
范的方法，为后续工作打好基础。相反，“欲速则
不达”。
（七）抓紧时间。刚刚起步的学生，总会有一
种错觉，以为离毕业的时间尚早。许多人不知抓紧
时间，也不会利用时间，工作效率低下。岂不知，
光阴似水。三年五载，转眼即逝。时过境迁，定睛
一看，自己收获微薄，而其他人早已进步斐然、小
有成就。于是便乱了方寸，无心恋战，自信心与追
求目标亦大打折扣，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只能落得
个草草收场，“稀松加平常”。因此，还是不要让
自己输在起跑线上。战胜别人的关键在于战胜自
我！【刘成英】
（作者注：本文标题由《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书偷
梁换柱而得，该书讲述的是父母们应该如何对孩子进行
早期教育）

午餐文化
可口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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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科研环境，和谐的科研集体，必然会
孕育出属于自己科研组的文化氛围。饮食属于文
化，应该没有疑义。我们的科研组中午实行订餐制，
每周轮流值班，口味随订餐人而定。比如，来自四
川的同学倾向于订口味偏辣的盒饭，偶尔会引起争
议。但不管怎么样，有图为证，大家在一起边吃边
聊。或国家大事，或花边新闻，既增加了食欲，又
促进了交流。
【李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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