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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村剖面离子探针锆石 U-Pb 年代学对
该年代的制约。
常听人说，心有多大，世界便有多

生物磁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虽然其

大。如果浩瀚的大海可以容纳百川，

磁学实验是我们所熟知的，而对其生

那么宽广的胸怀便可以包罗万象，而

物实验部分却倍感神秘。本期 Seminar

我们的这本小小的杂志也力求包揽更

专栏的两则实验设计将为您揭开其神

多精彩的内容。

秘面纱的一角。

我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地球磁场

古地磁实验室仪器展望给我们描

的存在，但人们对地球磁场究竟了解

绘美好的前景，但每个仪器的具体操

多少，是否清楚地球磁场的形态，是

作还需要各位实验人员倍加小心。

否想到气候与地磁场之间存在着一定

时光如白驹过隙，回眸间已是秋高

的相关性，本期的专题针对该方面的

气爽的季节。金黄是这个季节的特色，

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

她不但象征着收获，更是岁月磨砺之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它的

后的日渐成熟。本期的文化动态，同

磁场性质对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我们的

样会让您感受到这个季节的多姿多

生存空间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想了

彩。

解月球磁场方面的知识吗，本期的文
该刊物宗旨：大家刊物大家办，办好刊

献导读带您去月球看看。
而要得到可靠的磁学记录，必须充

物为大家！
该刊物的定位：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

分认识不同磁性载体的性质及实验数
据的可靠性。因此本期文献导读所介
绍的几篇文献以及重点连载中关于古
地磁数据可靠性的检验等内容肯定会
让您受益匪浅。
新元古代晚期到寒武纪早期是地
球演化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时期之一,
其准确定年对理解地球演化历史具有
重要意义，本期研究进展重点介绍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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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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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再造方面的基础研究和教学工作。近年
来致力于前寒武纪华北地块古地理位置、华
南和华北地块对 Rodinia 超大陆裂解事件的
响应、以及中国大陆地块与冈瓦纳大陆的关
系等方面的研究，在华北地块与劳伦、波罗
地以及西伯利亚古陆前寒武纪连接关系和聚
散过程、华南南沱冰期起止时间、南沱组沉
积方式、古纬度、长安冰期构造背景、
Ediacaran 纪碳同位素异常成因等问题的研究
方面有较多成果。发表论文 100 余篇。

地磁场与气候变化的可能相关性
【朱日祥】
地球磁场和地表气候的变化受控于完全不
同的机制。前者主要起源于地球外核的流体运
动，而后者则主要由太阳照射到地表的电磁辐射

张世红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博士生导师

变化引起。但是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起，人们就
发现地球磁场和气候变化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
联系。

1985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应用地球

最近，法国著名的古地磁学家 Courtillot

物理专业，1988 年获本专业硕士学位，1992

和其同事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比如最近期的

年获南京大学构造地质学专业博士学位。

长 期 变 化 ~10-100 yr 及 考 古 与 历 史 记 录

1992-1994 年-在长春地质学院从事博士后

~100-5000 yr 等）更为系统地论述了磁场与气

研究工作，1994 年 11 月起在中国地质大学

候的关联(Courtillot et al., 2007)。在 10-100 年

（北京）工作，2000 年晋升教授，2001 年

短周期尺度上，在 1910 到 1955 年之间，地球

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西

磁场参数逐渐上升，然后下降，到 1968 年出

澳大利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开展合作研究。现

现拐点，再次上升到 1988 年。这一趋势与太

任中国地质学会前寒武纪地质专业委员会

阳活动（太阳黑斑数）及太阳辐射变化具有惊

委员、古地磁专业委员会委员。主持中国地

人的一致性。此外，在 1980 年以前，磁场与

质大学（北京）古地磁实验室的研究和建设

全球温度变化也很同步。在考古历史记录的时

工作。

间尺度上，Genevey 和 Gallet (2002)以及 Gallet

长期从事岩石磁学、古地磁学和全球古

et al. (2003)发现了地球磁场强度可以在短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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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内 发 生 剧 烈 变 化 （ 被 称 之 为

度上，地球磁场与气候之间可能存在着一些关

archeomagnetic jerks）。这些快速变化的特征

系。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长尺度的地

（发生在公元前 200 年，以及公元 200, 600，

球磁场变化特征大多来源于沉积物的记录。所

800, 1400，1600 年）
（Gallet et al., 2005）与

谓的地球磁场记录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经历

瑞士阿尔比斯山的冰川演化一一对应。更老

了沉积物记录过程的改造。比如，气候变化会

的 一 些 地 球 考 古 磁 事 件 (Snowball and

引起沉积环境发生系统的改变，进而改变沉积

Sandgren, 2004)则与大西洋的冷事件密切相

物中所含磁性矿物的稳定性，这无疑会影响到

关。在更长的地质历史时间尺度上，Wollin et

磁性矿物所携带的磁信息。因此，在轨道周期

al. (1978) 通过研究深海沉积物记录发现，

上(100 ka ，Yamazaki and Oda, 2002)，地球磁

过去两个百万年以来，在 100ka 的地球轨道

场信息与气候之间的耦合关系，完全可以被用

周期上，地球磁场的低值总是发生在气候的

来证明所谓的地球磁场信息实际上已经被气

暖期。日本学者 Yamazaki 和 Oda (2002)进一

候过程改造（Roberts et al., 2003）。对于 Fuller

步发现，除了地球磁场强度，磁场偏角也存

(2006)提出的地球磁场倒转与 41ka 周期的相

在着 100ka 的周期，暗示着地球磁场的变化

关性，当把时间范围扩展到 5 个百万年时，上

与气候至少在 100ka 的天文轨道周期上存

述相关性并不存在（Xuan 和 Channell, 2008）。

在着某些联系。Fuller (2006)的研究表明地球

对于考古磁学记录，Courtillot et al. (2007)所用

磁场倒转总是发生在地球倾斜度周期

数据仅仅局限于欧洲，它们是否具有全球代表

(obliquity, 41 ka)的低谷，即气候的冷期或者

性还值得怀疑。对于 Courtollot et al. (2007)提

从暖到冷的过渡期(Carcaillet et al., 2003,

出的第二种机制，目前还没有任何理论模拟的

2994)。

结果来加以验证。

在地球天文轨道周期上，造成这种联

总之，地球古磁场数据及相应年龄的可靠

系的机制会涉及对外核流体模式的改变

性，时空分布的均匀性，对古地磁来说还远远没

(Courtillot et al., 2007)。比如，地球进动

有达到要求。尤其是地球磁场古强度的研究，目

(precession)轨道周期的变化不但引起气候

前更是欠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完全探讨地球

的变化，也能引起地球内部力矩的改变，进

磁场与气候之间的可靠关联，显然还为时过早。

而 也 有 可 能 驱 动 地 球 发 电 机 （ Tilgner ，

解决上述问题的途径需要高精度（包括年

2006）。另外一种可能的机制是地球两极冰

代框架）的古地磁和气候记录。考古磁学在这方

盖的变化引起地球旋转速度的改变，进而会

面具有很好的潜力。目前在欧洲，此方面的研究

影响到外核流体模式的改变。在百年到千年

比较深入。去年，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the

的尺度上，地球磁场强度增加，对宇宙射线

Earth (V33)发表了一期专辑，详细总结了欧洲目

的屏蔽作用也会随之增加。随之，地球的云

前考古磁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我国拥有几

层厚度与反照率会大幅度变化，从而引起地

千年的历史，众多的历史遗迹（比如砖瓦）是测

球温度的改变。在更短的时间尺度内，太阳

量地球磁场古强度的绝佳材料。因此，在今后的

对气候和地表观测磁场会有双重作用，造成

研究中，考古磁学值得引起注意。

二者的变化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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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而且由于古地磁数据的缺乏，解释就

都可以变化强度和方向建立模型 D（Cox,

会更加困难。如果忽略（或者在一段时期内

1970）。Baag 和 Helsley（1974）建立了模型 E，

不考虑）时间的次序，将出现的各种地磁场

认为偶极子场和非偶极子场有相关性，从而

行为状态当成随机事件，完全从统计学的角

可以根据偶极子和非偶极子场的分散性确定

度出发，分析数据的均值、方差、以及各数

总场分散性的上下限。模型 F（MaFadden and

据出现的频率等，更容易从中找出某些规

McElhinny, 1984）将 VGP 分布的对称性引入

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确定模

分析中，比较好的解释了当时古地磁数据的

型各参数的取值，并检验模型的适用性，然

VGP 分散性与纬度的关系，但是没有考虑强

后应用该模型讨论其机制，成为帮助解决问

度的影响。MaFadden et al. (1988) 提出模型

题的另一途径。

G，将磁场分为偶极子族（偶极子和球谐系数

如何建立统计模型？所谓统计模型是

阶数和次数之和为奇数）和四偶极子族（球

指以概率论为基础,采用数学统计方法建立

谐系数阶数和次数之和为偶数），考虑分解后

的模型，用数学公式或方程表示随机事件的

的磁场绕地球自转轴转动建立统计模型。

概率分布。建立统计模型首先需要假定服从

Constable 和 Parker（1988）提出地磁场

什么规律，然后根据已知的数据确定假定模

大高斯过程（GGP）模型。根据现代地磁场

型的参数。由于假定条件的非确定性，统计

的球谐项阶数功率谱关系。假定功率谱不变，

的模型的建立也不是唯一的。地磁场数据的

并且除了偶极子 g10 和四偶极子 g20 外，相同

统计模型就有很多形式(Harrison, 2007)。

阶数 glm 和 hlm 相互独立且服从均值为 0，方

Irving 和 Ward（1964）建立的模型 A，

差相同的正态分布。建立了认为不仅符号现

假定地磁场由一固定的轴向偶极子场和一

代地磁场，而且满足当时古地磁数据 VGP 分

个表面随机方向的非偶极子场组成，而且非

布的统计模型。但是后来的研究表明 CP88 模

偶极子场的强度为常数。该模型展示的结果

型不太符合当时古地磁数据表现的 VGP 的分

是角度的分散性随着纬度升高而减小。该模

散性与纬度的关系。因此改变了相同阶数的

型符合 1945 年地磁场旋转 360 度产生的结

球谐系数方差一致的条件，认为各系数之间

果。Creer et al.（1959）提出模型 B，用偶

有 差 别 建 立 了 模 型 CJ98 （ Constable and

极子场的摆动解释角度的分散性，由于拉长

Johnson, 1999 ） 和 QC96 (Quidelleur and

性的方向分布模式会产生呈对称圆性分布

Courtillot, 1996)。Tauxe et al（2004）分析数

的 VGP，因此用 VGP 的分散性代替方向的

据认为四偶极子 g20 的影响很小，其均值依然

分散性分析模型参数。该模型给出的 VGP

为零，并改变对称项（球谐阶数 l 和次数 m

的分散性与纬度无关，随后为了解释 VGP

之差为偶数）和反对称项（l-m 为奇数）的方

的分散性随纬度变化的特征，Creer（1962）

差形式建立了模型 TK03。

用不同的地磁场模型绕地球自转轴旋转来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的模型存在，最主要

建立统计模型。Cox（1962）提出模型 C，

的原因是选取建立模型的数据不同造成的。

也就是将模型 A 和模型 B 结合起来，用偶

数据是建立模型的必要前提，所以数据的准

极子场摆动加上非偶极子场随机变化建立

确或真实性严重影响模型的合理性，另外数

统计模型。随后认为偶极子场和非偶极子场

据的完备和充分性也会直接影响模型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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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准确程度。现代地磁场数据的空间分布覆

值的方法，计算 VGP 的分散性之后，排除

盖很完整，不过有记录的时间不长，不能提

VGP 角度低于[90-(1.8S+5)]度的数据，重新计

供出完整的地磁场长期变化的信息。古地磁

算分散性，重复上述步骤，直到所有数据包

数据覆盖的时间较长，缺乏足够的空间分

括在内。不管如何选择 cutoff 的值，其中一个

布，并且数据没有完整的矢量信息。随着古

无法避免的缺点是无法解释极性转换期间与

地磁数据的增多，模型不断的被建立或修正

稳定期间的统计学物理机制是否一致，以致

以适合实际数据的变化。

无法准确判定究竟那种取舍更为合理。

而古地磁数据的质量也有很大关系。因

统计模型建立之后，不仅可以从中发现

此有一些选取古地磁数据的标准。比如一般

一些规律或解释一些机制方面的问题，并推

选取火山岩的数据，而尽量少使用沉积岩的

断一些现象。比如假定大高斯过程模型合理，

数据，其原因在于沉积物记录的剩磁机理更

由于倒转时间尺度较为确定，根据统计规律

为复杂，是否为准确的地磁场记录争论很

可以推断一些强度的变化规律。另外一个比

大。考虑到尽可能合理的提供长期变化的信

较具有实用的价值在于可以对比不同数据的

息，又避免板块构造运动带来的影响，一般

差异，检验数据的合理性。前面提到沉积物

选取 5Ma 以来的火山岩古地磁数据作为研

的剩磁记录准确与否争议很大。一旦建立了

究。而去满足一系列的数据标准，如每个极

比较合理的模型，就按照统计规律研究沉积

性段必需多于 10 个采样单元，每个采样单

剩磁的一些分布特征，从而判断其数据的准

元采取 5-10 个岩心样品，至少 5 块样品进

确程度。比如 Tauxe et al（2004）就用建立的

行系统的热退磁或交变退磁测量，单个样品

TK03 模型，分析了不同纬度 VGP 分布的拉

的特征剩磁采用主成份分析方法，至少选取

长特征。对比中亚红尘的方向记录，按照倾

四个退磁阶段拟合计算，并满足最大角偏差

角变浅的公式结合不同纬度 VGP 的拉长分布

小于 5 度，同一采样单元具有一点的 Fisher

规律，校正后认为得到较符合地质现象的地

统计精度等。

磁场变化信息，得出的结论是红尘变浅的原

另外一个造成模型差异的原因就是数

因是沉积的机制问题，并不是非偶子场造成

据截断（cutoff）造成的，因为考虑到极性

的影响。这里需要注意的问题依然是对处理

转换期间与稳定极性期数据特征的差异，有

数据的选取，考虑的不光是地磁场物理机制

些模型希望去掉倒转期间的古地磁数据，分

问题，而是沉积记录的准确性问题。一般来

析稳定极性期间的长期变化特征。Cutoff

说，采用倾角变浅公式作为校正沉积剩磁的

的选取并没有一致的标准，通常有三种做

方法，其隐含的前提就是古地磁方向数据是

法，第一种没有 cutoff（如 TK03 模型）；第

外场的差异符合其公式含义，也就是至少保

二种将 cutoff 定为 40 度或者 45 度，VGP

证偏角的准确性，极性转换期间所获取的数

纬度低于 40 度（Wilson et al., 1972）或者

据是否满足该条件并不确定。因此这时如果

45 度（Watkins, 1973）数据排除；Vandamme

采取一定 VGP 的 cutoff 值作为截断可能具有

（1994）认为常数的 cutoff 值会引起数据在

合理的意义，采用 CP88 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

较集中或很分散的情况下会造成 VGP 分散

可能更具合理性。

性的高估或低估，提出第三种确定 cutoff

除了应用 VGP 的分布特征检验或者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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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物的古地磁数据之外，也可以采用统计
模型的方向分布特征，偏角或者倾角的分布
来进行处理。分析偏角或者倾角的均值、方
差或者形态对比研究沉积物的古地磁数据。

Olivine 的磁学性质研究

实际上，这个过程就是由现代地磁场特征和
火山岩数据得到统计模型，然后用统计模型
的规律比较沉积物的数据分布，相当于把统
计模型当作一个桥梁。因此，可能统计模型
的建立在这里并非是必需的，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直接对比不同数据的统计特征，然后用
来解释其物理特征。因为统计模型的建立过
程中涉及到一系列的假设前提和数据分析

橄榄石（（Fex, Mg1−x）2 SiO4）在宇宙
中广泛存在，但是其磁学性质还缺乏系统的
研究。France Belley 等（EPSL, Volume 284,
Issues 3-4, page 516-526）研究了自然（7 个）
与实验室和成（23 个）的橄榄石样品的磁学
性质，包含了从 Mg2SiO4 (Fo100)到 fayalite
Fe2SiO4 (Fo0)的整个系列。结果表明，在室

的误差，这个桥梁可能会间接导致问题的复

温 ， forsterite 为 抗 磁 性 (χ = −6.8 ×10−10

杂化或者结果的偏差。但是，统计模型还是

m3/kg)。而 fayalite 为顺磁性 (χ = 1.10× 10−6

更容易从直观上反应一些问题。

m3/kg)。随着铁含量的增加, 其磁学性质系统
变化（见下图）。这些样品具有两个温度转

参考文献：
Harrison, C., 2007. Secular variation model. In:
Gubbins,

D.,

Encyclopedia

Herrero-Bervera,
of

E.,

(Eds),

Geomagnetism

and

换点。第一个为尼尔温度(TN)。对于 x≥0.1 的
样品还存在着第二个转换温度(Tt)，可能对应
着反铁磁性的磁矩从完全平行状态
（collinear）到倾斜状态（canted）。【刘青

Paleomagnetism, 2007
Constable, C., Parker, R.L., 1988. Statistics of the

松】

geomagnetic secular variation for the past 5 m.y.
J. Geophys. Res. 93, 11569–11581.
McElhinny, M.W., Merrill, R.T., 1975. Geomagnetic
secular variation over the past 5 m.y. Rev.
Geophys. Space Phys. 13, 687–708.
Tauxe, L., Kent, D.V., 2004. A simplified statistical
model for the geomagnetic field and the
detection of shallowbias in paleomagnetic
inclinations:was the ancient magnetic field
dipolar? In: Channell, J.E.T., Kent, D.V.,
Lowrie,W.,Meert, J. (Eds.), In: Timescales of the
Paleomagnetic

Field,

GeophysicalUnion,

vol.

145.

Washington,

American
D.C,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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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沉积剩磁(DRM)
沉积物具有相对连续的特点，在古地磁
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一般认为沉积物携
带的剩磁为沉积剩磁。也就是磁性颗粒在沉
积过程中，受到压实作用，其磁矩逐渐被锁
定（lock-in）。相比较于热剩磁，沉积剩磁
要复杂得多，主要表现为记录的地球磁场信

SIRM 的 强 度 和 倾 角 随 着 盐 度 的 变 化 曲 线 。

息在一定程度上失真。比如，地球磁场倾角
变浅，在小范围内，不同孔的记录差异明显，
等等。
早期简单的单颗粒沉积模型并不能够
很好地解释上述现象。为此，研究人员引入
了絮凝(flocculation)作用的影响。大多数粘
土矿物和细颗粒的磁铁矿颗粒的表面具有
电荷，从而使得它们相互吸引，聚集在一起。
因此，在沉积的时候，磁性矿物镶嵌在这些
松散的絮凝物中， 作为一个整体，使得具
有特别的沉积特征。
最近，Mitra 和 Tauxe (2009, EPSL, 286,
535-545)详细研究了这种絮凝的沉积剩磁。
首先，盐度对颗粒的表面电荷具有强烈的影
响，因此，会进一步影响 DRM 的强度。当
盐度大于 2.5 ppt 时，DRM 的强度随着盐度
的增加而减小。磁倾角则首先会变浅，当盐
度大于 5 ppt 时，倾角则又逐渐接近理论值
(见下图)。

沉积物记录地球磁场信息的模式图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絮凝物的粒径较
小时，DRM 的强度与外场的关系呈非线性关
系，但是倾角更接近真实值，即倾角只有微
弱的变浅。当粒径增大时，DRM 的强度逐渐
与外场呈线性关系，但是倾角变浅的程度加
剧。当颗粒的粒径分布逐渐加大时，DRM 的
强度与外场会逐渐呈非线性关系。这一研究
表明，沉积剩磁很难同时记录可靠的强度和
方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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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henson【1971】详细推导了磁化率随频率
x+2
∂I t
变化的计算公式 ∂χ = − 0.54
，I t :磁化

∂ lnν

∂ ln t

ht

强度， ht ：外加场强，x：颗粒分布常数，ν ：
频率，t：时间。Mullins【1977】指出十倍的
频率 ν 变化可导致磁化率值 χ 降低 8%。通常
用两个频率磁化率的差值表征样品中 SP 颗粒

超顺磁颗粒（SP）含量的判别方法
简介

的含量。即 χfd%=（χlf –χhf）/χlf×100%，利用
Bartington MS2 磁化率仪测量的两个频率分
别是 470Hz 和 4700Hz,但是 χfd%仅指示了处

根据 Néel【1949】理论，当磁性矿物

于 SP/SD 转换边界的颗粒组分的含量，通常

的粒径低于一个临界值 ds 时，颗粒的有效

对于磁铁矿是粒径范围为 20~25nm 的颗粒

热能高于磁各向异性能，在实验测量时间尺
度下颗粒处于不稳定状态，此时，颗粒在零
场下为无序混乱状态，而当施加一定磁场
后，便会快速顺着磁场方向排列。我们把这
种状态下的颗粒称为超顺磁颗粒（SP）。SP
颗粒实质也为单畴颗粒，但是不能够携带稳
定的剩磁。在天然样品的研究中，SP 颗粒
的含量的变化往往指示着某种地质事件或
气候变化，例如，中国黄土-古土壤环境磁
学的研究中，SP 含量的高低就指示了地质
历史时期成土作用的强弱，从而反映了气候
的冷暖变化【Hunt et al.，1995】。因此，准
确判别样品中 SP 颗粒的含量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
目前表征 SP 颗粒含量的参数中，最常
用的是频率磁化率参数 χfd。该参数基于的
原理是，VB = 2kTln(2t/τ0)/(μ0MsHK)，τ0=10-9

【Maher，1988】，对于磁赤铁矿为 20~22nm
【Liu，2005】。而 Dearing【1996】指出 SP
颗粒的粒径范围为 0~0.03μm，可见 χfd 仅是对
SP 颗粒含量的一个简单估算，并不能表征所
有 SP 颗粒的含量，且该值还受频率的大小、
整体磁性矿物粒径分布状态、温度等参数影
响。
此外，Forster【1994】指出低频 χ 值含有
两类组分，一类为 SP/SD 附近的与频率相关
的组分，另一类为不具有频率相关性的组分，
如，顺磁性矿物。因此，Forster 提出一个新
的参数 Fc=（χlf –χhf）/（χlf –χB）,其中 χB 为不
具有频率特性的那部分组分所携带的磁化
率，在文中是指 χlf –χhf 随 χlf 的变化拟合线与
横坐标的交点处的 χ 值。
根

据

Néel

理

论

，

τ

＝

τ0exp[μVMsHK/(2kT)]，温度 T 对弛豫时间 τ

S，k： 波尔兹曼常量，VB：体积，HK：微

也有影响，降低温度可以延长 τ，进而导致

观矫顽力，T： 绝对温度。从公式中我们

SP/SD 转换边界粒径减小，使得更多的颗粒

得出超细颗粒的状态与测量时间 t 相关，当

显示 SD 的性质。因此，采用低温方法也可测

提高测量频率时，即缩短测量时间 t，临界

量 SP 的含量。Hunt【1992】提出在低温 20K

体积 VB 减小，原来的较大的 SP 颗粒表现

时的饱和等温剩磁应主要由在 300K 时为 SP

为 SD 的性质，从而导致磁化率值的减小，

状态的磁铁矿和磁赤铁矿携带，因而，去除

而磁化率值随频率变化降低的幅度则表征

掉 Verway 转换的影响，可以用分别在 20K 和

了样品中处于 SP 状态的颗粒的多少。

室温下获得的剩磁的差值来表征 SP 颗粒的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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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地层与磁性地层综合研究

但不及后者便捷。
此外，Hunt【1995】还提出将铁磁性磁

年代学是地质学领域的核心内容之一。

化率 χf 通过饱和磁化强度 Ms 归一化获得

对于相对连续的沉积物，磁性地层是构建其

χf/Ms 比值，表征 SP 颗粒的含量，该比值

年代框架的主要手段。但是通常为了减少多

越高，SP 含量越高。Hunt 在文中将低温方

解性，常常还需要其它约束，比如，氩-氩定

法获得的剩磁差值和 χf/Ms 比值进行比较，

年或者生物地层。Edoardo Dallanave 等在

发现二者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但该方法的可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85 (2009)

靠性有多高仍需进一步研究。

39–51]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研究了意大利

Florindo 【1999】指出饱和剩磁强度

Belluno盆地的一个81米厚的剖面。该剖面的

Mrs 和 χ 的比值可以表征样品中亚铁磁性矿

年龄为Paleocene–lower Eocene。磁性地层包

物的磁畴状态的变化，如 Mrs/χ 比值在黄

括Chron C25r 到 Chron C23r。生物地层包括

土-古土壤序列中可以指示古土壤中 SP 颗

NP7/NP8 到NP12 (=CP6–CP10)。综合的年代

粒的大量存在。【刘彩彩】

框架为~56.6 到 ~52.2 Ma。沉积物的沉积速
率比较恒定，为~18 m/Myr。结果还显示，环

参考文献：
Dearing, J.A., Dann, R.J.L., Hay, K., Lees, J.A.,
Loveland, P.J., Maher, B.A. & O’Grady, K.,
1996. Frequency-dependent susceptibility

境磁学参数与气候明显相关。比如在PETM边
界(~55 Ma), 磁性参数表现为明显的异常。这
有可能使由于炎热的气候适合于赤铁矿的形
成。但是作者并没有进一步的研究。
【刘青松】

measurements of environmental materials,
Geophys. J. Int., 124,228–240.
Florindo, F., Zhu R., Guo B., Yue L., Pan Y., and
Speranza F., 1999. Magnetic proxy climate
results from the Duanjiapo loess section,
southernmost extremity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J. Geophys. Res., 104(B1), 645–659.
Forster, T, Evans, M.E. & Heller, F., 1994. The
frequency dependence of low field susceptibility
in loess sediments, Geophys. J. Int.,118,
636–642.

月球磁场

Hunt, C.P., & Banerjee, S.K., 1992. Thermal
demagnetization of low-temperature SIRM: a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与地球有

new method for magnetic granulometry(abtract),

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月球探测工程的启动，

EOS, Trans. Am. Geophys. Un.73(43suppl.),

有关月球的基础科学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

138.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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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月球的起源一直是大家争论的焦

磁场；(2)40~38 亿年，随着月球的分异和冷

点，主要有 5 种假说，旋转分裂说(Rotational

却，月表的硅酸盐岩冷却形成固体月壳，而

[1]

fission) ：月球是由地球高速旋转分裂的一

由于核幔边界中富含 U、Th 等放射性元素衰

些物质积聚形成。旋转分裂说认为月球是地

变，释放出的能量使月核加热，仍处于液态，

球的一部分，由于原始地球的高速旋转，分

随着分异程度的增加，至 38 亿年达到最大，

裂出来的物质在后期的演化中形成月球。因

此时月球有最大的全球性磁场；(3)38~31 亿

此，二者在本质上相似，但现代月球和地球

年，由于分异作用结束，随着温度的进一步

磁场分布和强度明显的不同，因此旋转分裂

降低，金属相的月核逐渐冷却,因而全球性的

说很难解释二者磁场特征的差异性。

磁场逐渐减弱，至 31 亿年完全消失；(4)31

捕获说(Capture hypothesis)

[2]

：原来绕

太阳运动的月球大小的天体,由于地球吸引

亿年以来，由于没有液态的月核,月球没有全
球性的磁场。

力作用，将其捕获到地球轨道上，形成了现

我们发现每一种假说都有正面和反面的

在 的 月 球 。 “ 双 星 ” 说 (“double

论据，所以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地球

planet”hypothesis)

[3]

：月球是由环绕地球运

的主要组成部分为地核、地幔、地壳，地球

动的许多小的物质和绕太阳运动的物质由

磁场的形成人们普遍认为是起源于外核流体

于地球吸引力而捕获，通过不断的积聚而形

的运动。作为地球的唯一天然卫星，月球具

成。“捕获”说和“双星”说认为月球物质是来

有与地球相近的年龄（~4.6Ga）。月球磁场的

源于地外空间，由于地球的吸引力的作用，

方向、强度、剩磁获得时间和来源等可为认

形成月球，但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现代太

识月球磁场性质、月球结构、深部过程演化

阳系的许多行星(火星、木星、土星)和卫星

以及为太阳系环境提供重要约束。根据观测

表面均有较强的磁场，可见此两种假说也难

月球并没有全球性的偶极子磁场，月球最弱

以解释月球磁场的演化特征。

的表面磁场位于月面经度雨海(Mare Imbrium,

小撞击喷射说(Small-impact collisional
[4]

月球的一个巨大的月海)，最强的磁场则位于

：月球是由小的地外星体连续的

与 Imbrium 直径上相对的地区，形成了月球

撞击地球导致地球物质喷射到地外，逐渐聚

正面（盆地）磁场较弱（0.75-6nT），背面（高

集 形 成 。 大 碰 撞 形 成 说 (giant impact

地）磁场较强的特殊情况（大于 100nT）。

ejection)

[5]

hypothesis) ：月球是由类似于火星大小的

关于月球磁场的起源也有很多的假说[6]，

星体撞击地球，部分地幔物质与星体物质混

1. 大规模太阳磁场或地磁场的磁化：认为存

合熔融形成。小撞击喷射说和大碰撞形成说

在一个月外的磁场是月球表面的岩石被磁

都认为月球是由地外天体撞击原始地球,撞

化，可能是太阳或是地球曾经存在一个比较

击抛射出的地幔物质和部分地外物质混合，

大磁场，在月球轨道距离它们比较近时使当

演化成月球，小撞击喷射说很难解释早期月

时形成的岩石被磁化。2. 铁核发电机：假设

球有全球性的磁场。根据大碰撞形成说，月

在 30-40 亿年前月球表面的岩石和角砾岩形

球磁场的演化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46~40

成时存在一个铁核发电机，产生了月球全球

亿年，由于大的碰撞形成熔融月球,整个月

的磁场，随着岩石从居里温度慢慢冷却发电

球大部分由硅酸盐岩组成,此时的月球没有

机停止，后期的陨石撞击损坏了月球全球性
10

PGL Letters

第 3 期 (总第 5 期)

2009.10

的磁场。3. 41-32 亿年前磁化的月核：认为
月球表面的样品被磁化的场来源于月核，可
能是被瞬间场磁化的等温剩磁、长期暴露在
一个微弱场下产生的粘滞剩磁、月亮在一个
微弱场中形成产生的沉积剩磁或是在一个
弱场中从居里点冷却获得的热剩磁。 4. 浅
层熔化 Fe-FeS 发电机：假设 Fe 和 FeS 在表
面下熔融几百公里产生一个小的局部的磁
场。5. 太阳风局部感应发电机：太阳风使

图2

磁场以接近 400km/s 的速度穿过月球，相应

其中（a）大规模太阳磁场或地磁场的磁化；
（b）41-32

的 V×B 电场造成沿着高电导率的通量。6.

亿年前磁化的月核；（c）铁核发电机；（d）浅层熔

太阳风参与的局部热电驱动电流发电机。7.
陨石撞击磁化：由于陨石撞击产生陨石的各
[1]

月球磁化的一些假说（引自 Dyal et al，1974）
，

化 Fe-FeS 发电机；
（e）太阳风局部感应发电机；
（f）
太阳风参与的局部热电驱动电流发电机；（g）陨石
撞击磁化。

向异性。其中 2 和 7 是比较流行的观点 。
已有观测、实验和理论研究倾向于支持
月球早期曾存在月核发电机偶极子磁场
(OPEN)。
但陨石撞击改造作用显著。月球磁场研

参考文献：
Ringwood A E. Origin of the Moon : the precipitation
hypothesis. Earth Planet Sci Lett , 1970 , 8 : 131～
140.

究一直是月球科学探测的重要组成部分。月

Binder A B , Lange M A. On the thermal history of a

球磁场的观测有三种主要途径：绕月轨道卫

moon of fission origin. The Moon , 1980 , 17 :

星的磁场测量、月球登陆车携带磁力仪的直

29～45.

接测量和返回样品的古地磁学实验研究。无

Wood J A. Moon over mauna loa : a review of

论轨道卫星和Apollo登月观测，还是返回样

hypotheses of formation of Earth’s Moon. Lunar

品的分析结果都显示出月壳具有大规模的

Planet Institute , In Origin of t he Moon , 1986 :

磁化。然而，由于观测数据和月球样品的复

17～55.

杂性，人们对月球磁场认识有限.月球究竟

Weidenschilling S J , Greenberg R , Chapman C R , et

是否曾有全球性磁场？月球早期是否存在

al. Origin of t he Moon from a cicumterrestrial

与地球类似的月核发电机？如果月壳岩石

disk . Lunar Planet Institute , In Origin of t he

是行星系磁场的外源磁化产生，那么月球可

Moon , 1986 : 731～762.

为认识月球形成时期的太阳系磁场提供机

Newsom H E , Taylor S R. Geochemical implications

会。所以研究月球磁场对研究地球以及太阳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Moon by a single giant

系其它行星的磁场提供帮助，有助于我们进

impact. Nature , 1989 , 338 : 29～34

一步认识我们生存的空间。【纪新林】

Dyal P, Parkin C W, Daily W D. Magnetism and
Interior of Moon. Reviews of Geophysics, 1974,
12(4) : 568-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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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对比的标准. 本研究用的测年样品即采
自第 5 层（凝灰岩层）, 该层将磷矿层分为“上

梅树村剖面离子探针锆石
U-Pb 年代学：对前寒武纪-寒武纪
界线的年代制约
【朱日祥 等】
新元古代晚期到寒武纪早期是地球演
化历史上最重大的变革时期之一, 一系列
全球性的地质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例
如超大陆裂解、低纬度冰川发育、后生多细
胞动物繁衍、全球海洋/大气化学成分的巨
大波动, 等等. 因此, 这一特殊地质历史时
期涉及全球古板块运动、环境变迁、生命演
化等一系列重大科学问题. 新元古代末期
至寒武纪初期这段时间, 在生命演化历史
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此, 新元古代末
期到寒武纪地层的准确定年对理解地球演
化历史, 尤其是探索早期生命演化过程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云南梅树村剖面（图 1）寒武纪地层连
续、出露十分良好, 下部富含小壳动物化石.
剖面第 5 层为一凝灰岩层, 是良好的定年材
料. 著名的“澄江动物群”的层位相当于剖
面上部的玉案山段地层. 20 世纪 80 年代初,
梅树村剖面曾经是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全
球标准层型剖面和点位(即金钉子)的三个
候选剖面之一.

由于古老沉积物定年的困

难, 人们对于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位置一
直存在较大的争论. 我们对梅树村剖面的
凝灰岩层(即第 5 层)进行了高精度 SIMS 锆
石 U-Pb 定年, 并探讨了该年龄结果对华南
地区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的制约.
1

地质背景
梅树村剖面的早寒武世地层层序完整、

化石丰富, 一直是中国西南地区下寒武统

磷矿层”和“下磷矿层”. 梅树村剖面上有四个
层位具有重要的生物地层学意义. 第一, A 点,
该点位于第 1 层(小歪头山段)底部之上 0.8 m,
标志着小壳动物化石的首次出现; 第二, B 点,
位于第 6 和 7 层的界线处, 标志着小壳动物化
石的突然繁盛, A 点和 B 点曾分别被建议为中
国和国际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 第三, C 点,
位于渔户村组和黑林铺组的界线处, 该点代
表区域沉积环境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即从蒸
发盐型环境转换到富含有机质的碎屑岩型环
境; 第四, D 点, 该点位于第 13 层底部之上
2.4 m, 标志着华南最早的三叶虫出现.
2

分析方法
样品 HHY_07KY_1 的锆石粒度普遍较小

(50~150 μm), 大多数锆石为短柱状自形晶长
宽比介于 1:1 到 1:4 之间. CL 图像显示这些锆
石具有多种内部结构(图 2), 包括结晶环带、
继承核和由于辐射损伤造成的脱晶化作用.
锆石 U, Th 和 Pb 同位素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
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的 Cameca IMS-1280 离
子探针(SIMS)上进行. U-Th-Pb 比值和含量相
对于标准锆石 91500, 实验流程和数据处理详
见

Li 等 [G-cubed, 2009, 10, Q04010,

doi:10.1029/2009GC002400]. 普通 Pb 校正采
用实测

204

Pb 值. 数据处理采用 Isoplot/Ex v.

2.49 软件.
3

梅树村剖面凝灰岩层(第 5 层)的时代
作为标定寒武纪早期年表的重要层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梅树村剖面第
5 层凝灰岩的时代进行了大量研究. 由于存在
不同期次的继承锆石以及后期的放射成因 Pb
丢失, 第 5 层凝灰岩中锆石的年龄分布范围
较大, 精确定年十分困难. 我们在 CL 图像分
析的基础上对第 5 层凝灰岩中锆石进行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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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的年龄

清晰震荡环带的颗粒上. 一共对 23 个锆石

寒武纪底界的金钉子最终在加拿大纽芬

颗粒进行了 23 个分析点的 U-Pb 同位素年

兰东南部地区 Chapel Island 组建立, 定义为

龄分析(图 3), 其中 13 个分析点得到了谐和

遗迹化石 Phycodes pedum 的首次出现. 在华

207

235

Pb/

238

U 年龄, 其谐和年龄

南地区, Phycodes pedum 仅在梅树村剖面有报

为(536.7± 3.9) Ma. 该年龄与经普通铅校正

道, 产出层位为剖面的第 6、7 层或第 4 层顶

的

Pb/ U 和

206

206

238

Pb/ U 年龄在误差范围

部. 对于华南早寒武世地层, 采用遗迹化石

内一致((535 ± 2) Ma). 对本文 13 个谐和的

Phycodes pedum 来定义梅树村阶的底界(也就

SIMS 数据和 Sawaki 等[2008]所测的 4 个

是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不可行. 华南地区

nano-SIMS 数 据 进 行 加 权 平 均 可 以 得 到

的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最初被确定为小壳动

206

U 年 龄 为 (535.2 ± 1.7) Ma ( 图

物化石的首次出现. 中国学者通常将小壳动

4)(MSWD = 0.53), 这很可能是目前对梅树

物化石 Anabarites trisulcatus 的首次出现作为

村第 5 层凝灰岩年龄的最佳估计值.

华南地区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 最近，中外

的 nano-SIMS

238

Pb/

学者将此界线置于 Protohertzina anabarica
和 Protohertzina unguliformis 共同首次出现的
层位.

图1

梅树村剖面的地层划分

图3
图 2 梅 树 村 剖 面 第 五 层 凝 灰 岩 样 品
HHY_07KY_1 中代表性锆石的阴极发光 CL 图像

梅树村剖面第 5 层凝灰岩中 SIMS 锆石 U-Pb
年龄分析结果
13

PGL Letters

第 3 期 (总第 5 期)

2009.10

相隔中谊村段上部、大海段、石岩头段和玉
案山段底部上黑层（图 1）, 其年龄应远小于
535 Ma. 【邓成龙供稿】
参考文献：
朱日祥, 李献华, 侯先光, 潘永信, 王非, 邓成龙,
贺怀宇. 梅树村剖面离子探针锆石 U-Pb 年代学: 对
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的年代制约. 中国科学(D 辑),
39(8), 1105-1111, 2009
图 4 梅树村剖面第五层凝灰岩中 SIMS (空心符
号, 本文)和 Nano-SIMS (实心符号, Sawaki 等人
[Gondwana Research, 2008, 14: 148-158])的锆石
206
Pb/238Ub 年龄加权平均计算结果

国际上, 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年龄已
经通过精确的锆石 U-Pb 定年确定为(542±1)
Ma. 本研究通过对梅树村剖面的凝灰岩层

注：由于前段时间是出野外的黄金阶段，多数人都
在野外，因此该段时间并未设置 Seminar 专题。
但生物磁学两位同学的课程设计颇为出彩，放在
该期专栏类，供大家参考。

(即第 5 层)进行了高精度的 SIMS 锆石 U-Pb
定年, 结合 Sawaki 等的 nano-SIMS 测年结
果, 得到该凝灰岩层的

206

238

Pb/ U 年龄为

(535.2 ± 1.7) Ma. 因此, 我们的新年龄结果
支持华南的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应该更接
近于梅树村剖面小歪头山段底部的 A 点而
不是中谊村段上部的 B 点(图 1). 无论生物
地层学研究结果将该界线置于小壳动物化
石 Anabarites trisulcatus 的首次出现, 或者
小壳动物化石组合 Protohertzina anabarica
和 Protohertzina unguliformis 的共同首次出
现, 或者遗迹化石 Phycodes pedum 的首次
出现, 这些生物地层学结果与我们的 SIMS
锆石 U-Pb 年龄结果是一致的, 都指示着华
南前寒武纪-寒武纪界线应该更接近于小歪
头山段底部的 A 点而不是中谊村段上部的
B 点. 该结果为华南前寒武纪-寒武纪地层
对比提供了可靠的年龄控制点, 从而提高
了区域地层对比的精度.
此外, 我们的年龄结果为“澄江动物
群”的地质时代提供了一个新的年龄参考点.
“澄江动物群”的产出层位位于第 5 层之上,

AC 磁化率在研究磁性铁蛋白中的应用
【曹长乾】
以尼尔理论为基石，磁化率随温度和频
率而变化的曲线在岩石磁学的超顺磁颗粒研
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尤其是是曲线中
的最大磁化率所对应的温度点（Tmax）通常被
认为是在该频率下的解阻温度。通过解阻温
度可以估计到样品中的粒径范围以及分布。
而解阻温度随频率而变化的幅度可以通过
Neel-Arrhenius 的曲线进行拟合，从而确定样
品是否具有磁相互作用。磁性铁蛋白是一种
人工合成的铁蛋白，该铁蛋白由一层 2nm 的
蛋白只外壳包围，其内部可形成小于 8nm 的
磁铁矿或磁赤铁矿的磁性颗粒。由于生物矿
化的作用，磁性铁蛋白的合成可以通过控制
铁原子数的多少从而合成具有不同大小的磁
性颗粒，另外由于蛋白质的包裹，磁性颗粒
间基本没有相互作用。AC 磁化率可以很灵敏
地反应这些颗粒大小的变化所导致的磁化率
的变化以及解阻温度的变化。连外铁蛋白的
蛋白壳是柔性可调节的，我们可以通过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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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将其外壳溶解掉，从而使得磁性颗粒

磁性颗粒间的磁化率大小差异，解阻温度

间具有磁相互作用，而通过解阻温度对频率

差异，并用 Neel-Arrhenius Plot 进行磁相

的响应可以估算出磁相互作用的强弱，而且

互作用的评价

可以用来观测磁相互作用对纳米级磁性颗

以上研究可以回答（1）超顺磁中颗粒大

粒的磁性的影响。

小对磁铁矿的磁化率、解阻温度的影响。
（2）

设计步骤：

回答磁相互作用的磁铁矿的磁化率、解阻温

1. 合成具有不同平均粒径的磁性铁蛋白颗

度的影响。

粒。
从大肠杆菌中表达出无铁核的天然铁蛋白，
并通过离子交换，分子筛进行纯化，得到纯

磁学参数能否反映趋磁细菌的亲缘

的铁蛋白。铁蛋白的结构完整性通过活性电

关系？

泳和电镜负染照片进行鉴定。蛋白的纯度以

【林巍】

BCA 作为参照，将蛋白浓度稀释到合适的

趋磁细菌合成磁小体的过程受到严格的

浓度。磁铁矿的化学合成都在严格的厌氧条
件下进行，以 100 Fe/ Protein.min 进行滴加。

基因调控，不同种类趋磁细菌体内磁小体在

分别合成具有 1000 个铁原子，2000 个铁原

形态和大小上也不尽相同。磁性颗粒的磁学

子，3000 个铁原子，5000 个铁原子的的铁

性质与形状、粒度和相互作用等有密切关系，

蛋白。
2. 电镜观察粒度
将磁性铁蛋白稀释到合适的浓度，滴加到铜
网上，在 JEOL-2000 电镜上进行观察。每
种磁性铁蛋白统计 300 多个粒度，统计出粒

那么磁小体的磁学性质能否作为反映趋磁细
菌亲缘关系的指标呢？在本课程设计中，利
用统计学方法，初步探讨趋磁细菌的亲缘关
系与磁学性质的联系。
表 1 是本研究选取的趋磁细菌及其部分

径分布的差异。
3. 对所合成的磁性铁蛋白进行 AC 磁化率

磁学性质。
表 2 是选取趋磁细菌的亲缘关系（16S

的测量。
AC 磁化率的测量在 0.4mT 条件下进行，分

核糖体 rRNA 的相似性）。

别使用频率 30 Hz, 100 Hz, 330 Hz, 1000 Hz,
1400 Hz，温度从 5K-200K。
4. 将同一块样品迅速用有机溶剂溶解掉，
测量无蛋白壳包裹的磁性颗粒的 AC 磁
化率
5. 比较不同粒径大小的的磁性铁蛋白的磁

为了比较磁学性质和 16S 核糖体 rRNA
相似性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不同趋磁细菌同
种磁学参数的数值两两相比（比值<1），见表
3.
对表 3 中的数据利用 SPSS 软件进行一元

化率大小差异，解阻温度差异，并用

线性回归分析，其中 16S 核糖体 rRNA 相似

Neel-Arrhenius Plot 进行磁相互作用的

性作为自变量，而其余磁性参数比值分别作

评价

为因变量，结果见表 4.

6. 比较有蛋白壳包裹的和无蛋白壳包裹的

由表 4 结果可见，选取的磁学参数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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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与趋磁细菌 16S 核糖体 rRNA 相似性之间并

趋磁细

Bc

Bcr

菌

(mT)

(mT)

MV-1

/

/

1.1

0.49

117

>2

但是，本课程设计还存在一些缺陷：

MS-1

26.7

37.8

1.42

0.53

100-110

>2

1) 所选的磁学参数分别来自不同实验

MSR-1

16.27

20.34

1.25

0.44

100

1.16

AMB-1

18.1

23.3

1.29

0.45

106

2

YDC-1

41

50.2

1.22

0.49

108

2.03

有很大影响，因此严格来说这些磁学参数不

RS-1

/

46.7

/

0.44

86

5.54

具有可比性。在将来工作中，我们可以考虑

表2
AMB-

RS-1

MS-1

MV-1

无显著地线性关系，这可能暗示趋磁细菌的
磁学参数不能反映其亲缘关系。

室，由于趋磁细菌的样品准备对其磁学参数

在本实验室中统一测量上述趋磁细菌的磁

1

Bcr/Bc

Tv (K)

Delta
ratio

MSR1

学参数。

AMB-1

1

2) 本研究只进行了简单的一元线性回归分

RS-1

0.807

1

MSR-1

0.958

0.815

1

析，在后续工作中可以考虑进行多元线性回

Mrs/Ms

RS1

MS-1

0.980

0.807

0.946

1

归、非线性回归和曲线回归分析等。因为趋

MV-1

0.868

0.808

0.870

0.865

1

磁细菌的磁学参数与其亲缘关系可能不是

RS-1

0.840

0.815

0.842

0.830

0.825

Mrs/Ms

Tv

1

简单的线性关系。

表3

Bc

Bcr

Bcr/Bc

Delta ratio

16S

核 糖 体

rRNA 相似性
MV-1 vs MS-1

/

/

0.774648

0.924528

/

/

0.865

MV-1 vs MSR-1

/

/

0.88

0.897959

0.854701

/

0.87

MV-1 vs AMB-1

/

/

0.852713

0.918367

0.905983

/

0.868

MV-1 vs YDC-1

/

/

0.901639

1

0.923077

/

0.825

MV-1 vs RS-1

/

/

/

0.897959

0.735043

/

0.808

MS-1 vs MSR-1

0.609363296

0.538095

0.880282

0.830189

/

/

0.946

MS-1 vs AMB-1

0.677902622

0.616402

0.908451

0.849057

/

/

0.98

MS-1 vs YDC-1

0.651219512

0.752988

0.859155

0.924528

/

/

0.83

MS-1 vs RS-1

/

0.809422

/

0.830189

/

/

0.807

MSR-1 vs AMB-1

0.898895028

0.872961

0.968992

0.977778

0.943396

0.58

0.958

MSR-1 vs YDC-1

0.396829268

0.405179

0.976

0.897959

0.925926

0.571428571

0.842

MSR-1 vs RS-1

/

0.435546

/

1

0.86

0.209386282

0.815

AMB-1 vsYDC-1

0.441463415

0.464143

0.945736

0.918367

0.981481

0.985221675

0.84

AMB-1 vs RS-1

/

0.498929

/

0.977778

0.811321

0.36101083

0.807

YDC-1 vs RS-1

/

0.930279

/

0.897959

0.796296

0.366425993

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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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一、测试前的注意事项
Model

R2

P value

Bc vs 16S 核糖体 rRNA 相

0.449

0.145

0.08

0.809

z

连接是否有渗漏，如果有渗漏，请立即报

似性
Bcr vs 16S 核糖体 rRNA 相

冷却系统：先打开水源开关，检查所有的
告实验室人员；使用仪器前先打开水源，
再打开仪器；用完仪器后 10-15 分钟再关

似性
Bcr/Bc vs 16S 核 糖 体

0.025

闭冷却水，这样有利于消耗电磁铁线圈内

0.661

部产生的热量，减少热量积累。

rRNA 相似性
Mrs/Ms vs 16S 核 糖 体

0.087

0.285

0.281

0.115

0.1

0.541

z

rRNA 相似性
Tv vs 16S 核糖体 rRNA 相

是在冬季，静电足以将 Preamplifier 击穿。
为此，

似性
Delta ratio vs 16S 核糖体

静电：北方气候干燥，易产生静电，尤其

1.

使用仪器时穿上全棉的衣服，不要直
接穿毛衣或者羽绒服操作。

rRNA 相似性

2.

不要将小刀、钥匙等铁制金属物品带
入安放仪器的房间。

3.

将 Probe 插入 Lockup key 之前释放静
电：
(a) 用手摸靠窗的连接暖气片的金属

MicroMag 2900 AGM 使用注意事项

管道或者触摸墙壁或通过触摸接地
的金属丝以将身上所带电荷导入大

【邓成龙、秦华峰、李金华、李震宇、敖红、
吴文芳、林巍】

地。
(b) 将 Probe 末端的插头接触 Lockup

普 林 斯 顿 仪 器 公 司 （ The Princeton
Measurements Corp. ， PMC ） 生 产 的
MicroMag 2900 变梯度磁力仪（Alternating

key 旁边的接地铜丝。
z

标定时，一定要注意对标样的细心保护，

Gradient Magnetometer, 以下简称 AGM）是

防止其因为不慎污染而导致仪器无法正

一套高灵敏度、集成化、计算机控制的磁性
测量系统，用于测量各种物质的磁学性质。

常工作。
z

该仪器通过综合软件包对测量过程进行自

安装样品了。在锁定 Z 轴锁定臂时不要太

退磁等简单的操作步骤，就能从原始数据确

用力，轻微向上用力即可。注意 Parallel

定各种磁学参数（如：饱和磁化强度、饱和

和 Perpendicular 两种传感器的安装是不

剩磁、矫顽力、剩磁矫顽力等）
。
弱，容易损坏。实验前，切记按照说明书所
列要求进行正确、规范操作。

安装样品时，不要对样品支架（尤其是玻
璃质的延长杆）太用力，轻微用力就足够

动控制，操作简单，只需要进行样品定位、

但是，测量所必须的 Hall probe 非常脆

标样：不能污染、不能损坏。用标样进行

同的。
z

测试样品重量不要超过 15mg，5—10mg
最佳，片状样品最好。样品需要称重时用
电子天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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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完每一个样品后用酒精小心将

mV/emu，报告有关人员。若探头已坏，

Probe 清洗干净，尤其是粉末状样品，

probe factor 的值有时仅为几十 μV/emu。

如：黄土、湖泊沉积物、磁带粉，等等。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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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灵敏度(sensitivity)设置：注意，实际中很

清洗 Probe 用的棉签为一次性使用。防

少手动设置系统的灵敏度，因为系统在自

止粉末样品污染粘样品用的硅胶。

动调谐时就自动进行灵敏度设置。自动调

Hall 效应传感器，特别是敏感头非常脆

谐是每换一个样品都要执行的步骤。对于

弱，需要特别小心，轻拿轻放，仔细安

很强的逆磁性或顺磁性样品，可能需要手

装，避免使其扁平的尖头部分损坏或受

动设置灵敏度值。对于强磁性样品，减小

到弯折。在实验中，尤其要注意在放下

梯度驱动(gradient drive)可能是必要的，

探头架之前，打开探头锁定开关。

可以以 10 为系数减小梯度驱动。
z

等温剩磁测量：由于等温剩磁测量的磁场

二、测试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扫描从零场开始，开始测量等温剩磁之前

z

必须对样品进行退磁。

在装好样品打开 Z 轴锁定臂后，应用一
只手顶住并使其缓缓下落，在下落过程

z

中眼睛应始终盯着 Hall 探头与仪器尤

三、实验完成后的注意事项

其是磁铁以及高斯计杆之间的相对距

z

用完仪器后 10-15 分钟再关闭冷却水，这

离，以防止敏感探头与仪器部件相碰从

样有利于消耗电磁铁线圈内部产生的热

而使得探头折断。

量，减少热量积累。

用标准样品标定完仪器或者测量样品

z

确定标样和 probe 没有丢失或损坏。

时，先找锁定频率：Autofunctions 菜单
找锁定频率，先进行 initial autotune，

四、磁滞回线测量和数据解释过程中的常

再进行 incremental autotune。如果 initial

见问题

autotune 和 incremental autotune 找到的

z

频率很接近甚至相等，进行下一步，否

1 、 磁 滞 回 线 不 闭 合 （ Hysteresis loop not

则继续 incremental autotune，直到频率

closing）

稳定。自动调谐(autotune)功能自动确定

原因之一是环境温度的波动，解决办法

系统对给定的传感器和样品的运行响

是，在安装样品是用手指握住探头，尽量不

应频率，同时也确定传感器 Q 值和传感

要用手掌握住探头太长时间；也可以增加

器因子以便保存在配置文件中。自动调

incremental autotune 次数，但不推荐这种做

谐一旦完成，若传感器已按规范操作利

法，因为探头是耗材，使用次数是有限的。

用标样进行了校准，则真实样品的测量

原因之二是样品没有粘牢固，尤其是颗

就可以进行了。频率稳定后不要反复进

粒状、不规则形状的样品，由于样品滑动造

行自动调谐，以延长 probe 的使用寿命。

成回线不闭合，这是最常见的原因。磁性太

关闭 Autofunctions 窗口后，记录所用探

弱的样品也往往会出现回线不闭合的情况，

头的类型及其 probe factor。如果 probe

为经济起见，避免重复测试这种样品，避免

factor 的 值 很 低 ， 例 如 低 于 100

不必要的浪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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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防止其在工作台上时就转动造成 Hall 探头扭
断.

右上角部分不闭合。
2、磁滞回线反转（Reversed hysteresis loop）
原因之一：静电将 preamplifier 击穿。
北方的冬天静电很强，足以击穿
MicroMag2900 的 preamplifier。操作者切记
这点！
解决办法：手握探头前通过触摸墙壁或
者铜丝放电；操作仪器时避免穿羊毛衫和化
纤类衣服，或者披上棉质外套。

样品架锁定开关未打开时的情形，注意此时传感
器与悬挂系统之间为密合状态，之间没有间隙（侧
视图）.

五、操作过程中的一些有用图片

样品架锁定开关未打开时的情形，注意此时传感
器与悬挂系统之间为密合状态，之间没有间隙（正
面视图）

换装样品用的样品架以及 Hall 探头，黑色物体
为承载样品架用的工作台，注意换样时一定要
将其推向前方，避免 Hall 探头折断；同时，在

样品架锁定开关打开后的情形，注意此时传感器

转动时，切记先将其后撤，至探头悬空时再转

与悬挂系统之间有 1mm 的空气间隙（正面视图），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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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意 Hall 效应传感器插头上的两个白点应面

中易与高斯计杆等部位相碰致使其受到弯折或严

向实验者.

重损坏. 应当及其小心！！
！

样品架锁定开关打开后的情形，注意此时传感
器与悬挂系统之间有 1mm 的空气间隙（侧面视

仪器用来对实验样品产生外加磁场用的线圈(黑

图）

色)，以及后方杆状的高斯计杆和稍小的梯度线
圈。注意由于未打开传感器锁定开关从而在打开
仪器 Z 轴锁定臂后传感器下落过程中易与高斯计
杆等部位相碰致使其受到弯折或严重损坏. 应当
及其小心！！！

Z 轴锁定臂锁定时的状态，注意在锁定 Z 轴锁
定臂时不要太用力，轻微向上用力即可, 并注
意旁边的 cable 是传感器测量过程中由传感器
探头向 preamplifier 传送数据的 cable.

样品架及插头，注意实验中，插头上别针的方向
和两个白点，这两个白点指示传感器的前部，在
装样品时应使得传感器上白点朝向实验者(即正
面)，此为一 P1 探头.

仪器产生梯度场用的梯度线圈，以及后方杆状
的高斯计杆。注意由于未打开传感器锁定开关
从而在打开仪器 Z 轴锁定臂后传感器下落过程

循环冷却水开关，应当尤其注意在实验前，应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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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打开冷却水，再打开仪器开关，待实验完毕
后 10-15 分钟再关闭冷却水，这样有利于消耗
电磁铁线圈内部产生的热量，减少热量积累，
最后，不要忘记关闭.

古地磁实验室仪器展望

2009.10

仪器、PXI总线仪器等的推出而得到迅速发
展。虚拟仪器是在计算机基础上通过增加相
关硬件和软件构建而成的、具有可视化界面
的仪器。虚拟仪器是现代计算机技术与仪器
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软件在仪器的开发和
使用的全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可以

【刘双迟】
仪器仪表是信息的源头，是人类获取有
关自然界知识、认识世界的工具。其发展至
今，大体分模拟仪器、数字仪器、智能仪器
和虚拟仪器等几个主要阶段。
1. 模拟仪器：2O世纪5O年代以前，电
测量技术主要是模拟测量，此类仪器的基本
结构是电磁机械式，主要是借助指针来显示
测量结果。
2. 数字仪器：2O世纪5O年代， 数字
技术的引入和集成电路的出现，使电测仪器
由模拟式逐渐演化为数字式，其特点是将模
拟信号测量转化为数字信号测量，并以数字
方式输出最终结果，适用于快速响应和较高
准确度的测量。这类仪器目前相当普及，如
数字电压表、数字频率计等。
3. 智能仪器：出现于2O世纪7O年代，
是现代测试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产
物。它是含有微计算机或做处理器的测试仪
器，测量结果具有存储、运算、逻辑判断及
自动操作、自动控制等功能，其功能块以硬
件或固化的软件形式存在，因具有一定智能
作用，故将其称之为“智能仪器”。智能仪器
将传统数字仪器中控制环节、数据采集与处
理、自调零、自校准、自动调节量程等功能
改由微处理器完成，从而提高测量精度和速

说没有了软件就没有虚拟仪器。它基于“软件
就是仪器” 的思想，利用最新的计算机技术
来实现和扩展传统仪器的功能，真正实现由
用户自己设计和定义满足自己特殊要求的仪
器，是一种完全由计算机来操作控制的模块
化仪器系统，如实验室的新超导仪器就属于
此范畴。
基于以上对仪器升级历程的介绍，我认
为古地磁实验室仪器有以下几个尚待开发的
发展方向。
1. 完成对实验室陈旧仪器的更新维护
如何使现有仪器设备延长使用寿命，充
分发挥其潜能，并为研究所节约经费，使国
有资产增值，需要对仪器进行运转情况的分
析。对那些已经严重落伍，升级成本过高，
或市场早有同类更为物美价廉的仪器，要舍
得淘汰，勇于更新，这样不仅使最新的科技
成果能够运用到实验室的运转过程中，还会
使实验室的相应科研效率得到改善。
对那些仪器设备本身工作正常，只是数
据处理方法落后或有故障，或者控制部分有
问题的仪器。则要对症下药，查找出影响仪
器功能发挥的瓶颈，看这些仪器是因为配件
老化导致无法正常使用，还是囿于当时计算
机的发展水平，处理器或系统过于低端，已
经不适用现在的技术水平。然后，对相应的
不足之处进行替换或升级，使其仍能够完成

度。
4. 虚拟仪器：这一概念早在2O世纪7O
年代就已提出，但真正得以实现则是在
PCI、GPIB、VXI、PXI等总线标准出现之
后才变为可能，并随着卡式仪器、VXI总线

仪器本身的性能。这样，既延长了设备的使
用寿命，又充分发挥其潜能，并为研究所节
约经费，使国有资产增值，起到了一举多得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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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完成仪器的自动化，智能化改造

发之中。网络测试仪器，顾名思义，就是实

之所以会提到仪器的自动化，一是因为

现仪器的互联，其不仅要实现仪器与网络之

自动化是仪器发展的一个必经方向，再一个

间的连接，而且要实现仪器之间的互联。所

是基于我们古地磁实验室自身特点的考虑。

谓开放，就是应该像现在的计算机网络一样，

因为地学研究常常要采集成百上千块样品，

不管什么类型的测试仪器， 只要通过标准的

实验人员有时夜以继日的做实验，也要耗费

接口连上网络，就可以被其他测试仪器和网

几周甚至几月的时间。因此，如何使仪器自

络终端调用和访问。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在

动化，以减少实验人员的操作任务，提高实

的测试仪器都不具有此功能。对于仪器的开

验的工作效率，已经成为了本实验室仪器开

放互联，不仅是仪器之间可以实现方便的互

发的一个重要课题。我希望仪器开发的最终

联与访问，而且仪器的各个功能模块资源也

目标可以实现操作的“傻瓜化”，即实验人员

可以被互联和访问，并且根据测试任务的需

只需安放好样品，再进行一些简单的数值设

要，可以实现不同仪器模块资源的互联， 以

定，点击按钮即可完成实验的全部操作。目

组合成新的测试仪器或模块资源。
网络仪器使资源的共享效率大大提高：

前，磁化率仪的自动测试系统正在研制中，
估计不久以后即可投入使用，希望这可以作

现在的测试仪器很多都是一种专用的定制的

为一个实验室仪器自动化改造的契机，使自

资源，它只能面向特定测试任务，在特定范

动化的优势深入人心，推动实验室仪器的自

围内、由特定人使用，还不是一种可开放共

动化改造。

享资源， 由此使得仪器资源特别是大型贵重

像文章最初介绍那样，第三代的智能化

仪器设备的利用率很低， 仪器设备的重复建

仪器因为具有一定的处理能力，所以称其为

设．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重复投入以及资

智能仪器。对于本实验仪器的智能化改造，

金的浪费。而网络仪器可以很好的解决此问

我认为应将重点放在便于仪器的维护上。基

题。

于本人进入实验室两个月来的观察，实验室

可以看出，在网络化如此兴盛的时代，

仪器出现故障最频繁的原因就是由于实验

仪器的网络化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趋势

人员对仪器的不熟悉，而将一些参数设错，

虽如此，毕竟与实际还有一些差距，所以在

或者实验步骤颠倒，从而导致仪器的数据处

真正的网络化实现以前，我们还是只想实现

理超界或敏感元器件无法完成正确的标定

网络化的一点功能。即远程监控仪器的一部

处理。而这些都是由于操作界面没有对数值

分重要参数，这也是基于实验室现实的考虑，

范围界定的提示导致的。所以对于这些容易

因为有时实验安排很紧密，但仪器维护人员

造成错误的仪器应该进行内层软件的增添

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不一定时刻都在实验

提示的编写。还有一些仪器的设置项只是最

室中。如果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仪器重要参数

初时仪器安装调试时使用，在平时的使用时

的监控甚至调整，必然便于仪器的维护。当

并没有用到，对于这样的设置项，则应该将

然，这项功能开发的重点，难点在于权限的

其隐藏，以避免因实验者误操作而造成的仪

设置和网络协议的开发。

器损坏。

以上是我基于对古地磁实验室一点点浅

3. 完成实验仪器的远程监控

薄的认识所写的仪器开发展望，囿于我的经

事实上，网络测试仪器也正在建设和开

验和能力，其中必然会有一些不切实际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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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之处，也请大家谅解。但如果其中的一些

则该古地磁数据为“D”

观点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这就是我进行下

如果同时满足条件（1）和（2），但不满足

一步仪器开发的动力之所在。

（3）有足够的样品数（沉积岩必须大于 3 个
采样点）
（4）足够高精度（K > 10）
（5）划分的岩石单元为同一时期磁化
那么，为“C”级

古地磁实验数据的可靠性和倒转检验
【刘成英】
古地磁作为一门实验性学科，首先就是

同时满足（1）—（5），但是不满足
（6）足够多的样品（沉积岩要求采样点大于
6）
（7）结果中包含清楚的构造改正信息

要获得可靠的数据，然后才能通过分析数

为“B-”；

据，结合地质背景等解决科学问题。然而，

同时满足（1）—（7），但不满足

由于实际问题的复杂性，要建立一套标准来

（8）确定的岩石单元磁化时间精确到“世”

衡量古地磁数据的可靠性很不容易。

则为“B”

Van der Voo (1990) 提出 7 条等权判
据，如下：
1，对岩石进行精确测年，并假设在同一时
间获得磁化；
2，要有足够样品数（N > 24），Fisher 统计
给出的精度因子 K ≥ 10, α 95 (A95) ≤ 16；
3，足够的退磁步骤，可以得到磁化矢量逐
步减少的过程；
4，进行野外检验，约束磁化时间；

同时满足以上 8 条判据，则为 A 级
程国良（1993）执笔总结了 1992 年在北
京召开的“古地磁数据可靠性研讨会”讨论得
到的 8 条暂行判据：
1、地层时代：显生宙精确到“统”，并有相应
的生物地层控制；前寒武按自然地层单元
或精确到“系”。对有同位素年龄的地层，
其年龄也要列入。
2、统计精度：参加统计的标本块数 N ≥ 24,

5，构造控制，板块或克拉通构造一致

精度参数 K ≥ 10, α 95 (A95) ≤ 16。具体要

6，通过倒转检验

求：
（1）采样点、标本的分布注意时间和

7，与更年轻时代（一个或多个）的古地磁

空间的均匀性；
（2）N 可为标本（sample）

极位置不同
Schmidt 等（1990）也提出了几条递进
判据来约束古地磁极的可靠程度：
如果满足无法同时满足条件
（1）古地磁极由退磁方法，包括热退磁、

数，亦可为亦采点（site）数，要予以说
明，但不能为样品（specimen）数；（3）
列出标本总数、测试标本数（N0）和统计
用样本数（N）,以资做系统性评价
3、退磁和矢量分析：样品必须经系统退磁，

交变退磁和化学退磁中的一种或几种混合，

并用主矢量等分析方法正确地分离出各

获得的特征剩磁为单一分量或者多分量的

种磁化组分。具体要求：
（1）选用适当的

稳定部分

退磁方式（样品剩磁强度要求大幅度衰

（2）展示的古地磁结果完整

减）；（2）必须有一组代表性样品做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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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退磁，其余样品可视情况而定，

点，时间平均的古地磁场方向在正极性期间

尽量分离出代表性样品所揭示的剩磁组

和反极性期间相差 180o。正负极性平均方向

分。

之间的夹角很接近或等于 180o，则可以认为

4、野外检验：有条件时要进行褶皱、广义

已经清除次生剩磁分量，并且消除地球磁场

褶皱、烘烤、砾石等检验，以约束磁化

长期变化影响，从而获得的剩磁很可能是原

年代。对通过褶皱、广义褶皱检验的数

生剩磁。

据，要给出地层产状。
5、构造控制：要求采样地区大地构造归属
明确，局部构造关系明确
6、进行倒转检验，以判定重磁化组分的存
在
7、非重磁化：所得磁极位置与同一地块得
到的后期及现代地磁极点位置不同。要

图 1 ：倒转检验原理示意图

求：（1）为判断是否为现代重磁化，要

不能通过倒转检验可能表示：

求给出特征剩磁矢量在现代地理坐标系

（1） 没能完全消除次生剩磁分量

中所表示的方向；（2）对前寒武纪的古

（2） 在正/负极性期间没有足够样品，以致

地磁极点位置与后期极点位置的同异可
另外考虑。
8、磁体载体鉴定：通过有关的岩石磁学实

于没能完全消除地磁场长期变化影响
如 何 进 行 倒 转 检 验 （ McFadden 和

验和矿物鉴定，并配合地质条件进行综

McElhinny，1990）：
McFadden 和 McElhinny（1990）将通过倒转

合分析，以推测不同磁化组分的磁性载

检验的数据根据正极性和负极性平均方向的

体。

夹角 γ c 进一步分为三级。

以上三组判据都主要适用于建立视极
移曲线时对所用古地磁极位置的可靠性进

A 级： γ c ≤ 5o

行评价，其余古地磁研究也可作为重要参

B 级： 5o ≤ γ c ≤ 10o

考。对于我们的古地磁工作，首先在采样和

C 级： 10o ≤ γ c ≤ 20o

测试时应保证有足够用于统计计算的样品
数据；另外野外采样时视具体情况也应该注

当 γ c ≥ 20o 时，结果不确定

意尽量采进行野外检验时所需样品，如在褶

该方法假设数据服从 Fisher 分布，与单个数

皱两翼均采样；注意采集砾石样品等；在室

据精度有关；假设统计所用的数据都具有共

内整理资料，注意展示完整的有用信息以增

同的精度， γ 0 为观测到的两个平均方向的夹

加数据的可靠性。

角， γ c 这两个平均方向的临界夹角

从以上的标准看出，倒转检验可作为一
条重要的标准检验古地磁数据的可靠性，现

当 γ 0 > γ c 时，倒转检验失败；当 γ 0 < γ c 时，

简要介绍如下：

按照 γ c 值分级

倒转检验的应用基础：在地球上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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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正极性、负极性平均方向的夹角

倒转检验分为三级，如前所述。

γ0

（3）当某个极性上只有单个数据时的倒转检

X i = xi1 + xi 2 + ...xiNi

验，如假设 i = 2 的极性上只有一个数据，那

Yi = yi1 + yi 2 + ... yiNi

么 N 2 = R2 = 1 ， κ 2 无法估计。假设所有数据

Z i = zi1 + zi 2 + ...ziNi

的精度相同，那么

其中 i = 1, 2 ，表示在正极性或负极性；N 为

1

在 i 极性下的数据个数；

( R + 1)( N1 − R1 ) 1 N1 −1
cos γ c = 1 − 1
[( )
− 1] ，由此
R1
p

xij , yij , zij（ j ≤ N i ）指在 i 极性下第 j 个数据

得到 γ c 。

在 x, y, z 坐标轴上的分量

当 γ c < γ 0 时，倒转检验失败

那么和矢量长度 Ri = ( X i 2 + Y i 2 + Z i 2 )1/2 ；即

当 γ c > γ 0 时，通过倒转检验，但是意义微弱

可分别得到在正、负极性上的和矢量 R1 和

（4）当仅有平均方向，每个极性上的数据个

R2 。

数，或者每个极性上的观测精度 (α 95 )i / κ i 时

全部数据长度则为 N = N1 + N 2 ，矢量长度

（如应用于一些已发表数据），也可进行倒转

R = [( X 1 + X 2 ) 2 + (Y1 + Y2 ) 2 + ( Z1 + Z 2 ) 2 ]1/ 2

检验，此时，可根据

γ 0 表示 R1 和 R2 之间的夹角，那么由三角形

N − Ri 1 Ni −1
cos(α 95 )i = 1 − i
[ )
− 1]
Ri
p

余

弦

定

理

可

得

到

：

κ i=

R 2 = R12 + R 2 2 + 2 R1 R2 cos γ 0
那么： γ 0 = cos −1 (
精度估计： κ i =

1

R 2 − R12 − R 2 2
)
2 R1 R2

或

Ni − 1
Ni − R i

反算出 R1 和 R2 ；再根据前述公式进行倒转检
验。

Ni − 1
Ni − R i

参考文献：

（2）当每个极性上都有多个观测数据，每

Schmidt, P., Powell, C., Li, Z., Thrupp, G., 1990.

个观测数据都具有一个共同精度时，可以假

Reliability of Palaeozoic palaeomagnetic poles and

设 κ1 和 κ 2 具有一个共同精度 κ ，可以计算

APWP of Gondwanaland. Tectonophysics. 184,
87-100.

临界夹角 γ c

( N − R1 − R2 )( R1 + R2 ) 1
[( )
R1 R2
p
，求出 γ c 。
cos γ c = 1 −

Van der Voo, R., 1990. The reliability of
1
N −2

− 1]

paleomagnetic data. Tectonophysics. 184, 1-9.
程国良, 1993. 古地磁数据可靠性的试用判据. 地球
物理学报. 36, 121-123.

当 γ c < γ 0 时，没有通过倒转检验
当 γ c > γ 0 时，通过倒转检验，并按照 γ c 值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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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匈牙利的 Sopron 举办的第 11 届地磁与高
空物理 IAGA2009 会议，在大会上做了
《Mag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Non-interacting

Nano-sized Magnetoferritins》的报告；

新闻集萃

2、刘青松研究员于 8 月下旬至 9 月中旬
【张春霞】

去 西 班 牙 的 Vigo 大 学 、 Cordoba 大 学 和

Barcelona 大学进行了学术访问；
获批项目

3、朱日祥院士、黄宝春研究员、刘青松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40925012/D0403
地磁学，邓成龙

生于 10 月 9-13 日参加了在合肥举办的第 25

面上基金：40974036/D0403 我国典型
土壤剖面中磁性矿物的生成与转化机制研
究，刘青松

届中国地球物理年会，并在“古地磁学、磁性
地层学与环境磁学专题”做了相关报告。
刘彩彩获得了该届中国地球物理年会

青年基金：40904017/D0403 超细磁铁
矿颗粒的生物矿化机理研究，田兰香
青年基金：40904016/D0403 泥河湾盆
地下沙沟动物群的磁性地层学定年，刘平
青年基金：40903025/D0305 1 万年以来
长白山天池火山喷发时代激光

研究员、邓成龙研究员以及实验室的部分学

40

Ar/39Ar 年

代学研究，杨列坤
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青年人才领

“学生优秀论文奖”，在此向她表示祝贺！
4、邓成龙研究员于 2009 年 10 月 19－23
日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北京猿人第 1 头
盖骨发现 80 周年国际古人类学学术研讨会暨
第一届亚洲第四纪研究学术大会”，并作了题
为《 Magnetochronology of early humans in

mainland East Asia: implication for early
human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的学术报告。

域前沿项目：趋磁细菌矿化数据库建设，林
巍

指南针奖
优赛科技有限公司周晓权先生赞助设立

新生入学
每年九月对新生来说，都是新的历程的
开始。今年徐慧茹（导师：朱日祥院士，贺
怀宇副研究员）、唐祥德（导师：黄宝春研
究员）和胡鹏翔（导师：刘青松研究员）到
古地磁与年代学实验室攻读硕士，成为我们
大家庭的一员。在这里，希望他们能尽快地
转化角色，融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中，为

PGL 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了 “ 指南针优秀学生论文奖 ” （简称 “ 指南针
奖”），用于发现和奖励优秀青年人才，进一
步促进我国地磁学领域的发展。

“ 指南针奖”奖励范围是我国地磁学领域
在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奖金额度为税前
人民币叁仟元，每次 1-2 名。

“ 指南针奖”奖励条件是投稿并参加当年
“中国地球物理年会”，并在“古地磁学、磁性
地层学与环境磁学”专题上做专题报告。

“指南针奖”每年在当年“中国地球物理年
学术交流

1、潘永信研究员于 8 月 23-30 日参加

会 ” 上组织一次颁奖仪式，向获奖学生颁发

“指南针优秀学生论文奖”奖金和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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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荣誉证书，并对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

提名、评审委员会评定后，已于 2009 年 10

中国地质学会古地磁专业委员会

2009 年 10 月

月 12 日在合肥颁发。
文体活动

1、国庆节前夕实验室的部分成员，在研
究所组织的《庆祝国庆 60 周年、建院 60 周
年文艺汇演》上演奏了古筝与葫芦丝曲《希
望》。

第一届“指南针奖”颁奖现场，左起杨振宇、
黄宝春、Frantisek Hrouda 和周晓权

第一届“指南针奖”获得者为：

<1>西北大学的孙蕗，其报告题目为“鄂
尔多斯盆地晚第三纪 “ 吴起古湖 ” 的磁性地

表演现场

层学研究”；

<2>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古地磁与年代学实验室的纪新林，其报告
题目为“吉林陨石的岩石磁学研究”。

演出后合影

2、实验室成员秦华锋和苏有亮参加了北
京国际马拉松赛兼第 11 届全国运动会马拉松
赛，比赛成绩进入前 1000 名，获得了鼓励奖。

周晓权先生和捷克 AGICO 公司董事长

Frantisek Hrouda 教授向获奖者颁发了奖金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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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西藏之那里的事
当逐渐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后，再去
回望 Youxia 村，那感觉就像恍如一梦，但
梦境却是如此的清晰，睁开眼睛后细节依然
历历在目……总有着把在那里所接触的一
切都记录下来的冲动，于是忙中寻隙，接续
遥远 youxia 村之事。

穿过 Youxia 村后，绕过一山坡，再经
过一大片的砾石滩，即到达拉轨岗日山脚下
的 Shenkezar 庙。教授说起 Shenkezar 庙时，
还特别提到庙前为一 small forest。当时我在
脑海里便有了大概的图像，当到达
Shenkezar 庙后，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出
乎想象”。下图中红白的房屋即为 Shenkezar
庙，而那小树丛就是所谓的“小森林”。据当
地人说，由于闹鬼 Shenkezar 庙已经空置很
多年了……藏族司机还翻译说，去年曾有人
在此野营，据说后来出了状况，半夜时全部
跑回了 Youxia 村……听到如此的说法之
后，当走过 Shenkezar 庙时，心中禁不住有
着发冷的感觉……

2009.10

图接近并抚摸那匹马），估计她是不相信鬼
神之说的，要不就是胆子大的很，竟然专门
跑到那庙里去看是否真有鬼。结果当然是没
有！但我告诉她说，鬼在白天是不会出来的，
只有过了午夜后才可能出来游荡……后来从
山上下来后，宿营地就设在了这个庙前的小
树林里，那些日子我已经回北京，究竟夜里
有没有出现“鬼”就不得而知了。也或许，鬼
怪们，也会怯生呢，那么多大鼻子黄头发的
人，他们从来没见过，说不定会被他们吓的
不敢出来，也未可知。呵呵，当然这都是开
玩笑的话。

由于大部分野外工作是在山顶，为了便
于开展工作，于是决定宿营于海拔约 5000 米
的山顶。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便是雇当地人
帮忙背行李上山。除去每个人的衣物等用品
自己背着外，还有帐篷、睡袋、土豆、洋葱、
萝卜、大米、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煤气灶
和钻机等，看着摆了一地的铁皮箱和编织袋，
说实话真发愁怎么才能弄到山上去。由于是
高原，空气稀薄，据说含氧量都不到平原区
的一半，恶心、头疼等高原反应是常见的事。
头天空手的 Hike 曾计划跟着教授他们上山寻
找合适的宿营地，结果没走多远就因为头疼
的厉害而不得不下来，更别说是要背东西上
山了。一同行的中国女孩曾以 Hike 为例，劝
我不要到山顶去。而我对山顶心怀憧憬，且
到西藏后除鼻子感觉不舒服外，没有其他不
好的反应，于是坚持要上去。

而同行的一德国女孩 Usina，是个素食
主义者，特喜欢动物（下图中就是她，在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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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们平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什
么。但我知道，在农村挣个钱是特别不容易
的，这也是为什么就算现在日子变的好多了，
我父母依然极其节俭的原因。而 Youxia 村的
生活较之于平原地区，更是不知要差多少倍。
这么个帮别人背东西上山的事情，对他们来
讲大抵亦是个很好的挣钱机会吧。虽然两趟
下来，每人也仅仅只是五十元。
由于是体力活，来的全是男人。远远看
着他们从那山后走来，一路摇摇晃晃，且笑
语不断。他们的装束除头发外，与外面没有
太多的差异。一个个手里拿了长长的绳子，
其中一个还牵了匹马。他们一到达这里，就
忙碌了起来。搬箱子，捆背包，一个个动作
都极为纯熟且麻利。生活于大山之中，想来
他们经常要做如此的劳动，背东西上山下山
也许对他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

满地散乱的行李，很快便被归结好了。
由于东西太多，一趟根本背不完，他们还需
要再背第二趟。行李有轻有重，在他们收拾
行李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注意到他们是如何
实现所背东西基本均等的。只有在下山的那
天，我才发现他们有着极为绝妙的变不平等
为平等的方法。这里先卖个关子，在后面部
分再做揭晓。

看这个老大爷，他后面背的是厨房帐篷等
用品，手里拿的是厨房帐篷的撑杆，现在则
成了他的两个拐杖，真是就地取材啊！看他
这么拿撑杆时，教授直呼，“good idea！”！看
他笑的那么灿烂，估计他也为自己的这个绝
妙创意而禁不住偷着乐呢。

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不但要背着，手里还
得提着。在下山时我就是背着背包，提着水
壶下来的。背东西上山确实是很累的活，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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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他们是习惯了如此的劳作，一个个重担在
肩，可依然笑逐颜开。这个老大爷，笑的眼
睛都睁不开了。

第一梯队出发了，教授走在最前面带路。
他对我说，如果感觉不舒服的话，可以慢慢
走，今天的任务是只要爬到山顶就行了。我
以为我会掉队，没想到行进的过程中，我竟
然一直都能跟的上这些背东西的当地人。

他们休息时，我也跟着休息。估计抽烟
是解乏的最好方式，也是量度休息时间的方
法啊，他们每次大概都是休息一支烟的功
夫。

人休息时可以坐下，可怜了这匹马了，
负载那么重，休息的时候依然是站着。由于
不是牦牛，在坡度不大时，马还能上去，到
后来山坡度越来越陡，尝试了几次后，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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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无法登上那个大坡，马的主人不得不弃马
而行了……

休息之后继续前行，现在我已走到了他们
的前面。看来身体的潜力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虽然也背着自己的大背包，可没有料想象的
那么累，也没出现那比较可怕的头痛。除当
地人外，只有我跟上了教授的步伐。就这么
走走停停，左转右转，一路攀爬，大约走了
两三个小时。在手脚并用穿过满是冰雪的陡
峭山涧后，顿觉豁然开膛，一片阳光充足的
平地出现在眼前。他们纷纷放了行李，倒在
了阳光中，估计都给累坏了。其中一个稍懂
一点点汉语的年轻人给我说，他们饿了，不
想再走了，且说这里挺好，你们住这吧。可
教授说，原定的宿营地还需要再翻过一个小
山头才到。年轻人解释说，他们实在是走不
动了，他们可以不要钱，也不想再往上走了。
我一再地向他们解释说，就快到了，不能这
么前功尽弃。看你们一路这么辛苦，到时候
多付你们些钱。好一阵交涉后，他们终于答
应继续前行。

终于到达教授所选的宿营地了！到达目的
地后，教授放下东西就去看其他人是否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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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来。由于还要背第二趟，需要把编织袋全
部给带下去，我则指挥着他们把东西全给拿
出来，于是那经历了千辛万苦所背上来的东
西就散放了一地。其中一老汉好奇于那沉重
的箱内装了何物，于是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箱
子，顿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全是花花绿绿的吃
的东西。他什么也没说，接着就给盖上了。
在他盖上的瞬间，我突然想到他们刚才说都
饿了事，于是把他盖上的箱子又打开，从中
拿出一袋阿尔卑斯奶糖，给他们每人分了两
三块。有的人当即就吃了，而有的人则直接
装进了兜里。休息了一会后，他们就说笑着
下去了。随着他们的离开，四周顿时安静了，
仿佛整个山间只有这么一个孤单的我（下图
为自拍的照片），思绪禁不住在风中飘荡，
甚至陷入了一种空灵的状态……

直到半个多小时候，教授再次出现，第
一句话竟然是另一个教授更倾向于在刚才
当地人停下不想走的地方宿营。现在怎么办
呢？只能再把东西往下搬了，好在两者距离
并不太远。呵呵，如此看来还是当地人比较
有“先见之明”！下图即为宿营地，先上来的
人已开始着手搭帐篷。

几个小时过去了，第二批人终于在我们的
望眼欲穿中现了踪影。走在最前面呆红色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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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是藏族司机不琼，很风趣的一个人，他
在我们的整个宿营过程中担当了厨师的角
色。下篇关于西藏的文字，将介绍在野外宿
营的情况，当然包括不琼厨师所烹饪的菜。

宿营的帐篷已经陆续搭起来了，中间那个
蓝白相间尖顶的大帐篷即为厨房。当所有的
东西都归置到位后，他们领了工钱，拿了绳
子准备下山。虽然是背了两趟东西，他们精
神状态一个个依然很好，也许他们是在为所
拿到的那五十元钱而高兴……

见我拿相机在拍他们，便冲我笑了起来，
我的心亦在瞬间被他们简单而灿烂的笑容所
打动——生活中懂得知足，才能真正常乐！

文字到这里后，应该对前面所卖的关子
进行交代了。以下的照片是我们在山上宿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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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班师下山时用手机所拍摄的情景（相
机此时已经没电了，而手机因为在这里没信
号，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没开机）。那天同样
也是雇了当地人过来帮忙，除多了个女同志
外，基本上还是上次那些人。当然，这次东
西肯定较之上山时少了很多，这几天在山上
的十多个人消耗了不少的大米、土豆、萝卜、
可乐等，煤气罐也逐渐地变轻了，而多出来
的则是所采的岩石样品了。在他们到来之
前，我们已经打好了包，他们到达我们的宿
营地后只稍作规整既可。在做好规整后，我
本以为谁规整的就由谁来背。当然如此以
来，肯定存在分配不均的问题。而他们对待
此问题，真的很有自己的一套解决办法。在
归置好行李后，只见他们每个人从地上捡一
个石子，然后都交到最高的那个穿蓝色衣服
的人手里。那个人在收到所有石子后，把所
有人聚在一起开了个很简短的会，就走向归
置好的一堆堆的行李，然后将手里的石子分
别放置在行李上，由石子来决定到底该背哪
堆行李。

很快所有的石子都有了各自的归宿，他
们的主人们也都开始捆绑行李。在这整个分
配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性别差异，也没有年
龄的长幼差异，看起来很像以前在老家分地
时的抓阄。教授他们对这个分配过程也非常
感兴趣，其中一个教授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
下了整个过程。呵呵，原始的土著人，自有
自己解决争端的方式，简单、明了且公平！

下图中，已有归宿的石子其主人已经
开始捆绑行李，而没有找到归宿的石子的主
人还在观望。

想来藏族人对山水都是持敬畏态度的，
刚到宿营区时，我在厨房里发现两大卷彩带，
不知道究竟是做何用途。到拔营下山时，见
藏族司机不琼他们将彩带系在山顶，于是猜
测着他们是用藏族佛教专用的彩带向山表达
因为打扰了他们所带来的歉意（这是我所猜
想的，本来想向不琼证实一下，后来给忘了。）

从宿营地往下不到 100 米即为一峡谷，
这里结满了厚厚的冰，为了少走一些路，很
多人都从这里的冰上走过。我为了抄近路，
也跟着这么走了一回。感觉倒还好，不如想
象中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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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山涧冰雪后，回望那曾经宿营过的
山，发现此时的山顶恰有一片白云，于是拿
手机拍了下来。后来导出相片后才发现，多
出了几条红带，正好位于山腰的位置，犹如
给拉轨岗日山带上了红红的项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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