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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春天》——摄于研究所门前元大都公园，猜猜这是我们实验室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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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在怀念先生的同时，在内心更多
了份对自我的鞭策。
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空气中处处
如果您对粒径的大小是否决定晶
弥漫着春的气息，明媚阳光下迎春花
体生长的速度，铁还原菌是怎么诱导
竞相怒放，柳树枝头绿意盈盈欲滴，
磁铁矿进行矿化的，沉积地层连续性
玉兰花也不甘寂寞地探出了笑脸……
如何判断，泥河湾盆地时间标尺，大
蛰伏了一冬的思绪亦在万物复苏之时
陆下地壳磁性，及地磁场研究等问题
呼之欲出，于是人文内容突出成了本
感兴趣，本期的文献导读和重点连载
期的特色。
及 Seminar 专栏等将给出较为满意的
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
答案。
有了解过去，把握现在，才能充满信
心地面对并拥抱未来。在本期您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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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到古地磁实验室十多年来所培育出
的学生动向，他们很好的发展势头一
定会让后来者信心倍增，相信古地磁
学科将会更加枝繁叶茂。
认识并了解科研的内涵，端正科研
的态度，是做好科研的前提。本期专
题介绍初生牛犊科研之我见，或许能
给您以诸多启示；关于科研仪器研制
与做人的探讨，告诉我们“回归”是
永恒的主题；刘东生先生是我们科研
人的骄傲，值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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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欢迎同行业人员投稿。
发行对象：向本实验室内部人员，及国
内外古地磁界的同行（参考资料）。
发行方式：电子版本（彩色）和纸质版
本（黑白）。
栏目设置：详见本刊最后页。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古地磁和年代学实验室
毕业学生情况一览表
名字

性别

毕业时间

学位或者职位

现工作地点

职业或工作部门

白立新

男

1997

博士

北京国家地震局

高工

杨革联

男

1997

硕士

北京中国石油大学

助教

肖文交

男

1997

博士后

本所

研究员，杰青

郭斌

男

1998

博士

澳洲

矿业咨询师

潘永信

男

1998

博士

本所

研究员，杰青

刘青松

男

1999

博士

本所

研究员，百人

邓成龙

男

2000

博士（联合）

本所

研究员

田莉丽

女

2001

博士

北京

地震学报编辑

史瑞萍

女

2001

博士

加拿大

博士后

王非

男

2002

博士后

本所

研究员

刘健

男

2003

博士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

施光海

男

2003

博士后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教授

任收麦

男

2003

博士（联合）

国土资源部

副教授

王永成

男

2004

博士

北京地质大学

科研管理

刘涛

男

2004

硕士

北京

公司

贺怀宇

女

2004

博士后

本所

副研究员

王红强

男

2005

博士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副研究员

姚海涛

男

2005

博士

地科院地质力学所

助研

葛淑兰

女

2005

博士

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

副研究员

常燎

男

2005

硕士

英国

留学

吕连清

男

2006

博士后

中国科学院

副处长

赵翔

男

2006

硕士

英国

留学

张睿

男

2006

硕士

加拿大

留学

肖波

男

2006

硕士

北京

公司

詹晓雅

男

2006

硕士

英国

留学

王华沛

男

2007

学士

美国

留学

李欣

男

2007

硕士

本所转读物探专业

博士研究生

刘贺

男

2007

硕士

本所转读物探专业

博士研究生

张春霞

女

2007

博士

本所

博士后

杨晓

女

2007

硕士

本所转读物探专业

博士研究生

王磊

男

2008

硕士

北京中石化集团

国际部

田兰香

女

2008

博士

本所

博士后

秦华峰

男

2008

博士

本所

博士后

敖红

男

2009

博士

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助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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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构造演化历史及在全球古地理重建中的古地
理位置的重建、华北、扬子地块中生代的碰撞拼合
的起止时限等方面开展了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
一些创新性的认识。

科研项目:
1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青藏高原北缘、天山褶
皱带及周边块体新生代构造缩短与隆升过程
研究”，2006.1-2009.12，负责（进行中）。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基金项目“冶炼厂等重工
业 区 周 围 环 境 变 迁 的 磁 响 应 机 理 研 究 ”，
2007.1-2009.12，负责（进行中）。

Debutants 对科研的认识
黄宝春
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966 年出生于江苏海安。1984－1991 年就读
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获学士、硕士学位；
94 年在原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获理学博士学
位；1996－1998 年在日本神户大学理学部从事博
士后研究；2005－2006 年度英国利物浦大学
Honorary Research Fellow.
现担任中国地质学会古地磁专业委员会副秘
书长，所学位委员会委员，
《地球物理学报》和《地
质科学》编委， 地磁场与地球内部过程学科组组
长。
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近四十篇，《SCI》
刊物引用百余次。95 年获日本文部省奖学金；00
年获傅承义青年科技奖；04 年获英国皇家学会国
际合作研究基金；05 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赵
九章优秀中青年科学奖。
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从事古地磁学、磁性地层学、环境磁学
等领域的综合研究，在中国西部的天山褶皱带及其
南北两侧块体对印度/欧亚大陆始新世以来的持续
碰撞和挤压的运动学响应、华北地块古生代的视极
移曲线的建立、华北地块早三叠—早侏罗世视极移
曲线的修订、中国三大地块古生代，特别是早古生

刘青松改编
什么是科研？
小马过河，每次都问到不同的答案。所以最为
合理的是听一听刚刚步入科研领域的学生，从自己
的角度来思考什么是科研【刘青松】
。
最初的神秘
记得小的时候就想做一位科学家,梦想成为动
画片里那些疯狂的科学家,具有爱因斯坦式的发型,
获得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想起来就令人兴奋。大
学,我选择了地球物理学专业。最初的想法是,自己
喜欢物理,又可以游览名山大川,探险大自然的神
奇,何其美哉。野外,草帽,登山手杖,水壶,帐篷,幽
湖,松林,雪山,草原,诱人的自由的名词吸引着我。
实验室内,夜以继日的实验,堆叠成山的资料,数据,
博学的师长,以及对新方法新理论的渴望吸引着我,
怎一个爽字了得!【葛坤朋】
我最开始觉得“科研”是一项神秘而不可琢磨
的工作，现在的认识在逐渐转变。老师常常提醒不
要把研究生阶段当成大学五年级，而是要从以前本
科时候被动接受的学习模式逐渐进入主动探索的
科研状态。刚开始对这些话还似懂非懂，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慢慢对科研有了初步的认识。
【蔡书慧】
刚上研究生时，我认为每个上研究生的学生将
来都搞科学研究。现在我发现，并不是每个硕士都
适合搞科研【左天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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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理解
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求宇宙里万物运行的法
则,让人类获得对世界新的认识,以造福于人类。
【陈
力为】
对于科研，我在小时候听到的一个近义词是“做
学问”，那时我就诧异：学问还能做吗？不是努力
学习，踏踏实实地掌握老师所教的知识就可以了
吗？或者，再扩展一下，不仅局限于课堂上老师所
授，课外的知识也尽可能多的掌握，就可以了么？
总之，我认为科研就是努力学习，将前人总结好的
知识努力掌握，只要输入就好。后来我越来越认识
到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性。学习并不需要掌握
所有的知识（这也不太现实），即输入要有选择性。
但是对于“做”学问依然不甚理解。进入研究生阶
段不到一年，对科研的认识与之前（尤其是大学）
相比有了提高。以前以为科学研究就是搜集所有相
关领域的内容，综合理解并掌握，达到对某一方面
了解相对比教深入，即输入的比别人更多，更专一，
更透彻；现在认为，科研远不止是这些，无论是理
论研究还是应用研究，科研必须做些前人没有做过
的东西，要有输出。【吴文芳】
“由接受知识到创造知识，是身为一个研究生
最大的特色，不仅如此，还要认识到自己不再是个
容器，等着老师把某些东西倒在茶杯里，而是要开
始逐步发展和开发自己。
” 这是王泛森院士一篇关
于当代研究生应该如何做研究的文中说的一句话。
当时我就觉得这句话非常震撼，它不仅道出了科研
的本质还让我们确定奋斗的目标。既然选择科研就
必须创造出新的知识，为人类做出新的贡献。在科
研的道路上，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困
难需要克服，有许多观念需要改变！
【王英】
搞科研都做些什么，研究些什么呢？我们先通
过搜集和整理各种资料在室内研究，提出一个问
题，然后带着你这个问题想办法找答案，解决问题
的过程也就是研究的过程。【邓成龙】
科研的一大任务，就是预测和发现实际设计中
的问题并想办法解决。科研是指科学研究人员在科
学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而进行的研
究活动。它是为解决一些科学理论中遇到的难题，
或者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时遇到的技术难题【左天
文】。
做科研的第一步就是要先学会读别人的东西，
也就是文献阅读。大多科学研究都是建立在前人工
作的基础上。开始研究之前，要阅读大量相关的文
献很关键，只有了解了目前别人都在做什么，做到
什么程度了，才能更好的确定自己今后努力的方
向，而且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有所
突破和创新，少走很多弯路。另外，讨论交流也是
科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有交流，才有提高。每
个学科都有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供各研究小组提
供交流想法动向。通过各个科研小组之间，学术界
和工业界之间，不同专业之间的交流，研究人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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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到本专业的最新动向，这大
大提高了学习效率【蔡书慧】。
科学不能仅仅靠激情,科研也是异常的艰辛。不
像朝九晚五的美差,有时甚至没有黑夜白昼之分。
暑假做实验时,我曾经也埋怨过实验的枯燥和无
聊。但后来听老师讲大科学家高斯,韦伯在德国天
文台观测地磁数据时也是长年累月,一丝不苟的记
录下来的,而且保存到现在都还是相当的工整。这
是为什么呢?兴趣?对科学的孜孜以求使然吧! 我
的认识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也有不小的变化,最初是
以为早读专业书籍,文献,争取尽早走向科研。但当
我对自己今后的方向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之后,才发
现自己连基础知识都还没能学够。比如数学,充其
量也就是学了个微积分而已,这只是高等数学最基
础的部分。地质知识更是欠缺。大学贪玩,没能够
留下多少学术上的回忆。何谈触类旁通呢?我总体
的感觉是,最近两年里,我还应该踏踏实实的学习
专业知识,还要广泛猎取拓展基础知识,打好根基。
而不是专注于:呀!XXX 研一就发了两篇文章了,我
们要抓紧呀!我现在觉得说这句话的人本身就很浮
躁。现在整个社会都是浮躁的,当然包括我.讲究速
成,讲究天才,讲究资质,讲究… ,这是与科研精神
完全相悖的。科学无国界,无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科
研精神更是具有普遍性。我的总结就是:戒躁,博学,
笃志,求实,创新。再简化一点就是: diligence &
passion。【葛坤朋】
现在许多人都想搞点‘科研’，但“科研”两字又吓
倒了一些基础较差的人。我们总以为“973”是科
研、“863”是科研、“十一五”是科研、国家自然基金
也是科研。其实，科研并非我们想的那样遥不可及，
对一个实验方法的改进、对一个新种的鉴定、对某
些实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新的实验方法的引进、自
己在对于问题的认识等等都可称之为“科研”。至
于你所写的论文能否发表或在哪一级的杂志上发
表，那要看你所做的工作难度以及你的统计分析能
力了，同样一堆数据，有些人（大多数）视而不见
或无从下手，而有些人却能写出（不止一篇）的好
文章，这都只是某种能力的体现，与你所做的工作
是否是科研工作并无直接的联系。我们并不能以发
没发表文章来论，你做了工作进行过大量资料的调
查和分析，即便没有文章那这中间的过程也是科研
的表现。科研是一个对新问题不断实验、思考、分
析和总结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
产生智慧火花的过程和用自己的实践和思维向大
自然挑战的过程。尽管如此要想做好科研还是需要
具备一些基本的素质。【王英】
科研具备的素质
从事科研工作还需要具备基本的科研素质和精
神。人们常用“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来赞赏那些甘坐冷板凳、一心做学问的治学精神。
搞科研正是如此，没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耐力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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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劲，就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要想取得巨大
的成绩决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为名利所惑而是要
在选准研究方向后，坚持不懈、淡泊名利、潜心研
究，才能最终做出重要的学术成果。
【蔡书慧】
一：要有德。无论在这个社会上做什么，首先
学会做人，这是最重要的，当然科研也是一样。现
在在科研中仍有部分剽窃现象发生，也就是仍有个
别的科研人员素质很低。这样的现象会对科研活动
产生不可估量的阻碍，所以对每个科研人员来说，
有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二：要有好的知识背景。
不可能让一个老农民，来搞原子弹吧，这点，我想
就不必多说啦。三：要有兴趣。也就是说，做地质
的必须对地质有兴趣，做化学的必须对实验有兴
趣，这样才能使科研更快更有效的进行。四：要有
耐心和不屈不饶的精神。科研的道路是枯燥的，寂
寞的，耐心是必须的。科研的道路是不平坦的，并
不是每次实验都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它需要成千上
万次，所以要有不屈不饶的精神，贵在坚持！五：
要有创新的思想。这点很重要，无论哪个领域，创
新都是必不可少的。【左天文】
我觉得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首先要耐得住寂
寞。学习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一个人的事。除非遇
到需要大家讨论的问题，不然没有人会一直陪着你
去学习。所以你要想进步，就一定要制定好计划，
然后一个人按部就班的，安静的，踏实的去完成。
这一点我的感触也是颇多的。记得每次去所里的办
公楼就能看到很多老师坐在办公桌前在办公。查文
献，找资料是搞科研的人必须做的工作，其实这些
都很枯燥耗时的，如果你不能静下心来好好做，结
果只能是什么都只知道一点皮毛而已。如果这一点
能做到的话，那你就有了做科研最必备的素质。在
此基础上你就可以有计划的完成自己预定的目标。
除此之外现在搞研究，阅读大量的文献资料非常重
要，只有在对你所研究的领域全面了解的基础上，
才能更好的找到研究的方向以及突破口。然而文献
的阅读除了中文的，还必须参考大量的英文文献，
这时英语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所能
上升的高度。英语给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更多的机
会，让科研工作更顺利的进行下去。英语、科研，
二者难舍难分，激励我们不断去了解国际上的新发
现，新创造。这样的研究才可能具有国际化的视角
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最后要提的一点就是坚持。科
研的道路漫长、崎岖甚至无奈。没有一点恒心和毅
力是不可能走到最后的。比别人多一点坚持就能多
一次成功的机会。也许用屈原的一句话来结束这一
点的说明会更加贴切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王英】
渊博的知识。只有对相关领域知识的熟练掌握，
才可能发现问题。这要求不仅要对自己的研究领域
的知识有很好的基础，还要掌握相关的其他领域的
相关知识。现在的社会科研领域交叉学科很多，出
现越来越多的边缘学科，如果只局限于自己的领
域，必定会遗漏很多东西，不会取得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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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的精神。做科研是很辛苦的事，有时一个
课题几年也出不来成果。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要坚
持不懈，有必胜的信念。搞科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有时测试一个样品就需要几个月，这就需要我们长
期的坚持。高度的信息敏感性。当今社会是信息爆
炸的时代，各种信息繁芜丛杂。拿科研领域来说，
各种期刊不计其数，每天发表的文献和会议论文成
百上千，这就要求科研工作者有高度的信息敏感
性，要有从如此庞杂的信息体系中筛选自己需要的
信息的能力。奉献自己的精神。21 世纪是一个高度
发达的时代，这是一个可以创造人才的时代。我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自身的价
值。而搞科研是其中最辛苦，最漫长的一条道路。
这就要求科研人员要有献身科研的精神，拒绝社会
上的各种诱惑，坚定自己的理想。【吴林】
科研需要怀疑精神。研究生之前，一直对课本
和老师深信不疑，认为能写进课本的肯定就是正确
的，老师讲的也是没错的，可以全盘接收。后来才
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可怕，真正做科研需要对别
人的东西追究个为什么，需要置疑。例如看文献，
有些时候只是作者自圆其说而已，每一篇文献都想
作者讲述的一个故事，故事圆满了，文章也就结束
了，但至于内容合理与否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在 Google 上搜文章的时候，一篇文章后面经常会
出现几篇文章对其提出异议。一种想法只有经过不
断地批判改进，才能真正的成熟，被大家接受运用，
也许这才是科研的真正目的，所以我们首先应该学
会置疑。科研需要认真严谨的态度。通过这段时间
的实验经历，我真正意识到了严谨的重要性。仪器
操作需要严谨，不按操作规则进行，不仅会影响实
验数据而且还有可能损坏仪器。有的时候，即使简
单的取样品过程，不够细心认真也会使结果千差万
别。因为样品的重量都是克级甚至毫克级，稍一疏
忽就会使误差变成错误。做超导实验的时候，钥匙
和手机都不让带进实验室，刚开始我很不理解，那
么小的东西又会有多大影响呢，何必如此严格。后
来我逐渐意识到这就是我们实验室的良好传统—
对待实验的严谨。科研需要独立思考的能力。以前
一直认为只要圆满的完成老师的任务，考个好成绩
就足够了，就达到一个好学生的标准了。现在逐渐
认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一直让老师牵着走的
话，那只能永远做个学生。做科研需要有自己的想
法，并大胆的尝试，不论正确与否。正确的自然是
好，即使是错误的，尝试了知道这种思路不对行不
通，显然也是一种收获。科研就是积少成多，由量
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刚开始做实验的时候，觉得
这是一个很低级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次
次的重复操作，真不知道这会有什么价值。后来做
的多了才逐渐认识到，科研成果就是由多次重复实
验的积累总结得到的。无心之人看到的是这些实验
的重复性，而有心之人看到的却是实验结果的共性
与不同，从而总结出一定的规律，这才是真正的科
研人员应该做的。也许这条道路会很艰难，但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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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只要用心，就一定能做好。【姜兆霞】
研究生如何做
作为研究生的我们，要更好的从事科学研究，
在储备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之外，必须具备至少三
项基本技能：查资料、做实验、写论文。在现代信
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熟练掌握获取、筛
选、评价、管理科技文献和信息的理论与技术、方
法和技巧，已经成为当代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必须具
备的信息素质。因此构建一个符合自己科研信息需
求的信息环境是从事科研工作非常关键的一步。这
要求我们必须了解自身信息需求并确定这些信息
的本质以及范围，还要了解信息获取源、获取信息
的工具和途径以及能合理识别、评价和利用得到的
信息资源。【蔡书慧】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做科研也不例外，离
开了兴趣，科研道路上纵使有再多的美景，也会无
心欣赏。尤其是在科研的第一步，刚开始时，是兴
趣和好奇指引着方向，提供原动力。但是空有兴趣
不够，科学研究更多的是要求勤奋刻苦。虽然有些
成果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发现或得出的，但是，幸运
之神不可能降临在每个人身上，机会也总是留给有
准备的人。而且，兴趣本身就很不可靠，它可以让
你凭着一腔热血而奋起拼搏，但是随着研究的深
入，一旦热情消失，这时更多的是要坚持。坚定自
己的思想，至少在被证伪或是证实不具可行性之
前，不要轻言放弃。虽然科研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
结果可能会更迷茫，甚至看似更遥不可及，但是有
时候离也很有可能离成功只有一点点，只差这看不
到的一点点。唯有坚持下去，才能最后摘到胜利的
果实。当然，要指出的是，不是绝对的任何时候的
坚持，有时也需要灵活变通。浅尝辄止不可取，坚
持到底应提倡，但是一味的盲目坚持也不是科研应
有的态度。当然，真正做好科学研究，这些还远远
不够，如善于发现和提出好的问题，有很好的交流
合作能力等都是一个好的科研工作者要具备的。但
是，我觉得，勤奋和坚持是基础，在科研工作中极
为重要。离开了这两点，很难想象科研工作能够得
以进行。最后要指出的是，由于刚进入研究生阶段
的学习，科研工作还未开展，对科研的认识也是就
自己所感受的再加上想象。要登堂入室一窥科研的
本质，必须实际经历才能深刻感悟。只有经历了，
才有发言权。
【吴文芳】
但是科研的道路是很辛苦的,是需要按得住寂
寞沉得下心的.只有具备坚强意志,怀着对科学的兴
趣,才能在探索科学的道路上有所斩获.要得出一个
科学成果,也许要经历漫长的平庸阶段甚至失败,但
要坚持得下来.科研是需要一个安静,不受打扰的环
境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点急功近利的时代,科学研
究机构千万要防止官僚化,一个科学家不能以职位
高低就可以摆架子,吆喝别人或者就自惭形秽了.只
能以贡献取人,勿以官阶论人.另外即使科研成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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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轻重之分,但我觉得也不能就因此而厚此
薄彼,将研究经费的多少直接与经济价值大小挂钩,
恐值得商榷,否则科学的研究就会变味.当然,还要注
重对科学家研究成果的产权保护了.同行之间是不
能有剽窃行为的.现在似乎科学界很重视维护科研
的纯洁性了.剽窃,这一种坐享其成,不劳而获的行为
若发生,是对科学的侮辱. 大概说来,科研的环境是
很重要的,让做研究的人能够热心于,也安心于做下
来是需要合理公正的制度保障的,我们的科研机构
而且还要为此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持.这是科研成功
生成的必要土壤。【陈力为】

晶体生长速度是否与粒径有关？
赵翔宇
晶体尺寸分布(Crystal size distributions, CSDs)
蕴含丰富的地质信息。了解晶体生长过程和规律，
可以加深对其地质含义的理解。有一种观点认为，
晶体生长速度是与晶粒大小无关的，而另一种则不
然。
前人研究中大多中采用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晶
体一旦成核以后，都会按照同样的速度生长，与粒
径无关。而这一假设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它所描述
的生长模式无法产生粒径的对数正态分布
（lognormal），这与自然界中各种矿物系的粒径不
符，比如，从 nm 级到 cm 级的尺度上，来自火山
岩，沉积岩以及变质岩的不同矿物的粒径符合对数
正态分布的例子很普遍（通过卡方检验验证）。
为什么这种假设不能产生 lognormal 分布呢？
举例来说，如果认为成核发生在结晶的最初阶段
（之后只有晶体的生长，而没有新的结晶核生成），
结晶核的大小相近，当晶体按同样速率生长下去，
则将具有同样的尺寸，从而不具备 lognormal CSDs。
如果不断有结晶核以恒定速率生成，按照这种生长
模式，CSDs 分布将是一条平行于 x 轴（尺寸）的
直线，成核越早晶体尺寸越大。如果有某种别的机
制使得结晶核的分布就是按照 lognormal 分布的，
晶体按照这种与粒径无关的模式增长下去，也将破
坏掉初始的分布规律。
如果认为 lognormal 分布与成核无关，而是在
晶体生长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那么就可以解释这
种 分 布 的 产生 了 。 根 据比 例 效 应 定律 （ Law of
Proportionate Effect，LPE）得到的与尺寸相关的晶
体生长模式数学上可以产生对数正态分布。该模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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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达式为

X j +1 = X j + ε j X j
其中 X j ， X j +1 代表前后两个生长周期的粒径，

ε j 是与粒径相关的系数。这种模式下，晶体生长不
但与粒径有关，而且其粒径的分布也分散了（leads
to growth dispersion）。
这是一个经验公式，能很好的描述一些观测现
象 ， 适 合 结 晶 过 程 的 表 面 反 应 阶 段
（surface-controlled growth），这一阶段，晶粒集合
的平均值增大，方差也随着增大。但是之后由于没
有足够的反应物，结晶模式改变为受控生长（supply
controlled growth），晶体生长速度与反应物的体积
成比例。这时候，晶粒集合的平均值会继续增大，
但方差基本恒定，能够保持 lognormal CSDs。
Reference：
D.D.Eberl, Daniel E.Kile, and V.A.Drits. (2002) On ge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crystal size distributions: Constant vs.
proportionate growth. American Mineralogist, 87, 1235-1241.

铁还原细菌对磁铁矿的诱导矿化
李陛
铁作为地壳中丰度第四的变价金属元素，它在
各种环境下的氧化还原状态和其他元素的地化循
环，各类铁矿物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早在 20
世纪初，人们发现微生物能还原铁离子，但是对于
微生物能否直接利用铁还原获取能量维持生长并
没有直接的证据。直至 1987 年 Lovley 在河流沉积
物中分离到 Geobacter，才表明存在一类能耦合铁
还原和有机物或氢气来维持生长的细菌(Lovley,
Stolz et al. 1987)。
Loveley 在研究 Geobacter 还原铁的同时发现，
这种细菌在厌氧条件下能够在体外生成 10-50nm 的
磁铁矿，从此人们以 Geobacter 和另一株铁还原细
菌 Shewanella(Myers and Nealson 1988)为研究对
象，开展了一系列对铁还原和体外矿化的研究，并
初步确定了矿化产物和细菌菌种，环境条件的对应
关系，并在一定的领域如环境治理，生物电池进行
了应用前景的探索。
目前的研究表明细菌只能还原游离铁离子，对
于无定形或者结晶好的铁矿物，可以采用生长依附
（直接接触），释放 shuffle（传递电子），cheltor
（促进铁离子溶解）等方式溶解还原矿物中的结构
性铁，环境中的腐植酸等也对非接触性铁还原有促
进作用。但是至今为止，由于没有分离到单一功能
的铁还原酶，所以无法了解最终的还原机制，能够
确定的是还原相关的酶系一般都位于细胞质膜上。
这也使得以铁还原菌为代表的诱导矿化（BI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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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以趋磁细菌为代表的控制矿化（BCM）在成
矿机理上的研究难度上存在差异。对于趋磁细菌，
人们已经完成了一些纯培养细菌的全基因组测序，
并对一些参与磁小体矿化的重要基因进行了突变
和功能分析，而对于铁还原细菌，虽然也进行了相
关测序，由于其体外矿化的复杂性，使得机理研究
比较滞后，人们更多地认为铁还原细菌在体外矿化
中起到的是部分催化作用，矿物的形成更多地是沉
积物中离子与环境发生物理化学反应的结果。
铁还原细菌极易还原转化水合铁氧化物（HFO）
并转化生成磁铁矿(Lovley 1986; Glasauer,
Weidler et al. 2003)，对于溶解性差，结晶好的
铁氧化物（goethite,hematite 其还原和矿化速率
明显较慢。至今人们对于细菌还原铁氧化物生成磁
铁矿的机制仍然知之甚少，只能从不断的试验中摸
索其矿化产物和条件的关系。现在的研究体系一般
是在 PH 为中性的缓冲液中，加入水合氧化铁（HFO）
，
铁还原细菌和适合细菌生长的培养基物质，在完全
厌氧的条件下静置培养，一定时间后，HFO 被还原，
体系中出现纳米大小的磁铁矿。在这个反应体系
中，各种因素都影响着铁还原和矿化的进行和结
果，缓冲液和厌氧气体的组分影响到最终的产物类
型，在碳酸缓冲液和二氧化碳的体系中，最终产物
是 siderite，如果再加入磷酸盐，那么就会有
vivianite 甚至 green rust 类型的矿物生成；PH
酸性时易生成 siderite，碱性条件下 magnetite 能
稳定存在，如果改变还原的铁氧化物前体（Mn，Co，
Ni），还可以生成元素替代型磁铁矿。这些反应一
般是在 30℃左右进行的，近年在热液地区分离到一
些铁还原菌，它们也能高温（45℃-100℃）(Zhang,
Liu et al. 1997; ZHANG, VALI et al. 1998;
KASHEFI, MOSKOWITZ et al. 2008)厌氧的条件下
生成大多为 SP 颗粒的磁铁矿。铁还原细菌在体外
的一定条件下也能诱导矿化生成一些 SD 颗粒的磁
铁矿(ZHANG, VALI et al. 1998; Vali 2004)，从
而使得细菌矿化与反应条件的关系更加复杂，也暗
示了对沉积物剩磁的可能影响。
过去认为磁铁矿易为可溶性硫化物所化学还
原，在没有硫化物的环境下，磁铁矿在沉积物中是
稳定存在的。在铁还原细菌还原高价铁氧化物生成
磁铁矿的时候，人们也一度认为作为产物的磁铁矿
能够稳定保存下来，然而后来的研究发现
Shewanella 能够在室温下几天内能转化 mM 量级的
磁体矿为亚铁离子，或者继续还原生成菱铁矿等
(JE and KH 1995; Dong, Fredrickson et al.
2000)，磁铁矿在 PH 高于 6.5 的环境中处于不稳定
的状态，这也进一步表明，铁的存在形式受到微环
境中的 Ph 和 Eh 的影响，这也暗示了地层磁性的环
境相关性。
由于细菌诱导生成的磁铁矿大多处于磁学上
的超顺磁（SP）范围内，而且颗粒尺寸差异大，晶
形差，与无机成因很难区分，为此人们进行了各项
研究试图找出生物成因磁铁矿的特征，Moskowitz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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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Geobacter 与趋磁细菌 MV1 生成的磁铁矿进行比
较，发现前者在 100K 左右显示逐渐降低的强度，
主要是由于粒径的差异造成，前者在 SP 颗粒范围
缺乏磁铁矿特有的 Verway 转换性质，因此通过低
温磁学性质区分磁小体和诱导成因的 SP 颗粒磁铁
矿(Moskowitz and Frankel 1989)。但是诱导矿化
的磁铁矿很难与环境中非生物成因的超微颗粒磁
铁矿进行有效区分。由于微生物对同位素存在分
馏，使得生物成因的磁铁矿或相关地层的标记物中
的铁，碳，氢等元素值存在特征性差异(Beard 1999;
Zhang, Li et al. 2003)，这也能作为判断生物成
因的依据。同时人们也在分析不同类型磁铁矿之间
在其他方面的性质差异，比如晶格结构，元素含量
比例等，希望综合各类因素建立比较完整的鉴定磁
铁矿生物成因的指标。
生物诱导矿化不仅仅限定于铁还原菌还原生
成磁铁矿，其他细菌比如铁氧化细菌，硫酸盐还原
菌等也能通过各自的生命活动生成各类铁氧化物
或铁硫化物之类的代谢副产物。总之分布广泛，代
谢多样的微生物在地球的表层扮演了改造者的角
色，细菌与矿物的相互作用与联系对了解地质历史
上的成矿和相关的环境学，磁性地层学问题有着重
要的启示意义。
Beard, B. L. (1999). "Iron Isotope Biosignatures."
Science 285: 1889.
Dong, H., J. K. Fredrickson, et al. (2000). "Mineral
transform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microbial
reduction of magnetite." Chemical Geology
169(3-4): 299-318.
Glasauer, S., P. G. Weidler, et al. (2003). "Controls on
Fe reduction and mineral formation by a
subsurface bacterium." Geochimica Et
Cosmochimica Acta 67(7): 1277-1288.
JE, K. and N. KH (1995). "Dissolution and reduction
of magnetite by bacteria." Environ Sci
Technol 29(10): 2535.
KASHEFI, K., B. M. MOSKOWITZ, et al.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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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51(4):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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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330(6145): 252-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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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地层连续性判断
刘彩彩
在磁极性地层的研究中，地层的连续性与否
是困扰该方法应用的最大制约。通常利用磁极性地
层方法利用内插法推断地层年龄时，均假设所研究
的剖面地层是连续的，但是，事实上，并不存在严
格意义上的连续地层。一般所谓连续的地层或是完
整的地层都是相对于一个短的时间尺度而言，即大
于这一时间尺度的事件均能被很好地记录在地层
中，相对该时间尺度地层是完整的，而对于持续时
间比该时间尺度短的事件则不一定被记录下来，此
时该地层是不连续的。因此，地层的连续性是个相
对概念。而我们在利用磁性地层方法定年时，应该
考虑到沉积地层这一特性，才能更好地应用于地层
的比对。
那么有没有方法可以判断地层的这种连续性
呢？Sadler 于 1981 年在 Journal of Geology 上发表
的“Sediment accumulation rate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stratigraphic sections”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应用
中长时间尺度沉积速率与短时间尺度沉积速率的
比值来估算沉积地层剖面完整性的方法。文章中，
汇集了 25000 个不同沉积环境下的沉积速率数据，
综合这些数据他发现剖面的平均沉积速率随着剖
面记录时间尺度的增大而降低，即沉积速率与时间
尺度之间存在一种反线性关系，且这条线的斜率因
具体的沉积环境而异。造成沉积地层这种特性的原
因，有人认为可能是测量误差、沉积后的压实作用
或是地形演化等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确实能
加强沉积速率与时间尺度之间的负相关性，可它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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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却是有限的，局部的，并不能解释这种宏观
趋势，即在不同的沉积环境（如：湖相、大陆架、
海洋、风尘、碳酸盐等沉积）下，沉积速率均随着
时间尺度的增大而降低。而作者将此归因于较老地
层具有更大的不连续性，由于测量手段的局限性或
是其他地质原因，老地层较之年轻地层更容易缺失
短尺度事件记录，从而，使沉积地层具有沉积速率
随时间尺度变长而降低的特征，且该变化规律普遍
存在于各个地质实体中。
Sadler 基于这条规律总结出一种估算地层完
整程度的方法。沉积地层的完整度可以用整体剖面
的长期沉积速率（S）与短期事件沉积速率(S*)（该
值是综合各种沉积环境的平均值）的比值来表示。
而沉积速率与时间尺度负线性相关的斜率 m 与地
层完整度 S / S * 有如下关系：

ln . S / S * = ln . S − ln . S * = m ( ln .t − ln .t * ) ,
这里： m = d l n . S
d l n .t
则： S / S * = ( t * / t ) − m
其中，t 是整个剖面的时间跨度，t*是给定的
短期时间尺度。
例如，对于一个厚度为 900m，上下界线年龄
分别为 10、25m.y.的剖面在 5m.y.尺度上的连续性为
(t*/t)-m =（5/15）0.35=0.68；在 1m.y.尺度上的连续性
为 0.39。因此，如果地层厚度、时间尺度、沉积环
境已知，便可推算出剖面的相对完整性。
该方法可以用于评估磁性地层比对的可靠性
判断以及地层间记录的可比性分析。May 等人于
1985 年发表在 GRL 杂志中的文章利用该方法对位
于 Arizona 东南部的 Saint David 剖面的磁性地层结
果进行验证。根据 Johnson 等人 1975 年的对比结果
发现，该剖面缺失 Jaramillo 和 Reunion 两个正极性
亚时。用 Sadler 的模型计算出该剖面记录 Jaramillo
正极性亚时的可能性为 14%，记录 Reunion 正极性
亚时的可能性为 11%或 10%。从而证明 Johnson 等
人的磁性地层对比结果是可信的。而对 Payne 等人
于 1983 年发表的关于美国新墨西哥州东北部 Raton
盆地一个磁性地层结果进行验证发现，该磁性结果
中的短极性事件出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于最
短的极性事件的可能性为 4.6%，最长的为 7.8%）
。
这说明 Payne 等人对磁性地层结果的解释有可能是
错误的。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们发现 Sadler 估算地
层完整性的方法是判断磁性地层结果解释的合理
性以及推断与标准地层对比的可靠性的一个很好
的工具。
参考文献：
Sadler， P.M., Sediment accumulation rates and the
completeness of stratigraphic sections, Journal of
geology, 89, 569-584, 1981.
May S.R.,et al, Magnetic polariry stratigraphy and
stratigraghic completeness, Geophysical

第1期

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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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下地壳磁性研究
刘庆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

众所周知，地球的磁场是重要的天然地球物
理位场，他与地球内部结构及其动力学状态密切相
关。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科研人员在许多地区的
航磁与磁卫星磁场中提取出长波长磁异常，并致力
于长波长磁异常成因研究。根据位场理论，长波长
磁异常的场源应当位于地壳的深部（下地壳、壳幔边界或上地幔顶部），并成为研究地壳、乃至岩
石圈深部结构及动力学过程的重要途径，从而成为
深部地质-地球物理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然而，由
于深地壳岩石磁性研究目前还不能广泛地像波速
和电性那样通过对地表岩石（包括下地壳和上地幔
包体岩石）在实验室模拟原位压力与温度进行“原
位条件”测量，以及岩石磁性受到诸多因素的控制
（如岩石矿物及化学组成和结构），制约这一领域
研究的进展，成为深部地球物理研究中的热点和难
点。
1987 年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的四年一度的
IUGG 学术大会上，除了按常规安排的五个联合报
告外，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当前地球科学发展引发的
许多重要科学问题而设置的 20 个交叉学科专题，
其中第 7 个专题的名称为：下地壳的性质与过程研
究 (Nature and process in lower crust)。这是首次在
国际学术大会正式提出对“大陆下地壳”进行系统
研究。1988 年 10 月 20 日我国著名构造地质学家马
杏垣先生给刘庆生的回信中说：“庆生同志，你说
的很对，下地壳研究是一个重要课题，是前沿”。
1992 年 Fountain 等 22 人联合出版了国际上首部关
于大陆下地壳研究的专著“Continental lower crust”
(Elsevier 出版)，在第四章“大陆下地壳的磁性特征”
中提出 5 个科学问题：1、深地壳岩石的磁化强度
的幅度？2、感应磁化强度与剩余磁化强度的相互
关系？3、下地壳岩石中重要的磁性矿物？4、下地
壳岩石的磁化强度随温度和深度的变化？5、下地
壳岩石的磁化强度随变质级的变化？并且认为现
今出露地表的麻粒岩相地体与包体岩石是研究大
陆下地壳岩石磁性的重要目标。1995 年 Rudnick,
R.L. 等在地球物理评论杂志发表长篇论文“大陆地
壳的成分和性质：下地壳展望”，对下地壳成分与
性质进行较系统探讨。2002 年俄罗斯学者 Pechersky,
D. M., 等在固体地球物理杂志发表长篇综述论文
“大陆地壳的岩石磁性：20 世纪研究总结”，全面
阐述国际同行在“大陆地壳磁性结构研究”的进展，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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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53 篇文献中引用我国研究成果 4 篇。
迄今国际上已经发现了 20 多个下地壳岩石出
露地区（包 括包体和地 体岩石， 如 Ivrea Zone,
Calabria, Italy; Lofoten and Vesteralen, Norway;
Kapuskasing Uplift, Ontario, and Pikwitonei,
Manitoba, Canada; Kohisten, Pakistan；Madras, and
Charnockite Belt of southern India; Namaqualand,
South Africa; South Indian granulite terrain; eclogites
in Italy 和中国华北克拉通、扬子克拉通、安徽女山
和湖南道县等）。对这些出露岩石通常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岩石矿物化学组成研究，并发表了大量学术
论文，其中也有少数地点配套进行了地球物理研究
（包括重磁和地震测量与岩石物理，其中主要为磁
性）。这些早期（80~90 年代）研究对下地壳磁性岩
石学与磁性矿物学取得了一定的认识，主要有三种
观点：1、粘滞剩余磁性；2、Hopkinson 效应；3、
岩石中存在的高居里点磁性载体（如 Fe-Ni-Co-Cu
合金）。
近几年来，以挪威地质调查所的 Robinson 和
McEnroe 研究组对深地壳岩石中赤-钛固溶体内存
在的薄层结构(Lamellare structure) 对岩石天然剩
余磁化强度的影响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并已经取得
了某些成果，如 Peter Robinson 等 2002 年发表
在”Nature”上论文“赤－钛系列中薄层的磁性对岩
石强剩余磁化强度的解释中”提出：在纽约、瑞典
和挪威的一些含有细颗粒出溶结构的赤－钛系列
岩石具有极强稳定的剩余磁化强度，可以解释来自
地球深部（主要为大陆下地壳）的磁异常。进行这
一方向研究的还有美国 NASA 的 Wasilewski 研究组
及英国剑桥大学的 Harrison 等人课题组。McEnore
等人 2004 年在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发表题为“下
地壳的磁性是什么？”论文中提出：地球上某些地
区航磁和磁卫星磁异常的长波长异常需要来自下
地壳条件下形成岩石的磁性来解释，然而，下地壳
条件下的磁性岩石学和磁性矿物学研究仍然处于
初期。因此，系统研究来自地壳深部岩石的磁性特
征及其与配套的岩石学、矿物学、地球化学与构造
地质学（包括区域构造与显微构造）之间的相互关
系，对于诠释大陆下地壳磁性的形成机理与重建相
关的深部地质过程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与实际意
义。
自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岩石磁学中几个前沿方向研究课题组”在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和 973 项目子课题的资助下，对我
国部分地区出露的下地壳岩石进行磁性岩石学和
磁性矿物学研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和认识 1-3。
如对吉林辉南大龙湾超镁铁质包体的磁性岩石学
研究结果，提出两类样品的形成环境分别为上地幔
和上地幔熔岩经分离后，在下地壳背景下结晶的堆
积物 4；华北地台南缘的河南登封-鲁山一带地壳剖
，
面 5 6 与华北地台五台-集宁剖面中岩石的变质程度
7，8
与磁性的关系；扬子地台太古代崆岭群麻粒岩相
岩石的磁性特征与变质相的关系 9；河北汉诺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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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下地壳包体与地体岩石磁性与分异结晶作用关
系 10-12；苏鲁地区超高压榴辉岩的退变质作用对岩
石磁性的控制及超镁铁质橄榄岩的磁性特征与蛇
纹石化过程关系等 13-15。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关于下地壳磁性状态及
其形成机制仍然没有获得突破性进展。这主要是因
为：
（1）世界范围内下地壳样品采点的非均一性以
及采点数的不足，这 20 几个地区下地壳的岩石磁
性资料还不足以勾勒整个大陆下地壳的整体磁性
结构。
（2）由于下地壳组成与相关地球内部动力学
过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需要大量岩石样品(包括不
同地区、不同类型地质背景及岩石类型等)的磁性与
配套岩石矿物化学的分析测量结果作为解释的基
础。
（3）关于“赤-钛固溶体内存在的薄层结构”对
天然剩余磁化强度影响的机理及其对下地壳磁化
强度的贡献仍然存在争议，即如何区分岩石中磁性
矿物成分和结构对磁性的影响。
（4）目前测量出露
的深地壳岩石（太古代高级变质岩和麻粒岩相包
体）的磁化强度（通常<1A/m）远小于区域长波长
磁异常反演的视磁化强度（2-6A/m），两者之间矛
盾的解释都需要系统的对下地壳岩石进行准确的
磁性岩石学和磁性矿物学研究与长波长磁异常反
演模型研究，才有可能作出合理的解释。为此，我
们呼吁我国同行重视这一方向的科学研究，为“大
陆下地壳磁性研究”成果走在国际前列作出应有的
贡献。
说明：由于国际同行文献较多，需要者可以与
刘庆生联系，或自行查询。这儿只列我们课题组发
表的相关论文，欢迎同行批评指正。
联 系 ： 刘 庆 生 ， 027-87481462 （ 办 ）， Email:
lqs321@cug.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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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磁场研究
秦华峰
地磁场作为基本的物理场之一，古地磁学的
研究表明地磁场存在已经有超过 30 多亿年的历
史了。自发现地磁场以来，人们对其起源和成因就
开始思考和探索。然而到目前为止对这个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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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完全弄清楚，现在普遍认为是由地核内液态铁
的流动引起的。深入的研究表明地磁场行为和地
球外核流体、内核以及核幔边界的状态都有密切
的关系。因此地磁场的信息包含了地球内部动力
学信息，而通过古地磁的研究可以揭示地质历史
时期地球内部动力学的状态和演化信息。从而使
得将古地 磁 学和地球 动 力学联系 起 来成为认 识
地球演化的一项重要手段。【潘永信】
确认地磁场存在之后，人们就采用各种方法对
地磁场进行描述。现代仪器的发展，使得直接观测
的地磁场数据得到积累，大量的地磁资料，各种地
磁现象强烈的吸引了一些擅长思维，乐于探究的数
学家，物理学家。德国著名数学家高斯（Guass）
就是其中一位，1839 年高斯将位场理论应用于地磁
场研究，提出了地磁场的球谐分析方法，真正将物
理和数学理论引入地磁场的研究中，为近代地磁学
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地磁场的近地表特征，诸如变化缓慢以及没有
空间没有位移电流和自由电流，决定了根据电磁场
麦克斯韦（Maxwell）理论，满足地磁场的磁势 U
满足拉普拉斯（Laplace）方程 ∇ U = 0 。对方程
采用分量变量和变量替换的方法得到其解为
2

∞
n
r
⎡ a
⎤
U = a ∑ ∑ ⎢ ( ) n +1 ( g nm cos mλ + hnm sin mλ ) + ( ) n ( jnm cos mλ + knm sin mλ ) ⎥Pnm (cos θ )
a
⎦
n =1 m = 0 ⎣ r

式中 r 为球心到某点的距离，θ为余纬度，λ为经
m

m

m

m

度， a 为地球半径， g n ， hn （内源场）， jn ， kn

（外源场）为高斯系数， Pn (cos θ ) 为缔合勒让徳
m

函数。上式被称为地磁场磁势的高斯级数表达式
（或称球谐级数），有了用球谐级数形式表达的磁
势函数，地磁场空间分布的问题就转变为求解高斯
系数的问题。将地表获得的一些离散的地磁资料的
观测值带入到由磁势求导转换得到的各表达式中，
求解出高斯系数，并由此建立了国际地磁参考场。
从中可以得知地磁场主要成分来源于地球内部，其
中 95%由变化缓慢的地核场组成，地壳场占约 4%，
少量的感应场。起源于电离层、磁层和星际空间的
外源场仅占 1%左右。另外 n=1 阶的磁场部分——相
当与一个地心放置的偶极子磁场——占全部磁场
的 80-85%。因此为了研究的便利可以将现代地磁场
近似为位于地球中心与旋转轴成 11 度的偶极子形
成的磁场。【易治宇报告】
但是，大家并没有满足于“地磁场起源于地球
内部”这一简单论断，更令人感兴趣的是究竟地磁
场产生的物理过程是怎样的。只需看看提出的各种
关于地磁场起源假说的数量就可以知道该问题对
大家的吸引力是如何巨大，而解决这个问题又是有
着何其艰巨的难度。在各种假说提出的同时甚至之
前，除了直接观测的地磁资料在不断的丰富之外，
古地磁学的产生以及研究进展，不仅加深了对已知
地磁场形态的认识，同时也带来一些新的认识，特
别是对于地磁倒转现象的发现，使得对于理解地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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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时期的地磁场形态演化过程有了更加深入的
认识，也同时检验各种起源假说的正确或合理性。
1945 年，物理学家埃尔萨塞根据磁流体发电机的
原理，提出地磁场只能由地球内部地核导电流体
的运动与内部的磁场的相互作用来维持的学说，
也就是目前最为大家接受的“发电机理论”。然
而涉及这 一 理论的磁 流 体力学的 非 线性特征 使
得求解过程异常的复杂，而且地球内部物质状态
的不确定性，不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对其求解
结果造成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在数值模拟方面
可以说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离完全解决该问题
还很远。实验室的模拟实验也带了一系列严重困
扰地磁学家的问题。仅从某一方面很难理解地磁
场的一些行为特征。科学家转而对地磁场的数据
资料进行各种统计分析，找出一些简单的规律，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些简单的理论模型，对实际
的数据的进行拟合。不仅帮助认识地磁场的行为
特征，而且可以为地磁发电机理论提供各种约束
以及边界条件。
说到实际的地磁场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直接观测，现今实测的资料虽然在空间
上覆盖广，数据量大，但是其追溯其时间的记录
也就近三个世纪；二是考古地磁学数据，主要从人
工制作的烤砖及陶器中获取信息，可以延伸自人类
活动的千年范围的历史；三是古地磁数据，沉积物
和火山岩石记录中，虽然在时空的分布呈现很大不
均匀性，但是具有时间尺度上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对整个地 质 历史时期 的 理解必需 借 助于古地 磁
学的研究进展。古地磁的发展一个很大的进展是
提出并验证 GAD 假说；另外一个是关于地磁倒转
现象的发现和确认；其次对各种地磁现象发生的
时间尺度给出了一系列的信息。
以致现在确定研究地磁场某些行为特征时，
需要首先考虑其现象所持续尺度的范围。地磁学
包括古地磁学的研究表明，对于不同时间尺度范
围的地磁场特征，存在下列行为：1-100yr 主要
表现为地磁场较快速的长期变化；100yr-10kyr
为地磁倒转的持续时间尺度；10kyr-1Myr 主要表
现在地磁偶极矩的变化上；1Myr-10Myr 表现在倒
转频率的变化和时间平均磁场变化特征；
10Myr-1Gyr 则表现在超静磁和偶极子特征上。另
外与之相 对 应的地球 内 外各种运 动 时间尺度 在
s-yr 上表现的是外源场的特征；300yr-500yr 的
尺度反应的则是地球外核对流运动的变化特征；
3000yr-5000yr 反映的是地球内核扩散行为；大
于 10kyr 则是 CMB 以及地幔的行为特征。
【Valet
报告】
这其中地质时期的地磁场演化行为，除了对各
种时间尺度的地磁现象研究的同时，长期的稳定
极性期交替于快速的倒转期，是现代地球科学最令
人关注的一个现象。一些研究焦点集中在倒转时期
的特征研究，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倒转持续的时间
不会超过几千年，但是其空间和时间的结构变化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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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具有很大争议。磁流体相互作用的三维模拟也被
展示一些有趣的结论。尽管有很大进步，但是考虑
到满足真实的地球动力学环境，计算方面依然需要
很大的改进。因此也有另外一些方法被提出用来简
化对于地磁倒转机理的认识，并用来约束动力机
制。
比如有 人采用 简单 的理解 非线 性过程 的湍
流串级(turbulent cascade)模型，借助于元胞
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on）原理解决湍流模
型问题的思想，类比应用到理解地磁场的倒转行
为过程。所谓元胞自动机原理，是将湍流分解成
不同尺度的漩涡或气旋（有正向、反向，强、弱
以及空的类型），相邻漩涡可以按照一定的规则
演化发展，从而可以将湍流运动通过正反向串级
后研究不同尺度的湍流随时间的演化过程。将这
个思想因为到地磁场的研究时，将磁场分解为随
时间变化的极性场和环形场两部分，其中环形场
建立于极 性 场的差异 转 动，和平 均 角速度ω 相
关；极性场则由环形场底部托起扭绞而形成（也
就是所谓的多尺度的α效应）。按照此种关系和一
定的基于 以 上所说的 湍 流串级假 设 条件建立 简
单的αω动力学模型，考虑外部假设条件变化时
可以得到 一 次的快简 单 的快速倒 转 和多次复 杂
的振动倒转的现象。【赵翔宇报告】
虽然上面的应用借助了湍流串级模型的思
想，整个过程中并未考虑真实流场的运动变化，
然而地磁场是终究是由磁流体运动产生的，所以
有必要考察真正的流体运动情况。一些研究湍流
的大尺度环流的实验表明，在具有稳定边界条件
的封闭空间下，大尺度环流会出现停止、方向倒
转等现象 。 实验过程 为 将圆柱状 容 器中充满 液
体，控制上下底面的温度条件（底面为均匀恒温
但上下底面存在温度差），采用光源和摄像机或
者数控温度计观测环流运动状况，并对各种运动
情况进行统计，并与地磁场的某些行为的统计规
律作比较。发现改变圆柱高与底面直径的比例会
影响环流停止发生的频率。环流倒转前后运动强
度的变化持续时间要长于运动方向变化时间，跟
地磁倒转前后强度和方向变化具有相似性。环流
方向发生 变 化期间稳 定 期持续的 时 间和发生 的
频率成泊松分布，地磁场的统计也有些类似的结
果。环流统计中也出现流动加强时倒转频率减少
的特征，跟一些人提出的磁场强度和倒转频率成
负相关的结论一致。【倪睿报告】
对比关于流体运动的现象和一些地磁行为
特征，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并有可能改变一些
我们原有的认识。比如从流体的运动实验过程中
可以发现，即使稳定的边界条件依然可以产生运
动环流方向的倒转，而且一些倒转规律也遵从泊
松分布。从而意味这倒转很可能是湍流运动的本
质特征，并非由于外界条件的改变。当然模拟实
验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其空间和时间尺度
均无法和地球和地质历史的尺度进行对比，另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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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的运 动 和磁场的 变 化之间的 关 系并非简 单
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环流的方向改变并不能代
表地磁倒转的发生。
也有直接对整个地质时期地磁场的数据进
行统计分析，比如有人将地磁场的变化转换为高
斯系数的变化，通过一定的假设条件，认为各高
斯系数遵循某种正态分布，将问题转换为求解各
正态分布的参数上，并由此建立模型。然后通过
该模型确立地磁场的各种情况的分布概率，以此
与实际对比得到较好的结果。然后以此约束动力
学模型或者检验各种古地磁数据的可信度。【黄
晟报告】

2009.03

泥河湾盆地轨道调谐时间标尺的建立
敖

红

大量研究表明地球轨道三要素,即偏心率、地
轴倾斜度和岁差的变化可以导致抵达地球的太阳
辐射量有规律地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
可能是古气候变化的外在驱动力。

仪器研制
时代的不同，当今留学生应该学到西方人的
科研思路和方法，而不是只从他们那里学会读书和
写几篇英文文章。这种模式在改革开放初期、甚至
上世纪末都是必要的，但对你们 80 后留学生远远
不够。公平地讲，西方人对现代科学的理解比国人
深刻，这是事实，我们要有勇气承认，这是我们未
来取得原创性成果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西方社会
有很强的社会分工，比如仪器研制问题，需要有科
学思想的人提出原创需求，还需要有技术和动手能
力的人来实现科学家的想法。对于实验室建设，要
实现科学思想与技术才能有机结合。
【朱日祥】
科学家研究学问，比较容易想出一些有用的
仪器和抽象的制造思路，但是落实到具体的制造，
如果光靠我们自己，还是有很大的困难。最好的一
个办法还是像朱老师说的来找一些仪器公司来合
作，他们有制造仪器专业方面的特长，我们有科学
方面的特长，这样的强强联合是对我们有利。【王
华沛】
对于关键技术，可能都有各自相应的成熟技术，
关键是在于，我们要宏观设计和协调各个方面，来
达到科学实验目的，还有就是要监督制造施工质
量，来满足实验精度要求。不过首先呢，第一件事
我们应该做的是，理论的推导和图纸的绘制，先得
从理论的角度来根据科学原理，来设计图纸，并论
证其是否可行，之后我们才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和
资助来进行实际的制造过程。【王华沛】
对仪器研制的想法要有提高，盲目的组装是不
能作出很有价值的仪器。我们需要好好设计，至于
每一部分具体技术可能大多数都是成熟的。第一步
我们可以是拿来主义，问题是拿来什么？这就需要
科学思想和好的设计。你提出想法，我们反复讨论，
再找相关人才，我们争取作出有特色的仪器，让世
人明白中国人不仅会用别人的仪器，也会制造仪
器。【朱日祥】

图1 地球的偏心率
地球绕太阳运转的轨道呈现椭圆形，太阳位于
椭圆轨道的一个焦点上，轨道偏离正圆的程度就是
地球轨道的偏心率（Eccentricity）(图1)。地球轨道
的偏心率变化范围是0.0--0.0607，周期大约是
96kyr，由于大行星（主要是木星和土星）的引力作
用引起的的轻微变化，该周期可在90－100kyr间变
化，同时还存在着～400kyr的周期变化。虽然地球
轨道偏心率变化导致的地球上太阳辐射的变化非
常小，大约占地球上太阳辐射总量变化的0.03％，
但其对地球上的气候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Maslin and Christensen, 2007)。
地球的地轴倾斜度是黄道面与赤道面的交角
（图2）。由于行星的摄动作用，地球倾斜度同样
会以～41kyr的周期在21.39°－24.36°间变化。黄赤
交角影响着地球上不同纬度和不同季节的气候差
异程度的大小。黄赤交角越大，冬季和夏季的差异
越大。黄赤交角的变化对极区影响最大，若黄赤交
角减小(地轴倾角增大)，极地地区变暖，反之，当
黄赤交角增大时(地轴倾角减小)，极地地区更为寒
冷。

11

PGL Letters

第1期

(a) (b)

0

(c)
GPTS

Polarity

(d)
(e)
(f)
(g)
SR
log(SIRM) Composite
Precession
(cm / kyr) (normalized)
δ18O
0 6 12 0.6 0 -0.6 5 4 3 1 0 -1

200

(h)
Obliquity
1

0

-1

7

3
300
9

6
400

11

N
9

Age (ka)

受到太阳和月亮的引力作用，地球的自转象陀
螺一样摇摆，每次绕太阳旋转一周都不能回到它的
起点，而是倾向于在轨道上前移一点点，即发生地
轴进动（或称旋进）（图3）。这种由太阳和月球
引起的地轴的长期进动称为岁差。地球每年的岁
差为50.3″，岁差周期为25.8kyr，但由于其他行星（主
要是木星）的影响，该周期在19－23kyr间变化。岁
差不改变地球接受的年入射辐射量，而只改变接受
时间。当一个半球因为岁差有一个冷夏时，另一个
半球将有一个暖夏。
地表各纬度上接受到的太阳辐射一直具有～
400kyr、96kyr－100kyr、～41kyr、19－23kyr的变
化周期，太阳辐射的这些周期性变化进而诱发了气
候的变化，这些古气候变化被记录在各种各样的沉
积物中。例如，Hays等在分析南印度洋两组长度约
40万年的深海岩芯记录时，分离出了21kyr、41kyr
和100kyr的周期分量(Hays et al., 1976)。中国黄土沉
积物也很好的记录了～400kyr、～100kyr、～
41kyr、～19kyr和～23kyr的周期变化(Ding et al.,
1994; Sun et al., 2006)。上世纪末，Berger和Loutre
（1991）精确的计算了近10Ma以来地球接受太阳辐
射量随时间的变化。因此，通过沉积物记录的古气
候变化序列与地球接受太阳辐射变化时间序列的
详细对比，尤其是借助滤波这一数学工具将古气候
替代性指标曲线中的某些周期成分与地球轨道参
数变化曲线相对比，可以非常准确地确定沉积物的
年代。这在海洋沉积物和黄土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例如，Imbrie et al. (1984)对5个深海钻孔记录分
别进行了轨道调谐，建立了基于深海氧同位素记录
(SPECMAP)的轨道调协时间标尺。Ding et al. (1994)
建立了中国黄土基于粒度参数的轨道调协时间标
尺。
到目前为止，泥河湾盆地古人类遗址的年代几
乎都是通过古地磁极性转换点的年代线性内插获
得，一直缺乏更加精细的年代约束。最近的研究表
明泥河湾河湖相沉积序列的粒度参数和环境磁学
参数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可以作为气候替代性
指标。这不仅是这些物理参数用于古气候反演的基
本依据，也是进行轨道调谐的基础。本文选择许家
窑剖面的饱和等温剩磁（SIRM）这个环境磁学参
数作为气候替代性指标，因为许家窑剖面地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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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球的岁差

非常好的连续性，其S-ratio可以与深海氧同位素很
好地进行对比(Wang et al., 2008)。
使用自动调协方法(Yu and Ding, 1998)，我们选
取65oN夏季太阳辐射变化曲线作为目标曲线
(Berger and Loutre, 1991)，因为65oN夏季太阳辐射
变化在启动第四纪冰期旋回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它
也可以作为北半球中高纬度太阳辐射量变化的代
表。首先根据气候替代性指标SIRM曲线的初始时
间控制点将该曲线插值成等时间间隔曲线并滤出
41kyr和21kyr周期成分，然后与65oN夏季太阳辐射
变化曲线的41kyr和21kyr周期对比。这里目标曲线
的41kyr和21kyr周期分别选取了8kyr和5kyr的滞后，
因为通过中国黄土的研究表明东亚季风的41kyr和
21kyr周期分别具有8kyr和5kyr的滞后(Ding et al.,
2002; Sun and Huang, 2006)。在对比过程中多次加
人新的时间控制点，使二者的41kyr和21kyr周期的
相位和幅度都能基本对应。因为41kyr和21kyr周期
是第四纪气候最常见的周期，而且通过短周期调协
获得的时间标尺通常比通过长周期调协获得的时
间标尺精细，因此我们在对第四纪沉积物调协时，
通常选取41kyr和21kyr周期。在对比时特别注意冰
期和间冰期沉积速率的变化，新增时间控制点尽量
加在冰期与间冰期界线处。经过调协后，SIRM时
间序列和目标曲线的41kyr和21kyr周期具有非常高
的相关性，分别达到了0.80和0.82，并且SIRM在调
协时间标尺上的变化与深海氧同位素可以进行很
好对比（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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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地球的地轴倾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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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泥河湾盆地许家窑剖面调协时间标尺结果

把新建立的许家窑SIRM时间序列与北纬65oN
夏季太阳辐射变化时间序列进行交叉谱分析和与
深海氧同位素进行对比可以有效检验调协结果的
可信度。我们建立的许家窑SIRM时间序列和北纬
65oN夏季太阳辐射变化时间序列的100-kyr、41-kyr
和21-kyr周期都能很好的匹配，一致性都超过95％
置信度（图5），表明该调协时间标尺是可信的。
对地层各采样点确定时间标尺，是古气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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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对调协结果进行交叉谱分析
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没有精确的时间标尺，古气
候学研究就很难深入。各种年代学测年技术是确定
时间标尺的重要手段，轨道调协法的初始时间标尺
就是主要根据年代学测年结果结合地层观察、对比
确定的；初始时间标尺特别是地层定、底部时间的
正确确定，是轨道调协法结果可靠的关键前提。轨
道调协法的结果虽说是由计算产生，但它的理论依
据来自古气候学的动力因子分析，物理概念明确，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此外，古气候替代性指标曲线
时间标尺的自动轨道调协法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
性。详细的古地磁测量为泥河湾河湖相沉积序列提
供了最基本的年代框架，然而轨道调协时间标尺则
为该序列提供了更加精细的年代约束。通过轨道调
协时间标尺获得的许家窑遗址的年代为0.58Ma，位
于深海氧同位素的15阶间冰期时期（图4）。这比
通过古地磁极性转换点年代线性内插获得的许家
窑遗址的年代早～0.03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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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刘东生先生逝世一周年
朱日祥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刘东生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一周年了。刘东生先
生为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为中国地学界，为中
国科学做了巨大贡献；先生实践了中国科学院的院
训：科学民主、爱国奉献、唯实求真、协力创新。
在先生仙去的这一年里，我们多次讨论过，如何纪
念先生对中国科学的贡献；如何忠实地告诉后人先
生是什么样的人。先生的开创性研究跨越了许多领
域，不仅启迪了他的同辈研究者，而且影响了整个
时代的青年学子。他对人生的热情与乐观，对科学
的好奇和探索，等等许多许多，我们无法用简略的
语言来描述。今天感谢国家天文台让我们找到了怀
念先生的最好方式。
根据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的提议，国家天文
台将他们 1997 年 10 月 8 日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刘
13

PGL Letters

第1期

东生星”。这一提议得到了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国际
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集邮公司还配发了精
美的刘东生星命名纪念封。
同时，在今天的命名典礼上，还要举行《纪念
刘东生院士》文集和《黄土和干旱环境》一书的首
发仪式。
在此我谨代表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向中国
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国家天文台、商务印书馆、安
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和中国集邮公司表示衷心的感
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的子
女，我们子女的子女，他们虽然无缘目睹先生的大
科学家风范，没有机会聆听先生的教诲。但是，他
们将知道刘东生星，将拜读到先生的纪念文集和著
作。他们会从这些宝贵的资料中体会到先生的高尚
人格，辉煌的成就。遥望星空，我们仿佛又看见了
先生睿智的眼睛，他将永远激励我们为祖国的科学
事业而奋斗。
谢谢！

2009.3.6

做人的基准
做人难，这是所有人的共鸣【刘青松】。
从生物角度，人本身就是个集合体。现今生命
科学能做的大部分是把人拆成 N 部分，然后讨论某
一部分的功能。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可以说，至
今人类并不了解自己。
人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在茫茫宇
宙中，人类非常孤独。我们所处的地球在银河系边
缘，而银河系也远离所谓的宇宙中心。所以说，人
类从本质上就应该放弃傲慢，低头思索，平静面对。
把镜头拉回我们的社会。作为社会的人，我们有具
体的环境来感知，有繁琐的社会规范来遵循。
做人的基准是什么？也就是最原始的参考系
在哪里【刘青松】？做人的基准是个大“学问”，
也许我们不能回答，但值得我们思索。同一问题，
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思索轨迹【朱日祥】。有太多
的典籍告诉我们如何做人，而且一定能找到相矛盾
的答案。所以，最好的答案是根据自己的情形来思
考【刘青松】
。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做人的基准应该是对父母
及故乡的眷恋。父母给与有形的身体，故乡给身体
纳入灵魂【刘青松】。父母赋予了我们真诚的品格，
家乡的大山赋予了我不屈的性格【曹长乾】。
现今社会，大部分人归类为游子，远离家乡，
或者飘扬过海去拼搏。但是远居于那一隅的故乡，
在心中永远飘扬着儿时泥土的芬芳【刘青松】。让
内心回归自然，在心灵深处，永远为自己保留一份
沃土，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蓝天——也许是对故乡
的眷恋，也许是对真情的渴求——但无论怎样，做

2009.03

个真实且快乐的自己，是最重要的【张春霞】。
尤其在外漂泊久了，这种感觉会在身体里越发
强烈，耳边总会回响起父母的话：“家永远都是你
的港湾，在外漂泊累了，想回来的时候就回来。”
回家，在小时后是一种不情愿，老想在外面多和小
伙伴玩会儿；可是十年过后，回家，却成了我遥远
的奢侈期盼【王华沛】。但是我从来不会放弃我家
乡那大山赐予我的不拘泥于形式，海阔天空【曹长
乾】。炊烟袅袅，夕阳落霞，永远都把照应着自己
的灵魂，在异乡不再孤单【刘青松】
。
想到宇宙以外的世界时，也会让人有种茫茫然
而不知所踪的感觉，想得太遥远，可能会迷失了自
我。而在现实社会中，如果依照太多的准则，或者
以自我为圆心，仅局限周围这个小圈子里，又会日
日被周围的繁琐所累。做得太现实，亦会丢失了自
我【张春霞】。也许最好的方式，是老实做事，谨
慎做人【陈军山】。
人，是种善变的动物，要学会珍惜现在的拥有，
不要因为现在的不经意而成为 10 年后生命中的遗
憾。人活着的意义在于给未来留下些什么，一个方
程，一幅油画，一首交响曲，在几百几千年后，还
会同样激起年轻人心中共鸣的火花，那样的事物是
最美的。就像，物理学生在爱因斯坦的墓碑上读到
2
E=mc ，美术学生在国家画廊看到凡高的自画像，音
乐学生聆听贝多芬的交响曲。那些美妙的感觉，那
种莫名的感动，只有汹涌的内心的眼泪才能完美诠
释！所以，我现在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给未来
把自己留下【王华沛】。
不要放弃家乡那大山赐予的不拘泥于形式，海
阔天空。我们会享受“过程”，在享受过程中我们
会忘记人类自身的渺小；在享受过程中我们不忘回
头看看结果，它又会激励我们永不自满【王华沛】。

写给女生之一：快乐野外
贺怀宇
从事地球科学研究应该了解地球，野外
考察是最直接的方式。不参加野外工作不但
对地球科学的理解大打折扣，也损失了许多
工作乐趣。然而野外工作也不全是走在美好
的自然中，充分享受大自然美景。好不容易
爬上陡峭的山坡却发现不知道怎样下去的
时；穿过一片到处是毛毛虫的树林时；住在
老乡家没有自来水用的时，这些都不能算是
愉快的经历，但会对自然和人生以及社会带
来顿悟。
怎样才能一边愉快的享受野外，一边学
到知识，完成野外考察任务呢？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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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做充分的准备。无论是否要求，
都应查阅相关文献，搞清工作目标和工作计
划，查好行车路线，为以后独立工作打下基
础。尽量记住经过的地点，一点一点的补习
地理，实际上地理知识也是地质基础之一。
女生方向感和记路能力普遍较差，容易被贴
上没能力的标签，充分准备资料、善用地图
和 GPS 可以弥补这一点。另外，我们实验室
的内网上有野外物品清单，可作为准备行李
的参考。
在野外工作中要特别注意野外记录，尽
可能详细，每天晚上整理补充记录，否则边
走边忘，回来一周后看不懂自己的野外记录
本才郁闷呢。对于重要露头除了拍照还要画
图，因为画出的是你对各种接触关系的理解，
不但便于日后记忆，还促进你当时对露头的
观察。往往以为看明白了，提笔一画才发现
好多不懂的地方。要独立思考，多看多问，
即使招人烦也不必在乎。在野外对样品分好
类，用记号笔标明样品上感兴趣的区域，将
选矿和磨片样品直接分开打包可以节省很多
室内工作的时间。
在野外大家各显其英雄本色，要想与大
家好好相处，愉快的完成野外工作其实很容
易。大部分人以吃苦为美德，不要显得娇气，
不要接受照顾，更不要要求照顾。接受照顾
意味着你是弱者。能力欠缺，会损失相应的
机会。同时要关心和帮助队友。不要因小事
与当地人发生冲突，即使卫生条件差服务态
度恶劣也不要批评餐馆服务员，不但不愉快，
还显缺乏慈爱之心。
在野外总给自己留点时间做个深呼吸，
看看天看看树。很多工作狂同事在美好的自
然中还要为采样进度焦虑，要一边努力工作
（否则没有说服力）一边劝他/她端正生活态
度，可以愉快完成的事为什么要很紧张烦恼
的做完？记得带点喜欢的小东西，比如 mp3
或几包心爱的红茶，疲劳容易使人沮丧，有
点小享受就可以振作。不要穿低腰裤短上衣，
很容易腰腹着凉。要防晒，紫外线会加速皮
肤老化。总是带一副手套，手脚并用爬坡的
时候很管用。
最后，祝大家野外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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