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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凝大地发春华”，这正是北国

之初春的生动写照。平日里任它雾霾蔽

日，西风料峭，春的复苏的力量永远无

声而又遒劲。与此同时，在广大地磁同

行的坚持与协作之下，PGL 杂志自发行

之日起至今，已经悄然迎来了第六个春

天。 

因为年初的一场旷日持久的雾霾

天气，PM2.5 这个词汇已经是家喻户晓

了。但 PM2.5 具体指什么？有哪些物理

化学性质？研究现状是什么？磁学方

法对于 PM2.5 的研究能起到什么用？

恐怕很多人还不太了解，而本期专题介

绍将对针对这些疑问进行系统性的讲

解。 

磁学理论是岩石磁学、古地磁学、

环境磁学研究的根基，重点连载将深入

浅出地为大家揭示磁学的本质理论：尼

尔理论和各种磁能参数的定义和来源，

喜欢刨根问底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 

本期的文献导读将为大家奉献最

新的磁学科研盛宴，内容涉及从大的地

磁场倒转和长期变研究，到小的沉积物

剩磁模拟和超细颗粒磁有序温度研究；

从高处的火星地壳磁异常研究，到低处

的盆地极热事件和深海相对古强度研

究，琳琅满目，应有尽有。 

要研究地磁场，就需要地磁科研的

硬件与软件。本期文化动态将为大家着

重推荐 PGL 杂志的“幕后靠山”中科院

古地磁与地质年代学实验室，PGL 成员

们探索地磁场时空演化奥秘的风帆，便

从这里起航。同样，“学而不思则罔”，

科研须要思考才能创新。PGL 的后进者

们对于科研都有哪些理念呢？仁者见

仁，让我们一起畅所欲言吧。 

 

 

该刊物宗旨：大家刊物大家办，办好刊

物为大家！ 

该刊物的定位：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为一

体，在拓宽知识面的同时，加强研究深度探

讨。 

征稿方式：该刊物将由我们实验室所有

人员参与创作，同时欢迎同行业人员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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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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涛，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1980 年 9 月出生于陕西商洛，1996-2001 年就

读于防灾科技学院；2001-2003 年在陕西省地震局

乾陵地震台工作；2003-2008 年在中国地质大学（武

汉）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专业硕博连读，获博士学

位；2008 年 7 月至今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实验地球物理研究室工作；2011 年 10 月受聘为副

研究员，现任实验地球物理研究室副主任。 

博士期间主要从事污染环境的磁学研究，以武

汉市东湖湖泊沉积物及周边地表土壤、道路尘埃为

研究对象，探讨武汉市东湖地区城市化过程的环境

磁学响应。目前主要从事地震断裂带物理化学过程

的磁学响应研究，以地震断裂带断层岩为研究对象，

以岩石磁学手段为主，结合配套样品的矿物学和地

球化学等非磁学分析，探讨地震过程中断层摩擦升

温与同震流体活动对磁性矿物的改造作用和机制，

以获取与地震破裂机摩擦制相关的磁学证据。于

2012 年 3 月至 5 月，作为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 

343 航次—Japan Trench Fast Drilling Project

（JFAST, 为日本东北 3.11 大地震快速响应钻探计

划）船上古地磁学家(Shipboard Paleomagnetist)，

参加了整个航次的执行过程。 

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地

震 断 裂 带 物 理 化 学 行 为 的 磁 学 响 应 研 究 ”

（2013-2015）一项。 

 

 
 

PM2.5 的研究综述 

胡鹏翔 张春霞 刘青松 

 
大气颗粒物对人体健康，环境和气候有重要影

响，是目前大气研究的前沿课题（Poschl, 2005; 杨

复沫，2000）。大气颗粒物的形成，迁移，转化和清

除过程及物理化学性质均与粒径有着直接关系。其

中 PM2.5 (<2.5 μm) 颗粒由于其粒径较小对人类健

康，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尤其重大。 

PM2.5 是指悬浮在大气中的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

2.5 μm 的细颗粒物，以气溶胶的形式存在，属于

可吸入颗粒物（PM10）中的细粒子。PM2.5具有复杂的

形态和成分结构，它具有如下几个特征：1) PM2.5

颗粒可以通过呼吸道直接进入肺部，并沉积于肺泡，

导致呼吸道疾病，肺癌和心血管疾病（Peters et al., 

2001; Gauderman et al., 2004; 王平利等, 2005）; 

2) 由于细颗粒物的复杂结构集合体表面积大，PM2.5

颗粒更容易吸附有毒重金属及有机物; 3) 由于其

颗粒细，在空气中停留时间也较长，提高了被吸入

的机会；4) PM2.5中的碳黑和含碳颗粒物有较强的吸

光效应，可以显著降低大气的能见度 (Grivas et 

al., 2008; Hering et al., 2003)。大量国内外研

究也表明，PM2.5 的浓度与死亡率和城市大气能见度

都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Chan et al., 1999；

Schwartz et al., 1996; 王京丽和刘旭林, 2006；

宋宇等, 2003）。 

鉴于PM2.5对人体健康重大危害和对环境气候的

深远影响性，它已经日益成为表征城市大气污染的

首要指标，我国也在 2012 年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

准》修订版中将 PM2.5纳入常规空气质量评价，制定

了 PM2.5的标准。一些国际大都市，拥有巨大的人口

规模，城市物质能量转化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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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清洁的空气受到多种污染物的侵袭（陈媛等，

2010）。 

由于 PM2.5是一种复杂的大气污染物，包括自然

和人类活动排放两种来源。而对于后者，还可以细

分为污染源直接排出的一次颗粒物和气态污染物在

环境中经过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而生成的新的二

次颗粒物。与此同时，不同来源的 PM2.5在大气环境

中的变化和行为非常多样。因此深入剖析 PM2.5的特

征和来源，并对其进行定量化评估是检测，治理和

预测北京城市 PM2.5大气污染的基础和关键。 

PM2.5 的研究在欧美国家开展得较早，直到 20

世纪末期才在我国得到较多的关注。目前针对 PM2.5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方面：成分与物理化学特征、

时空分布特征以及来源分析。 

1）在成分与物理化学特征研究方面，PM2.5组分

可被系统分为可溶性组分，无机元素组分和碳质组

分。可溶性组分主要有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

无机元素包括 Mg、Al、K、Ca、Ni、Cu、Fe、Mn、

Zn、Pb 等金属及非金属元素（Thomaidis et al., 

2003; Pastuszka et al., 2010）; 碳质组分包括

烷烃，芳烃，杂碳化合物等。Tolocka et al. (2001) 

发表了 1999 年冬季美国东西海岸四个样点的 PM2.5

的化学组成，发现在东海岸样点，硫酸盐含量对总

质量的贡献 大，而在西海岸，硝酸盐的质量百分

数 大。Lee and Kang (2001) 发现韩国清州 PM2.5

中硫酸盐含量 大，有机碳和无机碳显著相关，暗

示清州的有机碳是直接以微粒形态随气溶胶排放

的。北京 PM2.5主要含无机碳、有机碳和硫酸盐。He 

et al. (2001) 年对北京典型住宅区和商业区的

PM2.5 进行了系统的含量和化学组分研究，发现与美

国，韩国和香港不同，有机碳是北京 PM2.5 重要的

组分，铵也占了较大的比重。Yao et al. (2002) 的

研究表明北京 PM2.5的主要离子组分为硫酸盐，硝酸

盐和铵。Yang et al. (2005) 研究了北京和上海

PM2.5中地壳元素含量的特征，发现 Al, Si, Ca, Mg, 

Fe 元素的含量总体在北京地区较高。 近的研究对

北京道路样点的 PM2.5进行了系统的粒径分析，结果

显示随着粒径的增大，地壳元素对 PM2.5的贡献逐渐

增大，而交通排放的贡献反而减小。夏季 0.5-1.0 

μm 为主要 PM2.5组分，且以次生无机离子为主，而

冬季主要粒径变细并集中于 0.2-0.5 μm（Song et 

al., 2012）。 

2）PM2.5的时空分布研究对了解 PM2。5变化规律，

影响因素和污染来源有重要的意义，可以为有针对

性的治理工作提供重要参考。目前对 PM2.5时间分布

研究主要集中于季节变化。Gehrig and Buchmann

（2003）对瑞士 7 个采点的 PM2.5和 PM10进行了长达

4 年的监测，结果表明，PM2.5 高含量主要集中在冬

季，而春季由于生物来源的粗颗粒导致了 PM2.5/PM10

的低值。Russell et al. (2004) 对德克萨斯州东

南部 PM2.5进行了详细的日变化，季节变化的研究，

发现 PM2.5总质量和组成的季节变化性很小，在春季

和晚秋略有升高。对于日变化而言，高值集中于每

日的清晨。 

相比国外 PM2.5季节变化的不显著，中国主要城

市的 PM2.5都呈现出了显著的季节变化。Wang et al. 

(2006) 对上海 PM2.5 的研究表明，其离子成分在冬

季和春季呈现高值，而在秋季和夏季较低，这种季

节变化可能来源于不同季节气象条件的变化和冬季

取暖燃煤的贡献。Louie et al. (2005) 对香港 PM2.5

的研究也显示，高值出现在冬季，以高有机物含量

和硝酸铵含量为特征，作者认为冬季植物的燃烧对

高有机碳/无机碳比值和钾含量有重要的贡献。而对

北京PM2.5的总含量和水溶性离子成分的季节变化更

是显示出冬季高，夏季低的特征，但次生离子，例

如硫酸根，硝酸根则显示出相反的季节变化。这种

现象主要受到气象条件（温度，湿度，降水频率，

空气密度等）和冬季采暖的影响（Wang et al., 

2006；董雪玲等，2009）。特别是，北京 PM2.5 还存

在短期的事件高值，主要集中在春季沙尘暴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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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总体来看，在气象条件和采暖规律的共同影

响下，我国 PM2.5的污染在冬季和春季更为显著。 

在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中，研究者主要关注的

是城郊PM2.5的分布特征和城市不同功能区PM2.5的分

布特征。Kim et al. (2000) 发表了 1995-1996 年

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PM2.5的空间分布特征。铵根离子

和硝酸根离子在海岸地区含量较低但在内陆地区含

量较高。在大城市旧金山和内陆城市卢比多克斯显

示出 高的无机碳和有机碳值。Querol et al. 

(2008) 对 1999-2005 年西班牙各地区的 PM2.5研究

显示，PM2.5 含量在乡村背景区，郊区，城市和工业

区，交通枢纽区依次增加。硫酸盐和碳含量在工业

区和大城市达到峰值，而硝酸盐含量则从大西洋沿

岸到地中海沿岸依次增加。国内 PM2.5空间分布规律

研究也呈现相似的结果，大城市城区 PM2.5的含量和

浓度远高于郊区本底值，各功能区有机污染表现出

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的变化趋势（刘洁等，2008；

董雪玲等，2009）。 

3）厘定 PM2.5的物理化学组成和时空分布规律，

是对 PM2.5进行来源解析的前提和基础。几十年来，

国内外研究者 为关注，也是城市 PM2.5研究的 终

目标就是分析 PM2.5的来源及其汇，为有关部门控制

污染提供依据。 早开展大气颗粒物源解析技术并

用于大气环境管理的国家是美国，近二十年来，源

解析技术不断发展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从源解析

的数学模型上，总体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污染

源为对象的扩散模型，一种是以污染区域为对象的

受体模型。 

扩散模型法是通过获得强源分布，利用扩散模

型估算源对控制区内任一控制点的浓度贡献值，主

要应用于早期的源解析工作。随后又发展了拉格朗

日轨道模型用于模拟气溶胶扩散，形成，传播和沉

积的主要过程（Eldering and Cass, 1996; Kleeman 

and Cass, 1998）。受体模型是通过在源和受体上的

颗粒物特性经过计算来确定源对受体的贡献。受体

模型的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显微镜法和化学统

计学方法。显微镜法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

微镜，透射电子显微镜等分析大气颗粒物的单颗粒，

并逐步发展成为单颗粒分析技术（邵龙义等，2006），

适合分析形态特征较为明显的大气颗粒，并且需要

大量分析才能得到定量的结论。化学统计方法是以

大气颗粒特性守恒和特性平衡的分析为前提，与数

学统计相结合的方法，适用于全颗粒分析。Zheng et 

al. (2002) 利用可溶性有机物作为示踪元素，对美

国东南地区的 PM2.5进行了源解析，认为 PM2.5中主要

的有机碳贡献者为木材燃烧，燃油，烤肉和摩托车

机油燃烧。朱先磊等（2005）以多环芳烃和部分无

机物为示踪物，利用受体模型对北京市 PM2.5的来源

进行解析，结果表明北京市 PM2.5主要来源为燃煤，

扬尘，机动车排放，建筑尘，生物质燃烧，二次硫

酸盐和硝酸盐，污染源贡献随地域变化并不大。 

因子分析法和富集因子法也常被用于大气颗粒

物源分析中。因子分析法首先由Blifford和 Meeker

（1967）提出，是将复杂的变量归为少数几个综合

因子，从而找出源。 而 Gorden 于 1974 年首先提出

的富集因子法通过研究大气气溶胶粒子中元素的富

集程度，判断和评价气溶胶粒子中元素的自然来源

和人为来源。这两种方法数学模型简单实用，广泛

应用于国内外 PM2.5的来源分析中（张仁健等，2003; 

孙业乐等，2004）。此外，主成分分析，多元线性回

归方法等作为新发展的受体模型方法，也在源解析

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Wang et al., 2012）。

纵观受体模型的发展趋势，我们发现标示性更强的

有机物，尤其是 PAHs 和
14
C 作为受体模型中的示踪

因子，愈来愈受到重视（Zheng et al., 2002）。 

综上，PM2.5 的源解析技术正朝着一下几个方向

发展：1.开发更为完善的数学统计模型，使得模型

更为符合实际气象环境；2.寻求更为具有标志性和

灵敏性的示踪物，从而降低源分析的多解性。 

虽然PM2.5的特征和来源研究工作在过去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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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中国 PM2.5的研究整体起

步较晚，各方向的研究尚不系统深入。存在的主要

问题如下： 

1）研究成果虽较其他城市多，但仍缺乏长时间，

多样点的系统研究； 

2）特征研究更多集中于化学成分的分析，对重

要的物理性质的研究甚少。粒径是大气气溶胶的重

要物理性质，PM2.5自身仍然可以细分为0.01-0.1μm

的成核模态和 0.1-1μm 的积聚态粒子。核态粒子主

要由燃烧过程排放或气体直接核化，含碳量高，寿

命较短。而积聚态粒子主要来源于超细粒子的积聚，

富集有机碳无机碳，硫酸盐，硝酸盐和重金属，在

空气中停留时间 长。因此，有必要区分积聚态粒

子和核态粒子的基本性质。因此，需要对 PM2.5进行

更为精细的研究，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比较罕见； 

3）目前的来源分析所选择的示踪物一般为地球

化学指标，测量成本高，费时长，是制约多样点，

长时间研究的因素之一。针对以上问题，寻求对粒

径变化更为敏感，测量更为快捷便利，并可实现定

量化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北京市PM2.5的特征和来源研

究提供新的思路。 

环境磁学研究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环境监测，在

土壤污染，大气污染，重金属检测方面取得了重要

的成果（张春霞和黄宝春, 2005; Evans and Heller, 

2003）。大气颗粒物的环境磁学研究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许多学者利用环境磁学的方法调查了大

气颗粒无中磁性颗粒的行踪轨迹，污染物的磁学参

数和颗粒污染物组成元素浓度之间的关系（Morris 

et al., 1995; Shu et al., 2001）。在所有问题中，

磁性参数与重金属含量之间的关系尤其受到瞩目

（Zhang et al., 2011; Blaha et al., 2008）。研

究表明，磁性颗粒通过吸附作用成为污染物的载体，

并且可以直接将重金属元素并入自身的结构（Rose 

and Bianchi-Mosquera, 1993; 郭军玲等，2009）。

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些大气污染物磁性与重金属元

素的区域性模型。 

迄今为止，环境磁学在大气环境领域的研究集

中于对粗颗粒大气降尘的研究，针对 PM2.5的研究还

尚未开展。近年来，随着大气颗粒物采样技术的不

断发展和精密磁学仪器的不断应用，为开展系统

PM2.5 的磁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因此利用环境

磁学手段研究 PM2.5的特征和来源，并进行定量化评

估有以下几点特殊的优势： 

1. 磁学测量经济快捷，无破坏性，可以同

时进行大量样品的测量工作，为多采点，长时间大

批量的 PM2.5颗粒物的研究提供了可能。 

2. 磁学方法在PM2.5精细粒径分析中的优势

是非常显著。磁学参数对粒径信息尤其敏感，特别

是在<2.5μm 的范围，磁学性质随着粒径变化非常

灵敏。可以分为超顺磁（<25-30 nm）、稳定单畴

（~30-100nm）、假单畴与多畴（>100 nm）。可见磁

学手段可以精细地刻画核态粒子（0.01-0.1μm）和

积聚态粒子。 

多种磁学参数可以用定量化研究，加之磁学参数

灵敏度高，可以为 PM2.5的源解析工作提供新的示踪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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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理论 

刘青松 

 
第一节 尼尔理论 

磁能 E 是单畴颗粒(SD)的固有参数，与 SD 颗

粒的体积（V）、饱和磁化强度(Ms)以及微观矫顽力

(HK)有关。磁能 E 的表达式为 

0 s KE VM H                       （3.1） 

由于有磁能的存在，SD 颗粒的磁矩会处于相对

稳定状态。如果有外力做功，SD 颗粒的磁矩能克服

能垒 E 发生偏转。同理，在获得热能 ET (= kT)的情

况下, SD 颗粒的磁矩也会偏离其平衡状态，其发生

反向偏转的概率与 exp( / )E kT 成正比。换句话

说，SD 颗粒发生偏转的频率(1/ , 是弛豫时间)

也与 exp( / )E kT 成正比(图 3-1)。因此 

01/ exp( / )f E kT                  （3.2） 

0 exp( / )E kT                    （3.3） 

把式子(3.1)带入(3.3)得到 

0 0exp( / )s KVM H kT              (3.4) 

其中 0  = 10-9 s。可见 与 V、Ms 以及 HK正相

关，而与温度成反相关（图 3-2）。 越大表明该 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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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越稳定，可以在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SD 状

态。 

SD 颗粒的状态与一起的观测频率 f 密切相关。

假设 SD 颗粒的 为 1 s，如果仪器的观测频率为 2

赫兹，那么在 1 s 内，通过该仪器可以准确地观测

其磁矩状态，也就是处于稳定的 SD 状态。如果仪

器的观测频率为 0.4 赫兹，那么该仪器的观测速度

明显小于 SD 颗粒磁矩偏转的速度，从而无法准确

地确定其磁矩状态，此时该颗粒还是 SD 颗粒，但

是它处于超顺磁 SP 状态。 

据此，可以定义一个临界观测频率，使得 

1f                              （3.5） 

也就是仪器的观测频率刚好和 SD 颗粒磁矩偏

转的频率同步。当 1f  时，SD 颗粒处于 SP 状态，

而当 1f  时，SD 颗粒则处于稳定的 SD 状态

（SSD）。 

综合式子（3.4）和（3.5）可知，有两种常见方

式可以把 SD 颗粒从 SSD 状态变为 SP 状态：升温

降低 ，或者降低观测频率。 

体积 V 对 的影响非常明显。对于较小的颗粒

（比如直径小于 10 几个纳米），其 很小，从而颗

粒处于 SP 状态。当颗粒的体积逐渐增大， 也随

之逐渐增大。当满足 1f  时，颗粒就从 SP 状态

变为 SSD 状态。此时对应的颗粒体积叫做临界阻挡

体积 Vb， 

0 02 ln(2 / ) / ( )b s KV kT t M H        （3.6） 

自然环境中，由于沉积环境的改变，常常会有

次生矿物产生。当这些次生矿物的粒径超过其阻挡

体积 Vb, 就会变为稳定的 SD 颗粒，从而记录当时

的地球磁场信息。我们把这种通剩磁叫做化学剩磁。 

与热剩磁相比，同等条件下，化学剩磁的强度

要小些。但是，从其性质上来讲，SD 颗粒的化学

剩磁与热剩磁类似。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矿物生成环

境的分析与约束，光从剩磁本身的性质无法判断其

是化学剩磁还是热剩磁。比如，洋壳玄武岩玻璃中

会有 SD 磁性矿物存在，从而被认为是记录地球磁

场的良好介质。但是用这种材料得到的地球磁场强

度值偏低。这就有两种可能性，其一就是这些 SD

颗粒是原生，记录的是热剩磁，因此，通过这些 SD

颗粒得到的地磁场强度低是真实的现象。其二，这

些 SD 颗粒是后期次生产物，因此记录的是化学剩

磁。因此，真实的地球磁场强度会高，从而这些低

磁场强度值只能认为是当时地球磁场强度的下限

值。当然，还有一种复杂性就是在获得地磁场强度

的实验中产生了次生矿物。当然， 后这种情况比

较容易识别。 

类比于 Vb，也存在这一个临界温度 Tb，在这个

温度之上颗粒处于 SP 状态，而在之下，颗粒处于

SD 状态。SD 颗粒的 大特征就是可以稳定地记录

剩磁，Tb 称之为阻挡温度或者解组温度。可见 比

较大的颗粒，其需要更高的温度才能解组，也就是

说 与 Tb 一般成正比例关系。 

当外场很小时， 满足式子（3.4）。当外场 H0

变大时，  满足式子（3.7） 

2
0 0 0exp( / *(1 / ) )s K KVM H kT H H                    

(3.7) 

一般情况下，H0 远远小于 HK。因此，随着 H0

逐渐增大，沿着 H0 的方向， 会逐渐减小。而在外

场的反方向， 会随着逐渐增大。也就是说，颗粒

更加容易平行于 H0 的方向排列。 

外场能够影响 SD 颗粒的 ，而 又和 Tb正相

关，因此，外场的改变也能引起 SD 颗粒的解阻温

度的改变。具体来讲，随着外加长的增大，其解阻

温度向低温方向移动。 

 
 

第二节 尼尔理论在测量中的应用 
 

影响 的因素很多，包括体积 V、饱和磁化强

度 Ms、微观矫顽力 HK、温度 T、外场 H0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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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考虑仪器观测频率的变化，就会有多种综合的手

段来检测颗粒的磁畴状态，进一步估算颗粒的体积。 

SSD 与 SP 颗粒的 大特征就是后者在充足的

热能状态下，不能稳定地保持器磁矩状态，很容易

随着外场的变化而发生偏转，因此具有很高的磁化

率，但不能记录稳定的剩磁。 

因此，SD 颗粒的磁化率温度特性可以被用来

确定其颗粒的大小。对于一组 SD 颗粒，其具有一

定的 分布，当温度很低时，所有的颗粒都处于 SSD

状态，样品的磁化率会比较小。随着温度逐渐上升，

一部分 SSD 颗粒会逐渐解组，变为 SP 颗粒，样品

的磁化率会逐渐升高。当 大部分的颗粒解组时，

样品的磁化率会达到 大值，这时所对应的温度，

可以看做其解组温度。当温度继续升高，趋近其局

里温度时，随着颗粒 Ms 的降低，其磁化率也逐渐降

低。如果颗粒的粒径比较大，其解组温度会更加靠

近居里温度，颗粒在解组后，会迅速朝着其居里温

度方向下降，形成一个磁化率的陡峰，也就是

Hopkinson 峰。 

当温度超过居里温度后，样品的磁化率并不会

变为零。此时，颗粒处于顺磁状态。 

SD 颗粒在不同频率的观测下，表现出不同的

性质。当观测频率很高时，SD 颗粒可以处于 SSD

状态。当降低观测频率， 比较小的颗粒会转变为

SP 状态，使得样品的整体磁化率增加。因此，样品

的磁化率与观测频率一般成反相关关系。在两个频

率下的磁化率之差，被定义为频率磁化率，可以很

好地反映存在着处于SP与SSD临界状态下的颗粒。

对于磁铁矿，这种颗粒一般处于 20-25 nm。 

式子（3.7）表明，外场的变化也能改变 SD 颗

粒的 。随着外场的增加， 减小， 终变为 SP

状态，使得其磁化率大幅度增加。由于外场能够改

变 SD 的 

在实验室中，低温测量系统 MPMS 可以同时变

化外场、温度和频率，因此可以有效地地确定纳米

级颗粒的粒径分布。 新的多功能磁化率仪器 MFK

只有三个工作频率。但是可以快速地获得磁化率随

外场变化的变化曲线。 

 
第三节 磁能的来源 

式子（3.1）中，V 和温度不相关，而 Ms 和 Hk

则是温度的函数。假设在某一温度，磁能的来源主

要取决于 HK。微观矫顽力受多种机制控制，其主要

的形式为形状各向异性能、磁结晶各向异性能、磁

弹性各向异性能等。 

 
3.1 形状各向异性能 

对于一个椭球体，在外场作用下，其正负磁荷

会沿着磁场的正向和反向移动，在椭球体内部形成

一个与外场反平行的内部退磁场 Hd， 

H =-NMd                          （3.8） 

其中，N 是退磁系数。 

当沿着椭球体的长轴方向磁化时，正负磁荷相

距较远，这样其产生的内部退磁场会相对小。当沿

着椭球的短轴方向磁化时，其产生的内部退磁场会

相对较大。因此，沿着椭球体的不同方向磁化状态

会不同，从而形成各向异性，也就是其退磁系数也

不一样。 

对于拉长型 SD 颗粒，有形状各向异性造成的

微观矫顽力为 

( )K a b sH N N M                    (3.9) 

其中，Na 与 Nb 是沿着短轴和长轴方向的退磁系

数( a bN N )。SD 颗粒的饱和磁化强度和拉长度越

大，其微观矫顽力也越大，所对应的样品矫顽力（一

般为 HK/2）也会随之增大。对于极度拉长的磁铁矿，

其矫顽力可以超过 100 mT。 

可见随着椭球体的拉长度增加，其 HK 也随之增

加。在同等形状的条件下，由于磁铁矿的 M 会比磁

赤铁矿的大，因此前者的 HK 也会比后者大。 

 

3.2 磁结晶各向异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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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性矿物晶体内铁离子定向排列，这样在不同

的方向上其磁能就会变化，从而造成能量的各项异

分布。其能量的表达式为 

2
0 sinuE E K                   （3.10） 

其中， 0E 是基准能量， uK 是各向异性能常量，

 是磁矩与晶体对称轴的夹角。所对应的微观矫顽

力为 

02 /K u sH K M                   (3.11) 

可见，与形状各向异性能占主导不同，对于磁

结晶各向异性能占主导的 SD 颗粒，其微观矫顽力

与其饱和磁化强度成反比。 

对于赤铁矿，其饱和磁化强度很小，因此磁结

晶各向异性能占主导，形状各向异性能影响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赤铁矿的矫顽力一般很大，可以达

到几百 mT 到几个 T。 

对于球形的 SD 颗粒，其退磁系数各项同性（Na 

= Nb = 1/3），但是这并不表明样品的矫顽力会为零，

此时，其磁结晶各向异性能的作用会凸显。比如，

对于球形 SD 磁铁矿，其矫顽力大约为 20 mT。 

 

3.2 磁弹性各项异性能 

磁性矿物中原子定向排列，原子间相互作用产

生交换能。如果原子之间的相互位置改变，必然会

引起这种交换能的改变。有多种机制都能产生上述

想先，比如当磁性矿物晶格里的铁原子被其它离子

（比如铝或者钛）替代、或者出现空缺、或者晶格

由于内应力作用发生形变等。磁谈性能的表达式为 

23
sin

2
E                      （3.12） 

其中 是个常量， 是应力。此时 是应力方

向与晶体对称轴的夹角。 

有内应力的情况下，磁性矿物的矫顽力会增大。

通过淬火作用，可以有效地消除这种应力作用的影

响。 

自然界中，钛磁铁矿是一种典型的受控于磁弹

性各向异性能的矿物。钛离子与铁原子的离子半径

有明显差异，造成钛磁铁矿内部产生内应力。因此，

随着钛成分的增加，其矫顽力会逐渐增大。 

 
 
思考题 

1． 对于球形的磁铁矿 Na＝Nb，是不是其矫

顽力为零？ 

2. 对于磁铁矿，其 Ms ＝ 480000 A/m, 如果

Nb-Na = 0.3，请计算其矫顽力，单位规一化为 mT， 

1mT = 780 A/m 

3. 磁铁矿形状各项异性能占主导，赤铁矿为磁

弹性能占主导，一般来说，谁的矫顽力大些？ 

4. 一般情况下，磁铁矿的矫顽力为几十个 mT, 

请问磁铁矿的矫顽力能不能超过 100mT？在特殊情

况下，磁铁矿的矫顽力 大为多少？ 

5. 假设实验观测所需时间为 1 秒，颗粒每转换

一次状态需要 2 秒，＝2S， 我们能否准确地观测

到其状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观测到颗

粒的状态？如果观测不到颗粒的状态，我们称之为

什么状态？ 

6. 在室温为 SP 状态的颗粒，如何才能使其处

于 SD 状态？ 

7. 在室温，一个磁铁矿颗粒刚好处于 SP 与 SD

的转换状态，对于同样大小的磁赤铁矿颗粒，它处

于什么状态？ 

8. 在室温，两个体积相等，但形状不同的磁铁

矿颗粒，长条形的磁铁矿颗粒刚好处于 SP 与 SD 的

转换状态，那么另外一个立方体的磁铁矿颗粒它处

于什么状态？  

9. 磁铁矿的居里温度为 578 度，其解组温度为

多少？ 

10. 如果一台仪器的工作温度 大量程是室

温，而一块样品中磁性矿物的解阻温度大于室温，

应用什么技术可能测量该样品的解阻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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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颗粒中磁有序温度对于颗粒粒径和形状

的依赖性研究 

葛坤朋 

 

自然样品（岩石、土壤）与合成样品（粉末、

材料）可能包含各种形状的超细磁性颗粒，从等轴

的，到低维的薄膜状或者针状颗粒。对这些小颗粒

磁性矿物的粒径特性研究是岩石磁学研究与应用的

重要前提。特别是在岩石磁学应用中，这类磁性颗

粒提供了重要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信息，而且其含量

的多少也是岩石中矿物载磁能力大小的重要指标。

而超细颗粒的磁有序温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颗粒的

大小和形状。这种现象在材料科学中已经得到广泛

研究，但在岩石磁学研究当中还没有研究和应用到。

本文从基础理论出发给出了这几类形状的解析解或

者数值解。通过改良的平均场方法，给出了薄层和

立方体结构纳米颗粒原子层数与居里温度的关系的

解析方法，并通过实验数据获得了证实。这是一种

通过磁有序温度的降低特征来估算铁磁性物质的粒

径新方法。 

对于纳米级铁磁性颗粒而言，过大的面容比

（surface to volume ratio）会降低磁有序温度。这是

由于表面离子因缺乏相邻离子的作用而使得交换耦

合能下降。结果超细颗粒的自发磁化强度呈现由内

而外减小的趋势。特别的，当外界温度上升到接近

于居里温度 Tc 时，交换能变得与热能相当，超细颗

粒的自发磁化强度就会由内而外的空间变化就会更

加明显。这使得与居里温度 Tc（bulk 样品的磁有序

温度）相比，超细颗粒具有更低的磁有序温度。 

作者通过使 Ginzburg-Landau 方程自由能密度

小来求解欧拉方程。得到了薄膜结构、针形结构

和立方体结构纳米颗粒磁有序温度 t0 与颗粒大小

（原子层数 Nt, 其中典型原子层间距离为 a0=0.2 

nm）的关系如下：  

对于薄膜状颗粒： 

0

t

t ( )
2(N 2)





 

对于立方体颗粒： 

0

t

3
t ( )

2(N 2)





 

对于针形颗粒： 

0
t

t ( )
2(N 2)





 

其中 为可变指数（shift exponent）。 

 
 

图 1 原子层 Nt=8 层的薄膜，不同对比温度 t (其中

c ct (T T) / T  ) 下磁化强度随原子层深度层数的变化图，

其中磁有序温度 t0=0.12。 

 

 
 
图 2 原子层数 Nt=21 的立方磁铁矿体心结构 bcc(001)面磁化

强度数值模拟图。图 a-c 展示了中间原子层在不同的温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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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化强度分布图，图 e-f 展示了表层原子层在不同温度下的

磁化强度分布图。其中该颗粒的磁有序温度 t0=0.03(校正后

的磁有序温度为 t0=0.08)。 

 
从薄膜颗粒（图 1）与立方体颗粒（图 2）的磁

化强度矢量的数值模拟可以看出，细颗粒铁磁性矿

物在接近磁有序温度时，磁纳米颗粒内部磁化强度

矢量不再完全一致。这使得有效磁场在磁颗粒内部

的作用是随位置而变化的。这种现象造成超精细场

呈现分布形态，使得核磁共振的谱线出现展宽的现

象。而对于一般性颗粒铁磁性物质，其在单畴结构

时具有一致的磁化方向，这样通常只会产生一个核

磁谱线的尖峰。 

 

 
 

图 3 沉淀磁铁矿颗粒的实验数据（实心方框） t0 与粒径大

小的关系。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了公式 1中可变指数  =1.42

和  =2 时的拟合数据图，dnom/deff反应了物质名义粒径与裂

解和聚合的有效粒径间的关系。 

 
Sadeh et al.(2000) 通过协同沉淀方法产生的一

系列磁纳米颗粒研究了磁有序温度对粒径大小的依

赖性。图 3 展示了磁有序温度 t0 与视粒径 dnom的关

系图，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视粒径接近 20 nm 的时

候，仍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磁有序温度。为了进行

拟合，必须使用有效粒径即 deff 进行计算。所以原

子层数 Nt=deff/a0。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1.42 时，

只能拟合视粒径 dnom 小于 10 nm 的颗粒性质，而

 =2可以对整条曲线进行很好的拟合。有效粒径 deff

比视粒径小 3-6 倍，原因可能是协同沉淀后观测到

的颗粒可能是更小颗粒的聚合体。这说明通过磁有

序温度的变化可以有效的估算纳米铁磁性物质的粒

径。 

 
参考文献：  
Shcherbakov, V. P., K. Fabian, N. K. Sycheva, and S. A. 

McEnroe (2012), Size and shape dependence of the magnetic 

ordering temperature in nanoscale magnetic particles,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191(3), 954-964. 

 
显生宙时期的地幔对流对地磁场倒转和内核

生长的约束 

徐慧茹 

对显生宙时期的地幔对流状态目前有两种说

法。地震结构显示现代下地幔具有水平方向的不均

一性，第一种说法根据热点重建和地磁极位置等方

面的证据认为这种不均一性已经持续了上百万年，

第二种说法则通过当时大陆漂移、随时间变化的板

块边界和板块运动对地幔对流进行恢复，认为这种

不均一性仅存在了几百年，显生宙时期发生的是全

地幔的对流，下地幔由一阶球谐函数主导，具有均

一性，地幔是从一阶球谐函数主导演化至现代的二

阶球谐函数主导。由于地幔对流方式能够影响核幔

边界的热流值，而发电机对核幔边界的状态非常敏

感，所以显生宙时期地磁场的记录，特别是倒转频

率的变化，可以用于检验影响热流值的是何种地幔

状态。 

本文根据两种不同的地幔历史建立了对应的发

电机模型。第一种是基于 Zhang 和 Zhong (2011) 根

据板块运动重建的地幔对流建立的模型，与这种模

型对应的是随时间变化的核幔边界热流密度（下地

幔）以及不规则的地核演化；第二种是基于根据热

点位置和现代下地幔地震剪切波的各向异性恢复的

地幔对流建立的模型，与这种模型对应的是不随时

间变化的核幔边界热流值和单调增长的地核。本文

根据上述两种不同的模拟发电机模型得到极性倒转

频率和时间平均的地磁场结构，并根据 0-5 Ma 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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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极性年表的倒转统计对两个发电机的控制参数值

进行调谐，使与模拟出的倒转频率与极性年表匹配。

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参数则根据包括核幔热流量随时

间的变化、内核大小、内核化学浮力通量和旋转速

率在内的地核的热演化计算得到。 

结果显示，具有常量的核幔边界热流密度的发

电机发生倒转的频率随时间仅有微小的波动，但是

随时间变化的核幔边界热流密度的发电机则产生的

倒转发生频率变化很大，能够反映出 275 Ma 和 475 

Ma 的静磁期和其它时间段的频繁倒转。第二种发

电机模型能更好的解释地磁场倒转频率岁事件发生

的变化，能更好的模拟超大陆形成期间 275Ma 和

475Ma 的静磁期和其它时间段的频繁倒转，反映超

大陆形成过程对地幔对流的影响。相比之下，第一

种发电机仅能模拟出 Pangaea 超大陆裂前的倒转频

率，不能得到显生宙更早期的静磁期。根据第二种

发电机模型，显生宙时期地磁场模型将长期不具备

GAD 模型的对称性，而且内核的增长将出现非均质

性生长的，赤道附近的增长速度大于两极的增长速

度。 

 

参考文献： 
P Olson, et al., Controls on geomagnetic reversals and core 

evolution by mantle convection in the Phanerozoic. PEPI, 2013. 

214: 87-103. 

  
 
 
 
 
地壳剩磁特征对火星地壳二分性成因的约束 

徐慧茹 

前言： 
火星地表南半球高地与北半球平原具有 5 km

左右的高差，而且南北半球的地壳厚度相差约 26 

km。南北半球这一差异的成因对理解火星演化历史

至关重要，目前存在两种看法：一是外因，认为是

发生在北半球的一次巨大的撞击事件造成的，北半

球的地壳受撞击溅起，落在南半球上，造成北半球

地壳的减薄和南半球的地壳加厚，同时也形成了地

表海拔上的差异；二是内因，认为是发生在南半球

的一次大规模地幔上涌为南半球提供物源，生成了

大量新生地壳，引起南半球地壳的增厚。由于这种

差异的形成机制会影响火星地壳的残余剩磁，本文

通过研究目前火星地壳的残余剩磁特征试图解决上

述争议。 

 
 

图 1 a-火星地壳厚度分布特征，b-火星地壳残余磁场分布特

征。红线和黑线代表火星二分性的两种划分边界 

 
研究方法及结论： 

根据观测，整个火星表面都存在磁性异常，但

是北半球的地壳磁场强度远远小于南半球，而且呈

现出沿东西方向的线形特征，每个条带通常有

100-200 km 宽，可长达 2000 km，且正负极性相间。

（这种条带状的磁异常非常类似于地球上发现的洋

底磁异常，因此有研究称其形成于板块构造和陆壳

生长有关。） 

1） 若外因机制成立，火星残余磁场会如何？ 

撞击能够导致北半球先存的陆壳退磁，但是遭

受撞击产生的大量溅起物作为南半球地壳增厚的物

源，会覆盖在南半球表面，南半球原始地壳遭受深

埋后会升温，如果到达一定深度温度可能高于居里

温度从而发生退磁，而且溅起物也可能携带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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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量，能够对南半球的原始地壳进行加热。而且由

于撞击引起的震动波能够对与撞击中心对趾的区域

发生退磁。 

本文考虑到南北半球的相对厚度差，假设溅起

物是均匀地分布在南半球表面，通过模拟计算，显

示南半球表面的溅起物厚度为 23km，原始的厚度

为 33km。根据简单的一维的热传导模型计算南半

球被覆盖后的温度增加，显示温度已经基本上足以

造成原始地壳的退磁。所以地壳的二分性特征若由

此次撞击引起，发生在北半球的撞击很有可能造成

火星南北半球的同时退磁，这与目前到的火星地壳

的残余剩磁观测结果不一致。 

2） 若内因机制成立，火星残余磁场会如何？ 

上涌的地幔物质能够生成新生的地壳，新生地

壳冷却到居里温度以下之后能够记录当时的地磁场

信息。由于新生地壳会围绕喷发中心呈同心圆状沿

径向往外散开，若同时地磁场不断发生倒转，就能

够形成目前观察的条带状磁异常。这一假说是否成

立取决于条带状磁异常的几何中心是否与南半球高

地的质心重合。 

本文通过计算分别得到了磁异常的几何中心和

高地的质心，对比发现两者的差异在 4°左右，接

近重合，这一结果有力的支持了内因机制。 

 
 

图 2 a-地幔上涌期间新地壳的生长过程卡通示意图；b-地壳

生长期间没有磁场或不发生极性倒转时以喷发中心为极的

地壳极性投图（具有相同极性的同心圆）；c-地壳生长期间

发生极性倒转时以喷发中心为极的地壳极性投图（正负极性

相间的同心圆） 

 

参考文献： 
R Cirton and S Zhong, Constraint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Martian crustal dichotomy from remnant crustal magnetism 

PEPI, 2013. 212-213:55-63. 

 
 
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55Ma）期间是否

存在正极性事件？：来自意大利贝卢诺盆地

的古地磁证据 

姜兆霞 

 

前人对 ODP 1262 孔（208 航次，南大西洋沃尔

维斯海岭）的研究发现，该孔始新世 底层沉积物

记录了一次长约 53kyr 的正极性事件，该事件记录

在一段负极性带 C24r（长约 2.55Myr，~53.3-55.9 

Ma）中，因此该事件被命名为“古新世-始新世磁倒

转“（PEMR）。他们认为该次磁倒转是由于 55Ma

左右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PETM）中海洋大气

环流突然的反向导致地球旋转速率变化引起的。但

是，对于这种磁倒转事件应该属于全球性行为，即

在其他地方应该也记录了此次倒转事件。因此，为

了验证该事件的存在，Dallanave et al.(2012) 对意大

利东北部贝卢诺盆地的 Forada 剖面和Cicogna剖面

进行了详细的古地磁和岩石磁学研究，这两个剖面

记录了完整的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记录层被命

名为粘土泥灰层。 

两剖面样品的古地磁验数据表明（图 1），从底

部一直到顶部，沉积物记录了连续的负极性段，在

整个极热事件中未发现磁极性倒转，因此，他们认

为古新世-始新世极热事件中并没有全球性的磁极

性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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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两剖面样品的古地磁结果 

 
另外，他们发现沉积物记录的剩磁存在明显的倾

角变浅问题（图 2）。通过对该问题的细致研究，他

们认为可能是由于在 PETM 时期，气候温暖湿润，

陆内硅酸盐化学风化加强，风化产物经过搬运以及

氧化形成了大量的碎屑赤铁矿，碎屑赤铁矿在经历

了沉积以及沉积后的压实过程，特别是后期粘土泥

灰岩层的压实后，记录的沉积剩磁倾角明显变浅。 

 
 
图 2.（a-b）两剖面特征剩磁的赤平投影图；（c）两剖面特征

剩磁的方向与前人对该层沉积物上下结果的对比, 其中，1

和 2 为本研究数据，3、4 分别为 Cicogna 剖面 CMU 层前后

的数据；（d）剩磁倾角与地磁场倾角相关图。 

 
相关文章： 
 
Dallanave, E., Muttoni, G., Agnini, C., Tauxe, L., Rio, D. 

(2012), Is there a normal magnetic‐polarity event during the 

Palaeocene–Eocene thermal maximum (∼ 55 Ma)? Insights 

from the palaeomagnetic record of the Belluno Basin (Italy), 

Geophys J Int, 191(2), 517-529. 

 
 
 
通过新的交叉海洋数据完善地磁总场长期变

模型 

蔡书慧 

 
过去几个世纪对地磁场模型的研究显示存在地

磁场强度特别低的区域，其中一个是位于南大西洋，

低值出现在巴西东南部的南大西洋异常。该地区

地磁场强度只有极区的30%，约为赤道地区的75%。

在外核顶部南非正下方的位置出现负极性区，在地

表与南大西洋异常相对应。南大西洋和其他海洋盆

地地磁场长期变急剧下降。目前地球表面的地磁场

强度快照由IGRF等全球模型每5年更新一次，而CM4

综合模型则可以提供连续记录。这些全球模型计算

出来的误差地区差异很大，说明用于建立模型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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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数据与卫星观测相比差距较大。大部分用于研究

地磁场长期变的数据来自周期性记录的地磁台站的

观测，主要集中在海洋地区，虽然近几年已有卫星

观测数据，但在1980-2000之间地磁场的三分量测量

数据还很稀少。 

本文提出一种可行的方法，用于提高对海洋地

区地磁场长期变规律的认识。除了用观测数据和卫

星数据之外，还引入海洋交叉数据，也就是不同航

线中交叉点处的一对数据，理论上这对数据只有时

间分量不同。为了研究特殊地区地磁场性质和演化

规律，本文采用空间上的球冠谐分析（SCHA）和时

间上的样条函数等区域分析方法，利用与观测位置

平均值的差值建立长期变模型。图1展示了由新模型

预测的地磁场时空特性：(a)图为每5年的地磁场长

期变快照， 初地磁场表现为明显的偶极性，接着

负极性中心逐渐增大并覆盖北大西洋中西部和美洲

大陆，同时正极性中心向东北方向移动并 终消失；

（b）图为SCHA模型与CM4模型长期变差值的等值线

图，残余场在-20-+20nT/yr之间，整个时间段内球

冠区平均值为-0.2nT/yr,标准差为4.6nT/yr,在观

测数据稀少的南-东南部，SCHA模型相对CM4模型有

明显改善，因此该区域二者差值达到 大；（c）图

为Bootstrap方法给出的长期变误差，显然误差值与

交叉海洋数据和观测数据的分布（图d）有明显相关

性,一般情况下数据分布越密误差越小。 

本文新提出的利用海洋交叉数据并采用区域分

析方法建立地磁场长期变模型的方法有许多优点。

这种方法有利于更好地获得观测数据缺乏且没有卫

星观测区域的地磁场长期变信息并能对结果做误差

估计，这些详细的信息对分析地磁场变化较快的海

洋盆地意义重大。本文将这种分析方法用于球冠谐

分析，但它也可以用于区域或全球模型分析。我们

认为本文对北大西洋地区1960-2000年间的计算结

果比IGRF更精确，甚至比基于综合方法建立的全球

连续时间模型(CM4)还精确的多，比较主磁场差值分

别提高了44%和68%。但该模型的精度对可统计数据

的量非常敏感，对约束很少的南部地区则全球模型

可能更适合。当然该模型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例

如结合重复台站数据，卫星观测来扩大数据的覆盖

区域、将分析方法拓展应用到其他海洋盆地、分析

时同时应用向量和标量数据等。 

 

 
 

图1 1965-1995不同时期地磁场长期变模型 

 
参考文献： 
F. Javier Pavón-Carrasco, J. Miquel Torta, Manuel Catalán, à

ngela Talarn, Takemi Ishihara, 2013. Improving total field 

geomagnetic secular variation modeling from a new set of 

cross-over marine data. Phys. Earth Planet. Inter. 216,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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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新石器时代考古强度：对样品挑选和长

期变曲线的新见解 

蔡书慧 

 

地磁场起源于地球液态金属外核的流体运动，

观测这一向量场随时间演化规律对了解地核发电机

的物理过程有重要意义。然而对地磁场进行精确全

面的卫星观测只有30年的历史，对地磁场偏角和倾

角 早的观测分别始于17世纪中期和18世纪中期，

也仅有400年的历史，400年的观测数据与地球发电

机几千年的变化周期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想更

精确地建立地磁场模型参数，需要更长时间尺度的

数据积累。火山岩，沉积物和考古材料中记录的地

磁场信息为千年尺度的地磁场重建提供了可能。建

立全球不同地区的地磁场长期变化曲线对考古定

年，探索地磁场对宇宙同位素通量的影响等方面也

有重要应用。目前许多考古磁学研究提供了1万年以

来高精度的地磁场强度和方向数据，尤其是在欧洲。

希腊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和频繁的火山活动为

考古磁学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希腊目前已建立过

去8ka地磁场强度变化曲线和过去6Ka方向变化曲

线。尽管如此，2500BC之前仍有许多数据空白时间

段。为了完善并往回延拓希腊区域变化曲线，本文

对希腊北部的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Avgi (5250 ± 

150 BC)， Vasili (4800 ± 200 BC)、(4750 ± 250 BC)

和Dikili Tash (4830 ± 80 BC)开展了详细的考古磁

学研究。 

为了挑选合适的样品进行古强度实验，开展了

详细的岩石磁学研究。热磁曲线结果显示大部分样

品可逆性好，说明加热过程中热转化不明显，居里

温度在520-580°C之间，指示主要载磁矿物为磁铁矿

或贫钛磁铁矿。三轴IRM退磁曲线显示主要为软磁

成分载磁。Lowrie - Fuller检验指示样品粒径分布主

要为SD或PSD颗粒。通过X射线散射实验分析了样

品的矿物相，从而估计遗址的烧制温度，结果显示

所挑选样品的加热温度从600-900°C不等，说明遗址

不同位置加热温度不均一，因此不能用个别样品的

烧制温度来代替整个遗址的烧制温度。古强度实验

采用传统Thellier-Thellier方法，并做了TRM各向异

性校正，经过筛选，采自AVG和Vasili遗址上的烧土

样品获得了较高的成功率，但采自Dikili Tash和

Vasili的陶瓷碎片成功率则很低，原因可能是陶瓷样

品在加热过程中易产生形变引起的。 

将所得强度结果与邻近地区已有数据和Balkan 

SVC，CALS10k.b，SCHADIF_8k等模型对比（图1），

采点AVG (36.1±1.8uT) and BS（Burnt Structure 

from Vasili）(46.6±3.4 uT)强度结果与已有数据较吻

合，但采点Dikili Tash(73.5±1.1 uT)强度结果明显高

出同时期平均值，据了解只有后来的青铜时代出现

过类似的强度值，因此推测该采点的定年可能有问

题，但考古学家不这么认为。此外，几种模型在该

时期都比较平稳，与很多数据不吻合，因此需要更

多的可靠数据来修正模型。 

本文还从定向的强度实验数据中分离出NRM

退磁谱并统计了方向信息，与已发表同一遗址上的

方向结果比较，偏角和倾角稍有差异，考虑到本次

结果精度参数更高，误差更小，因此认为本次方向

结果优于已有研究。 

利用本文获得的地磁场三分量数据，与

Bulgarian参考曲线对比，给出了Avgi和Vasili遗址考

古定年年龄，分别为5300±100 BC and 4820±150 

BC，与已有定年结果基本一致。 

本文通过对希腊三处新石器遗址的考古磁学研

究获得了部分可靠的强度结果，同时认识到有些陶

瓷材料不适合古强度实验，提出在挑选样品时观察

陶瓷的颜色和均一性并结合岩石磁学手段可能有助

于挑选合适的样品。此外本文还认识到目前已有模

型与许多该地区已有数据不吻合，因此需要更多可

靠的强度数据来修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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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新石器时代VADM变化曲线。上：本文所得结果与保加

利亚和已有希腊数据对比；中：本文数据与Balkan SVC对比；

下：本文数据与CALS10k.b、SCHADIF_8k区域地磁场模型

对比 

 
参考文献： 
G. Fanjat, E. Aidona, D. Kondopoulou, P. Camps, C. Rathossi, 

T. Poidras, 2013. Archeointensities in Greece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New insights into material selection and 

secular variation curve. Phys. Earth Planet. Inter. 215, 29-42. 

 
 
 

沉积物中的球状颗粒对磁场的响应：实验

和数值模拟结果 

姜兆霞 

 
沉积物，尤其对于在静水中沉积的球状颗粒，

获得的剩磁一般为沉积剩磁。但是沉积剩磁的获得

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颗粒的粒径和形状分

布、液体的粘滞性、pH 和 Eh 等。同时，颗粒之间

的相互作用力和布朗运动也会对剩磁的获得产生影

响。另外，颗粒沉积后，生物的扰动、脱水作用、

成岩作用以及压实作用都会该表剩磁的大小和方

向。实验室模拟结果表明，沉积物的磁化强度与外

加磁场的大小相关，同时剩磁方向存在明显的倾角

浅化问题。前人对于倾角变浅提出了两种可能机制：

一种认为是形状因素控制的，板状颗粒会使沉积物

终的剩磁倾角变浅 （King, 1955），另一种认为是

球状颗粒填充到颗粒之间的空隙里，导致剩磁倾角

变浅（Griffiths et al., 1960）。其次，在沉积过程中，

颗粒聚集成簇也会对沉积剩磁的强度和方向产生影

响。Mitra and Tauxe (2009)发现，沉积剩磁是外加磁

场和颗粒集合体大小的函数。尽管前人在沉积剩磁

获得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仍缺乏对其基本

原理的深入理解。Bilardello et al. (2013) 对合成的球

状磁性颗粒进行了一系列的沉积实验，不考虑颗粒

凝聚作用的影响，研究球状颗粒对沉积剩磁的贡献，

关键问题是探究球状颗粒在基面的滚动是否会产生

倾角变浅。同时，还对其进行相关的数值模拟，进

一步深化对实验结果的理解。 

他们选取的材料为合成的玻璃球颗粒，平均粒

径为 1.7-3.5m (图 1A, B). J-T 结果表明，主要的载

磁矿物为磁铁矿和铁（图 1C），磁滞回线和 Forc 图

数据(图 1D，F)指示了具有相互作用的单畴颗粒的

存在。 

将等质量的上述材料装入口径分别为 2.0 cm 和

3.6 cm 的试管，往试管中加入脱离子水，水位达 20 

cm，然后对其进行超声波振荡将颗粒分散开来，

后将试管放入赫姆霍兹线圈中，使悬浮液慢慢沉淀，

到达设定的时间后，将试管取出，测量沉积物的剩

磁及其方向。然后重新振荡后，放入线圈中沉淀。

如此，依次测量不同沉积时间获得的剩磁和方向，

以及沉积物的厚度。 

实验结果表明，沉积物的剩磁强度、倾角和沉

积物厚度随沉积时间系统变化，逐渐增加直至达到

稳定状态。选取稳定点的值进行分析（图 2），发现

样品的剩磁强度与外场大小有关，但不是 Taux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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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t (1984)提出的线性关系，而更像对数关系。另

外，细口径的试管的沉积剩磁比粗口径的更偏于线

性，说明磁化强度的获得过程与沉积物的含量亦存

在一定关系。另外，前人结果认为，与椭球形或板

状颗粒相比，球状颗粒引起的倾角误差应该很小，

但是我们的结果表明，球形颗粒的沉积剩磁亦存在

明显的倾角变浅，并且该倾角误差与外场大小存在

一定的关系，场越大，误差越小。该倾角误差应该

由颗粒的旋转引起，同时该旋转过程与场大小相关。 

数值模拟结果也表明，不同粒径的颗粒存在不

同的沉积时间，在颗粒沉积过程中，倾角浅化就已

经发生了，并且颗粒在基面的滚动和滑动是倾角变

浅的主要原因（图 3）。另外，随着外场增大，颗粒

随外场方向排列，滚动的作用减弱， 终倾角浅化

变弱。 

 

 
 

图 1 样品的信息汇总 A. 扫描电子显微镜结果；B. 粒径分

布；C. K-T 曲线；D. 磁滞回线；E. Day 氏投影图；F. Forc
图 

 
 
 

 
 

图 2  沉积剩磁的大小和方向与外加磁场的关系 
 

 
 

图 3  数值模拟的不同粒径的球状颗粒的沉积 
 

本研究亮点在于利用实验和数值模拟两个不同

的方法来重现球形颗粒的沉积过程以及该过程中颗

粒的相互作用，但是本文只是针对十分理想的球形

颗粒，所以在将本文的结论应用于实际样品时需要

谨慎。 

 
参考文献： 
Bilardello, D., J. Jezek, and S. A. Gilder (2013), Role of 

spherical particles on magnetic field recording in sediments: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results, Phys Earth Planet In., 214, 

1-13. 

 
IODP U1035 孔位 1.2Ma 以来的相对古强度

和环境磁学研究   

刘素贞                              

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的 303 航次于 2004

年在北大西洋钻孔，旨在研究第四纪期间千年尺度

的气候、水文及地磁场的变化。U1305 孔位的 大

特征是位于现在的西部边界底流（WBUC）的主轴

之下，因此可以用来反映西部边界流的强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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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部边界流是北大西洋底水（NADW）的主要组

成部分，因此该钻孔的研究可以协助我们探索北大

西洋底水在米兰科维奇周期驱动下的连续冰期-间

冰期旋回中的演化。 

 
 

图 1  RPI 及 D、I 随深度及年龄变化的曲线 
 
Mazaud et al.采用传统的相对古强度研究的研

究思路和方法，利用 2*2*150cm 的 U channel 从半

圆柱岩芯取连续样品，依次进行 NRM 及 AFD、、

ARM 及 AFD、IRM 及 AFD 测试；数据结果显示符

合 King（1983）及 Tauxe (1993)提出的相对古强度

研究标准。年代框架采用同位素及古地磁极性倒转

的节点进行内插获得。通过对比三个校正参数的

RPI 结果认为 RPI 具有可靠性，选用 ARM 作为校

正因子，得到 RPI 及 D、I 随深度及年龄变化的曲

线(图 1)。 

 

 
 
图 2 磁性矿物通量及磁铁矿粒度随年龄的变化曲线 
 
 古地磁方向的结果可以清晰地识别出 B-M 界

线、 Jaramillo 亚时的界线以及三个地磁漂移

（ 190ka-the Iceland Basin, 230ka-Pringle Falls, 

590ka-La Palma）。相对古强度的结果与 PISO1500

对比，吻合较好；同时，古强度的低值与极性倒转

和地磁漂移的时期一致，也验证了前人关于强度与

倒转频率相关性的结论。 

岩石磁学结果（图 2）显示，间冰期的样品中

磁性矿物的含量更高、粒度更粗，并且伴随更高的

沉积速率；而冰期则相反。考虑到磁性矿物的含量

变化可能由沉积速率、物源、搬运沉积过程及非磁

性物质稀释作用等因素引起，作者认为这种冰期-

间冰期的差异主要反映了底流作用强度的变化。间

冰期由于冰盖后撤带来更多物源输入，加之底流强

度的加大，使得研究区域的搬运和沉积量增加；而

冰期则相反，搬运和沉积量减少。NADW 的这一特

征同南极绕极流（ACC）正好相反。前人的研究表

明 ACC 在间冰期较弱，而在冰期较强。通过对比，

作者认为，在米兰科维奇旋回（千年-万年）的时间

尺度上，南北半球的洋流循环强度具有反相变化的

特征：间冰期北半球 NADW 强，南半球 ACC 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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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冰期北半球 NADW 弱，南半球 ACC 强。 

个人认为，本文作者及其团队采用 传统的相

对古强度研究方法，但并没有止于单纯建立起一个

RPI 或者 PSV 柱子；而是放眼全球，解决了一个较

大的科学问题。这应该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凭借非

常简明的数据发表在 EPSL 上的原因。其视野之宽

广、思路之新颖十分可贵，值得我们深入体会和学

习。 

参考文献： 
Mazaud, A., et al. (2012). "Relative paleointensity and 

environmental magnetism since 1.2 Ma at IODP site U1305 

(Eirik Drift, NW Atlantic)."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357: 137-144. 

 
 
 
 

 
 
 

探索地磁场时空演化的奥秘 

——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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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载：科学中国人 2013 年第一期 

 
地磁场是地球 重要的物理场之一，它起源于

地球外核磁流体运动，因此，地磁场演化蕴含着丰

富的地球内部动力学信息；其次，记录在岩石和沉

积物中的古地磁信息还可以用来研究地球板块的运

动历史。20 世纪初科学家发现了地磁极性倒转行

为，为随后板块构造理论和全球古海洋学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此外，地磁场可以有效地屏蔽宇宙射线，

保护地球生命，在地球生命演化历程中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通过与其它学科

交叉结合，地磁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展。目前古地

磁学的研究范畴已经从传统的板块构造和地磁场强

度演化研究，拓宽到岩石磁学、环境磁学、理论磁

学、生物磁学、海洋磁学以及环境污染等多个研究

领域，显出很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在近年来新一轮的学科发展中，中国科学院古

地磁与年代学实验室(PGL)研究团队获得基金委创

新研究群体以及中科院创新团队项目资助，立足学

科前沿，在古地磁学与年代学以及相关研究的领域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科学利器：建设国际一流的实验室 
 

古地磁学是一门集成野外与实验观测以及理论

模拟的综合学科，而实验室平台建设是学科发展的

前提与依托，尤其是 PGL 科研领域的发展与实验平

台建设密切相关。在过去十几年中，PGL 的平台建

设发生了质的飞跃，研究领域不断拓宽。 

PGL 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原地球物理研究所的

“古地磁实验室”，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古地磁的传

统领域。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与地质研究所

合并之后，PGL 增加了岩石磁学实验、地磁场古强

度测定、同位素定年、生物地磁学和稀有气体等实

验研究平台，成为国际上仅有的能开展古地磁、环

境磁学、年代学和稀有气体示踪地球深部过程的综

合性实验室，大大拓展了传统古地磁的研究领域。 

目前 PGL 的研究方向有地磁场演化与地球内

部动力学、板块运动学、综合地质年代学、生物地

磁学、岩石磁学与环境磁学以及稀有气体研究等领

域。研究的介质从地球各种岩石，到行星陨石。大

到行星尺度，小到微生物体内的纳米级磁性颗粒。

PGL 实验室综合平台的建设极大地促进了不同学科

的交叉与研究成果的产出。 

 
和谐团队：人才梯队建设与学科互补的优势 

 
自实验室创建以来，PGL 研究团队吸收了来自

地球物理学、地质学、地球化学、生物学、地理学

与物理学等多个学科的人才，为开展学科交叉研究

提供了基础与保障。该团队拥有研究员 5 名，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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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员 4 名（包括 1 名英国学者），开发技术员 1 名，

研究梯队与研究内容相辅相成。目前，研究团队成

员刘青松研究员侧重于基础岩石磁学、沉积物复杂

磁性机理以及海洋磁学的研究；潘永信研究员从事

地磁场与地球内部动力学以及生物地磁学方面研

究；邓成龙研究员的研究重点在于沉积盆地定年和

中、新生代陆地生物群年代学及其沉积环境背景演

变；王非研究员的研究特色是氩-氩年代学与热年代

学及其在地学中的应用，目前正在拓展建立

U-Th/He 低温热年代学实验平台；贺怀宇副研究员

的研究侧重地幔稀有气体同位素组成，为大陆岩石

圈地幔性质等重大基础地质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研究

方法；田兰香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生物地磁学研究；

秦华峰副研究员和 Paterson 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地磁

场古强度研究和仪器研发。 

PGL 团队的贡献充分地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

目前，潘永信研究员任国际地球深部研究（SEDI）

咨询委员以及国际知名地球物理杂志<Physics of 

Earth and Planetary Interiors>的编委；刘青松研究员

任国际地磁学与高空物理学协会（IAGA）岩石磁学

工作组主席。 

PGL 目前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

的联合实验大平台。在未来的 5 年中，PGL 将组建

两个相互联系的学科组：古地磁与年代学学科组以

及地磁学与内部动力学学科组。各个分支方向的学

术带头人在和谐的科研气氛，侧重各自重点，同时

围绕地球与行星磁场演化核心主题联合攻关。 

 
前沿理念：开放、创新、育人、快乐科研 

 
如果说先进的仪器是基础，高素质的团队是源

动力，那么前沿的理念便是整个实验室团队的灵魂

与核心，是引领实验室的发展方向，培养创新人才，

推动前沿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PGL 在发展历程

中，始终秉承开放、创新和育人的前沿理念，在经

验中积累，在积累中前行。 

古语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PGL 的第一

个重要理念就是“开放”。实验室每天 24 小时，全

年运转，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开放给国内外的研

究人员进行相关研究。进入实验室所有科研人员自

己亲自做实验，并负责值班期间实验室的卫生与安

全。实验室有完善的仪器预约、由学生当研究助理

并操作培训的管理体系。 

在 PGL 的开放体系下，这里成为了来自各地科

研工作者思想交流的场所。PGL 研究团队定期举办

各种层次的会议，从团队内部例行的周会，到 3 年

一次的地球行星内部国际研讨会（BEPIS），帮助团

队内部及国内外团队之间的交流讨论。在 PGL，

大的感触就是国际化的研究氛围，这里有来自世界

各地优秀科研工作者的身影。目前 PGL 团队已经创

建了中 - 法生物矿化与纳米结构联合实验室

（LIA_BioMNSL）和中-法季风-海洋-气候联合实验

室(LIA_MONOCL)，分别在生物矿化、生物地磁学，

以及海洋地质与地球物理学方面开展卓有成效的国

际合作。这种开放化的管理体系不仅极大地促进了

科研人员之间思维的碰撞和新思想的产生，而且成

为不同国度和不同领域研究人员之间的纽带。实验

室已成功举办了两届地球与行星内部国际研讨会和

第 2 届趋磁细菌与生物矿化国际研讨会。 

PGL 的第二个理念就是坚持创新。PGL 团队在

不同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下，把握学科交叉机遇，

开辟了生物地磁学研究新方向，拓宽了古地磁学的

传统研究领域。先进的设备和实验手段是保持实验

室长久站在研究领域前沿的基础，也是推动整个领

域发展的客观条件。针对实验研究的需求，实验室

已经成功研发古地磁领域新一代热退磁炉，目前正

在积极开发变频磁化率仪、自动磁化率仪等。此外，

通过建立新的生物磁学、矿物磁学、稀有气体等技

术平台，保证实验室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地位。 

实验室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培养一流科学家。

PGL 的育人理念分为两部分：育才和育德。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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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与教学活动相结合，是 PGL 主要的育才理念。在

科学研究方面，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创造宽松

自由的学术环境，提供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和合作机

会。PGL 团队 具特色的育才理念是培养学生对仪

器的了解，每台仪器都有学生做仪器助理，负责日

常的仪器监控和维护。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仅加深

了对仪器原理的了解，也培养了作为实验室成员的

责任心。PGL 团队也为其他机构研究工作者提供培

训，比如 PGL 开设的“古地磁与年代学及地质应用”

培训班，除了为学员提供高质量的课程外，也提供

给了一个共同交流的平台。 

在育德方面，PGL 制定了明确的规章制度规

范和监督学生的实验态度和行为。育德育才，方能

育人。正是由于坚持自己的育才理念，PGL 团队才

能坚实迈出每一步，拥有今天的发展。迄今为止，

PGL 为古地磁学及相关地学领域培养了大量的优

秀青年人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科研与教育基地，实

验室已经毕业研究生 50 余人，其中有 8 人获得教授

/研究员职位、10 人获得副教授/副研究员职位、7

人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3 人获得中科

院青年科学家奖。 

人才培养是实验室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实验

室为青年人才的成长和科研提供了紧张而又有张力

的环境，并且这股年轻的力量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

能动性。为了加强学生们的凝聚力，实验室非常注

重实验室文化和体育建设，营造健康快乐的工作学

习氛围，在实验室上下形成了良好的精神面貌。他

们拥有自己的民族乐队、足球联盟、篮球团体、攀

岩小队。极具特色的咖啡角更是成为实验室成员休

闲、聊天、分享新闻的天地。PGL 推出了自己的学

术生活杂志“PGL Letters”，展示出了实验室的精神

面貌。这种时尚气息使 PGL 团队充满快乐与激情，

大大改善了实验室的科研创新氛围，促进了团队的

建设与发展。 

 

地磁场演化：穿凿时空的钥匙 
 

古地磁信息是穿凿时空的一把钥匙，其研究涉

及多重领域，可以从磁性物理学研究跨越到地质学

应用研究。古地磁信息的载体是磁性矿物，我们可

以从如下多个角度去研究：1)自然介质中所含磁性

在地磁场中会定向排列，从而记录地质历史时期的

地磁场信息。样品携带的剩磁我们称之为天然剩磁。

在实验室中，对天然剩磁进行退磁，可以获得地磁

场的方向和强度信息；2)磁性矿物作为一类特殊的

矿物，它的生成、运移、沉积以及后期改造与各种

地质环境过程相关，从而样品的磁性可以被有效地

用来研究地质历史时期中相关的气候与环境演化过

程; 3)磁性矿物的磁性变化机理研究。通过综合计算

机模拟与先进的岩石磁学方法，研究模式磁性矿物

（包括实验室合成的标准磁性矿物以及磁细菌体内

外合成的磁性矿物）的磁性与控制因素，为判别古

地磁信息可靠性、正确解译环境磁学信息以及研究

生物矿化与生物医学等提供基础。 

在地质历史时期中，地磁场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变化。地磁极性曾发生过频

繁的倒转，但其倒转过程和机制并不清楚。为了解

释这个谜底，在上世纪末期，我们对中国黄土-古土

壤序列开展了高分辨率的古地磁研究。结果表明，

发生在 78 万年的 后一次地磁极性倒转(松山-布容

倒转)持续了几千年的时间，一个完整的地磁极性转

换包含了多次快速倒转过程，同时伴生着地磁场强

度的大幅度降低。如果把在转换过程中的地磁极投

影在地球上，会进一步发现地磁极的运动轨迹不仅

存在环太平洋分布的特征，而且还常常在一些特定

的地点(如澳大利亚)聚集成簇，暗示着倒转过程与

地球内部结构密切相关。这些发现极大地加深我们

极性倒转这一神秘现象的理解。 

在地质历史时期中，发生了很多次的极性倒转

行为，我们把 1 百万年发生的地磁极性倒转次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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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地磁极性倒频率。在白垩纪中期的 121-83 百万

年间，地磁场极性没发生倒转，看上去非常平静，

这一现象被称之为白垩纪正极性超时(CNS)，或白

垩纪超静磁期。对于形成 CNS 的机制在国际上一直

存在争议，其核心问题在于 CNS 期间地球磁场的强

度到底是高还是低。我国东部分布着大量的白垩纪

火山岩，它是记录地磁场信息的 有效的介质之一。

PGL 团队通过深入研究这些火山岩记录的古地磁

场信息，揭示出了在 CNS 之前地磁场地磁强度在升

高，与地磁极性倒转频率的降低呈负相关关系；而

在 CNS 期间地磁古强度并非单一的高或者低，而是

在一个较高的值附近波动，这些研究发现为揭示

CNS 发生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约束，具有重要地球内

部动力学意义。 

地磁极性倒转具有全球统一性，把过去 165 百

万年以来所有的地磁极性倒转时间排在一起，可以

建立一个全球标准的地磁极性年表(GPTS)。如果把

沉积物记录的地磁极性序列与 GPTS 相对比，就能

获得沉积物序列的年代框架，这个研究方向称之为

磁极性地层学。比如，中国北方著名的泥河湾盆地

发育了良好的晚新生代河湖相地层，并且其中包含

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旧石器遗址，是研究中国

北方第四纪环境、旧石器考古和早期人类演化的一

个关键地区。然而由于这套沉积物中缺乏适合进行

同位素精确定年的材料，致使该盆地内诸多旧石器

地点的年代问题一直存在争议。PGL 团队首先深入

研究了泥河湾盆地复杂沉积物记录弱剩磁的机理和

研发了新的实验方法，在此基础上，综合岩石地层

学和生物地层学研究，建立了该盆地的磁性地层年

代框架，厘定了泥河湾动物群的时代，并在国际上

首次确定了争论已久的小长梁、马圈沟等著名旧石

器遗址的年代，建立了泥河湾地区早期人类活动年

代序列，为早期人类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近些年，PGL 的研究思路在于逐步拓宽其研究

领域，在中国黄土的磁性机理、生物磁学及应用、

化学合成磁性材料的性质研究、氩氩热年代学以及

稀有气体在地幔演化与比较行星学领域应用方面也

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地磁场影响生物圈是地球深部

制约地球浅层环境和宜居性的重要形式之一，根据

科学发展趋势，PGL 团队率先开展了地磁场对动物

到微生物影响的学科交叉研究，在动物地磁导航、

微生物趋磁性和矿化、以及生物磁性纳米颗粒应用

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创新性成果。 

展望未来，PGL 团队将继续坚持现有的实验室

管理与人才培养理念，面向学科前沿，继续拓宽研

究思路，走出国门，以全球视野关注地球科学重大

问题，为进一步推动学科发展而努力。古地磁场研

究方面，进一步结合理论模拟与实验观测，探索自

地球形成以来地磁场的演化历史及其内部动力学过

程。构造磁学方面，将关注重要构造单元的运动历

史，为古大陆再造、古地理重建提供有力的运动学

约束。年代学方面，将古地磁学与同位素年代学有

机结合，为重要地质事件提供坚实的年代学制约。

在岩石磁学方面，将结合微磁模拟与先进的岩石磁

学技术，系统地厘定自然界中不同磁性矿物间的复

杂磁性机理及相互转换关系；环境磁学方面，综合

海陆记录，关注全球粉尘运输与大气演化模式。惰

性气体研究方面，将不仅关注地幔演化，并跳出地

球的圈层，从比较行星学角度看地球演化的独特性。

总之，PGL 团队通过集成多学科的优势，希望为研

究地球的长期演化提供一把真正穿凿时空的钥匙。 

实验室网站： http://www.paleom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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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PGL 团队的研究内容 
 
 
 
 
 
 
 
 
 
 
 
 
 
 
 
 
 
 
 
 
 
 
 

 

图 2 PGL 团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总结(按照时间演化排序)。

（a）岩石磁学研究；（b）生物磁学与应用研究；（c）地

磁极性倒转过程研究；（d）泥河湾盆磁性地层学研究；（e）

西藏地区构造磁学研究；(f)白垩纪超静磁前期火山岩记录

的地磁场古强度变化。 

 
 

 

 
科研思考系列 

 
 

一 全局与局部 

胡鹏翔 

 

如若爱科研，科研则是一种艺术。一份成果自

然不是几页 word 文档，而是一件艺术品。考察一份

科研工作如何，自然就是看艺术品品质如何，价值

几成了。艺术品的价值和品质并不一定成正比，大

多数时候还要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就像好的科研工

作不一定引用率高一样。先不谈此方面，品质还是

货真价实的内在属性。说起审美，大家应该都不陌

生，无论是赏花，赏月，还是赏秋香，肯定是要先

整体看看，顺不顺眼；再仔细观察，精不精致。总

不至于，章子怡的脸蛋配上施瓦辛格的身体，纵使

每一处都完美至极，那赏起来也不是个味道。 

做科研的道理应该也大同小异。很多时候，为

了确保每一张图，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甚至每一

个参考文献格式都尽量完美无瑕，不惜花很多功夫

去雕琢这些细节。可完成后发现，整体思路还有欠

缺，于是不得不重新来一遍。这样下来，做了好多

无用功。做实验时也有同感，为了让数据看起来更

连贯，不惜一下做几千个样品，后来发现参数不合

适，好点的重新来过，差点的样品就费了。以上的

科研小坎坷，其实都来源于对整体思路的把握不到

位，用老板们的常用语来说，就是“不动脑子！”，

“没有条理！”，“太盲目！”。其实被批的时候都挺委

屈的，我做了这么久，没功劳还有苦劳呢。但仔细

想想，也不是没道理。美的感受，第一印象肯定来

源于整体感观，也就是一种能让人愉悦的风格。在

科研上来看，应该就是思维的奇妙性，逻辑的缜密

性。这实际上也是 难的，需要全面的知识体系，

良好的自我定位，清晰的构思。这些都是多年的打

磨才能造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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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整体美细节粗糙也难成大器。 经

典的例子就是赝品，以假乱真是乱外行的，内行人

一眼就能识破。笔者自己就经历过因为细节而文章

被拒的惨痛经历，所以此类错误的后果还是相当严

重的。对细节的打磨是一种态度，体现了一个人的

科研素养。一般来说，一个刚入门的新手可能缺乏

对整体的把握能力，但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个数据，

每一次实验，建立 基本的科研态度，才可能有真

正的发展。 

总而言之呢，秋香美是貌美，身美，心灵美三

美合一，缺一不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其实比较简

单，就是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缺一手无异于无

手。 

 
二 不破不立 

刘建兴 

 
何为“不破不立”？简单地说，就是“旧的不

去新的不来”，也即不破除旧的，就不能建立新的，

出自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不破不立，不塞不

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不破

不立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

人们思想和意识不断提升的必然规律，这种思维方

式在各种创新领域表现地 为突出，比如要设计一

种新的汽车款式，就必须打破原有汽车款式的设计，

在其基础上改变或者完全重新设计，哪怕一个小主

意的改变也表现着不破不立的道理。 

同样，在科研中我们也要牢记不破不立的道

理，好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完全循规蹈矩的对待我们

手头的数据往往得不到创新的观点，只有在已有的

知识体系下加以突破，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有所亮点，

当然不破不立并不代表对已有体系的完全摒除，破

是指突破而非抛弃，同时立也要有所根据，而非主

观臆断，即立论要有根有据，要自圆其说。 

结合我自身的经历来说，来到古地磁实验室已

经半年多了，但是感觉自己这半年好像什么都没有

干，感觉自己过得很空，其实关键就是自己还是不

能从以前硕士时期的那种生产式的科研模式中摆脱

出来，老是觉得自己只要手头有事干就可以了，而

很少去主动深层次的提出问题并加以分析，还是在

重复以前的东西，也就是突破不了旧的模式，也就

更谈不上能有所立了，所以感到自己过得很空也就

不足为奇了，虽然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要从以前

的生产式的科研模式中走出来，学会从真正科研思

维的模式去科研。但是到目前为止自己还是没有实

现完全的转变，以致总是感觉自己在学习而不是科

研。我想这其中更多地就蕴含着不破不立的涵义。

其实仔细想想，每一个好的观点的提出都是对已有

观点的升华和突破，所以突破旧观点立新观点在科

研中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要想在科研上有所立就

要学会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三 创新之路 

姜兆霞 

 
    现在让我们谈创新，感觉有点为时过早，毕竟

科研经历有限，根据已有的经验来谈论这个问题有

些捉襟见肘。那我就先浅谈一下个人对科研创新的

理解。 

     第一次接触创新这个词，还是在小学的自然课

本上，宇宙飞船上天了，又一个卫星发射成功了，

牛胰岛素发现了……诸如此类的内容，那时候觉得

这种工作才是创新，“创新”是一个很神圣的词，是

我们可遇而不可求的。也许是当时课本知识的熏陶，

所以大家谈理想， 多的还是要当科学家，长大要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做贡献。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阅历的增加，想做科学家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因为

大家意识到了那些科学家光环背后的艰辛，并不是

每个人都能够坚定的走下去。要取得一定的创新，

需要长期知识经验的积累，从广度到深度，同时还

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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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累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想要在一个领域有所

创新，必须对这个领域的知识背景了如指掌，并且

在该方向做出长期的努力工作，让一个初出茅庐的

人马上取得创新性的成果是不可能的。我们实验室

也不乏创新性工作，像曹长乾师兄的铁蛋白仿生合

成及其在医学中的应用，当时听他的博士答辩，觉

得工作创新性很强，相当漂亮。佩服之余，也能感

受到他的艰辛与努力。全国各地做实验，成功的实

验背后是多次失败的积累。所以，大家不要感叹自

己为啥没有取得创新性的成果，那是因为我们的积

累不够，我们还在通往创新的路上。但是，有人会

问，国外很多博士或博士后在科研道路上探索的时

间比一些教授少之又少，为什么他们会取得很多创

新性成果? 所以，需要重申，这里的积累不是时间

的堆积，而是在本领域深度和广度的积累。并且有

的时候创新也不仅是一个人积累的过程，而且还需

要隔代之间的积累和传承。现在很多诺贝尔奖的获

得，并不是单纯那几个获奖者的工作，而很多是几

代传承的结果。就像牛顿所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

膀上。 

    另外，创新还需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和勇于抓

住机遇的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

们看来纷乱的数据，拿到老板面前立马就变成了完

美的结果。数据还是那组数据，视角不同，获得的

信息就相差甚远。这主要归咎于我们“先入为主”

的思维模式，总会对实验数据有一定的预期，如果

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结果，就是坏数据。但是数据

并没有好坏之分，存在即有价值，就看我们要解决

什么问题。感性的将数据打上标签，本身就已经错

过了创新的一次机会。就像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

如果当时他直接把长满青霉的培养皿扔掉，重新继

续培养自己预期的金色葡萄球菌，那么他也不会成

为青霉素的发现者。所以说，创新总是留给善于发

现并把握机遇的人。 

    创新之路漫漫其修远，吾辈将上下而求索！ 

四 新手的选择 

苏凯 

 

研究生阶段已经过了一半有余，不知道和我同

阶段的其他同学们怎么样，总感觉自己对科研还是

没有入门，或者说对科研的认识还是不够清晰。 

新手阶段必定有着各种各样的困惑和迷茫，这

篇新手的选择可能有些消极悲观了，不过权且将其

作为自白书讲一下自己目前的心结。 

年轻时候认为的科研应该是类似于物理或者数

学等，这类学科伴随着严谨的推导得出一些精确的

结果，那时候对这类学科很感兴趣，虽然只是解一

些抽象的问题，但仍会时不时感觉到一些虚幻的成

就感。后来接触了地质学，感觉这门学科更像是文

科类，是一种认知型的学科，要做的都是对现象的

解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结论如何和

研究者有着莫大的关系，这就和我认为的科学有些

出入，地质问题类似于直接给你一个可以观察到的

结果，然后让你去推断得到这个结果的过程，即使

有着各种人为设定的边界条件的限制（这种边界条

件本身的正确性有时候都让人难以完全信服），仍然

感觉没有足够的线索得到想要的结论。有时候某位

学者在研究一块区域的时候提出一个模型，将其挪

用到其他地方就不恰当，甚至在本研究区也不具有

普适性。我一直认为人类对外界的认识都是基于自

身，这样描述世界的参数就很受限制，如温度压力

等变量都是可以感知到的，那么这就导致遇到一个

问题的时候可能这些参数根本不足以描绘出结果的

轮廓，可能需要提出新的参数去解释或者去迎合自

己渴望得到的结果。那么新提出的参数就见仁见智

了。其实这是很矛盾的，本来人认识世界就是主观

的，总想客观地解决问题还是有点太理想化了。越

写越有点不知所云了，罢了。语言能力还是太匮乏

了，无法清楚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和刘老师交流过几次，总结了些心得：自己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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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疑惑太多、科研热情不足；科

研思维不够敏锐，不能明确自己想做的方向，另外

在读文献和实验过程中不能有效的修正自己的思路

并对研究方向进行再定位；科研态度不够端正，对

基础知识掌握非常不足。看来科研还是有着非常长

的路要走。记得有次和刘老师说现阶段就想做出一

个自己信服的成果，虽然长期目标还不够明确，目

前还是决定向着这个短期目标努力进发。记得高中

语文有一章叫做“慢慢走，欣赏啊”，套用这句话，

在这个阶段踏实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看看这段经

历能给自己反馈什么样的东西。科研路漫漫，慢慢

走，欣赏吧！ 

 

五 我的科研规划 

苏有亮 

 

十五年前，刚刚结束期中考试，我骑着自行车

在傍晚的椰树林边经过，心里想着十年以后，我会

在做什么。英语老师还是英文翻译？由于对英语的

热爱我正在热火朝天的背着单词，记着句型。那个

时候的我，估计是不会想到自己会来到四千公里外

连颗新鲜椰子都见不到的北京，并投入一项与英文

翻译毫无关联的科研工作中。 

对于这项椰子树旁的小孩如何也想象不到的工

作，我在与人谈起时，总是谨慎地得意着。之所以

谨慎，是因为太多的人只是为了赚钱养家而工作，

之所以得意，是因为这项工作存在的意义，亦因为

我对于这项工作的有所追求。 

这一路走来，椰子树旁的孩子并没有清晰的规

划过，也不曾有这种清晰规划的能力。这些并没有

影响到他走到今天，面朝着一片更加美丽的景色继

续前行。但这的确要感谢强迫式的填鸭教育，能让

没有规划的人也看起来那么井井有条，一步一个脚

印的前行。今后的路，自由更多了，自己的责任也

就更重了，让人不得不揉揉眼睛，仔细回顾下过去，

总结些经验，以便能清醒的迎接未来。 

回顾之前的每一次重要考试，我无不是在 后

阶段才奋起直追。这种临阵磨枪的功力也随着一次

次的运用，而越来越得心应手。就这样，我顺利的

考上了初中、高中、大学甚至考研也是这样度过的。

结果是好的，过程是惊险的，收获是寥寥无几的。

都说养成良好的习惯，会一生受益。但我遗憾的发

现，一路走来，我养成的 顽固的习惯竟然是高效

率的临阵磨枪，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侥幸心理。这使

得我非常缺乏日常的知识积累、逻辑搭建，一个只

善于应付考试，对知识并无全盘理解的人，如何在

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观点？ 

对于未来，与其设定明确的计划，不如养成些

受益一生的习惯。就像椰子树旁的孩子揣着英文翻

译的梦做了科研工作一样，只要做好该做的，结果

他不用你去操心。 

关于好习惯，我有几个不成形的想法，在接下

来的实践中，会继续体会不断修正： 

第一，关于阅读，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阅读

习惯急需养成。文献阅读不足，缺乏完整的知识体

系。究其原因，还是不能体会愚公移山时第一锹土

对于 终结果的重要意义，事情总是恨不得两天能

完成，否则就懒得做了。时间总是往前盼时感觉过

得很慢，往后回顾时却又感觉很快很快。知识的积

累可能也是如此，每一次阅读前后相比，并无飞跃，

但若与半年前甚至半月前相比，必有些许感悟。 

第二，关于野外，野外是地质工作的基础也是

思路的源泉，保持一定的野外频率，对于科研有着

重要的意义。在云南第一次独立出野外，捞上了我

的第一桶泥巴。湖水深 10 多米，试着捞了几次都失

败。电话请教了储老师后，找到了方法，之后便轻

松打捞。第一桶泥巴，让我很激动，当天很晚才睡

着，想了很多关于野外关于科研的事情。或许于我

而言，出野外不但能启发我的思路，更能不断的激

发我对科研的热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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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关于沟通，与其蒙起眼睛一味的表达自

己，不如张开耳朵一问一答的互动。针对我自己的

情况，我认为这有两层意思；其一提高表达能力，

尽量换位思考，我说的并不是我要说的，而是别人

理解我的意思需要听到的。其二开阔科研思路，以

开放的态度，对待各种讨论的声音，跨学科的/跨领

域的甚至非科研人员的，旨在建立更加多元化的逻

辑体系，让思路更开阔。 

只愿数年后回首看来，我的确是在这些方面努

力改善着自己，至于那时的我是走在哪条路上又有

着如何的风景，那就悉听尊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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