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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漫反射光谱方法。如果您对赤铁
矿的性质感兴趣，请不要错过。
本期实验专栏将隆重推介另一国

夏至了。
男孩们说，这是一年中最激情、

际先进的磁学实验平台——中国科学

最火热的季节。因为夏，可以让他们

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环境磁学实验室，敬

尽情体验运动的快感、生命的活力；

请大家关注。
研究进展之二将简要介绍实验室

女孩们说，这是一年中最美丽、最清
凉的季节。因为夏，可以让她们尽情

两位博士毕业生的研究内容，内容涉及

展示曼妙的身姿、七彩的裙衣。这里

生物矿化、陨石磁学等前沿。对于关心

既有骄阳又有晚风，既有茂林又有莺

以上研究的朋友，本文将是一个快速的

啼……这就是夏，它让自然百态都演

导读。
时代变化，如今天下为公，男女平

绎到了极致，那样地豪情奔放，那样
地清逸洒脱，那样地自由不羁。
藉此东风，愿自然科学的盛夏也
同样会如期而至。
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研究一直是

等。为什么某些领域却出现了“阴盛阳
衰”的怪现状呢？本期文化动态将尝试
给出一个解答。六月是毕业的日子，长
大的鸟儿即将离巢，学成的同窗们在离

地球科学研究的前沿对象，本期的专

别时都有哪些感言呢？多年后的我们

题介绍和文献导读将从磁学的角度介

是否也会有同样地感触？追忆学生时

绍两大高原研究的最新进展。

代的趣事，相信您一定还可以体会到实

微磁学是我们实验室最新开展的

验室大家庭的其乐融融吧。

研究方向。通过计算模拟，它可以从
理论上考察磁体内磁性质和磁行为，
并与实验结果进行相互验证。本期的
专题介绍之二将向您详细介绍微磁学
原理及其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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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铁矿作为自然界两大主要载磁

征稿方式：该刊物将由我们实验室所有

矿物之一，广泛存在于各类岩石、沉

人员参与创作，同时欢迎同行业人员投稿。

积物中，也是最复杂的磁性矿物之一。
本期重点连载将系统地介绍赤铁矿的
磁学以及其非磁学性质。在研究进展
一栏里，还将介绍赤铁矿定量的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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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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择优支持项目“中-新
生代以来东特提斯羌塘地块和塔里木地块
漂移旋转演化历史与青藏高原隆升，
2010.1-2015.12

青藏高原东北部晚新生代以来旋转变形研究
的一些最新进展
颜茂都

颜茂都，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百人计
划”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3 年出生，1997 年获
兰州大学自然地理学学士学位，2002 年获美国密西
根大学地质学硕士学位，2006 年获美国密西根大学
地质学博士学位；2006-2008 年在美国加利佛尼亚
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做博士后，2008-2009 年在西澳
大利亚大学做博士后；2009 年 5 月至 2010 年期间，
被西澳大利亚大学聘为 Research Associate。2010
年正式加入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曾于 2004
年获得甘肃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目前主要研究兴趣：青藏高原的隆升演化过程
及其气候环境效应。
主要研究方向为古地磁和构造，即研究青藏高
原及其周边块体中生代以来的漂移及旋转变形历
史，探讨高原的隆升演化历史及其气候、环境和资
源效应等。
科研项目:
1、 国家 973 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中国
陆块海相成钾规律及预测研究”第六课题
“中国陆块漂移与干旱-极端干旱气候事件
及其对成钾控制”，2011.1-2015.12
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群体项目“青藏高原
北部气候与构造相互作用”子课题“青藏高
原东北部晚新生代以来的旋转变形历史”，
2011.1-2013.12

众所周知，青藏高原的形成是由约 55 百万年
前以来印度板块向北俯冲并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的
结果。这个目前仍然在隆升和变形的高原，是陆陆碰撞和造山相关的构造和地球动力学方面研究的
天然实验场所，是当前地学研究的热点之一。了解
这个巨型高原的演化和变形历史，对于增进我们对
陆-陆碰撞机制和动力学方面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意
义。而了解陆-陆碰撞的机制和动力学研究，重点是
开展块体围绕垂直轴的旋转变形研究。
近年来，围绕着青藏高原块体和盆地的垂直轴
旋转变形已经开展了许多的研究，比如，通过全球
定位系统（GPS）测量的速度场和应变分布（如 Zhang
et al., 2004 等）、地震矩张量分析（如 Molnar and
Lyon-Caen, 1989 等）及主要走滑断层的第四纪走滑
速率分析（如 Meyer et al., 1998 等）等。但是，这
些 GPS 和地震矩张量分析结果在青藏高原东部揭示
连续变形的高原地壳变形模式（如 Zhang et al., 2004
等），而所获的第四纪的变形速率却既可以用塑性
块体模式也可以用刚性块体模式来进行数字模型的
模拟（如 Avouac and Tapponnier, 1993; England and
Molnar, 1997 等）。高原地壳的变形模式还仍有争
议。不能很好的评判这两个争议模型的主要原因，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动力学限制；另外，这些证
据记录的时段有限，主要集中在现代的几十年（如
GPS 测量和地震矩张量分析）或第四纪以来（如断
裂的走滑速率分析），能否运用这些速率记录将变
形追溯回到过去的几十百万年甚至更老的年代，仍
然值得商榷。因此，有关青藏高原的变形研究，有
待进一步深入。
青藏高原古东北部地区的隆升和变形以及山
前盆地的演化近年来已引起了地学界广泛的关注
（如 Fang et al., 2005a 等）。这个地区目前仍然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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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隆升和变形的序列被普遍认为是青藏高原不断
向外扩展的年轻部分（如 Tapponnier et al., 2001
等）。因此，揭示该地区是如何围绕垂直轴进行了
旋转变形将对我们了解青藏高原其他地区乃至整个
高原的旋转变形机制和动力学提供一个很好的认
识。
古地磁能够准确量化岩石磁化后所经历的围
绕垂直轴的水平向旋转，能够很好地确定变形是如
何被调整的，因而是揭示块体旋转变形的最有效手
段（Yan et al., 2006）。相比 GPS 测量、地震矩张
量分析及第四纪走滑量计算只能够描述测量块体近
现代的速度场分布，古地磁研究则能够定量的确定
岩石块体磁化后的动力学，比如，块体的水平向（垂
直轴）旋转等。为了更好的了解青藏高原东北部地
区的变形历史，到目前为止，已有大量的古地磁研
究在该地区展开（如 Chen et al., 2002; Dupont-Nivet
et al., 2002, 2004 ; Yan et a l., 2006 等）。但是，尽
管开展了上述研究，但该地区在何时、以何种方式
旋转变形还没有达成共识。比如，最近在柴达木阿尔金-祁连山地区的古地磁研究结果是相互矛盾
的，因为它们被用来作为顺时针旋转、逆时针旋转
或没有显著旋转的论据（如 Chen et al., 2002; Gilder
et al., 2001; Dupont-Nivet et al., 2002 等）。另外，最
近在共和-贵德盆地以及陇中盆地的古地磁研究也
对该地区何时发生顺时针旋转变形缺乏统一的认识
(Dupont-Nivet et al., 2004; Yan et al., 2006)。而造成
以上这些令人困惑的古地磁结果的原因目前还不是
十分清楚。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最近选择了河西走廊西
北角的酒泉盆地进行了晚新生代以来古地磁的旋转
变形研究。酒泉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最北部，紧邻
柴达木-阿尔金-祁连山地区，是祁连山的一个山前
盆地。因为该盆地正好位于青藏高原最北端的前沿，
一些学者认为，该盆地的新生代地层沉积序列应该
对印度块体持续向北俯冲进欧亚大陆有非常敏感的
响应；研究该盆地的演化变形历史将会对我们了解
青藏高原的隆升和变形历史提供很好的认识（如
Fang et al., 2005b 等）。我们的研究选择了该盆地的
东部、中部（南、北）和西部 4 个位置，5 个磁性
地层剖面（老君庙剖面、洪水坝剖面 1 和 2、文殊
山剖面、以及榆木山剖面）来开展酒泉盆地的旋转
变形研究，并探讨引起该盆地最终古地磁旋转的原
因。在这 5 个剖面，均开展了高精度的磁性地层研
究（采样间隔距离~2m），所得极性柱结果均能够
很好的与国际标准极性柱进行对比，为我们的旋转
变形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年代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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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获得的 5 个剖面的平均古地磁磁偏角分
别为+3.0º（老君庙）, -35.5º/-23.5º（洪水坝）, +15.6º
（文殊山）, and -9.2º（榆木山）（正代表顺时针，
负代表逆时针）。这些值所对应的欧亚极（Besse and
Courtilot, 2002）的磁偏角偏差分别为 -1.7º，
-41.3º/-28.3º，+10.9º，和-14.7º，分别指示没有显著
旋转（老君庙）、显著的逆时针旋转（洪水坝）、
顺时针（文殊山）和逆时针（榆木山）旋转。该结
果可能反映了酒泉盆地不同的部位经历了不同程度
和方式的旋转，与邻区的柴达木-阿尔金-祁连山构
造带的古地磁结果类似。但是，当我们将所得的古
地磁数据用另一种方式来展示，即用更短的时间段
来对比磁偏角（每 100 米平均，如图 1 所示），来
分析这些 磁偏角是否具有类似的时空变化时，13
百万年以来 4 个区域的磁偏角随时间变化趋势明显
类似（图 1）。

Figure 1. Plot of mean paleomagnetic declination vs. age for
the Laojunmiao, Hongshuiba, Wenshushan and Yumushan
sections in the Jiuquan Basin. Average declinations were
calculated by every 100 m. Ages were obtained from
magnetostratigraphic correlations with the Geomangetic
Polarity Timescale (GPTS) (Gradstein and Ogg, 2004). Open
circles represent for the Laojunmiao section, open diamonds for
the Hongshuiba section, filled triangular for the Wenshushan
section, and filled squares for the Yumushan section. Vertical
lines indicate the error limits of declination and horizontal lines
show age uncertainties. Dashed lines are the expected
declinations explored from the reference poles for Eurasia
(Besse and Courtillot, 2002) (4.6º at 3.1 Ma and 5.5º at 11.9
Ma). Declination means with number of samples less than five
and/or α95 bigger than 20º were abandoned for further
paleomagnetic rotation study.

即酒泉盆地在~13-10.5 百万年前经历了顺时针旋
转，~10.5-8.0 百万年经历了连续显著的逆时针旋转，
~8.0-4.0 百万年相对稳定的没有明显旋转，以及最近
4 百万年的轻微顺时针旋转。因此，我们认为造成 4
个剖面平均磁偏角明显不同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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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了不同时段内不同的旋转角度造成的。而洪水
坝剖面，虽然旋转变形的变化趋势与其他四个剖面
类似，其磁偏角明显偏离其它 4 个剖面的磁偏角，
可能是由于临近的北祁连断裂的走向从总体的北西
西-南东东方向在剖面附近转变为南西西-北东东方
向造成的，揭示在酒泉盆地统一的旋转变形情况下，
局部变形确实存在这一事实。
基于酒泉盆地 4 个区域每 100 米平均磁偏角
变化趋势（图 1），我们对于该盆地 13 百万年以来
的演化历史进行了探讨。应用所得古地磁结果提出
了一种简单的模型来阐明酒泉盆地在晚中新世、上
新世、更新世的动力学演化（图 2）。我们认为酒
泉盆地在过去的 13 百万年里经历了两个主要演化
阶段。第一个主要演化阶段发生在~13.0-8.0 百万年，
为走滑断裂活动为主的阶段，盆地主要经历了向东
逃逸及旋转（图 2A）。在这个阶段内，有两个主要
事件发生：a）10.5 百万年前，阿尔金断裂活动抵达
酒泉盆地，北祁连-海源断裂左旋走滑活动，攥拉盆
地发生顺时针旋转； b）在~10.5-8 百万年间，在阿
尔金断裂、昆仑断裂以及祁连-海源断裂的共同作用
下，青藏高原东北部向东逃逸，造成酒泉盆地的顺
时针旋转。同一时段内的其它构造活动证据表明也
支持这一模型，比如晚中新世贵德盆地显著的顺时
针旋转（Yan et al., 2006）, 北祁连山在 10 Ma 的向
外增长 (Zheng et al., 2010), 温泉断裂在中中新世
的右旋走滑 (Wang and Burchfiel, 2004)，昆仑断裂
在 8 百万年前的左旋走滑(Yin et al., 2000)等。

Figure 2．Two-stage model of the tectonic evolution of the
Jiuquan Basin. 1) ~13.0 – 8.0 Ma, a period dominated by
strike-slipping, eastward extrusion and rot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the Jiuquan Basin has experienced clockwise rotations
before 10.5 Ma and counterclockwise rotations during 10.5 –
8.0 Ma. 2) ~8.0 – 0 Ma, a period dominated by Shortening and
rapid uplift. No significant rotation has occurred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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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od, except for only slight clockwise rotations of the basin
since 4.0 Ma.

第二个主要演化阶段发生在 8 百万年以来，主
要为显著的缩短和快速隆升阶段。青藏高原东北部
以及北祁连山在 8.0 百万年前开始快速隆升 (如
Zheng et al., 2010；Fang et al., 2005)，此后经历了多
起次的隆升和变形，且随着时间变化其幅度越来越
大和频率越来越快，尤其在 3.6 百万年以后（以巨
厚磨拉石沉积及不整合面为特征，如 Fang et al.,
2005a, b）。高原的持续隆升，使得黄河在 1.8 百万
年左右在青藏高原东北部开始出现，并在此后还造
成了多起次的黄河溯源侵蚀事件，比如分别在约
1.5，1.2 ，0.9，0.6 及 0.14 百万年等在陇中、化隆
和共和-贵德盆地形成了系列的黄河阶地（如 Li et
al., 1995）。在该时段内，盆地没有经历显著的旋转
变形，只是在 4 百万年后，阿尔金断裂进入盆地，
右旋性质的嘉峪关-文殊山以及榆木山走滑断裂开
始活动，使得盆地有轻微的顺时针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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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磁学研究概述
葛坤朋
微磁学是属于技术磁化范畴的一种唯象学理
论，是考察磁体内磁性质和磁行为的一种研究方法。
它所研究的基本单元尺度介于原子与磁畴之间，一
方面，要求这个尺度足够小，从而可以反映磁畴之
间磁矩过渡的状态，这相对于以畴壁为对象的研究
要细致精确；另一方面，这个尺度又要足够大，从
而能以连续的磁化强度矢量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
分立的原子磁矩。微磁学与磁畴理论相比，优势在
于磁畴和畴壁不再是假设和条件，而是理论的结果，
并且能清晰地给出各磁化状态下的磁结构和能量图
像。

一 微磁学的发展历程
微磁学理论最早是由著名的前苏联物理学家
Landau and Lifshitz在1935年创立的[1]，其后Stoner
and Wohlfarth在1948年提出了单个磁颗粒磁滞回线
的计算方法[2]。Gilbert在1955年给出了具有阻尼项
形式的磁矩运动方程，后被称为
Landau-Lifshitz-Gilbert方程[3]，Brown and La Bonte
在1965年运用微磁学手段对薄膜磁畴进行了数值计
算[4]，这是最早的微磁计算之一。也正是Brown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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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1958年命名了微磁学(micromagnetics)一词 ，现在
它已经发展成为磁学理论研究的主流方法之一。
材料磁学和岩石磁学是微磁学研究的两个重要
应用方向。两者的发展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
材料磁学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迅速发展，首先铁磁粒子的反向磁化成为
人们关注的课题，Schabes and Bertram 在 1988 年计
算了立方和拉长形态的六面体颗粒[7]，并首先给出
了 flower 和 vortex 状态的三维图像（图 1）。随后
Yan 等人相继模拟了平底和锥形平行六面体颗粒，
球形、长球形和长方形颗粒以及盘状颗粒的微磁学
结构[8-10]。这些研究使微磁学更加接近实际问题，
使微磁学数值方法成为研究微结构对现代磁性材料
磁性质作用的重要工具。
在理论岩石磁学领域，早期的微磁研究的主要
针对磁性颗粒的一维结构[11-13]，研究的内容局限在
颗粒磁化的基本属性如 SD/2D,2D/3D 等转换边界的
粒径、磁畴和畴壁的能量分布等领域。随着理论研
究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岩石磁学研究方向逐渐丰
富。进入八十年代，人们开始模拟不同参数如粒径、
拉长度、温度等对于磁性颗粒磁性质的影响。Argyle
和 Enkin 等人研究了多畴颗粒的畴壁宽度随粒径的
变化 [14-15] ，指出磁畴壁随着粒径的减小而变窄。
Williams and Dunlop 在 1989 年首先给出了磁铁矿三
维形态的精细磁畴结构[16]，并模拟了平行六面体的
磁滞回线[17]，发现矫顽力和方形程度（squareness）
随着粒径的增大而降低。Fabian 通过计算不同拉长
度磁性颗粒的剩磁状态[18]，给出了 SD 和 PSD 的临
界粒径。Newell and Merrill 研究了单轴各向异性颗
粒的 flower 和 vortex 状态[19-20]，并讨论了 Day 图预
测粒径的可行性，指出了粒径预测的一些问题。
Winklhofer 和 Muxworthy 等人将温度参数引入微磁
学模拟当中[21-24]，计算了磁铁矿的理论阻挡温度，
Verway 转换温度的磁畴状态和磁性矿物的高温稳
定性。
A

B

图 1 微磁模拟展示了 75nm 磁铁矿颗粒的 flower (A)结构和
120nm 磁铁矿颗粒的 vortex 结构 (B)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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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岩石磁学的微磁学研究
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复杂形态磁颗粒研究方
面，Williams 研究了不同几何形状的磁性颗粒的磁
畴状态[25-26]，指出随着粒径的增加，构造各向异性
的影响可能会超过磁晶各向异性的影响，从而改变
磁颗粒的磁化方向。Yu 计算了不同形状颗粒的磁滞
回线状态[27]，指出由于构造各向异性的影响，正八
面体颗粒比六面体颗粒具有更高的矫顽力和方形程
度(squareness)。第二，在磁颗粒相互作用方面，
Muxworthy 和 Evan 等作者研究了磁颗粒间的相互
作用及其有效作用距离[28-31]，并给出了相互作用下
磁颗粒的 SP/SD、SD/PSD 界限以及磁滞回线性质。
如图 2，对于粒径较大的颗粒，其尺寸意味着在孤
立状况下的剩磁都会处于 PSD 状态。然而颗粒间的
强相互作用使之处于 SD 状态，即相互作用扩大了
SD 颗粒的粒径范围。Novosad 讨论了具有相互作用
的、不同形状磁性颗粒组成的链反转时的磁化状态
[32]
，发现颗粒形状对于相互作用强的单元影响很
小，而对于相互作用较弱的单元影响很大，这对于
今后的生物和化学磁小体磁化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
意义。Witt 模拟了一个典型的磁小体颗粒微磁形态
[33]
，发现磁小体的圆端可以有效束缚磁力线的偏
斜，因此认为磁小体的成核作用是颗粒的内在属性，
虽然磁小体链对剩余磁化的优选方向影响很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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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磁学的基本假设是：在给定温度下，磁体的
磁化强度矢量是位置的连续函数，并且其大小在整
个材料中保持不变。对任一形状的磁体，磁体的总
自由能可以表示为

Et = Ea + Eh + Ee + Em + Eσ + Es
其中， Ea 是磁晶各向异性能，其作用是使磁化强度

v

矢量 J 沿某一晶向取向，即当磁化强度矢量沿着易
磁化轴排列时，磁晶各向异性能达到最小； Eh 是外
场能，又称作 Zeeman 能，它是由外场对磁化强度

v

矢量 J 所产生的力矩导致的； Ee 是交换作用能，其

v

作用是使磁化强度矢量 J 相互平行（原子尺度交换
能的作用是使原子磁矩平行或反平行），即当相邻磁
化强度矢量平行排列时，交换作用能达到最小；Em
是静磁能，它是等效磁偶极子的相互作用能，以退
磁能 Ed 为主体，并包含部分各向异性能（即自退磁
能）。退磁能主要源于磁体表面磁极（等效磁偶极子）
作用，表面磁荷越小，退磁能越低； Eσ 是磁致伸缩
能，它是由磁化导致的晶格变形引起的能量变化。
其能量通常要比 Ea 、 Ee 、 Em 小接近两个数量级，
因此实际计算常常被忽略。 Es 是表面各向异性能，
其由颗粒表面原子作用所产生，作用距离约为 1
nm[36]，因此在大部分计算问题中也常常被略去。所
以上式可以近似简化为[26]：

Et = Ea + Eh + Ee + Ed
简单说来，磁体内部磁化状态达到平衡的过程，是
一个自由能达到最小并稳定下来的过程。

2 微磁学动态过程描述
对于描述系统在变化的外加场下的变化情况，
必须要考虑磁矩的动力学方程式。磁化强度的变化
由 Landau-Lifshiz-Gilbert 方程确定[3]：

v
v
v v
dM
γ v v
αγ
M
H
M
M
=−
×
+
×
(
× Heff )
eff
dt
1+ α 2
(1 + α 2 )M S
v

式中 M 是磁化强度的单位矢量， γ 是电子的旋磁
图 2 作为粒径、形状和颗粒间距函数的磁畴状态图。
Harrison[35]修改自 Muxworthy and Williams （2006）

v

比，α 是衰减常数， H eff 是每一个磁矩感受到的有

v

效磁场。方程右边的第一项是进动项，表示 M 围绕

v
v
v
H eff 进动；第二项是阻尼项，表示 M 围绕 H eff 旋

二 现代微磁学理论简述
1 微磁学能量描述

转，因为衰减常数为正值，所以能量不断散失。复
杂的畴形和畴内的自旋结构使总自由能减小，最终
稳定下来达到最小能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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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顺磁性钛尖晶石自然出溶生成的钛铁共生体图。 图
A 和图 C 是其化学组分图，其中蓝色成分是铁元素，红色成
分是钛元素。图 B 和图 D 分别是 A 和 C 在电子全息照下的
磁力线分布状态图（Harrison and Feinberg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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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息术的应用，电子全息术能够对单个颗粒的磁化
强度矢量场成像，也能够对颗粒之间的静磁相互作
用场进行成像[38]（图 3）
。这使得我们可以运用微磁
学的理论计算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矿物磁
性质和磁行为进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
现代微磁学的研究方向，具体来讲，磁信息存
储的热稳定性研究和新的微磁计算方法的研究（如
Monte Carlo 方法[39]、GPU 微磁运算[40]）是材料科
学领域的前沿课题[41]。在岩石磁学方面，前人的研
究多集中在磁铁矿颗粒的微磁学模拟，而对赤铁矿、
胶黄铁矿等其它磁性矿物性质的微磁学研究很少，
这需要开拓新的理论研究方法进行模拟。此外对复
杂几何形态天然矿物，磁性矿物转化(如氧化还原作
用)的磁性质以及生物磁小体和化石磁小体的微磁
学模拟等等都是微磁学应用中很有前景的研究方
向。

参考文献：
3 微磁学计算方法
三维微磁学算法的离散化方法包括两种，有限
差分法(FDM)和有限单元法(FEM)。有限差分法可
以使用快速傅里叶变换加快运算速度，但是剖分单
元单一，因此不规则形状的计算精度不高。有限单
元法虽然不能进行快速傅里叶变换，计算时间相对
较长，但是可以对任意形状的颗粒进行合理剖分，
更接近实际。根据实验，首先设计磁性颗粒的粒径、
形状，并进行适当剖分。剖分单元应大于材料晶格
常数以保持磁化强度矢量的连续性，而小于材料的
交换长度以准确探测磁畴的运动状态。
运用总自由能最小的方法进行微磁学求解快速
而且有效[37]，但是这种算法有时会出现错误的收敛
状态。而运用 LLG 方程求解微磁学的动态过程更加
准确，但却会占用更多的计算时间。因此实际计算
中通常使用二者混合的算法[25-26]，即先进行自由能
最小的初始预测计算（initial guess），然后求解 LLG
动态方程得出不同平衡状态下的微磁学图像和相关
磁性参数。

三 微磁学应用与研究展望
概括说来，无论是在材料磁学还是岩石磁学领
域，微磁学的应用主要有三点：第一，调节模拟参
数来解释实验数据，得到一个理论与实践自洽的结
果；第二，分析依赖于体系内禀参数的磁化动态，
如磁滞回线等；第三，通过预测实验结果，为设计
实验提供参考。
另外，微观磁学实验中一个重要进展就是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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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铁矿性质简述
姜兆霞
赤铁矿（α-Fe2O3）是自然界中最稳定的铁氧化
物，主要形成于有氧的湿热环境中，热带或亚热带
地区，在中国南方红土中广泛分布[1~3]。热辐射光
谱仪在火星的探测结果表明，火星表面也存在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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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赤铁矿[4]。尽管相对于其他亚铁磁性矿物，如
磁铁矿、磁赤铁矿，赤铁矿属于弱磁性矿物，但是
其对自然环境的磁学贡献是不可忽视的。由于赤铁
矿的 Néel 温度和最终的解阻温度较高(675℃)，高
温加热很难将赤铁矿的剩磁退掉，所以赤铁矿是熔
岩的主要载磁矿物之一，对古地磁研究具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另外，由于赤铁矿的性质对周围形成或
保存环境十分敏感，与其有关的参数可以作为研究
古环境的指标。因此，研究赤铁矿的性质是十分必
要的。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光谱分析技
术和磁测技术的功能、精度不断提高，人们对赤铁
矿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利用 X 射线衍射(XRD)、红外
光谱(IR)、穆斯鲍尔谱(Mössbauer Spectrosopy)、
漫反射光谱(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a)可以鉴
别赤铁矿的存在，并细致研究赤铁矿的结晶程度、
晶体大小、晶胞参数、颜色等。从物理学角度上可
以利用磁学的手段对赤铁矿的磁学性质进行研究，
包括其磁滞性质、携磁能力以及高低温的性质等。
1 赤铁矿的磁学性质
赤铁矿具有刚玉结构，晶胞是六角形，晶胞参
数为 a=0.5034 nm, c=1.375 nm [5]. 结构上，赤
铁矿包含垂直于晶体 Z 轴堆积的六方紧密堆积氧离
3+
子层，以及占据了 2/3 的八面体空隙 Fe 。相邻的
3+
FeO6 八面体通过扭曲而与其共用一个面，这使得 Fe
产生了有规律的位移。并且在氧离子层中形成了
3+
Fe 的波形层，八面体的扭曲以及 H 键的缺失产生
3
了紧凑的结构和比较高的密度(5.26mg/m ) [6]。
一般认为，赤铁矿是反铁磁性的。Shull (1951)
利用中子辐射的方法得出了赤铁矿在室温下的磁结
构。他们认为在室温下，每个阳离子层的自旋都平
行于基面，并且旋子在层中是成对平行的。相邻两
层的旋子方向呈反平行，所以最终形成了整体的反
铁磁性结构[7]。但是，Smith (1916, 1920)对赤铁
矿晶体的研究发现，赤铁矿是轴对称的，在垂直于
对称轴的基面上，赤铁矿表现为亚铁磁性，具有磁
滞现象，而在对称轴方向，表现为顺磁性的，磁化
强度远远小于基面方向上的磁矩强度[8~9]。但其假
设磁化率是一个常数，未考虑各向异性的因素，并
且未给出亚铁磁性的机制，关于该亚铁磁性的起源
机制一直是大家争议的问题。Néel (1955)提出可能
是晶格缺陷引起的，如晶格错位或者反铁磁性的缺
陷引起亚晶反对称[10]。而 Li (1956)认为弱亚铁
磁性可能由赤铁矿反铁磁性磁畴具有磁性磁畴壁导
致的，并且该磁畴的形成不受能量控制，而是受晶
体结构中的缺陷来维持磁畴的稳定[11]。上述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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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解释都从晶体的纯度以及均一性考虑，若以此
推论，赤铁矿晶体的亚铁磁性则不是其本身固有的
一种性质，而是严重依赖于其纯度和均一性，随不
同的样品而变化，在理想的晶体中，这种亚铁磁性
可能会消失，因此这种机制解释是不妥当的。
Dzyaloshinsky (1958)针对赤铁矿亚铁磁性机制，
第一次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其建立了赤铁矿弱
亚铁磁性的热动力学理论，从磁对称的角度提出了
另外一种机制，认为赤铁矿的自旋在基面上并不是
完全的反平行，而是存在一定的倾斜，进而产生了
平行于基面的净磁矩[12]。Moriya (1960)进一步理
论证实了 Dzyaloshinsky 的模型，并对该模型做了
一定补充，认为净磁矩的产生源于旋子之间的耦合
效应，如反对称旋子的超交换作用，这种反对称旋
子耦合效应不仅是弱亚铁磁性的起源，并且对旋子
在反铁磁性物质中的分布具有决定性作用[13]。后
期的研究认为 Dzyaloshinsky-Moriya 的理论模型
可以用来解释赤铁矿亚铁磁性的各种实验现象，得
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14~17]。那么，这种弱的亚铁
磁性是赤铁矿在室温下的固有性质还是随温度变化
的呢？
Morin (1950)对纯赤铁矿和含钛赤铁矿进行研
究，测量了磁化率随温度变化的曲线，发现磁化率
在低于 250 K 时具有较低值，属于反铁磁性特征，
在 250 K 时磁化率突然升高， 达到一个高值并保持
稳定，表现出弱亚铁磁性特征，该转换即为 Morin
转换。这是赤铁矿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温度由室温
冷却经过-10~-15℃时，赤铁矿的磁化率或剩磁存在
一个突降[18]。Dzyaloshinsky (1958)分析认为该
转换的机制是自旋方向由平行于基面(111)偏转到
垂直于该基面的基轴方向 [111]，于是相互反平行
的自旋倾斜消失，磁性突然减弱，表现为反铁磁性
[12]。Lin (1959)测量了赤铁矿单晶基轴和基面方
向上不同温度点的磁化强度等温曲线，两个方向上
磁化强度具有很大差异，另外由等温曲线得到轴向
和面向上的自发磁化强度(σ0)随温度变化曲线，随
着温度升高，两方向的曲线具有相反的变化趋势，
轴向上σ0 在 Morin 转换处降为一个低值，而基面方
向上σ0 在 Morin 转换处突然升高。这种现象证实了
Dzyaloshinsky 提出的转化机制[17]。对天然样品
与合成样品进行研究，发现所有样品在常温下均存
在 0.4 emu/g 的磁化强度，这说明常温下的弱亚铁
磁性是赤铁矿的一个本质特征，但是低于 Morin 转
换温度时，磁化强度值较低，并且因不同样品而异，
对于某些含有杂质的样品，检测不到 Morin 转换
[19~2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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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 Morin 转换温度之下仍然存在一个剩
磁，该剩磁可能是由于晶格缺陷引起的，故称为缺
陷磁矩。在低温旋回实验中，当温度冷却到 Morin
温度处赤铁矿的剩磁降为一个低值，即缺陷磁矩，
但是在加热到室温过程中，在 Morin 温度处又会恢
复一部分初始剩磁，称为剩磁记忆，其方向与初始
剩磁一致。前人对缺陷磁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Smith and Fuller (1967)认为赤铁矿的磁化强度由
两部分组成：自旋倾斜磁矩和缺陷磁矩，前者为软
磁组分，后者为硬磁组分。赤铁矿的高矫顽力（高
达 1T）以及剩磁记忆都受后者控制[15]。而 Dunlop
(1971)通过退火实验得到的结果与之相反，退火后
的赤铁矿矫顽力会增大，其认为这可能是高温加热
释放了对结构敏感的缺陷磁矩，剩下的即为自旋倾
斜磁矩，所以自旋倾斜磁矩矫顽力较高，而缺陷磁
矩为软磁成分[16]。Bucur (1978)对合成的赤铁矿
粉末进行研究发现，赤铁矿的缺陷磁矩由两部分组
成，一部分为低矫顽力组分，随温度的升高而降低，
并且在 Morin 转换温度之下消失，这部分可能源于
晶格缺陷。另外一个组分是具有较高矫顽力的磁矩，
其不受高温退火影响，在低温下也会保持，这部分
磁矩应该不是由晶格缺陷引起的。作者认为可能由
非磁性杂质对磁矩的影响，但是这种机制仍需进一
步证明[21]。
那么，赤铁矿的高矫顽力到底是什么机制导致
的呢？矿物的矫顽力是由各向异性引起，主要包括
形状各向异性，晶体各向异性以及磁弹性各向异性。
而对于赤铁矿，形状各向异性能引起的矫顽力与饱
和磁化强度(Ms)呈正比，因为赤铁矿的 Ms 特别弱，
所以可以将形状各向异性对矫顽力的贡献忽略。而
晶体基面上的三轴各向异性是相当弱的，在
3
3
10–100 J/m 之间，对于较大晶体，扭矩值在 1 J/m
左右[22]，因此晶体各向异性的贡献亦可忽略。
Urquhart (1956)发现在赤铁矿晶体的基面上存在
较大的磁致伸缩[23]，故 Stacey (1963)提出应力
产生的磁弹性各向异性是赤铁矿高矫顽力的主要原
因[24]。Porath (1968)对天然赤铁矿单晶进行了应
力各向异性的研究，分别在轴向和基面上对晶体施
加压力，测量这两个方向上的扭矩变化。结果表明，
轴向上产生的扭矩比基面方向产生的扭矩小，说明
轴向上的各向异性小于基面方向上的，因此可推断
基轴方向的矫顽力小于面向上的矫顽力，也就是说，
缺陷磁矩的矫顽力应该小于自旋倾斜磁矩的矫顽力
[25]。
另外，当温度高于一定值时，赤铁矿的弱亚铁
磁性会消失，表现为顺磁性，该温度即为赤铁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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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里温度(Tc), 同时当温度高于一定值时，赤铁矿
的反铁磁性也消失转化为顺磁性，该温度为 Néel 温
度(TN)。前人研究认为二者存在一定差异，Tc 比 TN 低
40℃左右 [14~15]。但事实上，亚铁磁性和反铁磁
性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居里温度和尼尔温度基本一
致，TN≈675℃。一般将赤铁矿的亚铁磁性称为寄生
磁性，它显然起源于反铁磁性，或者至少和反铁磁
性是一起的。
2 赤铁矿的非磁学性质
前人利用 X 射线衍射(XRD)、红外光谱(IR)、
Mössbauer 谱、漫反射光谱(DRS)等对赤铁矿进行了
大量的研究[26~28]。X 射线衍射(XRD)是一种可以
精确鉴别并控制矿物纯度的方法，其可以提供晶体
大小、结晶程度、结构参数和 Fe 离子的替代信息。
对于赤铁矿，其 XRD 强度较高的峰值处晶格间距(d)
为 0.270, 0.368, 0.252 nm,分别对应着(104)、
(012)、(110)面 [29]。Sugimoto et al. (1993) 研
究了不同形状的赤铁矿特征，发现赤铁矿的 XRD 各
峰值位置不受晶体形状的影响，但是峰值强度会因
形状不同而异。这说明 XRD 的峰值位置与颗粒形状
无关[26]。XRD 是鉴别矿物最普遍的技术，但是对
于含量低于 5%或者结晶度很低的矿物是检测不出来
的，Mössbauer 谱在技术上弥补了这个缺陷。
Mössbauer 谱和磁学方法都是基于铁离子在晶
格中的磁性行为，但它们对颗粒粒径的要求不同。
Mössbauer 谱主要是获得电荷和配位信息，而磁学
方法则是对颗粒的磁耦合以及磁畴状态较为敏感。
Mössbauer 谱主要包括三个参数：同质异能移(δ)、
四极分裂(ΔEQ)、超精细分裂(Bhf)，当原子核自旋量
子不为零时，即具有磁矩，此磁矩与原子核处磁场
发生磁偶极相互作用引起能级超精细分裂[30]。对
于赤铁矿，当温度高于 TN=955K 时，其 Mössbauer
谱是双峰的，低于 TN 时，双峰谱随原子核磁场成比
例的分裂，形成了通常的六亚峰谱。经历 Morin 转
换时，赤铁矿的 Mössbauer 谱也相应的发生变化。
T>TM 时，磁超精细场比 T<TM 时小 7Oe，这个已经被
证明。在室温下，赤铁矿对应的ΔEQ 和 Bhf 分别为-2.0
-1
mm 和 51.8 T [28]。
对于薄片状结构的赤铁矿，由于其厚度太小
(<70nm)，用 XRD 不能很好的鉴别，但是利用 IR 可
以 很 好 的 鉴 别 出 来 [31] 。 Onari (1977) 在
-1
30-1000cm 能量范围内测量了赤铁矿的红外光谱，
发现赤铁矿具有六组光电子机制，两组 A2u（524-700
-1
-1
cm , 300-415 cm ）的射线场平行于 c 轴，另外四
-1
-1
-1
组 Eu (524-654cm , 433-496cm , 278-360cm )的射
线场垂直于 c 轴，根据赤铁矿主要的六组吸收带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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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别赤铁矿的存在[27]。
另外，赤铁矿在分散状态下是一种具有高着色
功能的粉末物质，深红色，这也是其名称的由来，
在希腊语中其为“haimatite”，其中“haima”是
鲜血的意思，也就是像血一样的矿物。利用漫反射
光谱（DRS）获得的颜色信息，可以鉴别自然样品中
的赤铁矿，尤其是土壤或者沉积物中赤铁矿的含量，
可 以 通 过 测 得 的 反 射 光 谱 系 数 (R) 、 吸 收 光 谱
A=log(1/R) 或 者 Kubelka-Munk (K-M) 透 射 函 数
2
(F(R) = (1 – R) /2R))估测 [32]。但是为了获得
某一矿物的吸收带的特征峰值和强度，人们通常对
反射函数进行求导。Deaton (1991)对土壤样品漫反
射光谱求一阶导数[33]，Kosmas (1986)、Scheinost
(1998)和 Torrent and Barrón (2003)利用二阶导
数求取特定矿物的吸收带特征峰位置，主要的三个
峰值在 435 nm, 531 nm, 877 nm, 这和针铁矿的 413
nm, 488 nm, 953 nm 不重合，可以很好的鉴别土壤
中赤铁矿和针铁矿的存在[34~36]。
综上知，赤铁矿是一种常温下为弱亚铁磁性的
磁性矿物，磁性机制以及非磁学性质已经得到了大
量研究，但是由于前人工作受到实验数据精度以及
仪器设备的制约，对于一些问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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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y Minerals：赤铁矿定量的漫反射
光谱方法
刘青松
赤铁矿是自然界中常见的反铁磁性矿物，是古
地磁和古气候信息的良好载体。目前，有多种方法
可以对赤铁矿进行定量化研究，如利用岩石磁学参
数 HIRM（hard isothermal remanent magnetization）
及 S-ratio(IRM-300mT/SIRM)可以确定赤铁矿的“绝
对”含量和相对含量。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赤铁
矿的矫顽力不仅受含量控制，还受多种因素（如颗
粒 大 小 及 形 态 等 ） 影 响 ； 传 统 的 XRD （ X-ray
diffraction）和 Mössbauer spectroscopy 方法也可以检
测赤铁矿的存在并能进行定量分析，但这类方法费
时、且需要对矿物进行预先提纯处理，无法进行大
批量样品的研究。漫反射光谱法（the visible diffuse
reflectance，DRS）可以对赤铁矿及针铁矿进行快速
有效的定量分析。然而，土壤或者沉积物中的赤铁
矿一般都存在 Al 替代的现象，这会对赤铁矿的物理
化学性质造成重大影响。
为了确定 Al 替代对 DRS 方法造成的不确定性，
刘青松研究员及其合作者在实验室合成了多组含有
不同 Al 替代程度的赤铁矿。赤铁矿 DRS 的一阶和
二阶导数在~550-580 nm 和~530-560 nm 处出现极小
值（图 1）。为了方便起见，这两个极小值所对应的
谱位置为 P580 和 P560。而相应的幅度定义为 I580 和
I560。
结果表明，对于同系列的赤铁矿样品（合成条
件类似），P580 和 P560 随 Al 替代含量的增加而向低
波段移动（图 2a,b）
，同时 I580 和 I560 降低（图 2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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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黄土-古土壤剖面中 Al 含量变化及 DRS 关系图

该 成 果 发 表 在 国 际 知 名 矿 物 学 期 刊 Clay
Minerals（Liu et al. Quantification of hematite from the
visible diffuse reflectance spectrum: effects of
aluminium substitution and grain morphology. Clay
Minerals, 2011, 46: 137-149）。
附图 1 不同 Al 替代程度的赤铁矿的一阶导数谱和二阶
导数谱

铁还原细菌 Shewanella putrefaciens
CN32 的生物矿化研究
李陛

附图 2 Al 替代程度与 DRS 参数的关系图

可见，对于系列样品，Al 替代程度和其 DRS
参数（P580 、P560 等）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但
是，我们也注意到，对于不同系列的样品，其 DRS
参数与铝含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差别明显，这意味着
难以简单地利用 DRS 谱对赤铁矿进行定量化分析。
但研究同时表明，如果天然样品中赤铁矿生成环境
稳定，DRS 谱峰值的相对值还是能够反映赤铁矿的
含量变化特征。洛川黄土-古土壤剖面验证了这一结
论。同时该研究也暗示，如果赤铁矿 DRS 谱参数如
果变化显著，可能暗示着不同来源的赤铁矿，这为
区沉积物的物源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新手段。

博士论文摘要：生物矿化是生物地球科学的前
沿领域和研究热点。微生物以其比表面积大、分布
范围广、适应能力强、代谢方式多样化成为自然界
生物矿化中的主要作用者。铁是地壳中丰度位居第
四的元素，自然界广泛分布的铁还原细菌和铁氧化
细菌能够利用铁的氧化或还原反应获得能量，并在
细胞外诱导铁矿物的沉淀（生物诱导矿化），它们与
趋磁细菌在细胞内合成铁氧化物或铁硫化物的磁性
矿物（生物控制矿化）有着完全不同的生物矿化机
制 。 本 论 文 主 要 以 铁 还 原 细 菌 Shewanella
putrefaciens CN32 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多学科研究
手段，对其矿化全过程及矿化产物开展了详细研究，
对影响其铁还原过程的若干因子进行了对比实验，
揭示了磁铁矿的细菌诱导矿化机理，同时利用细菌
矿化形成的纳米磁性矿物对重金属铜离子进行了初
步的吸附研究。
通过间隔取样进行测定的方法对铁还原细菌
Shewanella putrefaciens CN32 在 30℃下还原水合氧
化铁形成磁铁矿的全过程进行了详细的理化性质分
析，结果表明细菌代谢引起体系理化参数变化，20 h
后，体系的 Eh 下降到-230 mv，pH 上升到 7.3，亚
铁离子浓度在 30 h 时达到 10 mM，加入 AQDS 后，
体系变得更为还原和偏碱性（20 h 时 Eh = -350 mv，
pH = 7.38），亚铁离子在 10 h 时就上升到 10 mM，
从矿化过程中产物的磁滞回线得到的饱和磁化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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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初始磁化率随时间的变化表明磁性矿物是在矿化
反应开始后 4-10 h 之间形成的。细菌代谢引起理化
参数变化，改变了环境条件，在亚铁离子的催化作
用下，HFO 转化为磁性矿物，AQDS 通过电子传递
作用加快了铁还原，促进体系更为还原和偏碱性。
X 射线衍射，高分辨率电子透射及选区电子衍射
表明，矿化产物为结晶良好的磁铁矿，在电镜下呈
高度聚集，平均粒径在 11 nm 左右，室温磁滞回线
表明磁铁矿为典型的超顺磁（SP）颗粒。κ-T 曲线
显示产物的磁化率在 580℃时骤降，再次证明产物
中存在磁铁矿，κ-T 加热过程中磁化率的变化和加
热后的磁化率的降低，结合加热后产物的磁滞回线
和 FORC 图表明，SP 颗粒经过高温可能转化为 SD
颗粒磁铁矿，从而对环境中沉积物的剩磁有所贡献。
在影响细菌矿化的各种环境因素中，培养温度
的升高在矿物沉淀的热力学和生物活性两方面加快
了矿化反应的进行。低温磁学研究表明，磁铁矿颗
粒的平均解阻温度 Tb 从 20 ℃时的 95 K 升高到
37 ℃时的 160 K，表明产物粒径随培养温度的升高
而增大。不同铁源的细菌还原实验表明，溶解性铁
盐最易为细菌利用，结晶铁氧化物的生物还原程度
很低。初始接种量越大，三价铁还原越快，PIPES
缓冲液对稳定体系的理化环境有重要作用，但不影
响细菌对铁的还原，AQDS 作为电子传递体在各组
实验中都能够加快铁还原。
利用细菌产生的纳米磁铁矿对铜离子进行的初
步吸附实验表明，由于受到团聚作用和可能的表面
亚铁吸附，磁铁矿对铜离子的吸附能力有限。
尽管实验室生物矿化模拟研究与自然界的过程
差别很大，我们的实验结果仍表明环境温度、铁源
形式、细菌数量等是影响细菌铁还原和矿化的重要
因素。铁还原细菌有较强的还原铁和诱导磁铁矿矿
化的能力，它们可能在地表浅层环境中铁的循环甚
至同位素分馏中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微生物矿化
实验模拟研究是揭示早前寒武纪铁超量富集机制的
重要研究途径。

陨石的古强度记录研究
纪新林
博士论文摘要：认识太阳系和生命起源等，探索行
星系统的形成和演化历史，是地球和行星科学的最
基本科学问题。磁场是行星重要物理场之一，研究
不同时期行星的磁场可以认识行星的内部结构、形
成及演化历史。降落到地球上的陨石，其磁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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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和剩磁记录携带了太阳系及其星体的早期演
化历史，也是认识行星磁场的重要途径。
陨石大部分来源于小行星，形成于太阳系的初
期（~4.6 Ga）
，记录和保存了太阳星云起源、演化、
小行星起源的信息；或来源于月球和火星，记录了
月球和火星的演化历史。由于受到样品稀缺和实验
技术的限制，迄今人们对陨石中磁性物质及古磁场
记录的研究较少，制约了人们通过陨石磁学认识太
阳系。本论文主要在对陨石古强度测定方法研究的
基础上，对吉林陨石、月球陨石和宁强碳质球粒陨
石进行了岩石磁学和古强度研究。
研究历史时期的磁场强度可以为反演太阳系及
太阳系其它星体的形成演化提供重要信息。研究古
强度比较成熟的 Thellier 方法，需要对样品进行加
热，并且理论上该方法只适用于单畴（SD）或准单
畴（PSD）颗粒的磁铁矿为载磁矿物的岩石，因此
该方法并不适用于珍贵的陨石样品。室温古强度方
法被广泛应用于陨石的古强度研究，但是对于其准
确性有很多争议。关键问题是校正系数 a 值和 R 值
的选取，不同样品的校正系数不同。本论文利用玄
武质岩石进行室温古强度的准确性研究。模拟实验
（实验室获得 TRM~30 μT）结果显示，对于玄武质
岩石适用于 IRM 和 ARM 方法的校正系数 a 值和 R
值，分别为 1500 和 2.68，并与样品中磁性矿物种类
与粒度没有明显关系。利用该系数，玄武质岩石得
到的强度结果与真实值（TRM~30 μT）
的误差在 30%
之内，可见该方法可以粗略估计玄武质岩石的古强
度。陨石中主要磁性物质为铁镍金属，所以对不同
镍含量的人工合成铁镍合金（IJ85、IJ79、IJ50、IJ36）
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铁镍金属可以记录磁场的强
度信息，镍含量越低，样品记录热剩磁的稳定性越
强。通过模拟实验，得出适用于不同镍含量的铁镍
合金的校正系数（a、R）
，为以铁镍合金为主要载磁
物质的陨石估计古强度值提供参考。
铁镍合金是陨石中重要的磁性物质，其中铁纹
石、镍纹石和四方镍纹石是球粒陨石中的主要铁镍
合金，也是球粒陨石中的主要磁性物质。本论文研
究了吉林陨石中的铁纹石、四方镍纹石、以及陨硫
铁的磁学特征。实验表明，镍含量为 6–7%的铁纹石
是该陨石中最主要的铁镍合金组成，它具有低矫顽
力和高的热稳定性，居里温度~750ºC，在低温下没
有明显的转换温度。镍含量为~48%的四方镍纹石具
有高矫顽力和高的热稳定性，居里温度~565ºC，它
是剩磁的主要载体。陨硫铁在室温为反铁磁性，不
具有载剩磁能力，在 60 K 左右存在一个低温转换，
在氩气中加热较稳定，在空气中加热被氧化，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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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磁铁矿。这些研究结果为鉴定陨石中的磁性物质
提供了依据。测量 8 块吉林陨石的天然剩磁强度为
（1.0–4.5）×10-3 Am2kg-1，但是系统交变退磁都没
有获得稳定特征剩磁分量，表明样品曾遭受到强烈
的后期改造作用，原生剩磁可能被破坏。
月球陨石样品中的磁性记录是研究月球古磁场
的重要途径，运用岩石磁学和室温古强度方法研究
SaU169 等五块月球陨石样品。不同类型的月球陨石
载磁物质不同，月海玄武岩主要为磁黄铁矿和钛磁
铁矿，月岩角砾岩主要为铁镍金属。五块样品中，
有三块得到了可靠的古强度值，用室温古强度方法
估计的古强度值可达几十~几百 μT，支持当时存在
月核发电机的推论。可见，对月球磁场强度、剩磁
获得时间和来源的研究，可为认识月球磁场性质、
月球内部结构、深部过程以及为早期太阳系演化等
提供重要约束。
碳质球粒陨石被认为是保存太阳星云成分和探
索地外生命起源的最佳材料，本论文初步研究了我
国唯一的碳质球粒陨石（宁强碳质球粒陨石）的磁
性载体和剩磁特征。利用超导显微镜（SQUID 显微
镜），分析了该陨石在微米尺度上的磁化信息。超导
2G755 研究发现，宁强碳质球粒陨石天然剩磁退磁
正交投影图趋于原点。该样品很可能保存了原生剩
磁，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为研究太阳星云演化记
录提供依据。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环境
磁学实验室简介
强小科 常宏 敖红 安芷生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西安 710075
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环境磁学实验室前
身是由我国著名古地磁学家和古气候学家安芷生先
生创建的原中国科学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
的古地磁实验室。在安芷生先生的带领下，该实
验室在国内率先开展中国黄土的环境磁学研究，
尤其是通过对黄土磁化率指示的古气候意义的深
入分析，提出黄土磁化率可以作为东亚夏季风变化
的替代性指标，并将第四纪黄土磁化率的变化与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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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氧同位素进行了对比，建立了亚洲季风与全球气
候间的联系。近年来，实验室不断引进国际先进的
环境磁学测试设备，建成了实验手段齐全和具备“零
磁环境”实验条件的环境磁学实验室。实验室建立
以来，一直认真贯彻执行“开放、流动、竞争”的
方针，本着“求是、团结、创新”的团队精神，积
极参与我国新生代陆相沉积物的环境磁学研究工
作，在科研工作、人才培养、队伍建设和开发交流
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的目标是将实验
室努力办成：全国环境磁学基础性研究的基地，造
就优秀青年环境磁学研究者的摇篮，环境磁学学术
活动及国内外交流的中心和桥梁，以实现“国内联
合、国际合作、多出成果，培养人才、推动中国环
境磁学发展”的目标。

1 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实验室以环境磁学的基础研究为指导，主要运
用岩石磁学方法解译我国新生代自然沉积物或岩石
的磁学性质所反映的气候和环境变化信息，探讨我
国新生代气候环境变迁的历史及其与全球气候变化
的关系。围绕这一主题研究，目前实验室的主要研
究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新生代陆相沉积磁性地层学研究。
（2）中国黄土-红粘土序列的岩石磁学性质及
其古气候意义。
（3）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及其气候环境效应。
（4）中国北方第三纪哺乳动物演化的时间序列
及其与古环境和古气候变化的关系。
（5）中国南方晚新生代湖相沉积的岩石磁学性
质所反映的西南季风变化历史。
（6）中国西部新生代湖相沉积的岩石磁学性质
指示的西风与干旱环境演化信息。
（7）环境磁学在人类活动及环境污染监测中的
应用。

2 主要研究成果
提出了 2.5 Ma 以来的中国黄土-古土壤序列可
视为以冬夏季风优势期相互交替为特征的东亚季风
变迁的良好记录，黄土磁化率可以作为东亚夏季风
变化的替代性指标，将中国黄土的研究推向黄土与
大气动力学研究相结合的新阶段。建立了黄土高原
风尘序列最近 15 万年、250 万年、835 万年和 2500
万年时间标尺和气候序列，使我国的全球变化研究
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阐明了在晚新生代期间东
亚季风与青藏高原隆升的耦合模式。提出了第四纪
西南季风的演化分异与南北半球作用的关系。建立
了南海 5Ma 以来沉积物的轨道调谐时间标尺并获得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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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低纬亚洲季风演化的新认识。
近年来，实验室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30 余项, 分
别来自科技部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中国
科学院“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杰出青年
基金、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攀登攻
关，部委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和国
际合作项目等。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 项、国家
自然科学三等奖 1 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 1 项、其他省部级科技奖多项。近 5 年来，实验
室人员在中国科学、科学通报、Nature、Science、
Geology、EPSL、GRL 和 QSR 等国内外著名杂志上
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参加和组织国内外学术交流
会议 20 余次，提交会议交流论文摘要及作特邀报告
多次。

3 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
实验室注重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大胆起用中
青年, 让他们担任重大项目或重点课题的负责人,
使他们有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 以逐步培养成学科
带头人。实验室近 5 年来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研究生
20 余名人。长期以来，实验室开展多层次、多方位
的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活动, 目前实验室已与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同行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中科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兰州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利
物浦大学、西澳大学、京都大学、乌特勒支大学和
高知大学等单位有广泛的合作关系和人员往来。目
前，实验室有四名固定研究人员：安芷生院士，强
小科研究员级高工，常宏副研究员，敖红副研究员，
是一支结构合理、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
安芷生，研究员，男，汉族，1941 年出生，安
徽六安人。1962 年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1966 年中
国科学院地质所、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毕业。1991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西安分
院院长，陕西省科学院院长，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所
长。兼任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国际第四
纪联合会副主席，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副主席等。
主要从事全球环境变化，大气颗粒物污染控制，第
四纪地质与全球变化。在第四纪地质和过去全球变
化方面，以黄土及有关第四纪沉积物为主要对象，
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黄土的堆积、演化及其与古气候、
古环境的关系，并与全球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率先
将第四纪磁性地层学引入我国，最早指出我国 240
万年前的重大地质气候事件，测定了蓝田猿人和澳
洲沙漠化年代；与刘东生先生一起将中国黄土与深
海沉积序列进行了成功的对比，重建了黄土高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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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历史；提出了黄土堆积演化模式及其与环境演
变的关系；由安芷生所领导的研究集体，系统的提
出了控制中国古环境变化的东亚古季风理论，建立
了最近 240 万年、13 万年和最近 2 万年以来中国古
环境变化序列，重建了最近 2 万年以来中国环境变
化图景，并对古季风变迁机制进行了系统讨论；提
出了末次冰期和间冰期冬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和突
发事件的证据和规律，开展了南北半球古气候对比
的研究，并获国际承认。曾应邀多次在国际科联和
全球变化研究国际学术大会上作报告。在"Nature"、
"Science"、"Geology"、"Quaternary Research"、
"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等国外杂志上发表 100
余篇文章，在国内"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等杂志
上发表文章 80 余篇。2005 年安芷生论文引用率在
全国地学研究中排名第一名, 在全世界 Geo-Science
领域排名第九。合著《黄土与环境》一书，安芷生
是主要执笔者之一。同时，安芷生为建立一个新型
的地球环境研究中心做出了重要贡献。
强小科，男，1969 年生。博士，研究员级高工。
分别于 1993 年和 1996 年在长春地质学院地质系获
学士和硕士学位；2001 年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黄土与第四纪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博士学
位。于 2000 年 2-9 月赴西澳大利亚大学构造研究中
心古地磁实验室进行合作研究，2001 年毕业并留所
工作。曾获 2001 年度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优秀
奖、2006 年度陕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第九名）
和 2007 年度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陕西省科学院第
三届分省院优秀青年。到目前为止，共发表学术论
文 26 篇（国内外 SCI 检索文章 9 篇）
；提交国内外
学术会议论文摘要 14 篇（国际会议论文摘要 9 篇），
国际会议野外指南 1 部。现主要从事中国黄土-红粘
土序列的岩石磁学性质及其古气候意义、中国南方
晚新生代湖相沉积的岩石磁学性质所反映的西南季
风变化历史、环境磁学在人类活动及环境污染监测
中的应用研究。
常宏，男，1970年生，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
究所副研究员。1994年毕业于西安地质学院（现长
安大学）地质系矿产普查专业，获得学士学位；1999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学系构造地质学专业，获得
理学硕士学位；2004年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
研究所第四纪地质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从1994
年开始在秦岭、祁连山、昆仑山等地从事1:5万和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2000年后又在昆仑山、阿尔金山
等地进行过沉积相及沉积环境分析、构造地质学研
究等。近年参与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基金委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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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基金项目《晚新生代青海湖高分辨率的古环境记
录及其对全球变化的意义》等项目，对研究区进行
了大量的沉积学及年代学、构造地质学的研究；同
时获得基金委青年基金《阿尔金－昆仑山隆升过程
及气候效应》、黄土与第四纪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
基金《青藏高原北部大沙沟阶地构造地质研究》等
项目资助。现主要从事青藏高原的隆升历史及其气
候环境效应和中国西部新生代湖相沉积的岩石磁学
性质指示的西风与干旱环境演化信息研究。
敖红, 男，汉族，1982年9月9日生于四川省广
安市，现为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副研究员。2004
年7月在吉林大学地球物理学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固
体地球物理学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2009年7月至
2009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任实习研
究员，2010年1月至2010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环
境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2011年1月破格晋升中国科
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创新基地副研究员。2008年荣
获第24届地球物理学会学生优秀论文奖，2009年荣
获朱李月华优秀博士生奖学金和中国科学院优秀毕
业生奖，2010年荣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提名奖。在国际SCI 刊物发表第一作者论文7篇，
在国内重要专业期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3篇，与他人
合作在国内外重要专业刊物发表论文6篇。现主要从
事中国北方第三纪哺乳动物演化的时间序列及其与
古环境和古气候变化的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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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GICO MFK1-FA高低温磁化率及磁化率
各向异性测量系统。

（4）Bartington MS2 磁化率仪。

（5）ASC IM-10-30脉冲磁化仪。

4 主要仪器设备
实验室拥有先进的环境磁学测试设备, 如：
（1）2G Enterprises 755R U-Channel岩石超导
磁力仪配套岩石磁性测量设备。

（6）ASC TD-48型热退磁仪。

（2）AGICO JR-6A双速自动旋转磁力仪。
实验室向国内外开放, 欢迎同行参加合作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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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dfield and Bloemendal 2011)

岩石磁学性质确定中国黄土高原西部
土壤序列是风成来源
刘志峰
连续并且时间跨度大的晚第三纪的陆源沉积
非常少见，郭正堂等(Guo 2002)在中国西部甘肃秦
安发现有这些的剖面（如下图），他对这些剖面进行
沉积学，古生物学及地层学研究，提出了这些剖面
是风成沉积的结论。但 Alonso-Zarza(Alonso-Zarza,
Zhao et al. 2009)对他的这一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认
为是晚第三纪地层是湖相沉积，第四纪的地层转变
为风成沉积。

Alonso-Zarza, A. M., Z. Zhao, et al. (2009).
"Mudflat/distal
fan
and
shallow
lake
sedimentation (upper Vallesian–Turolian) in the
Tianshui Basin, Central China: Evidence against
the late Miocene eolian loess." Sedimentary
Geology 222(1-2): 42-51.
Guo, Z. T. (2002). "Onset of Asian desertification by 22
Myr ago inferred from loess deposits in China."
Nature (London) 416.
Oldfield, F. and J. Bloemendal (2011). "Rock-magnetic
properties confirm the eolian origin of Miocene
sequences from the west of the Chinese Loess
Plateau." Sedimentary Geology 234(1-4): 70-75.

Summer
Greig A. Paterson

Alonso-Zarza 和郭正堂都没有对该套沉积地
层进行系统详细的岩石磁学分析，Oldfield 通过岩
石磁学分析认为该地层是风成的，并提出了如下证
据：
第一，QA-Ⅰ，QA-Ⅲ，NL-Ⅲ及 NL-Ⅵ磁化
率变化和天文轨道周期具有很好的对应性，且不同
剖面的频率磁化率、饱和等温剩磁等变化具有很好
的一致性。
第二，不同粒度组分的磁学性质具有双峰分
布是受淋溶和成土作用生成的黄土/古土壤的一致
性质，而该地剖面的样品的粒度和磁学性质均具有
这样的性质。这说明该地剖面的沉积物受淋溶和成
土作用，不可能是湖相沉积。
第三，分离不同粒径磁性矿物发现有来自别
处的风尘物质和原地自生作用生成的次生的磁性矿
物。
第四，通过 XARM/Xlf VS XARM/Xfd 确定样品中
磁性矿物主要为 SP 颗粒并含有少量的 SD 颗粒。这
排除了生物成因磁性矿物，磁细菌生成的磁铁矿一
般为 25-100nm 的 SD 颗粒。SP 颗粒的磁铁矿热扰
动太快，磁细菌不能利用其进行导航。

Summer, summer, summer
And the days are getting warmer.
A welcome break from an icy winter,
But a sweltering time for an
inexperienced newcomer.
The Beijing summer, heavy and hot
When pretty girls wear not a lot.
Inside the a\c breeze cool and fresh
But a bit too chilly, turn it up a spot.
Smoggy skies and rainy days,
Other times a shimmering haze.
Hide indoors or find some shade.
Just get away from the midday blaze.
Lan tian, bai yun.
A nicer day? I can’t remember when.
So enjoy the sun, then take an evening
stroll
And live a little every now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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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阴盛阳衰”之怪现状
葛坤朋
笔者是一名在读研究生，近日从导师们那风闻
说，现在招男生非常困难，实验室都没几个人能干
体力活了，呵呵。女生在大学里面学习认真、基础
扎实而且语言应变能力强，因此在保研、考研和面
试中只要略施身手就把男生给淘汰掉了。于是乎大
家开始感叹“阴盛阳衰”。
这可不是耸人听闻。我们可以再看身边一些现
象。教育方面，女生在中考、高考、保研、考研等
教育考试阵线全面胜出，其中高考文理科状元，女
生连续数年过六成。即使是理工科大学的奖学金也
几乎全被女生包揽。而男同胞们仅在军工国防、基
础数理、工程技术、石油探矿这类女生不屑的领域
勉强保持优势。体育方面，女子体育的国际成绩相
对于男子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其中排球、网球、足
球、田径等热门大项更是明显。最近的广州亚运会，
在中国所获的 199 块金牌里面，女子占了 113 块，
这还不包括男女混合所得的 12 块金牌。
在三十岁以前的人群中，由于入世不深，所历者，
文体科教而已。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少年、青
年“阴盛阳衰”的现象确实存在，且很明显。
影响：
既然存在，我们先谈一下“阴盛阳衰”的社会影
响。
首先是优点。第一，中国年轻女性在文体科教的
成功，显示了女性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这充分证
明了女性不比男性差，扇了性别歧视主义者重重的
耳光。第二，女性的成功，也表明中国政府在女性
解放事业做出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很多地方甚至
要优于西方。第三，女性的成功，给中国男性的教
育、体育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对国家青年人群素
质的整体提升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第四，女性身
心素质的全面提高，对于祖国下一代的培养、对于
文化的传承所起到的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的。
然而，虽有上面种种优点，但是缺点也是显而易
见，不容忽视的。第一，女性由于社会和自身认同
感的影响，多数人最终选择回归家庭。诚然，受过
高等教育的女性可以在培养子女方面游刃有余，但
是很多女性放弃本初的尖端工作，这给国家资源造
成了一定程度的浪费。第二，与年轻女性在文体科
教事业的春风得意相比，青年男性的处境可谓尴尬。
女性成绩的提高，也是导致男性地位下降的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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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致影响的国民的价值观和自我认知能力。
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近年来中国年轻漂亮、高学
历女性外嫁的越来越多，在她们眼中，中国男人的
特点是懦弱、无耻、无知、猥琐、丑陋而缺乏教养，
而欧美甚至日本男人都是英俊、高大、幽默、绅士、
气度非凡而有修养。中国的女子都看不上本国的男
人，所以外国的女人几乎不可能会中意中国的男人，
而外国的男人却可以轻易娶到中国的女人。照此类
推，西方是由阳刚的男人和温柔的女人组成，而中
国则是由懦弱的男人和虚荣的女人组成，何其荒唐！
长此以往，若泾渭不分，则男性自贱，女性僭越。
所以，社会上有了懦弱与暴烈并存的男人与伪女权
主义的女人，所以有了众多不和谐的家庭和破碎的
婚姻。女孩在等待中变成大龄剩女，而事业辉煌；
男孩在寻求本真时醉心游戏与武侠，而沉迷不醒。
这是国人不愿看到的事实。
因此，有人惊呼“阴盛阳衰”的时代已经“扑面而
来”了！
原因：
求本溯源，我们要问导致“阴盛阳衰”的原因到底
是什么？
首先是本性不同的原因。需要声明的是，笔者纯
粹是就事论事，无半点性别歧视的意思。在学习生
活当中，勤勉好静、性格乖巧的女生更易占据优势，
而“调皮捣蛋”、“不学无术”的男生不容易脱颖而出。
另外，女性先天具有自控能力强这一极为可贵的学
习品质。科学表明，男孩大脑处理血流的总量较女
孩少 15%，由于脑部血流量较少，男孩的大脑需要
更多类似小憩的“睡眠状态”，为下一个任务做好准
备。大部分未完成作业、在课堂上停止做笔记或睡
觉，甚至以摆弄铅笔或坐立不安等方式进行自我刺
激（这样可以保持清醒以便继续学习）的学生都是
男孩（这当然会招来老师的暴怒）。与此相反，一个
女孩即使对上课内容感到厌烦，她仍可以睁大眼镜
听课、做笔记。因为女性大脑的血流在睡眠状态下
也非常活跃（这也是女性失眠者多于男性的原因之
一）。
另外，女孩卓越的语言表达和交流能力、记忆能
力可以使她们在学习中受到巨大的益处。而“惹事生
非”、嘴笨、健忘的男孩则难以得到老师的喜爱，获
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如今的社会，越来越依赖人际
的交流和联系而运转，个人和各种社会经济组织的
关系更重要。女性的社会能力，明显使她们在竞争
中获得优势。
还有，女孩对家庭幸福的渴望更加强烈，将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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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扮演母亲角色，还要生儿育女。所以从上大学起
就有一种提前赶路的紧迫感，要先建立一些优势，
以后才可以有余地停下来建立家庭。反观男孩，因
为家庭带来的压力不会来得那么早，所以相对轻松
以至于懒惰。
当然，还要提一点，有些女生存在错误的人生观。
认为身为女性，只要努力奋斗到 30 岁后，以后就可
以清闲地享受生活了。这是不对的，这种想法虽然
可以在年轻时激励自己前进，但长远来说却是不利
的。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追求卓越的心应该也是
永无止境的。性别不同，价值观也有所不同，但贪
图安逸是不可取的。
第二是历史原因，“三纲五常”、“重男轻女”、“裹
足”等中国古代传统陋习对女性思想的禁锢，使得古
代女性难以得到受教育的机会。这也使在新中国成
立，妇女地位提高之后，女性对来之不易的教育机
会更加珍惜。反观男性，中国古代有以柔克刚，不
逞匹夫之勇的观念，传统君臣父子等级观念森严，
虽然一度起到稳定社会的重要作用，但这在一定程
度上泯灭了男人尚勇好义的冒险精神。与西方的文
艺复兴相比，中国历史又少了自由主义的呼唤。
第三是社会体制的原因，现代社会，住房、医疗、
教育给家庭造成的压力越来越重，让即将入世的男
性在人生价值的选择和实现上觉得无所适从，迷失
方向，于是产生懒惰、自暴自弃等负面情绪。女性
由于普遍对自己的期望值较低，相对而言受社会的
负面影响要少一些。
另外，社会就业歧视任然存在，同等知识水平条
件下，企业在选择员工时仍持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所以，这也给女生很大的压力和动力，只有努力提
高自己，变得更加优秀才有在与男性竞争中胜出的
可能。而很多男生在上了大学之后，靠着社会岗位
对男性的青睐和学校的就业率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所以学到的知识寥寥无几。
还有，社会越来越多元化，主流文化变得愈发模
糊，所谓的“中性美”开始大行其道，李宇春、小沈
阳等广受追捧，人妖、伪娘等不伦不类的人群粉墨
登场，这也反应了社会性别价值界限的模糊，又是
何等荒谬！
第四是教育制度的原因，学生课业负担越来越
重，体育课渐成鸡肋。这阻碍了孩子灵性好动一面
的思维发展。现有的教育方法和评价标准、考试制
度对女孩更有利，甚至更像是“优先淘汰男生”。由
于女生发育较早，而考试又是分阶段的，且以知识
性内容为主，男生在求学早期就易遭淘汰。从教育
方法讲，偏重记忆；从评价标准看，老师普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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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话的、不淘气的孩子；从考试制度上看，中考、
高考等大型考试，更侧重知识掌握、记忆能力、语
言能力，女生更擅长。而对男孩擅长的动手能力、
空间思维能力的发展重视程度不够。
另外，学校中女老师多，形成了一种以女性为主
导的环境。而家庭教育的责任更多地由母亲承担。
男孩子在学校主要由女老师教，回到家主要由妈妈
管，二十岁后，再由女朋友、妻子管。男性的角色
扮演在他的成长过程中非常有限。所以，男孩也就
逐渐形成了懦弱、无主见的性格。
第五是男生自甘堕落的原因，这一原因就要因人
而异了。很多男孩因为自控力差，过早的厌学。成
年以后，甚至又会因为社会、事业、情感的打击而
自暴自弃，变得退化、懒散，沉迷游戏、无病呻吟、
逃避现实，这是最不应该的！
策略：
既然我们已经分析出导致“阴盛阳衰”的五大原
因，那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教育是首要的改善方法。第一，要加强传统文化
教育的引导。二十世纪以来，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
革命再到改革开放，传统古文化几乎被完全打死。
一方面，中国人开始更容易接受西方自由博爱的思
想，另一方面却是自己失去了信仰。加强传统教育，
就是要让我们懂得如何做中国人。知道儒者不是懦
夫，知道如何修身养性，知道堂正、涵养、宽厚、
义勇的中国男儿的魅力，知道端庄、淑美、温柔、
知性的中国女儿的魅力。第二，要改进现代教育体
制。因材施教，耐心施教，摒弃急功近利的教育思
路。对于女孩感兴趣的语言、文学、经济等酌情降
低标准，对于男孩感兴趣的数学、计算机、物理等
酌情降低标准，使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不至于
过早淘汰一些有潜力的学生。不同的学生，特点不
同，有人大器速成，有人大器晚成。一年树谷，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就需要导师能有足够的耐心，
将年轻人扶上马再送一程。女孩思维缜密，统筹能
力、语言能力强大，几乎可以胜任所有方向的研究
工作。男孩擅长于逻辑思维和抽象推理，并具有很
强的好奇心和后劲，可以胜任实验室仪器技术开发
和一些理论研究工作。(再次重申，此处的辩论，不
是论智商问题，而是论兴趣方向问题。)
其次，社会需要消除就业的“性别歧视”，给女性
一个平等就业的机会。因为现在的社会工作岗位仍
是男权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
域，男性仍然比女性占有更多的资源，女性仍然没
有彻底摆脱弱势群体的地位。工作岗位的平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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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减小女性的就业压力，也可以给更多男性前
进的动力。另外，国家要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倡
导积极向上的两性价值观。这些会对调和学生时代
的“阴盛阳衰”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第三，女儿当自勉！尽管“阴盛阳衰”论甚嚣尘上，
但它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在男权制持续了数千年
的统治之后，男女平等的目标并不那么容易达成。
不可回避的现实是，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进步。
在过去，很多家庭受“重男轻女”思想影响较重，女
孩求学机会偏低。今天，越来越多的女生升入大学，
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告别了这种落后观念。最后，
还是希望女性同胞们可以加强修养，掌握分寸，做
有一位中国气质的优雅女性。
最后，男儿当自强！男性同胞们要加强自己男子
汉气概的培养，加强自律和冒险、创新精神的历练。
要知道，保家卫国可不是要几位世界女子体育冠军
所能做到的。一个男子汉爆发出的气概有时会赢得
全国人民的掌声。姚明、刘翔，哪怕是令人百般无
奈的国足胜一场也会让人热血沸腾。这是因为男性
代表了人类的体能极限。虽然各种外界负面影响确
实存在，但男同胞们也要有自己的男人的意志去战
胜困难，去实现人生价值。男人就是男人，必须顶
天立地、光明磊落、果敢机断、雷厉风行、担当责
任…
结语：
一个世纪以前，女权运动的兴起，目的不是让女
人变成男人，而是为了拥有平等的权利：女人有权
获得与男人同等的工作机会，男人有义务分担她们
的家务。在人性面前，男女平等。人性是人的本性，
男有男人之性，女有女人之性。男性和女性在国家
建设的岗位上，在突破创新与传承文明的道路上，
共同合作，各尽其能。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运行
才能步入正轨，兴旺发达！

毕业感言
我从大山走来，这里留下了我美丽、奋斗不息
的青春。
我幸运地遇到我的导师潘永信研究员，他赐给
我一双自由的翅膀，让我在梦想里自由翱翔，从此
我飞到了喜马拉雅，因为那里有我的“科学珠穆朗玛
峰”。我来到了北大西洋，我要寻找：为什么那《泰
坦尼克号》，即使生离死别，也要爱我所爱，求我所
求。我的导师是我心中的一缕阳光，当我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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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黑暗照亮；当我迷茫了，他给我指引方向。从
此我明白了，再寒冷的冬天也挡不住春天来临的脚
步，只要我鼓起这双自由的翅膀，朝着阳光出发，
一定可以迎来一轮新的朝阳。
我衷心地感谢朱日祥老师，您在每次会议上都
能提到“铁蛋白”三个字，那是对我莫大的支持和鼓
励。从此我告诉我自己：“不管别人的脚步走得有多
快，我的一步一步却是踏踏实实；无论我做的东西
有多小，但我的心胸和气魄可容万里江山”。我要特
别感谢刘青松老师对我岩石磁学的指导，您的归来
“好似春风一夜来”，在我心里确如“千树万树梨花
开”。衷心感谢古地磁与年代学实验室朱岗崑先生、
黄宝春老师、邓成龙老师、王非老师和贺怀宇老师
给予的支持和帮助。尤其是黄老师和邓老师在我最
初选题和中间工作汇报的时候，鼓励我往生物医学
应用发展，正是因为有您们的包容和鼓励，今天才
有这本论文的完成。
【曹长乾】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五年的时光，就这么不
经意从指间悄悄溜走。兴奋过、纠结过、迷茫过、
绝望过，但最后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平淡但是幸
福温馨。五年，除了知识的积累，更多的是在人生
上的成熟，知道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也学会了规划
自己将来的旅途。五年，初来时还是二十出头的小
姑娘，临走时已经是邻近三十的女博士。二十一年
的求学生涯，即将画上并不圆满的句号。我珍惜我
经过的每一个地方，遇见的每一个人，希望都给彼
此留下美好的记忆。【纪新林】
五年的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犹记 2006 年的晚
春，考研未果的那段日子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
当我怀着最后对继续科研的希望来到地质地球所，
恩师潘永信研究员接纳了我，从此我进入了古地磁
与年代学实验室这个温暖的大家庭，开始从事对生
物矿化这个新的交叉学科的探索和研究。五年光阴
如白驹过隙，作为实验室的一员，我参与并见证了
古地磁与年代学实验室的发展和壮大，生物地磁学
实验室的建设和繁荣。五年后的今天，我很荣幸成
为了这个光荣集体的一名即将毕业的博士生。
这五年，是我人生经历目前为止收获最大的五
年。我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扩大了认识的视野，
结交了很多真诚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的人生观逐
渐从幼稚走向成熟。每个人都曾年少轻狂，幻想自
己能做出一份事业。科学，曾经是我的梦想，我为
之奋斗过，但是困窘于自己的惰性和驽钝，至今未
有建树，但我亦不悔。因为在探索科学的过程中，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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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价值和目的所在，也许科研
并不是我兴趣最浓厚，自身最擅长之所在，但是总
会有一个适合我的领域等待我去发掘，总有一份事
业等我去开拓。天生我材必有用，有梦想，有信心，
人生才能更精彩！【李陛】

实验室新闻
段宗奇 张春霞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春末至
夏初的四九城内佳木繁阴，花香盈人，一派生机盎
然。在这充满活力的时节，古地磁实验室正蓬勃发
展，积极进取。
《观书有感》中写道：
“问渠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读书如此，实验室发展亦然，需要“进
出”交流。
“进”：德国著名的地学家 Erwin Appel 教
授和捷克科学院 Eduard Petrovský 教授分别于四月
份和五月份访问了我们实验室，并各自作了题为
“Tectonic Implications of remagnetizations in the
Himalaya”和“Magnetic properties of atmospheric
dust ”精彩的学术报告。
“出”：潘老师，邓老师和
贺老师等人前往肯尼亚进行了科学考察和学术交
流；刘老师去法国进行了合作洽谈。博士后李金华
和苏有亮博士生分别赴法、德进行学习交流，并参
加了 EGU 会议的各类介质磁性记录稳定性 Topic，
吴林等参加了 Ar-Ar 年代学的 Topic。

身体是革命之本钱，各项体育活动强健着我们
的体魄，足球队置办了队服......为陶冶情操和培养团
队合作能力，我们在四月底组织了春游，领略大自
然之美；住农家院体验淳朴生活；进行真人 CS，加
强团队意识。

值建党 90 周年来临之际，我们实验室积极响应
“唱红歌，庆党生”活动，实验室青松乐队的周灿
芬老师、刘双迟、秦华峰、张春霞和曹长乾等人在
研究所优秀党员表彰大会上演奏了葫芦丝区《瑶族
舞曲》，博士生王英高歌《映山红》一曲，他们的精
彩表演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六七月之交，是一个丰收的时节。曹长乾、李
陛和纪新林三位博士生、联合培养的成洪江、左天
文和师文贝三位硕士生顺利通过毕业答辩，祝他们
在将来学习、工作一切顺利；实验室硕士毕业生赵
翔宇已赴德国进行博士学习，希望他能尽快适应德
国的学习环境。
而此时，同样也是一个纳新的时节，假如您足
够细心的话，不难发现这期的实验室科研人员结构
图又多了些新面孔：赵杰、闫永刚、李倩、刘素贞
和杨彩云等，热烈欢迎他们加入我们这个充满活力
的集体，更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能为 PGL
实验室增添更多的活力。

朱日祥当选美国地球物理联合会 AGU
Fellow
最近，我所朱日祥院士当选美国地球物理联合
会（American Geophysical Union，AGU）Fellow（会
士），这是中国大陆第一位地球科学家当选 AGU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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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日祥长期从事地球物理基础理论和实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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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华北克拉通
破坏”重大研究计划，通过地质、地球物理、地球
化学综合研究手段，在大陆形成与演化研究领域取
得了重要进展。主持创建了集成古地磁学、岩石磁
学、环境磁学、生物磁学以及氩-氩年代学、稀有气
体同位素的综合实验室，开拓了新的实验技术、方
法与研究领域。他十分重视人才培养，使该实验室
成为地磁学人才成长的摇篮，推动了地磁学及相关
学科的发展，提升了我国相关研究领域在国际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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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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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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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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刘青松 邓成龙 张春霞
美
工：张春霞
本期特约编辑：葛坤朋

地位和影响。
AGU 成立于 1919 年，现有注册会员 6 万余人，
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地球科学学术组织。为了表彰
在地球科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AGU 每年
从现有会员中选举不超过注册会员总数的 0.1%为

电话：010-82998365，82998087，82998010
Email:
qsliu@mail.iggcas.ac.cn;
cldeng@mail.igcas.ac.cn
cxzhang@mail.iggcas.ac.cn

Fellow。2011 年全球共有 60 位地球科学家当选。
AGU Fellow 增选先由各专业分会五位以上科学家
联合提名，再经专业分会 Fellow 委员会从提名人中
产生候选人向 AGU 推荐，最后由 AGU Fellow 选举
委员会投票产生。
朱日祥院士当选 AGU Fellow，体现了我国地球
科学在国际上影响力的增强。

实验室网页：
http://www.paleomag.net
PGL-Letters 电子版下载地址：
打开实验室网页 www.paleomag.net
然后点击左下角 进入中文版>>>, 在网页中下部的
‘知识与资料’专栏中，点击 ‘PGL-Letters 期刊’

（岩石圈演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供稿）

编后语
PGL-Letters 期刊为古地磁与年代学实验室季
刊，为非正式发行，仅供同行业人员内部讨论交流。
所刊内容，稿件作者负责。本刊面向同行业人员进
行征稿，同时欢迎其它科研小组来信来稿。

联系地址：
北京市北土城西路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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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
邮编：100029

《PGL-Letters》将包括以下栏目：
期刊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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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导读 （地学领域最新文献简介）
研究进展（包括本实验室最新的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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