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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地质演化的几个主要阶段和存疑 

Major stages and doubts of Martian geological evolution 

肖龙 1*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的地质演化一般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前诺亚纪、诺亚纪、西方纪和

亚马逊纪。后三个阶段中，每一个又被划分为几个亚阶段（世）。本文介绍不

同地质时期的地质作用类型、强度等火星表面的记录，以及他们对火星气候

环境和宜居性的影响。讨论了其中有待解决的主要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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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坦佩高地东侧的脊状地貌研究 

A Study of Sinuous Ridges to the East of Tempe Terra, Mars

刘正豪 1,2, 刘洋 1,3*, 潘露 4, 赵健楠 5, Edwin S. Kite6, 武雨纯 1,2, 邹永廖 1 
1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

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4哥本哈根大学, 5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6

芝加哥大学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早期的气候是温暖潮湿还是寒冷干旱一直是行星科学中尚未解决的关

键科学问题之一。火星表面广泛分布的含水矿物和水流地貌显示火星早期存在持

续的暖湿气候，然而气候模型却认为火星早期可能长期处于干冷气候。脊状地貌

是火星上一种与水流作用相关的条带状地貌，研究火星上广泛分布的这类地形地

貌特征可以为理解火星古气候演化问题提供重要的约束。本次研究我们对位于火

星南北二分性边界上的诺亚纪时期的脊状地貌进行了详细分析，发现该脊状地貌

与火星早期水流活动紧密相关，可能是河流干涸以后由侵蚀作用形成的倒转河道

带。沿脊状地形广泛分布的富镁蒙皂石洪泛平原粘土矿物进一步证实了倒转河道

带这一假说。我们的研究表明，假设火星早期正如气候模型所预测的那样长期干

冷的话，火星在诺亚纪时期也曾经存在过是由火山、撞击作用或自转倾角改变所

引发的间歇性的温暖潮湿时期。

3



火星表面雅丹地貌地质特征及古环境意义:基于 Aeolis-

Zephyria 地区的研究

Ge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yardangs on Mar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aleo-environments: based on the study in Aeolis-Zephyria region

王江 1*, 肖龙 1, 黄俊 1, 赵健楠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或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雅丹地貌为典型的风蚀地貌，其物质组成和形成过程记录了当时的气候信息。

火星赤道地区的梅杜莎沟槽组（MFF）中雅丹地貌资源尤为丰富，但当前对该区

域雅丹地貌的形貌学和年代学的定量化研究仍较为薄弱，制约了对其形成与演化

过程的认知。本研究以 MFF 西部 Aeolis-Zephyria（AZP）地区的雅丹地貌为研究

对象，综合利用火星探测器新近获得的高分辨率影像、地形数据和光谱数据，对

AZP 地区雅丹地貌开展系统的形貌学和年代学定量化研究，建立了火星雅丹分

类体系，阐明了 AZP 地区雅丹地貌的地质特征及时空分布特征，总结了区域内

雅丹地貌的演化模式和控制因素，为了解火星表面古环境提供了参考。

形貌学研究：火星 AZP 地区雅丹地貌可分为 10 种类型，归纳为四种组合，

分别为方山组合（M 组合）、长垄组合（L 组合）、锯齿组合（S 组合）、鲸背组合

（W 组合）。区域内 W 组合雅丹的长宽比小于 5:1，平均约为 3:1，而 L 组合雅

丹的长宽比以大于 5:1 为主。区域内雅丹高度多在 100 m 以下。在 Aeolis 高地和

AZP 中央盆地内，雅丹的取向多为 NW-SE，在靠近南部高地部分雅丹的取向为

S-N 向。而在 Zephyria 高地区域，雅丹的取向则较为复杂，主要取向为近 S-N 向，

近 W-E 向，NE-SW 向和 SE-NW 方向的雅丹。

年代学研究：AZP 区域内撞击坑溅射毯的改造年龄集中在 490-630 Ma，均

属于晚亚马逊世。被 MFF 物质覆盖了部分溅射毯的撞击坑获得较老的原始年龄

为 3.48 Ga，表明 MFF 物质在西方纪早期已经开始堆积，MFF 雅丹开始形成的

年龄不早于该年龄。覆盖了 W-H 型雅丹的撞击坑溅射毯定年结果表示 AZP 中央

盆地中的 W-H 型雅丹可能形成在
50
50520+
−  Ma 之前。 

基于不同类型雅丹地貌和地层分析，结果表明 MFF 的形成过程是不连续的，

雅丹形成在 MFF 堆积的间断期间，这种堆积间断至少经历了 4 次，当地盛行风

也发生了至少 4 次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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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古老火山上的风化壳 
Weathering profiles on ancient Martian explosive volcanoes

叶斌龙 1, Joseph R. Michalski1* 

1 Division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and Laboratory for Space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e-mail: jmichal@hku.hk

主题分类：A -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爆裂式喷发的火山活动是类地行星一种重要的地质过程，许多研究表明，这种喷

发形式可能主导了类地行星早期阶段的火山活动 [1,2]。由于火星上较低的重力和稀薄的

大气，火星上的火山爆发性更强 [3]。爆裂式喷发很可能会释放出大量的 H2O、SOx、

CO2、CH4和 H2等温室气体，并产生大量的细粒火山碎屑,这些温室气体和尘埃会对早

期火星气候产生重大影响 [1,3]。水与这些火山碎屑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能够在短时间内

形成大量的蚀变矿物
[1,3]。但是很少有直接的证据表明火山喷发，诱发的气候变化和活

跃的化学风化三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本研究报道了 Thaumasia 平原东部上古老火山上的风化壳。一号火山南北长 150公

里，东西宽 90公里，高出周围平原 2公里，包含一个近圆形的火山口。二号火山南北

长 60公里，东西宽 30公里. 高出周围平原 1公里。这些火山的年龄非常古老，大约

形成于 40亿年前
[4]。从山顶辐射出来的蜿蜒的河道是这些火山最显著的特征。另外，

火山的表面缺乏熔岩流和大石块，相对低的热惯量和层状的沉积，这些特征与火星上

溢流式喷发的火山地貌不同。这些证据有力地表明了这些火山是爆裂式喷发形成的。

研究 CRISM 的光谱数据发现 Al 粘土和 Fe/Mg 粘土。部分光谱还发现了在地球蚀变的

火山灰中常见的水铝英石和伊毛缟石。其中在一号火山上还呈现了出明显的地层关

系，可见富含 Al/Si 的物质覆盖在 Fe/Mg 粘土上，与火星南部高原上广泛发育的风化

壳的特征一致
[5]。 

大约在 30到 40亿年前，火星表面有过短暂的温暖湿润的气候，其具体的致暖机

制还很有争议，关键是这些致暖机制的持续的时间。这些细粒的火山碎屑物富含火山

玻璃，疏松多孔，有着非常大的比表面积，很可能缩短了形成粘土矿物的时间 [6]，对

于火星的早期气候和南部高原上广泛发育的风化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Michalski, J.R. and Bleacher, J.E., 2013. Supervolcanoes within an ancient volcanic province in Arabia
Terra, Mars. Nature, 502(7469), pp.47-52.
[2] Huang, J. and Xiao, L., 2014. Knobby terrain on ancient volcanoes as an indication of dominant early
explosive volcanism on Mar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1(20), pp.7019-7024.
[3] Wilson, L. and Head III, J.W., 1994. Mars: Review and analysis of volcanic eruption theory and
relationships to observed landforms. Reviews of Geophysics, 32(3), pp.221-263.
[4] Xiao, L., et al., 2012. Ancient volcanism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rmal evolution of Mar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323, pp.9-18.
[5] Carter, J., et al., 2015. Widespread surface weathering on early Mars: A case for a warmer and wetter
climate. Icarus, 248, pp.373-382.
[6] Ugolini, F.C. and Dahlgren, R.A., 2002. Soil development in volcanic ash. Global Environmental Research-
English Edition, 6(2), pp.6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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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 Huygens 区域在诺亚纪-西方纪之交的干燥气候： 

来自谷网形貌与水系特征的证据 

An arid climate during the Noachian-Hesperian transition in the 

Huygens region, Mars: Evidence from morphological and 

hydrological study of valley networks 

史语桐 1, 赵健楠 1, 肖龙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流水作用在火星早期地质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火星表面塑造出

外流渠道、谷网、冲沟和湖泊等多种地貌。谷网作为火星表面最古老的流水地貌

之一，其形态学特征与成因背景对于重建火星早期古气候、认识诺亚纪-西方纪

之交的环境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数次火星探测获得的多源遥感数据对火星南部高原Huygens撞击盆

地区域谷网地貌的形态、分布与年龄进行了研究。Huygens 区域内已识别谷网为

198 个，平均水系等级为 2.45，包括 5 条 5 级的复杂谷网，水系格式以树枝状和

平形状为主。谷网平均弯曲度为 1.15，以小于 1.3 者居多。纵剖面多呈不规则下

凹形态，横剖面多呈对称 V 型，上下游宽度大致一致而深度变化不一。1-2°的地

形坡度最有利于区域谷网的发育。位于盆地边缘谷网的源头形态上兼具径流与地

下水渗流的特征，其中源头位置相对 Huygens 盆地顶缘较近者多具有较长的水

系和相对复杂的分支。通过 CSFD 方法获得的外环谷网年龄为~3.6 Ga，内环谷

网年龄为~3.5 Ga。结合谷网形貌和表面成分分析，本文认为 Huygens 盆地作为

可能的古湖泊，在 N-H 之交经历了多次短暂表面流水活动，主要水源为主导的

大气降水结合区域性的地下水，对应气候为相对干冷的气候下间歇性的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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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AD Observations of Temporal Variations of CO2 Ice Deposits in 

South Pole of Mars 

8

徐晓婷 1, 徐懿 1*，孟旭 2 
1澳门科技大学 2广州大学 

9:;<=>>%>>>?8>>>>>?8>>>>>8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8

@A<BCDEFGHIJK=均可8

LMNO=8

火星两极覆盖着数千米厚的冰盖分层沉积物，这些沉积物记录着火星气候演

变的历史。火星轨道探测器上的浅地表雷达 SHARAD在南极分层沉积物中发现
了埋藏的干冰，其体积接近当前火星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因此，南极地区二氧化

碳沉积物的沉积和挥发会对火星的大气和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主要采用 11
年以来的 SHARAD数据研究次表层 CO2沉积物厚度的时域变化规律，并根据表

层和次表层物质的挥发和沉积的机制分析变化原因。在目前的工作中，我们选择

了不同年份不同季节的轨道交叉点数据，通过提取雷达次表层回波图获得了表面

和干冰层下边界的时延变化，根据干冰的介电常数计算出了地下干冰层的厚度变

化。在 100 平方公里内一共统计了四千多个数据点。整体厚度变化呈现类似
Guassian的分布，但其不随距离而增加，说明该变化不是由区域差异引起的。此
外，统计结果显示夏季的 CO2层薄，而冬季最厚，厚度变化范围在 14-41 m。前
人的研究表明，地表干冰层的季节性平均变化不到 1米，而地下干冰层因其上边
界水冰层的保护更难挥发。之后，通过对不同季节脉冲宽度的统计分析，发现脉

冲宽度会随季节变化。说明雷达测量的干冰层厚度变化结果可能是由于表面粗糙

度对雷达信号的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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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s and Ejecta Mobility of Layered Ejecta Craters in the Candidate 

Landing Areas of Tianwen-1

S. Niu1, F. Zhang1,2, K. Di3,4, S. Gou1,3, Z. Yue3,4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unar and Planetary Science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niuvictory@163.com) 
2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State Key Laboratory of Remote Sensing Science, Aerospac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4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Comparative Planetology, Hefei, China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Martian impact craters typically exhibit layered ejecta morphologies relative to 
ballistically-dominated ejecta observed on the Moon and Mercury. Layered ejecta 
craters (LECs) are thought to form from the interaction of the ejecta blanket with the 
volatile content sourced from the target and/or the atmosphere. Ejecta mobility (EM) is 
a ratio of the ejecta runout distance from the crater rim to crater radius and it is believed 
to provide key information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urface volatiles (water/ice) at 
the impact time. LECs may have formed during an unusual geological epoch and the 
onset diameter (the minimum diameter of LEC in each area) could reflect the depth of 
subsurface volatiles at the time. In the two candidate landing areas for China’s first 
Mars mission (Tianwen-1), we performed crater counting on 78 LECs and 
morphological analysis of their layered ejecta to gain a deeper insight into the 
subsurface ice conditions. 

Measuring the ages and the EM values of Martian LECs could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history of regional subsurface volatiles concentration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subsurface volatile conditions in the Isidis-Utopia Planitia 
connection region and southern Chryse Planitia might have undergone different 
evolution histories. The concentration of subsurface volatiles in the Isidis-Utopia 
Planitia connection region suggested a stable trend over time, while that in the southern 
Chryse Planitia shows a downward trend over time. 

A combination of ages and onset diameter of LECs suggests that a layer of 
subsurface water/ice may still exist at a depth of ~500 m in the Isidis-Utopia Planitia 
connection region, and at a depth of ~800 m as inferred for the southern Chryse Plani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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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乌托邦平原“天问一号”着陆区地质背景研究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ianwen-1 Landing Site at Utopia 

Planitia, Mars 

吴兴 1, 刘洋 1,2 *, 张朝琳 1,3, 武雨纯 1,3, 张锋 4, 邹永廖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中国科

学院大学, 4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A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巡视器将于 2021 年 5 月着陆于火星北

部乌托邦平原，多种地貌特征指示乌托邦平原曾存在大量的水冰/挥发分。研究

着陆区的地形地貌、物质成分对了解其地质演化历史，验证火星“古海洋”假说

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使用多源遥感数据对预选着陆区进行地貌绘图，如图 1
所示，脊状地貌和凹锥主要分布于研究区西南部，壁垒撞击坑、薄饼撞击坑和被

掩埋的鬼坑主要分布在中部，多边形槽聚集在东北部。此外，薄饼状溅射物远端

部分严重退化，表明这些撞击坑是在含有大量挥发分的靶体中形成的。不同地貌

特征的分布与其距离乌托邦平原中心的距离，即水/挥发分的含量有关。通过撞

击坑定年技术，研究区的绝对模式年龄分别为~3.45Ga 和~3.68Ga。本研究并未在

轨道光谱数据上识别到含水矿物，这可能与光谱数据覆盖有限，受沙尘覆盖有关。

“天问一号”巡视器携带的光谱仪和探地雷达等载荷将开展就位探测，为研究着

陆区的物质成分和浅表层结构、验证“古海洋”假说提供史无前例的数据支持。 

9



 

图 1. “天问一号”预选着陆区地貌图，背景为 MOLA 和 HRSC 融合的高程数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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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次生铁矿物与环境气候演化 

Secondary Iron Minerals and Their Indications for Environmental 

and Climate Evolution on Mars

赵宇鴳 1,2, 王夕予 1,3, 周迪圣 1,3, 曲帅屹 1,3, 余晓文 1,3, 李翔宇 4, 钟珊珊 1,3, 徐
静妍 5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中国科学

院大学, 4成都理工大学, 5西北大学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I—天体生物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是一个富铁的天体。在火星表面过程作用下，铁从玄武岩中溶出迁移、

氧化还原、形成各类亚稳定和稳定次生铁矿物等，不但可以指示火星表面水活动

和气候变化历史，同时也影响着火星表面环境和物质的演化。火星表面铁的地球

化学过程，是制约火星水-岩反应、水体的物理化学条件（pH、温度、组成等）、

水的赋存状态（结晶水、吸附水等）、大气氧化还原状态以及理解火星宜居性要

素（液态水、氢气、甲烷、能量或热源、有机物等）演化的重要途径。本报告将

综合介绍当前火星表面次生铁矿物的研究进展及课题组开展的相关工作，包括：

（1）水-岩反应中铁的氧化还原与氢气、甲烷的产生；（2）溶液中的铁离子对其

它共存离子（Mg2+、Ca2+等）的控制；（3）非晶相、纳米颗粒或亚稳相铁次生矿

物的稳定性，及其对现代火星水汽条件和气候演化的指示意义；（4）铁硫酸盐

溶液的行为；（5）铁镁蒙脱石、铁（氢）氧化物等在沉积环境中对有机物或挥

发分（C、N、P、Cl 等）的富集；（6）铁（氢）氧化物在化学氧化剂（O3、H2O2

等）、紫外辐照、尘暴放电等作用下，对其它元素（Mn、Cl等）氧化还原的影响；

（7）铁同位素对火星铁氧化还原过程的示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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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表面矿物全自动探测平台 HyperMars 

——及其在天问一号和毅力号着陆区的大范围应用 

HyperMars for fully automatic mineral detection in the landing sites 

of Tianwen-1 and Perseverance 

钟燕飞 1*, 宋蜜 1, 王心宇 1, 马爱龙 1 

1 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A__, __J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均可 

摘要正文： 

矿物探测是火星探测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识别火星表面矿物类型和空

间分布对寻找火星上的水和探索外星生命具有重要科学意义。紧凑型火星侦

察成像光谱仪（CRISM）采集的高光谱影像为开展大范围的火星表面矿物探

测提供了数据基础，然而目前的火星矿物探测依赖矿物学先验知识和专家作

业。本文研发了一个全自动的火星表面矿物探测平台（HyperMars），可以智

能化地分析 CRISM 高光谱影像获取组成矿物的光谱、种类、丰度和空间分

布。实验基于 HyperMars 对 325 景 CRISM 图像进行了大范围的矿物分布填

图，研究区覆盖了乌托邦平原南部（天问一号的着陆区附近）和杰泽罗撞击

坑（毅力号的着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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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eral detection is an important mission in Mars exploration, and it preserves 

evidence for the water and the possible ancient life. Hyperspectral imagery 

acquired by the Compact Reconnaissance Imaging Spectrometer for Mars (CRISM) 

is the major data for the large-scale Martian mineral detection. Conventional 

mineral detection uses spectral summary parameters to identify the minerals, which 

requires for strong mineralogical expertise and the complex manual work. In 

addition, few works have been carried out to retrieve the mineral abundance. Here 

we developed a fully automatic mineral detection platform (HyperMars), which 

can obtain the spectra, species, abundanc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minerals 

within the hyperspectral image with one click. Based on HyperMars, we have 

performed spectral analysis on 325 CRISM images, covering the Utopia Planitia 

and the Jezero Cater (around the landing sites of Tianwen-1 and Persev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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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水成地貌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Martian water-related landforms

赵健楠 1*, 史语桐 1, 张明杰 2, 肖龙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 2澳门科技大学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液态水在火星地表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了峡谷网、外流河

道、古湖泊等多种多样的水成地貌，它们一直是火星探测与研究的热点和焦点。

本文将对火星水成地貌的探测历史、主要类型、地形地貌特征、时空分布等方面

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探讨水成地貌对火星气候环境研究的指示意义。在此基础

上，提出当前火星水成地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为更深入地认识

火星水成地貌，了解火星气候变化及宜居性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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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高分影像覆盖区域沙丘统计分析与风向研究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and dunes and wind direction research in 

the area covered by high-resolution image of Tianwen 1 
杜雨萌 1,何阳蓉 1,赵嘉乐 1,李诺亚 1,徐伟强 1,胡腾 1,2,3,康志忠 1,2,3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月球与行星遥感探测研究中心,

北京,100083 3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月球与行星探测国际合作研究分中心,北京,100083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中国自主研制的首个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于 2020年 7月 23日成功发射，

并在 2021 年 3 月 4 日发布两幅高分影像。该影像在距火星表面 330km-350km 高

度拍摄，小型环形坑、沙丘、山脊等火星典型地貌清晰可见，为区域地质普查提

供了关键数据。本文以沙丘为研究对象，基于天文一号高分影像（分辨率 0.7m/

像素）与同区域 HIRISE 影像（分辨率 0.25m/像素）、CTX影像（分辨率 5m/像素）

等数据，采用人工识别方式提取了“天问一号”高分影像覆盖区域内 1245 个沙

丘，并对沙丘的数量、面积、脊线长度、走向等形态参数进行统计分析，进而利

用统计结果对该地风场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下：1）研究区域提取沙丘轮廓共

1245个，面积主要分布在 10-1000㎡之间，平均面积为 334.6㎡。2）提取清晰

脊线共 2207条，长度主要在 2-45m之间，平均长度 18.0m。3）沙丘脊线走向集

中在 ESE-WNW，部分沙丘在局部区域内发育有分叉结构。整体而言，该区域内沙

丘形成主要受来自西南方向的气流控制。

 Tianwen 1, China's first self-developed Mars probe, was successfully launched on
July 23, 2020, and released two high-resolution images on March 4,2021. The images 
were taken at altitude of 330km-350km from the surface of Mars, and typical Martian 
landforms such as small craters, dunes and ridges were clearly visible, which provides 
the key data for the regional geological survey. This paper chooses dun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Based on the high-resolution images of Tianwen 1 (resolution 
0.7m/pixel), HIRISE images of the same area (resolution 0.5m/pixel), CTX images 
(resolution 5m/pixel) and other data, 1245 dunes in the area covered by 
high-resolution images of Tianwen 1 were extracted manually. The number, area, 
ridge length, strikes and other morph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 dunes wer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and then the wind field in this area was analyzed with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1245 clearly visible dune contours 
were extracted in the studied area, with an area mainly distributed between 10-1000 
㎡ and the average area is 334.6 ㎡. 2)2207 clear ridges were extracted, and their 
lengths were mainly concentrated between 2-45m, with an average of 18.0m. 3)The 
dune strike is concentrated in ESE-WNW. Some dunes have bifurcation structures in 
local areas. On the whole, the dune formation in this region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airflow from the 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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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与地球水成饱和扇状沉积自重固结过程 

Self-Weight Consolidation Process of Water-Saturated Alluvial Fan-

Shaped Deposits on Mars and Earth

张明杰 1, 严奇 1 , 徐懿 1*, 赵健楠 2, 王江 2 , 何振坤 2, 刘汉生 3 ,崔德山 2,张小平
1,肖龙 1,2,3*

1澳门科技大学,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3湖北省地质局 

主题分类：__A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固结过程影响水成扇状沉积（冲积扇、三角洲）的沉积过程和形貌特征：对

固结过程的研究可以校正基于扇状沉积获得的对火星古水文、气候的认识。水成

扇状沉积的固结过程在火星、地球上表现不同，该研究目的为限定这一不同。首

先，我们利用火星水成饱和扇状沉积模拟样品进行固结过程室内试验，以获得孔

隙比-有效应力和孔隙比-渗透系数的关系；然后，我们通过数值模拟模拟了火星

与地球水成饱和扇状沉积自重作用下的固结过程，模拟过程校正了火星与地球大

气压、重力场的不同。结果显示，至少对于扇缘部分，从固结过程角度，火星扇

状沉积表面相比地球更为松散且易形成河道。同时基于模拟结果，我们矫正了依

据扇状沉积计算水流持续时间的理论公式，将前人获得的时间最大校正为原来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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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岩石自主探测方法研究 

The automatical method to detect rocks on Mars

曹震 1,2,3, 康志忠 1,2,3*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月球与行星遥感探测研究中心，北京 100083； 
3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月球与行星探测国际合作研究分中心，北京 
100083； 
主题分类：_ K—其它 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火星探索是世界航天大国深空探测的发展重点。火星岩石作为火星表面分布

最广的目标对象，其识别和检测在着陆区选取、火星车避障、火星表面地质探索

等任务中扮演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火星岩石检测方法主要依赖传统图像分割

算法，如阈值分割方法、图像边缘检测算法、Graph Cut 算法等。然而，火星表

面成像条件复杂多变、岩石形态多样、与背景区分度低，为火星岩石自主探测带

来很大挑战。为此，本文以 LBF（Local Binary Fitting, LBF）主动轮廓模型为基

础，提出局部与全局能量拟合驱动的的主动轮廓分割算法用于火星岩石探测，该

方法首先构建顾及岩石区域全局和局部的能量泛函，其中，全局能量用于发现岩

石与背景的差异，局部能量用于均衡不均匀的灰度信息，接下来通过求解欧拉-
拉格朗日方程获取最小能量泛函对应下的岩石目标区域。该方法解决了主动轮廓

算法对初始化敏感问题，同时，有效降低了迭代次数提升计算效率。最后，本文

选取 Fasso 火山行星模拟数据集、AGPA 行星模拟数据集，以及“好奇号”火星车

获取的真实火星表面影像验证本文算法有效性，同时，在天问一号预选着陆区开

展了岩石探测，试验与探测结果表明，本文方法能够有效提取火星影像中的岩石，

并且可在大尺度轨道影像，小尺度探测车影像等不同尺度下应用。

图 1 不同尺度岩石探测，第一行为“好奇号”火星探测车获取的火星影像，第二行从左至右

依次为天问一号预选着陆区岩石探测、Fasso 火山模拟行星影像（第 2, 3）、AGPA 行星模拟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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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性网络在火星 LIBS 主量元素定量分析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elastic network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major 

elements using Martian LIBS datasets 

柏红春 1, 凌宗成 1*, 刘长卿 1, 田尚可 1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山东威海，264209 

主题分类：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 均可  

摘要正文： 

1 引言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技术（LIBS）已经成

功运用到火星就位探测中，利用 LIBS 光谱

准确地定量分析岩石、土壤的元素含量是该

技术在行星探测中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采用

弹性网络方法对 LIBS 光谱进行定量分析，并

利用已知化学成分的 ChemCam 在轨定标样

品 [1-2]（CCCT）验证定量的准确性。 
2 定量结果 

弹性网络预测的 CCCT 硅含量、ChemCam 团队预测的含量、以及地面实验

实测含量的比较如图 1。对于 Norite 和 Shergottite，弹性网络预测的结果更接近

地面实际测量结果；对于 NAu-2 Low S, NAu-2 Mid S, NAu-2 Hight S 弹性网络预

测的结果比 ChemCam 结果更接近实测值，不过优势不明显，但是弹性网络预测

的结果波动更小；对于 Picrite, 弹性网络预测结果偏高，ChemCam 结果偏低，二

者偏离实测值的程度相近。通过初步对比发现，弹性网络对于主量元素含量的预

测结果优于 ChenCam 的结果，因此弹性网络在 LIBS 主量元素的预测中具有较

大潜力。 
3 未来工作 

未来，我们将利用山东大学针对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区地质特征建立

的地面标样库 [3]LIBS 光谱建立弹性网络反演模型，对 MarsCoDe 获取的 LIBS 数

据进行主量元素定量分析，为火星着陆区地质解译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Fabre C. et al. (2011), Spectrochimica Acta Part B, 66: 280-289. [2] Vaniman D. et 
al. (2012) Space Sci Rev, 170: 229-255. [3] Liu et al. (2021) 52nd LPSC Abstract #1734. 

致谢： 
本项目受国家自然基金（U1931211），民用航天技术预研项目（D020102）资助。 

图 1. 比较 CCCTs 地面实测硅

含量（红色五角星）、ChemCam
团队预测含量（绿色圆）与弹性

网络预测预测含量（蓝色三角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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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Workflow of 3D Rock Extraction and Shape Analysis Using Mars 
Rover Imagery

Zhouxuan Xiao, Yuan Li(liyuan226@mail.sysu.edu.cn) *, Linzhou Zeng, Jie Shao, 
Chaohua Ma, Wuming Zhang(zhangwm25@mail.sysu.edu.cn) *

School of Geospati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Rocks are one of the major objects exposed on the Martian surface. Two-
dimensional (2D) features of rocks on Martian surface have been intensively studied 
for the purpose of selecting suitable landing sites, but their geometric properties and 
related abundance distribution analysis in 3D are rarely focused on. In fact, the 3D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shapes and distributions are essential not only for landing site 
selection, but also for understand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the Martian surface.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a routine and effective workflow of 3D rock extraction and shape 
analysis on the Martian surface based on stereo images (Figure 1). First, 3D point cloud 
data are derived from Navcam or Pancam stereoscopic images taken by the Mars rovers 
through photogrammetry processing, which guarantees the correctness of the point 
cloud scale based on the base line between the stereo cameras. Then, rock candidates 
are separated from the background point cloud data using Cloth Simulation Filtering 
(CSF) algorithm. A least squares plane fitting and distance computing from the top point 
to the plane are combined in order to extract the height of the rocks with high precision. 
Oriented Bounding Box (OBB) algorithm is used to estimate the length and width 
properties of the rocks. For each rock candidate, a Triangulated Irregular Network (TIN) 
model is generated to calculate the volume and projected area of the rock. Finally, the 
shape properties of the rocks (length, width, height, volume and projected area) are 
collected to establish a 3D rock abundance (RA) model based on fractal theory. This 
systematic procedure can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analysis of 3D rock distributions 
on the Martian surface, and also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for more in-depth geological 
studies. 

Figure 1 Flowchart of 3D Rock Extraction and Shape Analysis Using Mars Rover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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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lunar wrinkle ridges about maximum displacement and length scaling and 
their formation influence factor in maria 

李晨帆 1，李勃 1*，张江 1，凌宗成 1，陈圣波 2* 
1. 山东大学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 

威海 264209; 
2. 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长春 130026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Wrinkle ridges are linear, asymmetric topographic highs that have relief of 
hundreds of meters, long of ten to hundred kilometers and up to tens of kilometers wide. 
Not only the subterranean deformation can be detected quantitatively through studying 
the mechanics of wrinkle ridges, but rich commentary on the geodynamic processes at 
regional or global scale can be provided.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wrinkle 
ridges qualitatively and quantitatively, there are nine maria been selected and regarded 
as research regions. Firstly, using multispectral wide-angle camera (WAC) onboard the 
Lunar Reconnaissance Orbiter (LRO) with GIS software, we identify and reselect the 
single wrinkle ridges, and recognize the spatial pattern of wrinkle ridge groups. Then, 
the 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lacement and length of wrinkle ridges are founded, 
and the fitting value of each wrinkle ridge groups was calculated. Finally, there are 
discussion about the effect factors of wrinkle ridges formation based on our fitting result 
of wrinkle ridges in each maria and geological parameters of these maria. There are 
initially identified several geological factors, like mascon and gravity anomaly, basin 
formation ages, wrinkle ridge formation times, basalt thickness and materials, and so 
on. After comparing these factors, we found that whether there developed a mascon 
give most contribution to ridge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ridge 
groups. Meanwhile, basin formation ages and wrinkle ridge itself formation times are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rock signature of basalt is unapparent 
affecting this process. Besides,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es, the moonquake may 
be regard as another effect factors to discuss in our furth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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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火星车多光谱图像的新颖探测在深空探测中的应用 

Novelty Detection for Rover Multispectral Images with Application 

to Mars Exploration 

赵之若 1, 王心宇 1, 钟燕飞 1 

1 武汉大学 

主题分类：__A__, __J__, __K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均可 

摘要正文： 

行星科学正在迅速转变为一个数据丰富的领域，未来十年的任务将收集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大、更详细的数据集。为了方便科学家在海量的数据中迅速筛选

得到有价值的信息，进行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我们采用了改进的 RXD
检测器、主成分分析(PCA)、卷积自编码器（CAE）和生成对抗网络(GANs)的方

法，对好奇号火星车桅杆相机拍摄的多光谱图像进行了新颖目标的探测，对由桅

杆相机成像系统获得的火星地表多光谱图像中具有新奇地质特征的图像进行优

先排序，并给出了可视化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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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风化作用与嫦娥五号月壤的研究意义 

李阳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空风化作用与嫦娥五号月壤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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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风作用下的月球表面太空风化效应 

Lunar Space Weathering Effects Under Earth Wind 

张江 1*, 史全岐 1, 王慧姿 1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山东威海，264209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E—行星空间环境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表面物质受到太阳风和微陨石持续不断的轰击，这一作用过程称为太空

风化。一方面，太空风化可以在矿物颗粒表层产生纳米级或亚微米级纯铁，降低

表面反照率；与此同时，太阳风中的 H 离子与矿物中的 O 原子结合，生成 OH/H2O，

然后在太阳光照射和微陨石轰击热效应的驱动下发生扩散和迁移，最终沉积到极

区温度极低的永久阴影区内形成水冰。 

月球在满月前后的 3-5 天时间位于地球磁层内，此时太阳风被屏蔽，月球表

面受到地球风轰击，其中的 H 离子同样可以与表面物质作用生成水。与太阳风

不同，地球风含较多的 O 离子，在水含量较高的极区可将表面矿物中的 Fe2+氧

化，生成赤铁矿。 

本文利用 Kaguya Multiband Imager (MI)和 Chandrayaan-1 Moon Mineralogy 
Mapper (M3)可见-近红外光谱数据，研究了月球低纬度地区受地球风轰击较多区

域的太空风化效应，以了解太阳和地球空间环境与月球表面物质的相互作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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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表雷达回波仿真与 Mini-RF 数据分析研究 

柳钮滔 1 ，徐丰 1，叶红霞 1，金亚秋 1* 

ntliu16@fudan.edu.cn; fengxu@fudan.edu.cn; yehongxia@fudan.edu.cn; 
yqjin@fudan.edu.cn 
1 复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K, A, J 

摘要正文： 

高圆极化率(CPR)被认为是水冰存在的一个重要证据，来自粗糙月表和岩石

的高阶散射会使得 CPR 上升，本文推导了全极化和简极化下 CPR 的表达式，来

研究 CPR 与极化度 m 和δ 的联系，通过公式可以发现，m 趋于 0 时 CPR 趋于

1， 0δ > °对应 CPR>1，而 0δ < °对应 CPR<1，当 90δ = ± °时，CPR 分别达到最

大值和最小值。通过理论推导还可以证明，极化坐标基的旋转会使得陨石坑两侧

的δ 关于 90± °对称，这些规律都可以用 Mini-RF 数据进行验。此外，还可以证

明，极化坐标基的旋转对 CPR 没有影响。 

这里用双向射线追踪法(BART)仿真随机粗糙面和陨石坑地形的雷达回波，

用多视下的平均值可以抑制相干斑噪声，将 H α− 分解的结果与 m-δ 分解进行比

较来解释 m 和δ 参数，仿真分析了局部入射角、粗糙度对 m、δ 和 CPR 的影响，

并通过 Mini-RF 数据进行验证。本文还通过 m、δ 来研究 2TiO 含量和岩石丰度如

何影响 CPR。 

通过比较 PSR 和非 PSR 陨石坑内部的极化参数 m、δ 和 CPR，发现这些

PSR 陨石坑的极化参数与非 PSR 陨石坑的极化参数相似，而 CPR 无法作为一个

水冰存在的绝对证据。 

 

参考文献： 

Niutao Liu, Yaqiu Jin, Simulation of Pol-SAR Imaging and Data Analysis of Mini-RF 
Observation from the Lunar Surface,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2021, accepted, DOI: 10.1109/TGRS.2021.3064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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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一号和二号微波探测仪数据再定标 

An in-flight Recalibration for Chang’E-1 and -2 Microwave 

Radiometer Datasets based on Highland Thermophysical Models 

胡国平 1*, Stephen J Keihm2, 王振占 3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JPL 退休科学家, 3中国科学

院国家空间中心 

主题分类：__A___, __K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Comparing to the Diviner infrared measurements only confined to the thermal 
properties of the upper surface layer(~4-8cm), the 2007 -2010 microwave mapping of 
the Moon by the Chang E’-1 and E’-2 orbiting sounders remains the only data set 
providing a unique and invaluable data set for mapping the regolith properties of the 
moon including mineral and rock abundances, depth to the bedrock layer, and, 
possibly, heat flow. The degree of accuracy obtained for these target goals depends 
critically on the quality of the calibration algorithms and their ability to minimize 
instrument related effects. However, early comparisons of co-located data between the 
two instruments revealed ~10-20 K offsets between the CE-1 and CE-2 measurements 
that required in-flight recalibration efforts. These have included comparisons with 
model predictions at Apollo sites as well as adjustments of the cold sky horn reference 
temperatures to include contamination from lunar surface emissions. But subsequent 
analyses using model lunar TBs convolved over the MRM beams showed that the 
lunar contamination effect was much smaller. We thus propose an in-flight 
recalibration methodology that was to optimize the critical parameter c1/a1, the ratio 
of the cold sky/main antenna signal fractions at the detectors, by minimizing the 
difference (rmsdif) between our highland backside model TBs and MRM TAs using 
the calibration equations and transfer coefficients described in Wang et al., 2010. The 
critical model constraint is shown to be the direct measurements of the physical 
temperatures at depths below the diurnal varying layer at the Apollo 15 and 17 sites. 
Model extrapolation of these measurements to other latitudes of backside highland 
terrain is justified by the remarkable uniformity of regolith thermal properties on a 
global scale as evidenced in recent analyses of both the Diviner and Chang mapping 
data. The predicted TBs also combines the corrections to the cold sky horn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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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s (Hu and Keihm, 2020). It is shown that for each channel a single 
parameter c1/a1 can be constrained by knowledge of the stable regolith physical 
temperatures below the diurnal-varying layer, and is sufficient to establish values for 
the complete set of hardware transfer coefficients. Finally, the complete sets of loss 
tangent tanδ and recalibrated MRM c1/a1 ratio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msdif 
residuals (smaller than 5K) are retrieved for latitude bins 0, 10,… 60 degrees (CE-1 
and CE-2, north and south). The derived wavelength dependent loss tangent property 
over the 1-10 cm wavelength range shows to be consistent over all latitudes in the 
60S-60N range. Potential remaining offsets of the recalibrated MRM data are 
evaluated in terms of parameter uncertainties of our chosen nominal thermal model. 
Analyses of relevant "second order" effects, including topography, cold sky horn 
contamination, detector non-linearity, non-zero waveguide emissions, and antenna 
pattern effects, indicate contributed uncertainty levels at a few Kelvins or less for the 
recalibrated MRM data. Our corrections applied to the current values of the MRM 
hardware transfer coefficients will provi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the calibration 
quality of the CE-1 and CE-2 lunar microwav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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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和水星的全球火山活动对比 

A comparison of global volcanism on the Moon and Mercury

王一尘 1, 肖智勇 1,2*, 常伊人 3, 许睿 3

1 中山大学行星环境与宜居性研究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

心, 3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

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

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山活动是天体内部热活动的表现，火山活动的形式和持续时间是探索行星

环境和宜居性演化的重要方面。水星和月球是类地天体中高度相似的天体，但二

者的火山活动样式和历史差别迥异。我们根据反照率特征和地形交切关系，重新

建立了水星全球的平坦平原的数据库，并对其绝对模式年龄和成因进行了计算和

分类。发现除了极个别小型熔岩平原之外，水星上所有的平坦平原均形成在 37
亿年左右。该特点和月球上的火山活动时间截然不同。

对比 Caloris 盆地和水星全球火山成因的平坦平原的绝对模式年龄和空间分

布特征，可见此次撞击事件可能触发或增进了最近一次的短期、快速的全球性溢

流火山活动。部分小面积的成因不明的平坦平原可能是大型撞击事件(如 Caloris
撞击事件)产生的含熔体的远溅射沉积物在低地势区域沉积形成的。月球和水星

经历了相似的撞击历史，二者的早期热状态均更活跃。造成二者不同的火山活动

历史的原因主要是内部结构和整体成分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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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南极复杂环境影像与激光联合精细三维测图 

Precise 3D mapping based on optical images and laser altimetry data under 
complex environment in lunar south pole region 

刘世杰 1,2*，李 新 1,2，陈晨，黄潜，卫玲玲，周米玉，徐思彦，童小华 1,2 
1同济大学 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2上海市航天测绘遥感与空间探测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南极是国际未来探月活动的热点区域。继嫦娥五号成功采样返回后，我

国探月工程“绕、落、回”三步走规划如期完成，探月工程四期重点围绕月球南

极，规划了嫦娥六号、七号和八号等连续南极探测任务。与月球中低纬度地区不

同，月球南极太阳高度角低、地形起伏大，阴影范围大且动态变化，撞击坑内存

在永久黑暗区，给月球南极探测带来了很大挑战。精细的数字高程模型作为一种

基础地形数据，为月球南极探测着陆选址和月球车巡视路径规划等科学及工程任

务的顺利开展提供关键空间信息支撑。本文研究综合月球轨道器光学遥感影像与

激光测高多源遥感数据高精度处理与联合精细三维测图方法，包括极区多重覆盖

影像多准则优选、月球稀疏激光测高数据与光学影像配准、摄影测量与光影法结

合改进的光学影像三维重建、影像与激光三维地形融合等关键技术，对无立体观

测光照区域、有立体观测光照区域以及无光照区域进行不同测图处理和地形融合。

利用月球勘测轨道器窄角相机影像（LROC NAC）以及国内外月球激光测高数据，

构建月球南极关键局部区域的连续精细三维模型，并进行形貌和光照分析，为月

球南极着陆选址提供关键空间信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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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着陆区可能的非月海物质：来自遥感的证据 

Possible non-mare lithologies in the regolith at the Chang’E-5 

landing site: Evidence from remote sensing data 

付晓辉 1,2*, 侯旭婷 1, 张江 1, 李勃 1, 凌宗成 1,2, Bradley L. Jolliff3, 徐琳 4, 邹永

廖 4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and The McDonnell Center for the Space Scienc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4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

心 

主题分类：__A__, __B__, __C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嫦娥五号任务成功着陆风暴洋东北部地区，并返回 1731g 月壤样品。该区域

出露大面积的艾拉托逊纪玄武岩，这些基岩是形成着陆点月壤的重要物质组分。

此外，该区域还有可能被周围撞击坑产生的溅射物所覆盖。因此，嫦娥五号返回

的样品中还应该含有高地溅射物。本研究利用 Lunar Prospector 伽马射线谱仪

（GRS）获取的全月 FeO、Th 分布数据，详细分析了风暴洋北部地区地区的化

学成分特征。GRS 数据分析，该区域在化学成分上存在斜长质高地物质、雨海盆

地溅射物、阿里斯塔克溅射物和玄武岩等四种端元组分。同时，我们利用 ENVI
软件中的散点投图工具，约束这些端元组分的分布区域，并分析风暴洋北部地区

物质混合规律。我们发现，嫦娥五号地区被来自阿里斯塔克撞击坑的溅射物所覆

盖。这些溅射物是认识月球上岩浆分异和非月海火山作用的重要岩石样品。同时，

还推测嫦娥五号着陆点富 Th 的化学特征，是由于其玄武岩自身富 Th 导致的，

而非溅射物覆盖的结果。嫦娥五号月壤中含有较 Apollo 和 Luna 更为多样的高地

的溅射物以及玄武岩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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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着陆区地质特征研究及对返回样品物源的制约 

Geology of the Chang'e-5 landing site: Constraints on the sources of 

samples returned from a young nearside mare

乔乐 1*, 陈剑 1, 徐璐媛 2,3, 万晟 1, 曹海军 1, 李勃 1, 凌宗成 1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 2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3国家航天局澳

门太空探索与科学中心

主题分类：_A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2020 年 12 月 1 日，我国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月球正面风暴洋东北部

的预选着陆区并开展月面采样工作，并于 12 月 17 日，成功返回于内蒙古四子王

旗预定区域，标志着我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圆满完成。这是时隔 44 年，

人类探测器首次实现月球采样返回探测。撞击坑统计定年分析显示，嫦娥五号着

陆区月海玄武岩的年龄介于 1–2 Ga，是月球上最为年轻的月海之一，且比以往月

球玄武岩样品都年轻。嫦娥五号返回样品为深入研究月球晚期火山活动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契机。本文综合利用多源遥感探测获取的月表多源高分辨率影像、地形

及光谱等数据，对采样点周围区域的详细地质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

(1)采样点位于月球上最长(>500 km)的蜿蜒型月溪(夏普月溪)西侧<20 km 的

位置，形成该月溪的大规模模溢流式喷发活动可能就是嫦娥五号采样点月海玄武

岩的源头。同时，在采样点西侧仅 2 km 的位置，分布一个长约 20 km 的小型月

海皱脊。对嫦娥五号返回样品的分析有望为深入认识月表蜿蜒型月溪和月海皱脊

的成因机制提供关键信息。

(2)在采样点西北侧约200 m的位置，分布了一个直径约400 m的撞击坑(“NW-
400”撞击坑)，所以采样点位于该撞击坑连续溅射毯之上。对返回样品的定年分

析有望识别出该撞击事件并确定该坑的形成年龄。

(3)通过高分辨率影像分析，识别出了两套覆盖采样点的二次坑构造，分别沿

北西-南东及北东-南西走向，其源区可能分别是哥白尼和哈尔帕卢斯撞击坑。 

(4)基于上述分析，在采样区识别出了四期次地质事件，依次为：(a)形成采样

区月海玄武岩的爱拉托逊纪火山作用，其年龄介于 1–2 Ga，(b)区域性构造活动，

形成了采样区西侧的小型月海皱脊，(c)形成“NW-400”撞击坑的小型撞击作用，

(d)来自哥白尼及哈尔帕卢斯撞击坑的溅射物，其中哥白尼坑的年龄一般认为是

0.8 Ga。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质事件的年龄可能都位于现有月球样品年龄的“空
白区”(~0.8–3.1 Ga)，对嫦娥五号样品的详细定年研究有望对定标月球撞击坑通量

及月球年代学函数提供新的定标点，从而深化的全月地质历史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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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的自二次坑研究 

Self-Secondaries Formed by Cold Spot Craters on the Moon 

常伊人 1, 肖智勇 2,3*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行星

环境与宜居性研究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A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自二次坑是背景二次撞击坑中的一类，是撞击过程中近垂直溅射的物质回落

至母坑的连续溅射沉积物上形成的二次坑。自二次坑的概念首次提出于上个世纪

六十年代，直至近十年被发现和证实。研究自二次坑对完善撞击坑统计定年方法

和撞击过程的物理机理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深空探测任务对越来越多的天体

返回了高分辨率的遥感数据，前人已在月球、水星等天体表面发现了自二次坑。

但是，自二次坑的详细成因机制以及自二次坑对撞击坑统计定年方法的具体影响

依然存在大量未知。为了解决自二次坑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成因机理，以月球上最

年轻的撞击坑——“冷点”撞击坑为切入口，首次在简单撞击坑的周围发现了自

二次坑广泛存在的证据。通过高分辨率的空间分布研究，我们识别了自二次坑在

母坑周围的空间分布关系，证实了在结构不均匀的靶体中发生的撞击散裂作用是

垂直溅射固体碎屑物的机理，并为剔除自二次坑对撞击坑统计定年方法的影响铺

垫观测基础。但目前还未系统研究不同年龄、不同大小撞击坑周围自二次坑的空

间分布和大小-频率分布，这是约束自二次坑对定年影响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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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表面斜向撞击溅射物分布规律的数值模拟研究 

Study on Ejecta Deposit Pattern of Oblique Impacts on the Moon 

from Numerical Simulation 

罗希子 1，祝梦华 1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摘要正文： 

The majority of impacts on planetary bodies are oblique impacts with the incidence 

angle following Gaussia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Unlike head-on impacts, the 

launching of ejecta from an angled impact is not axially symmetric. While the widely 

accepted scaling laws describe the formation of vertical impact craters very well, none 

of them could be directly applied to explain the phenomenon seen in oblique impacts. 

From head-on impact to very low angle impact, the ejecta blanket transforms from 

circular to fan-shaped or even butterfly-shape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can recreate 

asymmetric ejecta patterns at different angles using hypervelocity impact equipment. 

However, whether small-scale experiments can be extrapolated to planetary-scale 

oblique impacts remains unknown. Therefore, a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ejecta pattern 

formed under different impact conditions is required. 

We use three-dimensional Eulerian shock physics hydrocode to simulate the 

formation of oblique impacts. We ran simulations under Moon-like gravity with impact 

angles from 20° to 90°, impactor diameters from 1 km to 100 km, and impact velocities 

from 5 to 25 km/s. The initial positions, launch vectors, and final landing positions of 

projectile and target materials are traced. We calculate the thickness distribution of the 

ejecta blanket along with the deposit patter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impactor size 

and impact velocity both affect the level of asymmetry of the ejecta blanket, therefore 

patterns obtained from laboratory craters cannot be directly applied to large-scale 

craters on planets. We also found that projectile materials have lower launch angles and 

are more concentrated down-range than targe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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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年轻暗色火成碎屑沉积研究 

Recent dark pyroclastic deposits on Mercury

许睿 1，肖智勇 2,3*，王一尘 2 

1澳门科技大学, 2中山大学, 3 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e-mail: 
xiaozhiyong@mail.sysu.edu.cn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水星上的暗化物质和挥发份的来源是探究水星起源和演化的重要线索。主流

观点认为早期岩浆洋分异产生的石墨是造成水星表面极低反照率的主要原因，石

墨的氧化产物可能是驱动水星爆发式火山活动的主要挥发份来源。火成碎屑沉积

物是连接水星上的暗化物质和挥发份来源的重要桥梁。由于喷发过程中石墨的散

失，典型水星火成碎屑沉积物有着相对全球平均值更高和更陡的反照率光谱，在

假彩色图像中呈现明亮的橘黄色。然而，基于之前报道，水星上也可能存在暗色

火成碎屑沉积。

利用前人发表的水星火成碎屑沉积物和火山口全球数据库，本研究发现了 27
个与火山活动相关联的暗色区域。其中两个可能的暗色火成碎屑沉积沿着先存的

壳部薄弱点喷发，形成于水星年轻的柯伊伯纪。一处火成碎屑沉积光谱存在石墨

的吸收特征，表明上升岩浆中的石墨可能未完全氧化，或岩浆喷发过程同化了富

含石墨的围岩。另一处火成碎屑沉积缺乏石墨吸收特征，指示其他暗化物质的存

在。进一步分析表明后者有着更陡的反照率光谱，指示纳米相和微米相金属铁颗

粒混合物为可能的暗化物质。

本研究首次在水星上发现暗色火成碎屑沉积物，蕴含其中的暗化物质对了解

水星幔部成分的不均一性和水星暗化物质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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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与嫦娥三号着陆区撞击坑的群体退化比较 

Comparison of population degradation between Chang'e-4 and Chang'e-3 impact 

craters in the landing area 

杨泽 1, 胡腾 1, 康志忠 1*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月球与行星遥感探测研究

中心, 3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月球与行星探测国际合作研究分中心 

主题分类：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撞击坑是月球表面最典型的地质构造，分析其形态特征、分布区域、大小频率等信息是现今月

表地质研究的重要基础，撞击坑群体退化情况更是直接反映了地层新老程度。本文重点对比分

析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着陆区内撞击坑的群体退化规律。首先，本文基于 LRO LROC-NAC的 1m

分辨率影像数据，提取并识别了嫦娥三号着陆区 12035个撞击坑，嫦娥四号着陆区 12925个撞

击坑。然后依据撞击坑空间形态，按照退化状态分为完整撞击坑（C1）、轻微退化撞击坑（C2）、

中等退化撞击坑（C3）与严重退化撞击坑（C4）等四类退化类型，最后统计并分析区域内不同

尺寸撞击坑的群体退化规律。结果表明嫦娥三号与嫦娥四号撞击坑群体退化的相似处在于：1）

嫦娥三号与嫦娥四号着陆区 C1 撞击坑较少，小于 2%，区域内 98%以上的撞击坑存在不同程度

的退化 2）撞击坑尺寸与整体退化存在紧密联系，尺寸较小的撞击坑群体退化更加严重。不同

点在于：嫦娥四号着陆区撞击坑群体的退化程度较嫦娥三号着陆区的退化情况严重，尤其对于

较大尺寸撞击坑，嫦娥三号着陆区的撞击坑在直径大于 250m 的撞击坑群体相对直径大于 100

小于 250m的撞击坑群体的退化程度呈现显著下降趋势。由此表明嫦娥四号着陆区的地层更老。

整体上而言，嫦娥四号着陆区撞击坑密度较高，群体退化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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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嫦娥三号着陆区撞击坑退化情况 图 2、嫦娥四号着陆区撞击坑退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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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危海盆地玄武岩的矿物分布研究 

The mineral distribution of Crisium basalts on the Moon 

卢学金 1, 凌宗成 1, 陈剑 1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山东威海，264209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月球危海盆地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大型多环撞击盆地，形成于酒海纪，位于月

球正面东北部。已有研究表明，危海盆地附近月壳极薄，且在盆环周围存在许多

纯斜长岩和橄榄石露头，巨大的危海撞击事件有可能挖掘出下月壳甚至上月幔物

质。盆地形成后充填了大量玄武岩，研究危海盆地玄武岩的物质成分特征对理解

月球岩浆演化历史也具有重要的约束作用。 

本研究利用月船一号 M3高光谱数据进行 IBD 假彩色制图（图 1）和小撞击

坑光谱巡查，探究危海玄武岩在矿物组成上的空间不均一性。结果表明，危海内

部玄武岩主要以高钙辉石矿物为主，HCP/LCP≈1.4。其中，东部单元呈现深红

色，更富橄榄石；南部靠近盆地边缘的玄武岩单元呈现橘橙色，高钙辉石比例更

高；东北部及其向南延伸的玄武岩单元中两种辉石比例相当；西部单元呈现与周

围斜长质高地相似的蓝紫色，表明其受到非月海物质的严重混染。M3光谱特异性

表明危海玄武岩的物质组成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代表了不同时期喷发的玄武岩。

撞击坑尺寸频率定年结果展现了玄武岩的年龄差异，东部玄武岩单元最为古老，

中部和南部单元相对年轻，北部单元则更为年轻。玄武岩定年研究结合物质组成

分 布 的 反 演 有 望 更 好 地 揭 示 危 海 玄 武 岩 成 因 与 岩 浆 演 化 规 律 。

 

图 1 月球危海盆地 M3假彩色及月海区域放大图。（图中红色 IBD1000 代表 1 微米附近的吸

收面积，绿色 IBD2000 代表 2 微米附近的吸收面积，蓝色 Re750 代表 750 nm 的反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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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非监督机器学习的月球 Gardner 火山区穹窿分类 

Unsupervised Machine Learning on Domes in the Lunar 

Gardner Region: Implications for Dome Classification and 

Local Magmatic Activities on the Moon 

陈雨超 1, 黄倩 1*, 赵健楠 2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地球内部多尺度成像湖北省

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2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探测与评估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74 
1 Hubei Subsurface Multi-Scale Imaging Key Laboratory, Institute of Geophysics and 
Geomatic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430074 Wuhan, China; cyc@cug.edu.cn; 
qianhuang@cug.edu.cn 
2 Key Laboratory of Geological Survey and Evaluation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430074 Wuhan, China; jnzhao@cug.edu.cn 

主题分类：__A___, _____, _____ 

摘要正文： 

月球火山穹窿是探究月球局部岩浆活动的重要窗口。基于形貌和光谱等特征

的月球穹窿分类研究是探索穹窿外在特征及其内在成因关系的有效手段。位于静

海盆地北部的 Gardner 火山发育有众多的穹窿，呈环状和放射状分布。本研究识

别并提取了该区域及其周边 54 个穹窿的形貌（直径 D，面积 A，高度 H，表面

体积 SV 和平均侧边坡度 Slope）和铁钛含量（FeO & TiO2）等 7 个参数，并使

用一种集成的RAC-FCM非监督机器学习算法对穹窿的7个特征参数进行聚类分

析。通过筛选 7 个参数的 120 种特征组合，获得了表征 Garnder 火山区穹窿聚类

的最优特征参数组合为 (D, A, SV & Slope)，并在此基础上将所有穹窿分成 4 个

簇（DC1~DC4）。DC1 的穹窿面积相对较小，更陡峭且靠近 Gardner 火山中心区

域，地质年代更年轻，代表了晚爱拉托逊纪的高粘滞度和低溢流速度的穹窿形成

阶段；DC2~DC4 的穹窿面积相对较大，平缓且分布范围更为广泛（静海北部区

域），形成穹窿的岩浆粘滞度较低且溢流速度较高，可从雨海纪持续到爱拉托逊

纪。研究表明，本研究采用的一种集成的 RAC-FCM 机器学习算法可以有效的对

月球火山穹窿进行形貌学和矿物学的分类研究，通过结合穹窿的流变学和年代学

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厘清穹窿聚类与局部岩浆活动的关系特征，增进我们对月球

局部热演化活动的理解。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2030108, 42030205, 1140302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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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高温幔源的火山喷发 

Volcanic eruptions sourced from high-temperature mantle 

许茹 1, 肖智勇 1,2 

1 中山大学行星环境与宜居性研究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

心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水星上的火成碎屑沉积物是富含挥发分的幔源岩浆驱动火山爆发的产物，是

探究水星内部物理和化学性质的良好载体。火成碎屑沉积物是爆发型火山活动的

产物，与之相伴的还有火成碎屑沉积物中央的火山口。水星上典型的火山口一般

孤立存在，尺寸可达数十公里。在水星上存在了一类被火成碎屑物覆盖的独火山

口地形，其特殊的形貌特征反映了一类独特的岩浆活动类型。此类火山口被称为

麻坑状火山口(pitted-ground volcanoes)，是由一片大小、深度、和保存状态均相似

的凹陷组成，位于典型的水星火成碎屑沉积物的内部。与一般的爆发型火山口相

比，此类麻坑状火山口没有明显的主火山口。 

使用信使号水星探测计划获取的多源遥感数据，我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

新了麻坑状火山口的全球分布目录，详细调查了其的形貌特征。根据麻坑状火山

口的保存状态，及其和周围地质单元的交切关系，我们发现它们的形成时间可从

卡路里纪持续到地质历史的近期。 

比较行星学研究发现，此类特殊的火山口可能指示了水星上的一种独特的爆

发型火山喷发方式，可能是水星幔部存在持续的高温热异常，导致幔部物质长时

间、多地点驱动爆发性火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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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表面 Th 异常分析 

Analysis of thorium concentration anomalies on the lunar surface 

张敬宜 1,2, James W. Head 2, 刘建忠 1*, Ross W. K. Potter 3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月球与行星科学中心， 2布朗大学，美国, 罗德岛

州， 3 Clarivate Analytics, 英国，伦敦 

主题分类：__A___, __B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最初，学者们根据月球影像数据，将其表面分为月海和月陆两大单元，但是，

随着月球探测手段的发展，我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更高精度、更多类型探月数据。

随后，基于 Clementine 和 Lunar Prospector 任务探测得到的元素数据，Jolliff 等
人依据月球表面 Fe，Th 等元素含量和分布以及月球地形地貌特征，将月球表面

分为三大地体：风暴洋克里普地体（PKT）、斜长石高地地体（FHT）以及南极-
艾肯盆地地体（SPAT）。而这三大地体最显著的差异就是 Th 等生热元素的含量

和分布。 

我们知道，月球岩浆洋晚期结晶分异的残留堆积物富含大量的不相容元素，

例如 K, REE, 和 P，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KREEP 物质。而 Th 元素作为 KREEP
物质的代表物，研究 Th 元素的分布，可以间接推测 KREEP 的全月分布。根据

Clementine 等探测器得到的 Th 元素含量数据, PKT 内的 Th 元素含量在三大地体

中最高，其次是 SPAT，而 FHT 内的 Th 含量非常少。对于 Th 元素的不均一分

布，我们初步认为跟大型撞击作用有关。月球正面可能存在一个风暴洋撞击盆地，

撞击月球正面，将 KREEP 物质带到近月表，随后的雨海撞击事件挖掘出大量富

Th 的 KREEP 物质；同样月球背面南极-艾肯盆地（SPA）撞击事件将该区域的

KREEP 物质带到近月表，小型撞击坑 Birkeland 和 Oresme V 将富 Th 物质挖掘

到月表。 

关于富 Th 的 KREEP 物质在月球内部的分布是否也是不均一仍然存在很多

争议，希望后期探测任务可以得到更多的月球深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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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打印岩石磁性特征及其在行星磁场中应用研究 

Characteristics of 3D-printed structure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planetary magnetism 

刘鹏飞 1,2, 张可可 1,2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国家航天局澳门太空探

索与科学中心 (pfliu@must.edu.mo) 

主题分类：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摘要正文： 

磁卫星观测与月岩磁性测量结果表明，月球岩石存在明显的与其演化相关的

剩磁，而现今月球不存在全球性磁场。因此，推测月球全球性磁场可能经历了从

有到无的演变过程。月球和行星岩石的古磁场特征研究将为揭开月球及其他行星

早期磁场演化提供证据。 

岩石剩磁研究是开展行星磁场研究的物质基础。岩石剩磁的形成机理与影响

因素主要包括：载磁矿物类型、各向异性及演化过程等。然而，由于剩磁形成的

复杂性，关于行星岩石剩磁形成机制及其与相关演化过程关系一直是行星磁场研

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 

我们将 3D 打印技术引入磁学研究领域，模拟行星外磁场环境条件下岩石记

录剩磁过程。即在外磁场环境中完成样品的打印，使得 3D 打印岩石样品获得演

化过程相关剩磁，通过测量 3D 打印岩石记录的剩磁方向和强度，研究岩石剩磁

记录信息与外部磁场的关系，揭示样品中磁性矿物对外部磁场的响应特征。结合

行星岩石记录的剩磁信息，与 3D 打印岩石剩磁响应对比，确定行星古磁场特征，

为行星早期磁场演化研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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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ar RMDS-associated mare dome volcanism in Mare 

Tranquillitatis 

Y. Meng1, F. Zhang1, 2, S. Niu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unar and Planetary Science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China (MengYB0526@163.com), 2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Volcanic dome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lunar maria on the Moon. They 

have a positive relief featuring a nearly circular shape. Studying them can provide 

important information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ource in the mantle and eruptive 

mechanism accounting for their formation. Based on multiple sets of high-resolution 

imagery, we have found nearly 180 confirmed domes with well-preserved domical 

profiles in Mare Tranquillitatis. Of them, we estimated the morphologic parameters 

(center location, area, height, diameter, slope, volume, etc.) of 48 mare domes which 

are superposed by Ring-moat Dome Structures (RMDSs). The rheological parameters 

(yield strength, viscosity, eruption rate, eruption duration, etc.) of their dome-forming 

magma were also estimated based on the morphometric properties mentioned above, 

with an assumption that these domes are all formed by a monogenetic mode of origin 

because in this study we had not found the morphological signatures indicative of 

individual lava flow units or other signs of multi-phase eru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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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年代的月球撞击坑形态变化研究 

Morphological changes of lunar impact craters in different ages 

张珂 1,2,3*, 刘建忠 1,3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

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 B—陨石与天体化学 ,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月球撞击坑是月球表面最常见的地质单元，新鲜的撞击坑在形态上包含辐射

纹、连续溅射物、卫星坑、坑口边缘清晰、坑壁（阶梯状、光滑状）、坑缘多边

形、坑缘纹理清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太空风化、后期撞击、物质坡移等

的影响下，撞击坑会产生不同的形态变化。对撞击坑形态变化进行定量分析，不

仅可以更准确的获得撞击坑的绝对年龄，也可为其他行星的撞击坑年代学研究提

供参考。 

雨海纪以后，月球内部地质活动基本停止，因此在早雨海纪以后，撞击坑形

态的变化主要受外生过程的影响，主要是撞击(集中在撞击坑坑壁物质滑坡和溅

射物沉降两个方面)，导致撞击坑壁宽度和壁面坡度的变化。在此基础上选取了

WAC 和 DEM 数据，哥白尼纪、爱拉托逊纪、晚雨海纪、早雨海纪共 403 个撞

击坑，对其进行定量化研究，其中包括撞击坑深径比、撞击坑坡度与直径比，得

出在相同的年龄，随着火山口直径的增加，坑壁坡度减小，呈指数关系。 

 

43



 
 
 
 
 

行 星 光 谱 研 究 
 
 
 
 
 
44



场景要素耦合效应的光谱数据评估与模拟验证方法探讨 

Discussion on Spectral Data Evaluation and Simulation 

Verification Methods of the Coupling Effect of Scene 

Elements 

李津宁 1,2, 徐睿 1,2, 刘成玉 1,2, 王梅竹 1,2, 何志平 1,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主动光电重点实验室，2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J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我国深空探测规划在继续实施好月球探测的同时，同步开展小行星探测、火

星采样返回、木星系及行星穿越探测等任务，研究太阳系起源与演化、地外生命

信息等重大科学问题。光谱技术具备的物质成分无损识别与定量反演能力，特别

适用于探测与分析月球及行星表面物质成分，因此，获取高可信的光谱数据并进

行准确的解译与定量反演，是行星科学相关研究的基础。

然而，无论是轨道器探测，还是着陆、巡视器原位（in-situ）探测，探测场

景中目标特性、温度以及光照等场景要素及变化的耦合效应，对光谱数据获取质

量及其解译造成了严重困难。如不深入研究场景要素及其耦合效应对光谱探测的

影响，将影响空间光谱探测技术及光谱解译与反演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报告重点分析我国嫦娥工程、天问一号系列任务中光谱仪器作业场景要素对

光谱数据的耦合效应现象，据此探讨光谱科学数据的质量评估与模拟验证的可行

方法，以及地面模拟验证平台的概念设计。评估与验证方法旨在揭示场景中光谱

特征生成、传输、探测、解译机理，阐明诸场景要素及其变化特性对光谱数据的

耦合效应机制；验证平台通过模拟场景中的目标、光照、温度等变化特性，验证

诸场景要素对数据获取质量以及光谱解译反演的影响，为我国新型空间光谱载荷

创制、光谱数据质量评估及解译反演的水平提升提供方法与装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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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环绕及着陆月球光谱探测研究 

吴昀昭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地基、环绕及着陆月球光谱探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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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Hapke 模型对有限光照观测几何的 CE-1 IIM 数据光

度校正 

Photometric Correction of Chang’E-1 Interference Imaging 

Spectrometer’s (IIM) Limited Observing Geometries Data with 

Hapke Model 

许学森 1 2,舒嵘 1,2，刘建军 3, 刘斌 3, 刘大卫 3 

1 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 2中国科学院空间主动光电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

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A 行星表面地质过程_, __K-其他 _, _____ 

展示类型(服从会务组根据会务资源和时间做出的安排，二者均可)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建立 CE-1 干涉成像光谱仪（IIM）光谱数据 Hapke
模型，我们根据美国 LRO（Lunar Reconnaissance Orbiter）搭载的宽角度光谱相

机获取的多光谱数据反演得到的全月 Hapke 模型参数将月表分为三个区域：月

海、新鲜高地和成熟高地。我们利用 Clementine UV/VIS 的 415nm、750nm 以及

1000nm 三个波段光谱数据的波段比图像镶嵌而成的全月假彩色图和嫦娥一号

500m 分辨率 DEM 数据制作了全月起伏度分布图对三个区域的组分和成熟度和

起伏度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证明根据 Hapke 模型参数划分的三个区域地形相

对平坦、矿物组成成分近似均一，月壤成熟度变化较小，光度特性近似一致。选

取月海区域内的多角度光谱数据反演得到该区域的 Hapke 模型参数，建立光度

校正模型，然后用 Hapke 模型对该区域内的多角度光谱数据进行光度校正。结果

证明利用 Hapke 模型可以比经验模型更有效的消除光照观测角度的影响，尤其

对小相角范围存在的“冲日/热点效应”有很好的校正效果，使图像呈现更多的细

节信息，校正后的相邻轨道图像镶嵌拼接处没有拼接痕迹。 

 

图 1 月表分为三个区域：“月海”、“成熟高地”和“新鲜高地”（底图为 LRO 获取的

200m/pixel 分辨率的全月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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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铁镁质矿物红外光谱识别新方法及其应用 

Identification Method of Lunar Ferrous Minerals in Near-infrared 

Spectroscopy and Its Application

张迅与 1*, Edward Cloutis2 

1 澳门科技大学, 2温尼伯大学 

主题分类：_A_, _B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Iron-bearing minerals are a major component of materials on the lunar surface, and 
many of them can be distinguished based on the diagnostic absorption features in visible 
and near-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1 µm absorption 
(Band I) center and the band area ratio (BAR),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2 µm to 1 µm 
absorption areas, provides a sensitive way to analyze the composition of pyroxene-
bearing mixtures. Based on published database of laboratory spectra and compositional 
data for lunar rocks and mineral separates,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pectral 
characteristics of a variety of common Fe2+-bearing lunar minerals and rocks, including 
olivine (Ol), dunite, orthopyroxene (Opx), norite, clinopyroxene (Cpx), mare basalt, 
ilmenite (Ilm)-rich basalt, pyroxene-bearing anorthosite, and glass-rich impact melt. 
The lunar Ol-Cpx-Opx mixing line for rocks and minerals is determined (Fig. 1), which 
represents the variation trend of composition of lunar Ol-Cpx-Opx mixtures.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some of the pyroxene-bearing materials that are rich in Ilm, glass, or 
plagioclase are offset from the Ol-Cpx-Opx mixing line (Fig. 1),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lot of the BAR value versus the Band I center is a useful tool for spectral analysis 
of lunar composition and mineralogy, especially for those having pyroxene-dominated 
spectra. We applied this method to the South Pole‐Aitken (SPA) Basin and successfully 
identified two types of Opx-dominated materials, which represent the SPA impact melt 
and the excavated lower crust and/or upper mantle materials,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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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Plot of the BAR value 
versus the Band I center. The 
red-solid line is the lunar Ol-
Cpx-Opx mixing line. The 
error bars indicate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the 
mean of the samples with 
different grain sizes, and the 
data points without an error 
bar are derived from a single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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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月面数据获取与定量化处理 

Lunar Surface Data Acquisition and Quantitative Processing of the 

Lunar Mineralogical Spectrometer Onboard Chang’E-5 Mission 

王梅竹 1,2, 徐睿 1,2*, 李春来 1,2, 李津宁 1,2, 王蓉 1,2, 徐佳飞 1,2, 吴兵 1,2, 刘斌 3,4,
何志平 1,2* 

1 中国科学院空间主动光电重点实验室，2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3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4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  A  ,   K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LMS）是嫦娥五号着上组合体的重要载荷之一，采用

AOTF 分光机制，实现 480—3200 nm 的光谱（图像）观测，包含 480—950nm 的

可见近红外光谱成像通道和 900—3200nm 的红外光谱通道。LMS 安装高度距月

面约 1.4m，视场为 4.17°×4.17°，具备二维指向功能，可实现对月面采样点及重

要目标的可选凝视高光谱探测，以及覆盖总观测区域的多光谱成像探测，覆盖区

域约 3×3 m²。LMS 可见近红外成像通道的瞬时视场为 0.28 mrad，光谱分辨率为

2.4-9.4 nm；红外通道光谱分辨率为 7.6-24.9 nm。 
LMS 于北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2 日 5 点至 3 日 2 点实施对月面采样区的探

测，首先获取了多光谱成像数据，包括可见近红外 6 个波段的成像拼接图和 14
个波段的红外光谱扫描图。在表取采样过程中，LMS 在采样作业间歇对采样点

前后、预选采样点、月表大型石块共完成了 11 次高光谱探测。 
为降低环境对原位光谱数据的影响，LMS 的防尘机构中集成了定标板，结合

太阳照度、观测几何、材料 BRDF、定标板温度等信息，实施在轨辐射校正。 
月面 2B 级光谱辐亮度，是对仪器数据进行背景热校正与去除、单机温度影

响修正、辐射校正、几何定位等处理后得到的，最大程度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月

面原位观测数据，及其结合月壤样本开展的比对研究，将为地外天体物质成分分

析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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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红外成像光谱地面验证实验对着陆区物质组成的

制约 

Constraints of Chang’e-4 Spectroscopic Verification Experiment on 

the Composition of the landing site 

常睿 1,2*, 林红磊 1, 杨蔚 1, 林杨挺 1, 徐睿 3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

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嫦娥四号探测器于 2019 年 1 月 3 日成功着陆在月球南极-艾特肯（SPA）盆

地的冯·卡门撞击坑，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着陆区表面的物质不是原位岩浆上涌

填充形成的玄武岩，而是临近撞击坑的溅射物，可能代表了 SPA 盆地暴露出的

月球深部物质。“玉兔二号”月球车对着陆区进行了详细的巡视探测，基于月球车

获取的可见光-近红外成像光谱数据可以反演着陆区的物质组成，进而对其来源

进行约束。但由于月表光谱观测条件的复杂性和不同解译模型的差异性等因素，

对嫦娥四号的光谱解译仍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选取与着陆区岩石相似的地球

样品，首先利用背散射图像与能谱数据对其进行矿物组成分析，获得样品的真实

矿物组成。再利用嫦娥四号可见光-近红外成像光谱仪鉴定件测量样品光谱，并

对光谱加入纳米铁模拟太空风化影响。与着陆区岩石光谱进行对比分析表明，二

者光谱特征具有很好的相似性。最后基于不同光谱解译模型对样品成分进行反演，

并与真实矿物组成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将为嫦娥四号着陆区物质组成及来源

提供重要制约。 

 

 

51



玻璃端元对月表类矿物混合物光谱解混效果的研究 

A study of spectral unmixing effect of endmember of glass on lunar 

surface mineral mixtures 

胡晓依 1, 张昊 1 

1 地球科学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壤中广泛分布着玻璃质物质，而玻璃的化学成分和含量等信息对月表发生

过的火山作用和撞击过程等具有指示作用。虽然典型月球玻璃的光谱吸收特征和

硅酸盐矿物相比，具有宽而浅的特点从而导致玻璃不易被分辨，但由于月壤中往

往包含较高含量的玻璃，忽略其存在可能会对矿物成分解译造成较大影响。随着

探月传感器的空间分辨率和光谱分辨率的快速提高，将具有一定吸收特征的火山

玻璃从月壤中鉴别出来，已成为月球遥感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选取

了两种典型月球玻璃（绿玻璃/橙玻璃）相似物的可见-近红外反射光谱，与四种

月表典型矿物橄榄石、单斜辉石、斜方辉石和斜长石的光谱进行密切混合模型计

算，得到具有不同含量的 5 种端元混合物的 70 万条光谱。我们通过对已知玻璃

含量的阿波罗返样月壤的 LSCC 光谱和不含玻璃的 RELAB 月壤相似物光谱与合

成的模型光谱进行匹配，发现加入玻璃作为端元物质后，不但可以提高硅酸盐矿

物混合物解混的准确度，还可以定性获得玻璃的相对含量。我们还将此方法应用

到了嫦娥三号就位探测光谱数据并发现解译出的玻璃含量与阿波罗月海返样中

的玻璃含量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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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硫酸盐遥感探测与实验研究进展 

Advances in remote sensing and laboratory studies of Martian sulfates 

凌宗成 1,2* 

1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是太阳系内环境与地球最相近的行星。21 世纪以来的火星遥感和就位

探测任务返回了大量数据，为我们认识火星的环境特征提供了重要途径(Ehlmann 
et al., 2016)。火星遥感探测发现硫酸盐广泛分布在火星表面，特别是在水手谷

(Gendrin et al., 2005)，存在大量的含水硫酸钙和硫酸镁。遥感探测发现的火星硫

酸铁是零星分布，而就位探测证实硫酸铁的存在，揭示古火星存在更为酸性的环

境。火星地质年代演化也因硫酸盐的发现而重新定义，揭示火星从早期中碱性到

酸性环境的演变过程(Bibring et al., 2005)。结合火星探测数据，在实验室开展火

星模拟盐类的合成、光谱学表征以及环境模拟实验，为解译火星实测数据累积大

量的光谱数据，并为认识火星盐类和环境演化过程奠定基础，深化对火星自早期

丰沛的水量演化至酸性直至地表水干涸的水化历史认知。火星含水盐类相关研究

为理解火星的宜居性变化提供了契机，也将是未来火星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报告将简介近年来火星快车、火星轨道勘查器（MRO）、勇气号和机遇号、

好奇号等火星轨道和就位探测在含水矿物尤其是硫酸盐方面的探测结果，理解火

星环境的演化过程。此外，报告还将涵盖含水硫酸铁、硫酸钙及硫酸镁相关的火

星模拟实验研究结果。通过轨道遥感和实验研究相结合，将为确切认识和理解火

星表面的硫酸盐种类及其环境演化特征提供线索。 

参考文献 

Ehlmann, B. L., et al.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Planets. 2016, 121. 1927–1961. 
Gendrin, A, et al. Science. 2005, 307(5715), 1587-1591. 
Bibring, J-P, et al. Science. 2005, 307(5715), 1576-1581. 
 
 

致谢：本项目受国家自然基金（U1931211）和民用航天技术预研项目（D020102）
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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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地外微量样品无损分析宽谱段双向反射光谱测量系统 

Wide-band BRDF spectroscopy measurement system for  

extraterrestrial samples 

徐睿 1 ，吴兵 1，2 ，金海军 1，郑海燕 1，王振动 1，徐晟 1，王蓉 1，何志平 1，2* 
1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空间主动光电技术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83;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主题分类：___A__, __J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采样返回技术是除陨石外人类获取地外天体样品的主要渠道。嫦娥五号任务

成功实现了吕姆克山地区 1731g 年轻的火山岩形成的月壤样品采样返回，对月球

样品研究将成为我国月球科学研究的新热点。 
可见红外双向反射光谱探测和分析技术是月表遥感探测和对返回月壤样品

实验室科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可用于研究样品的组分及其含量，反演月壤样品的

物理特性参数，获得月表矿物学、岩石学和太空风化作用等重要信息。对研究地

外样品对用量及无损测试环境有着苛刻的限制。通用仪器很难实现微量样品的光

谱测量，而显微成像光谱仪又无法多角度观测，可见至中波连续谱段的双向光谱

更是需要专用仪器（美国 RELAB 实验室针对 Apollo 样品设计了 UV-VIS-NIR 
BIDIRECTIONAL SPECTROMETER）。 

针对在嫦娥五号任务中，着上组合体搭载的月球矿物光谱分析仪实现了对着

陆区表取点、大型石块的无损连续光谱详查以及完整采样观测区多光谱扫描成像

数据获取。对该系统试验件进行适应性改造，有效视场可缩减至 Φ1mm 并用于

微量样品，且整体性能与在轨原位测量状态一致，实现 5nm 间隔，0.48-3.2μm 光

谱范围，0°观测角的微量样品测量。同时针对多相角双向光谱测量需求，同步

设计了微量月球样品无损双向反射光谱测量系统，实现 10°~150°相角条件下对

样品可见-中波红外（0.48~3.2μm）双向反射光谱获取；实现 10mg~200mg 重量

的粉末状月壤、5mm~20mm 尺寸量级小颗粒陨石或岩石切片等微量样品的实验

室双向反射率测量能力，为未来地外微量样品测量提供光谱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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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中国天问一号火星车 MarSCoDe 实测数据解译的

LIBS 标样研制 

LIBS calibration standards applicable for MarSCoDe onboard the 

rover of Tianwen-1 

刘长卿 1，凌宗成 1*，付晓辉 1，武中臣 1，张江 1，辛艳青 1，刘平 1，田尚可 1，

柏红春 1，鞠恩明 1，金国斌 1，曹海军 1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山东威海，264209 

主题分类：_ A _, _J_, _K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激光诱导击穿光谱（LIBS）是一种原子和分子发射光谱。我国天问一号火星

车搭载的 MarSCoDe、美国好奇号的 ChemCam、毅力号的 SuperCam 都应用了

LIBS 技术，用于获取火星表面岩石/土壤的化学成分信息。其中，MarSCoDe 是

中国火星车唯一探测物质成分的载荷，所获 LIBS 数据解译的准确性直接影响中

国火星任务物质成分探测科学目标的实现。 

根据 ChemCam 数据解译经验，LIBS 数据解译的准确性依赖于构建光谱库所

用地质标样的种类和数量。地质标样的遴选需满足以下原则：能够代表火星表面

独特的物质组成，样品元素种类涵盖火星常见元素，且元素丰度按一定的浓度梯

度变化。根据该原则，我们参考火星常见矿物/岩石类型，遴选了 300 余种样品，

用于地质标样的制备。 

我们将大块岩石样品破碎、研磨、过筛，最终获得粒径<38 μm 的粉末样品，

保证在激光光斑范围内（直径~300 μm）样品的均一性。我们采用 XRF 获得样品

的化学成分，并将采用 MarSCoDe 备份样机在模拟火星环境下（700 Pa，CO2环

境）采集 LIBS 光谱，构建地面 LIBS 光谱数据库。LIBS 数据库和样品成分数据

将用于构建适用于 MarSCoDe 实测数据解译的元素丰度反演模型，助力于中国火

星探测着陆区的物质成分巡视探测。 

本项目受国家自然基金（U1931211），民用航天技术预研项目（D020102）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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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空间风化对行星相似物的多角度反射颜色比的影响研

究 

姜特 1, 张昊 1,2, 马佩 1，孙玉雪 1，庄颜 1，胡晓依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行星遥感通常需要利用观测到的光度、光谱和偏振度等信息来返演天体表面

材料的矿物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质。然而，太阳风高能粒子轰击和微陨石撞击作用

会对表面物质产生空间风化作用，而且观测到的表面光学性质也会随测量的几何

配置（入射角、观察角和相位角等）发生变化，例如在小相位角可能出现的颜色

比冲效应和在大相角出现的相红化等现象。对行星材料相似物进行空间风化实验

模拟和实验室光学性质测量，可以提高我们探测行星表面物质的能力。本研究利

用脉冲激光对月表类矿物橄榄石、辉石、斜长石和钛铁矿等进行了空间风化模拟，

并对样品进行了实验室多角度颜色比测量。测量所用到的仪器有：1）客制二向

反射测量仪，可在主平面内测量颗粒堆积表面在不同入射角下在三个波段（473，
532，633nm）的光度曲线和偏振相位曲线，相角覆盖范围为 2.7°-135°；2）客

制多角度反射光谱仪，可以测量颗粒堆积表面在上半空间不同几何配置下的反射

光谱（波段覆盖范围 350-2150nm）。目前仪器 2 已完成常规测试（如线性度、稳

定性、背景噪声等），对标准样品的测量也与已发表结果相吻合，图 1 为对模拟

月壤和模拟火星壤的测量结果。我们将展示最新的研究结果。 

 
图 1：试测的 JSC 模拟火星壤和模拟月壤在 45°入射时的多角度光度和颜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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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访探测的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非均匀性在轨校正 

On-orbit correction of non-uniformity of Mars Mineralogical 

Spectrometer based on revisit detection 

吴兵 1，2 ，徐睿 1 ，刘成玉 1，王蓉 1，王梅竹 1，何志平 1，2* 
1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空间主动光电技术重点实验室,上海  

200083;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主题分类：__A___, __D___, ___E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

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

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搭载于“天问一号”环绕器的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在到达停泊轨道前经历了

发射与漫长的地火转移阶段，长期的存贮与物理环境变化后，需要通过在轨定标

或场地定标对仪器自身的光谱、辐射响应性能继续重新评估，为未来的科学使命

轨道科学探测提供数据可靠性支撑。 

火星矿物光谱分析仪是一台 12°视场角，0.4-3.4μm 成像光谱探测科学载荷，

具备高光谱分辨率（~4nm@0.4-1.0μm；~11nm@1.0-3.4μm）连续光谱观测模式与

多种针对不同矿物类型识别多光谱高分辨率 265m/px@265m 观测模式。 

停泊段轨道试运行阶段主要用于“祝融号”火星车着陆点选址，同期火星矿

物光谱分析仪就预选着陆区开展了多次不同模式的数据获取。利用短时间多次重

访获得相同地区光谱数据这一契机，结合太阳高度角及大气等参数，以重叠观测

区域辐射响应与地理信息之间的对应关系，对光谱仪进行非均匀性在轨校正。为

精确建立探测区域表面气候与环境特征、形貌与地质构造特征及其变化，提高火

星矿物光谱分析仪的数据质量做出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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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壤模拟物 MGS-1 的光度学特征研究 

Photometric properties of Mars Global simulant(MGS-1) 

孙玉雪 1, 姜特 1，张昊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A___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盖尔撞击坑中 Rocknest 沉积物经过好奇号探测器的挖掘测量表明，其矿

物组成与精神号和机遇号探测区域的物质组成非常相似，因此 Rocknest 被认为

是比较典型的火星壤，人们依据其矿物组成、化学成分及尺寸分布等特征研制了

MGS-1 模拟火星壤 。为了深入理解 MGS-1 及相关模拟火星壤(MGS-1C,MGS-
1S,JEZ-1)的各类光学特征，我们利用自行研发的各类光学反射装置测量了模拟物

的多角度反射光谱和相位曲线，并进行光度反演获得了模型参数。研究结果表明，

MGS-1 样品的光度特征与好奇号在盖尔撞击坑的测量结果 Liang(2020)比较一致，

尤其是都具有相近的单反照率，以及类似的前向散射特征和相红化现象，但

MGS-1 的 光 学 散 射 特 征 与 精 神 号 和 机 遇 号 所 测 量 区 域 结 果

Johnson(2006,2015,2021)有较大差别。这些结果将可以为后续火星探测提供实验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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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辐射传输方程的月表岩块热辐射模拟分析 

Simulating microwave thermal emission of the rocks on the lunar 

surface based on radiative transfer model 

雷杰涛 1,2, 孟治国 1,2*, 岳宗玉 2, 王永志 1, 邢立新 1 
1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长春, 130026 
2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岩块是影响月表热辐射的主要因素之一，其研究对于更好的理解嫦娥卫星微

波辐射计（Microwave radiometer, MRM）数据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普遍认为岩

块丰度大的地方，白天表现为高亮温，晚上表现为低亮温。当前基于 MRM 数据

的月表岩块研究，关注的主要是高频时的亮温表现。因此，本文基于辐射传输方

程和热传导方程，数值模拟分析了月表岩块以及不同隐伏深度岩块的微波亮温

（图 1）。结果表明：（1）高频时，岩块对午夜亮温的影响比对中午的更明显；（2）
3.0 和 7.8 GHz 时，厚度不大于 0.1m 的岩块会引起中午的低亮温；（3）隐伏岩

块在中午和午夜均引起低亮温；（4）随着岩块隐伏深度的降低，隐伏岩块引起的

低亮温更明显。我们首次发现了含岩块的月壤在白天的低频通道和晚上的所有通

道亮温图上表现为低亮温。 

       
图 1 含表面岩块月壤（左）和含隐伏岩块月壤（右）单个月球日内的模拟亮温。(a) 3.0 GHz, (b) 7.8 GHz, (c) 

19.35 GHz, (d) 37 GHz。SRT 代表表面岩块厚度，URT 代表岩块隐伏深度。 

致谢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309）和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

验室开放基金（OFSLRSS201911）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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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四号微波星的月表微波辐射定标的研究 

柳钮滔 1 ，金亚秋 1* 

ntliu16@fudan.edu.cn; yqjin@fudan.edu.cn 
1 复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K, A, J 

摘要正文： 

本研究提出风云四号微波星(FY-4M)毫米波通道辐射亮度温度的月表辐射热

定标方法。中国计划发射新一代静止轨道卫星 FY-4M 用于大气微波辐射观测，

上面携带的毫米波辐射计工作在 55 GHz, 89 GHz, 118 GHz, 166 GHz, 183 GHz 和

425 GHz。定标技术是卫星数据定量应用的关键，在升空前，会在真空容器中对

微波辐射计进行地面定标来确定定标参数，卫星发射后，还会通过星上定标源进

行在轨定标，卫星发射过程以及恶劣的太空环境会造成星上定标的不确定性，这

需要其他方法来评估星上定标的稳定性。月球表面没有大气，也没有生物，气候

的影响，月表物理和化学性质长期稳定，月表微波辐射随着月球自转进行周期性

变化，卫星对月球的微波观测不会受到大气的影响，月球可以作为一个稳定的定

标源。 

基于克莱门汀反射率数据得到月表的太阳光反照率，求解热传导方程的上边

界条件，采用 Diviner 数据反推的月壤热物性参数，模拟了月壤中热量传导和温

度变化的过程，由 Diviner 红外数据和 Apollo 热流实验测量的深层温度验证计算

的温度廓线，用“嫦娥二号”月球赤道中午的 37GHz 微波辐射亮温反演不同经度

的正切损耗，并拟合钛含量与正切损耗的关系，根据辐射传输方程仿真了月球赤

道中心 FY-4M 通道的毫米波辐射亮温，作为 FY-4M 的热定标源。 

 

参考文献： 

1. Liu N., Fa W. and Jin Y.Q., "Brightness Temperature of Lunar Surface for 
Calibration of Multi-Channel Millimeter-Wave Radiometer of Geosynchronous FY-
4M",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vol. 57, no. 5, pp: 
3055-3063, 2018. 

2. Liu, N. and Jin, Y.-Q., 2020, “Calibration of a multichannel millimeter wave 
radiometer of FY-4M based on the real-time brightness temperature along the lunar 
equator”, Science Bulletin, 65(2-3), 185-19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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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表面红外辐射的高分辨率红外辐射计 HIRS 定标 

柳钮滔 1 ，金亚秋 1*  

ntliu16@fudan.edu.cn; yqjin@fudan.edu.cn 
1 复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K, A, J 

摘要正文： 

Diviner 红外辐射计获取的一些大辐射角月球观测数据可用于研究粗糙面非

天底点观测下红外辐射特性，搭载于极轨气象卫星的高分辨率红外辐射仪(HIRS)

获得了 14μm 月球平均红外辐射亮度温度，本章仿真了月球正面平均红外亮温进

行比较，讨论了月球红外辐射定标的方法。 

首先用高斯粗糙面来模拟月表小尺度粗糙，计算地形对太阳光的遮蔽，求解

每个面片的热传导方程来计算其温度变化，判断不同观测角度下每个面片是否出

现在辐射计的视野中，然后计算不同辐射角下接收到的平均谱辐射强度和对应的

亮度温度，仿真得到的亮度温度关于辐射角是非对称的，这与 Diviner 的观测结

果一致，非对称性是由太阳和辐射计的相对位置引起的，本文还讨论了粗糙度，

地形等因素对月表热辐射特性的影响。 

在计算月球正面平均亮度温度时，将月球正面剖分为 900 个子区域，计算出

对应纬度和辐射角度下每个子区域的平均谱辐射强度和红外亮温，根据每个子区

域在辐射计视野中的面积计算月球正面的平均红外辐射亮温，此外，还计算了平

坦表面模型下的辐射亮度温度作为对比，粗糙面模型的月球平均辐射亮温明显大

于平坦表面的辐射亮温，这是因为在大辐射角下粗糙面的辐射亮温远大于平坦表

面模型，粗糙面模型的仿真结果与 HIRS 的观测亮温更接近。 

 

参考文献： 

1. Liu, N., Jin, Y. Q., " Average Infrared Brightness Temperature of Lunar Rough 
Surface in Field of View of High-Resolution Infrared Radiation Sounder and 
Application to Calibr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under review,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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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成岩块材和颗粒的可见-近红外反射光谱研究 

Visible and Near-Infrared Reflectance Spectra of Igneous Rocks and 

Their Powders 

庄颜 1, 张昊 1，姜特 1，马佩 1 

1 地球科学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由于空间风化的作用，太阳系大部分固态天体表面覆盖着一层风化物颗粒，

因此长期以来行星光学遥感模型以小颗粒的光散射为主要研究目标。随着各类绕

飞和就位探测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高空间分辨率的光谱影像，人们获取了包含有

更直接矿物化学成分信息的岩石光谱，因而对块材的光散射特征理解有了实际需

求。在我们对“嫦娥 4 号”数据进行的分析中，我们通过比较一块新鲜岩石的光

谱和月球陨石及阿波罗返样光谱来推测该岩石的主要矿物成分，但具有与 4 号月

岩最相似光谱特征的一块月球陨石是在粉末状态下测量的，因此我们需要深入理

解各类行星相似物的块材和粉末的光谱特征的关联。我们挑选了 13 种具有 1 微
米吸收特征的火成岩并测量了它们的岩石块材和三种不同粒径的粉末的可见-近
红外反射光谱。我们发现，当块材光谱在可见光区的反射率小于 0.1 时，其光谱

不表现出其对应粉末样品所具有的吸收特征；反之，块材光谱则表现出粉末所具

有的明显吸收特征。辐射传输模型模拟表明，这两种不同特征的出现很可能是由

两种样品所具有的不同的体散射和表面散射贡献比例所引起的。这些结果可以为

未来“嫦娥 7 号”等探测提供实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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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率影像法的实验研究 

马佩 1, 张昊 1, 2，姜特 1，庄颜 1，孙玉雪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 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通过对不同相位角（太阳入射光和观察方向之间的夹角）下获得的同一区域

的影像进行比值运算获取的相比率影像图，可能突显出原始强度影像里不易被分

辨出的表面粗糙度等信息。该方法已被应用于月球、水星和小行星等无大气天体

表面结构分析中。例如，对阿波罗着陆区的相比率影像分析表明，该区域月壤由

于受到降落引擎气体的吹扫和压实作用而变得较为光滑。为了深入理解相比率法

对不同成分和不同物理性质的行星相似物的有效性等问题，我们搭建了一台实验

室相比率测量仪。我们首先对仪器进行了各类详尽测试，包括光源稳定性、CCD
系统响应线性度、定标板多角度反射特性、系统稳定性等，对标准样品的测量结

果表明仪器各项性能可靠。之后我们对月表典型矿物橄榄石、辉石、斜长石和钛

铁矿的 3 个尺寸的粉末样品进行了相比率影像测量，发现在相位角间隔较大情况

下，相比率影像法可以有效突出较暗样品的尺寸分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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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宇宙射线与月壤的相互作用模拟 

Simul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Galactic Cosmic Rays and Lunar Regolith 

韩晨尧 1, 史全岐 1, 张江 1, 王硕 1，田安民 1，王慧姿 1，商文赛 1，刘吉 1 
1 山东大学（威海） 

主题分类：  A  ，  C  ，  J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月球表面的辐射环境比较复杂，有多种带电粒子和中子产生机制。本工作利

用蒙特卡洛模拟研究了银河宇宙射线（GCR）和月壤的相互作用过程，分析了月

壤中不同元素和中子的作用过程，比较了不同月壤组成对次级中子能谱的影响，

并对月表次级中子的产生和传播过程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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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实时月表太阳辐射模型及地质应用研究 

Research on the Real-time Solar Radiation Model of the Lunar 

Surface and Its Geological Applications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张吉栋 1,*, 李向月 2, 平劲松 3 

1 石家庄铁道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2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3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 

主题分类：__A__, __C__, __E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来自太阳的辐射是月球表面最主要的能量源，详细了解和分析月球表面太阳

辐射信息既是人类开展月面活动的前提条件，也对热物理模型的建立以及遥感数

据热参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和丰富月球表面太阳辐射模型可为进一步研

究月球表面能源条件、热特性等内容提供重要保障。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从天体

测量的基本理论出发，以电磁波的辐射定律和辐射传输为物理基础，综合多源数

据，构建了用于实时分析月表太阳辐射的几何模型。基于该模型得到的定量结果，

考虑漫反射能量的影响，改进了月球表面日间温度模型，并以月球虹湾为研究区，

结合嫦娥微波辐射计（Chang’E Lunar Microwave Sounder，CELMS）及 Diviner
热红外数据，开展了月表温度的时空变化规律及地质应用研究。此外，本文从微

波辐射传输的原理出发，分析影响月表微波热辐射的影响因素，结合已有的遥感

数据反演结果和物理模型，采用 BP 人工神经网络（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BPNN）方法建立了正午时段的 CELMS 亮温预测模型，进一步探讨了

月球酒海地区的月表亮温不均匀分布和相关成因机制。本文成果可作为月表热环

境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及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占领月球

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将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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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全球地质图编制 

刘建忠 

月球与行星科学中心，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全球地质图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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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和五号探月任务中的着陆区精细制图与形貌分析 

邸凯昌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嫦娥四号和五号探月任务中的着陆区精细制图与形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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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meter- to Decimeter-Scale Surface Slope and Roughness of the 

Moon at the Chang’e-4 Exploration Region 
Dijun Guo1*(djguo@pku.edu.cn), Wenzhe Fa1, 2, 3, Bo Wu4, Yuan Li5 and Yang Liu6, 3 
1Peking University, 2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Comparative Planetology, 4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5Sun 
Yat-Sen University, 6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Surface slope and roughness of the Moon have been investigated extensively over 
a wide baseline range except for millimeter to decimeter scales. In this study, we present 
for the first time millimeter- to decimeter-scale surface slopes and roughness of the 
Moon at China’s Chang’e-4 landing region (~20 m across) using the Digital Terrain 
Model (DTM) with a resolution of 5 mm/pixel. The bidirectional slope at 7 mm scale 
can be as high as >35° with a median value of ~10°. The root-mean-square (RMS) 
height within a window size of 125 mm varies from ~1 mm to ~18 mm with a median 
value of 4 mm. Both the bidirectional slope and RMS height show scale-dependent 
behaviors and the parameter of scale dependence, the Hurst exponent, is ~0.6–0.85. 
Integrating with previous roughness studies, we also synthetized the bidirectional slope 
at baseline from micrometer to kilometer (Figure 1), showing that bidirectional slope 
decreases from ~60° at micrometer to ~1° at kilometer. At millimeter-scale, surface 
roughness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regolith gardening and impact fragments. The RMS 
heights suggest that the study area is electromagnetically smooth for both X- and S-
band of Mini-RF radar. Our roughness results provide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lunar 
regolith characteristics, small-scale geological processes, and parameters for 
interpretation of remote sensing observations. 

 

Figure 1. Bidirectional slopes of the Moon from micrometer to kilometer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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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部分淹没撞击坑地形退化模拟的 

嫦娥五号着陆区玄武岩厚度估计 
Estimation of basalt thicknesses at the Chang’e 5 landing site based on 

modeling the topographic degradation of partially buried craters 
都骏 1，法文哲 2,3，龚盛夏 4，刘洋 1,3*，台钰山 2，邹永廖 1 

1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yangliu@nssc.ac.cn）. 
2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研究所.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

卓越创新中心.4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主题分类：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我国嫦娥五号着陆区以表面年轻（1.4–1.8 Gyr）和富含生热元素（如 U、Th、

K）为特征[1]，对其玄武岩厚度的估算将有助于了解月球晚期的火山作用机制[2]。

本研究以月表新鲜撞击坑的高程廓线作为输入，模拟部分淹没撞击坑的地形退化

过程，从而对其周围玄武岩的厚度进行反演[3]。在着陆点附近共识别出 3 个部分

淹没撞击坑，地形退化反演结果表明该地区的表层玄武岩厚度为 39–46 m（图 1）。

通过判断撞击坑是否挖掘出次表层的低钛玄武岩，[1]估计该地区的表层玄武岩

厚度为 39–63 m，与本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今后将利用 GRAIL 重力场数据估算

着陆区玄武岩的整体厚度[4]，并结合月球样品的放射性同位素年龄重构该地区

的火山活动喷发历史，由此进一步探讨月球晚期火山作用的特征。 

 
图 1. 左：示例部分淹没撞击坑的光学影像（白色箭头指示了溅射物与玄武岩的边界）。右：该撞击坑的地

形退化与玄武岩填充过程，玄武岩厚度的最佳估计值为 42 m。 

参考文献：[1] Qian Y. et al. (2021) EPSL, 555, 116702. [2] Head J. W. et al. (1982) EMP, 26, 61–88. [3] Du J. et 

al. (2019) JGR, 124, 2430–2459. [4] Gong S. et al. (2016) JGR, 121, 854–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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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着陆点玄武岩年龄分析 

Maria Basalts Chronology of the Chang’E-5 Sampling Site 

许祯 1,2, 郭弟均 3, 刘建忠 1,4*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北京大学, 4中国科学院比较行

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A，B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2020 年 12 月 1 日，嫦娥五号（Chang’E-5，CE-5）探测器着陆于风暴洋克

里普地体（Procellarum KREEP Terrane）的西北部（43.0576°N, 308.0839°E）。CE-

5 是继美国 Apollo 和前苏联 Luna 采样任务结束 45 年之后首次进行的月表采样

返回任务。嫦娥五号采样点离以往的采样区域较远，可以拓宽月球样品的覆盖范

围。早期推测嫦娥五号采样点的玄武岩年龄为 10~20 亿年。因此，着陆区玄武岩

的准确年龄可以为月球晚期岩浆活动提供约束，并结合着陆区的撞击坑统计数据

对撞击坑定年曲线做进一步校正。考虑到早期研究没有充分排除外来溅射物的干

扰，本研究通过确定出受溅射物干扰最弱的区域，对着陆区玄武岩绝对模式年龄

做了进一步研究。首先计算着陆区内挖掘出玄武岩的新鲜撞击坑周围连续溅射物

的 FeO 含量，作为区域内纯玄武岩 FeO 含量的下限值，把着陆区所在的玄武岩

地质单元分为纯玄武岩（非月海溅射物含量可忽略）与非纯玄武岩区域两类。在

CE-5 着陆点所在的地势较为均一的纯玄武岩区域（图 1a）进行了撞击坑识别。

使用撞击坑统计定年模型，得到着陆点的玄武岩绝对模式年龄为1.49−0.084
+0.084  Ga

（图 1b）, 属于爱拉托逊纪玄武岩。玄武岩样品的分析将会揭示该时期更多的月

球热演化信息。撞击坑直径-频率分布数据与 CE-5 返回的玄武岩样品同位素年龄

结合将为定年曲线提供更多的定标点，提高月球撞击坑年代曲线的可靠性。 

 

图 1. CE-5 着陆的玄武岩单元（a）及绝对模式年龄（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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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二号"月球车就位测量光谱的地质启示意义 

芶盛 

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玉兔二号"月球车就位测量光谱的地质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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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着陆区月壤物理特性光谱反演 

林红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A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嫦娥四号着陆区月壤物理特性光谱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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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 2 号探月雷达对月球背面浅层地下结构的首次探测 

First look by the Yutu-2 rover at the deep subsurface structure at the 

lunar farside 

赖嘉龙 1,2*, 徐懿 2, Roberto Bugiolacchi2,3, 孟旭 2, 肖龙 2, 4, 谢明刚 5, 刘斌 6，邸

凯昌 6，张小平 2，周斌 7，沈绍祥 7, 徐璐媛 2 
1 江西理工大学理学院, 2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国家重点实验室, 3伦敦大学学

院地球科学, 4 中国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行星科学研究所（武汉），5桂林工业大

学理学院，6中科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7中科院电磁辐射与探测技术重点实验

室 

主题分类：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山产物在月球正面和背面分布的不均一性是经过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后

形成的结果。月球背面的地质情况与正面有所不同，研究这里的地质演化历史，

对探索月球的形成和长达 40 多亿年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帮助解开这一

分歧，嫦娥四号将月球的远侧着陆区定在了南极艾特肯（SPA）盆地内的冯·卡

门撞击坑表面。根据玉兔二号探测器在最初 9 个月的勘探阶段所收集的探地雷达

（GPR）数据，我们给出了着陆区浅层地层结构图像，该雷达图像揭示了探测路

径下的几个地层界面。埋藏的溅射物层上覆盖着至少四层不同的熔岩流，这些熔

岩流可能发生在雨海时代，厚度从约 12 m 到约 100 m 不等。根据趋势面分析的

手段，我们方发现多个熔岩流反射界面的表面由低到高都指向着陆区西南方向，

因此我们推测，着陆区熔岩流的主要来源可能位于着陆区的西南部。根据美国月

球侦查轨道器照相机拍摄的影像，在着陆区西南部有一个 40 公里长的穹顶显示

出至少两次主要喷发事件的证据。此外我们结合日本月亮女神号采集的光谱数据

提供了冯·卡门撞击坑内发生的多起熔岩填充事件的证据。此外，我们估计出着

陆区浅层玄武岩的平均损失角正切估计为 0.0040-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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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月雷达揭示嫦娥四号着陆区近表层的岩石丰度与演变过

程 

Rock Abunda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Shallow Stratum on Chang’e-

4 landing site unveiled by Lunar Penetrating Radar Data 

张领 1,2, 徐懿 1, Roberto Bugiolacchi1,3, 胡斌 2, 刘财 2, 赖嘉龙 1,4, 曾昭发 2, 霍祉

君 2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国家重点实验室, 2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

院, 3伦敦大学学院地球科学, 4江西理工大学理学院 

主题分类：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 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嫦娥四号”携带的“玉兔二号”月球车现在仍在南极艾特肯盆地内的冯·卡

门撞击坑中持续工作。装备在月球车上的探月雷达高频天线揭示了深达 40 米的

地下结构，这将有助于构建月球背面浅层演化模型。本文将对前 20 个月昼的探

月雷达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雷达结果中 11±4 米处的明显反射波将月壤层与之

下的多层沉积结构区分开。多层沉积结构的各个分界面雷达特征表明，由于每次

地质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短暂，阻止了物质更深层次的均质化。本文还利用来自

高频通道的不同天线数据的相关性生成了地下岩石分布图，其显示出每个溅射层

底部的岩石块更多，这是因为只有不频繁的较大撞击事件才可能粉碎到较深层的

物质。在岩石丰度图与雷达能量图中都发现的碗形轮廓被解释为 150±30 米宽和

10±5 米深的古撞击坑，该撞击坑重塑了三个薄溅射层。“嫦娥四号”探月雷达数

据揭示了冯·卡门撞击坑内的复杂地质历史，在玄武岩岩浆充填阶段结束后，发

生了不少于四次的撞击坑溅射物覆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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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otential subsurface cavity in the continuous ejecta deposits of the 

Ziwei crater discovered by the Chang’E-3 mission 
Chunyu Ding1,2, Zhiyong Xiao2,3*,Yan Su4,5 

1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2 Planetary Environmental and Astro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519000, China 
3 CA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Comparative Planetology, Hefei,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Lunar an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5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Correspondence: xiaozhiyong@mail.sysu.edu.cn 

主题分类：___A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In the radargram obtained by the high-frequency lunar penetrating radar onboard the 
Chang’E-3 mission, we notice a potential subsurface cavity that has a smaller 
permittivity compared to the surrounding materials. The two-way travel time between 
the top and bottom boundaries of the potential cavity is ~ 21 ns, and the entire zone is 
located within the continuous ejecta deposits of the Ziwei crater, which generally have 
similar physical properties to typical lunar regolith. We carried out numerical 
simulations for electromagnetic wave propag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nature of this low-
permittivity zone. Assuming different shapes for this zone, a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between our model results and the observed radargram suggests that the 
roof of this zone is convex and slightly inclined to the south. Modeling subsurface 
materials with different relative permittivities suggests that the low-permittivity zone is 
most likely formed due to a subsurface cavity. The maximum vertical dimension of this 
potential cavity is ~ 3.1 m. While the continuous ejecta deposits of Ziwei crater are 
largely composed of pre-impact regolith, competent mare basalts were also excavated, 
which is evident by the abundant meter-scale boulders on the wall and rim of Ziwei 
crater. We infer that the subsurface cavity is supported by excavated large boulders, 
which were stacked during the energetic emplacement of the continuous ejecta depos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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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he exact geometry of this cavity (e.g., the width) cannot be constrained using 
the single two-dimensional radar profile. This discovery indicates that large voids 
formed during the emplacement of impact ejecta should be abundant on the Moon, 
which contributes to the high bulk porosity of the lunar shallow crust, as discovered by 
the GRAIL mission. Our results further suggest that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is capable 
of detecting and deciphering subsurface cavities such as lava tubes, which can be 
applied in future lunar and deep space explo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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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背面冯·卡门撞击坑的初步演化模型 

——以嫦娥四号测月雷达数据为约束 

A preliminary evolution model of the Von Karman crater on the far 

side of the moon constrained by Chang 'e-4 lunar penetrating radar 

袁悦锋 1*, 朱培民 1, 肖龙 1, 徐志伟 1, 邓健 1, 万霞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A__, __C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基于嫦娥四号任务获得的雷达数据，对月球背面南极-艾肯盆地内冯·卡门撞

击坑月海区域的地下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推测，构建了初步的演化模型。测月雷达

可以探测到介质中由于物性差异而产生的分层现象，因此，通过雷达成像结果可

以识别出各种不同深度的地层和构造，与月壤层、多期间歇熔岩流、火山溅射物

以及撞击溅射物的沉积形态较为一致。根据浅部较厚的均一层可以推断出冯·卡

门撞击坑内可能存在大型构造活动性较低的平静期，与月球正面区域具有一定的

关联性。综合利用这些事件的地层学和年代学结果，结合周边区域的形貌特征，

可以推测冯·卡门撞击坑中月海区域的演化过程。构建综合的地层演化模型有助

于我们更为深入地理解月球背面的区域性演化历史，为后续的探测任务和研究方

向提供科学指导。 

 

78



基于测月雷达的嫦娥四号着陆场次表层构造与介电特性分

析 

Analysis of subsurface structure and dielectric properties of chang'e-

4 landing site based on lunar radar 

冯永玖 1，陈书睿 1，童小华 1 

1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主题分类：__A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壤的介电性质在反演月壤厚度、矿物组成及地下结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国嫦娥四号（CE-4）成功降落月球背面冯卡门陨石坑，其搭载的玉兔二号巡视

器通过 60MHz 和 500Mhz 的双频测月雷达（LPR）进行月球次表层探测，为探

测从未被研究与采样过的月球背面次表层结构及其介电特性提供了重要数据。通

过双曲线拟合法测得着落区域次表层部分点状目标介电特性，进而构建了适用于

嫦娥四号着落区域的月壤介电模型。在月壤模型基础上，进行了基于时域有限差

分的雷达波正演与全波形反演（FWI）验证试验。测月雷达第二天线数据表明，

嫦娥四号着陆区域次表层由细腻月壤层、溅射物层、月岩层和古风化层构成，其

中细腻月壤层厚度可达 12m，远超于嫦娥三号着陆区域。月壤层的介电常数随深

度的增加而增加，且在有限的时间/深度区间内存在一定随机波动。月壤模型的

反演结果表明，全波形反演法具备对测月雷达数据进行介电常数反演的能力，不

仅能绘制月壤介电特性的二维剖面，也能有效提高对月壤介电特性空间分布的认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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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极化探地雷达 Vivaldi 天线正演模拟 

Forward modelling for full-polarimetric Vivaldi antenna of the 

ground penetrating radar 

万霞 1*, 朱培民 1, 袁悦锋 1, 邓健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_A__, ___C__, ___F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传统的探地雷达由于其天线单一的极化方式，无法获取和利用更多的极化信

息。全极化探地雷达不仅能够获取共极化数据，而且能够接收到交叉极化数据，

更好地实现地下目标属性分析。本文通过三维时域有限差分方法，基于 Vivaldi
结构，建立全极化 Vivaldi 天线模型，该天线包括两个垂直线性极化发射天线和

两个同轴及交叉极化天线用于接收，两个垂直取向的 Vivaldi 天线板相互正交，

实现全极化探地雷达正演模拟方法，自由空间天线模拟能够得到完整的子波模型，

表明模拟方法的准确性。 
（1）通过模拟了水平双层介质目标的极化响应，发现具有单一电磁波视角目

标，其共极化响应明显强于交叉极化响应； 
（2）由于金属球目标的特殊形状，其正演模拟响应在两种交叉极化上表现明

显； 
（3）同时还模拟了斜裂缝的目标响应，其响应结果表明，裂缝方向与天线极

化方向一致时，对应的极化响应最强，利用此极化特征，能够准确判断出裂缝方

向； 
（4）倾斜反射面模型正演模拟结果显示，借助全极化最大振幅响应，可判断

出倾斜反射面倾向与测线方向相对位置关系。 
典型模型的模拟结果表明，同时利用共极化和交叉极化数据信息，能够更好

地识别不同形状目标，并判断目标体方向，从而为分析地下目标属性提供有效手

段。 

关键词：探地雷达，全极化，Vivaldi 天线，时域有限差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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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着陆点附近三个撞击坑的绝对模式年龄及其地质

意义 

Absolute model age of three craters in the vinicity of theChang’E-5 landing site 
and their geologic implications 

侯旭婷 1, 付晓辉 1, 尹承翔 1 

1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空间科学研

究院，山东威海，264209 

主题分类：__A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嫦娥五号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成功发射，并着陆在风暴洋北部区域（43.06° 
N, 51.92°W），成功返回 1731g 样品。嫦娥五号是自苏联 Luna 24 之后第一次采

样返回任务，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嫦娥五号着陆区位于月球上年轻

的玄武岩填充区域。由于月球表面的撞击作用，嫦娥五号着陆区会有来自周围高

地撞击坑的溅射物，包括 Pythagoras, Aristarchus, Copernicus, Sharp B, Harpalus, 
Robertson, Hausen, Philolaus 和 Carpenter。其中，Pythagoras、Sharp B 及 Harpalus
缺乏足够的年龄数据，所以本次研究对这三个撞击坑进行定年。 

本次研究采用 Kaguya TC 数据和 LROC NAC 数据识别撞击坑。我们运用

撞击坑统计定年（Crater Size-Frequency Distribution，CSFD）的方法，撞击坑统

计定年是一种广泛用于行星表面定年的方法。我们选择撞击坑坑底、溅射毯和冲

击熔融池作为计数区域。研究得出 Pythagoras、Sharp B 及 Harpalus 撞击的年龄

分别是 2.13±0.16 Ga、 957±110 Ma 和 1.1±0.04 Ga，所得的每公里直径 D≥1公
里的撞击坑的频率值 N(1)分别是 1.79×10-3、8.02×10-4、9.22×10-4。基于获得的年

龄理解了该区域的地质历史和区域的地层关系。Sharp B 及 Harpalus 年龄较小，

溅射物可能会覆盖于嫦娥五号着陆区之上，可能会存在于此次嫦娥五号返回的样

品之中，Pythagoras 的溅射物可能存在于嫦娥五号着陆区之下，结合前人对玄武

岩厚度的研究，此次返回样品中含有 Pythagoras 撞击坑溅射物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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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着陆区地质研究

The Geology of the Chang'E-5 landing site

尹承翔 1, 付晓辉 1*, 侯旭婷 1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山东威海，264209

主题分类：__A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嫦娥五号在月球正面风暴洋东北部成功返回了 1731 克月球样品。这些样品

的研究可能会解决月球上年轻月海火山作用的基本问题。月球遥感数据分析，可

为认识月球样品地质背景提供信息。综合利用多源遥感数据，我们研究了嫦娥五

号着陆的风暴洋东北部的地球化学特征和地质历史，以服务于随后的样品研究。

撞击坑统计定年显示，嫦娥五号着陆在了年轻的玄武岩单元（Em4，1.21Ga，Qian
等, 2018；P58，1.33Ga，Hiesinger 等，2003），这是月球晚期火山活动典型区域

之一。雨海纪的玄武岩单元出现在着陆区的西部，吕姆克山位于着陆区的西南部，

在东部还分布着富硅的穹窿（Mairan Domes）。同时，该地区还受到高地溅射物

的影响。遥感数据表明，着陆区玄武岩较为富铁（Kaguya MI，17.0wt%；LP GRS，
19.2wt%），从钛含量（LROC WAC，6.0wt%）来看，属于中钛到高钛玄武岩范

畴。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还有着较高的钍含量（LP GRS，6.1ppm），这可能与

该地较长时间的火山活动有联系。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本文的工作，形成了对该区

域岩浆活动和地质历史的综合认识。

图 1 嫦娥五号着陆的风暴洋东北部地区剖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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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统计回归分析方法的嫦娥一号和嫦娥二号微波数据校

准模型 

A Recalibration Model Based on the Statistical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o Align the Microwave Data of Chang’E-1 and Chang’E-2 

杨帆 1, 胡国平 1*, 陈炯林 1, 曾镜涛 2, 郑永春 3, 徐懿 1, L. H. Yu4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

联合国际学院, 3国家天文台, 4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 

主题分类：___ K 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   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two microwave radiometers on board the Chinese Lunar explorers Chang’E-1 
(CE-1) and Chang’E-2 (CE-2) are presumable instruments in duplication, yet the results 
differ, with lunar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obtained by CE-2 generally lower than those 
of CE-1 in all four frequency channels. The differences can reach over 10 K in the same 
local time. We propose a recalibration model which takes into account the brightness 
temperature constant shift of the microwave radiometer equipment and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Chang’E calibration antennas may have inadvertently picked up some thermal 
radiation from the lunar surface due to its field of view cutting into the lunar surface. 
These effects may have negatively influenced the accuracy of the simple two-point 
calibration procedure and led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available microwave 
radiometer level 2C data from CE-1 and CE-2. Our recalibration model determines the 
correction parameters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hat minimize the miss-match 
between the two data sets. Recalibration of the level 2C data based on our recalibration 
model successfully realigns the microwave brightness temperatures measured by CE-1 
and CE-2. 

83



基于多源遥感数据的哥白尼地区古老掩埋撞击坑识别研究 

Recognition & study of ancient buried crater in Copernicus based on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徐箫剑 1,2,3, 赵琳 1,2,3, 康志忠 1,2,3*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月球与行星

遥感探测研究中心, 3 教育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月球与行星探测国际合作研

究分中心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哥白尼撞击坑作为月球年代划分的标志之一有着巨大的研究价值，对其所处

区域构造的研究也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布格重力异常、地形特征分析和撞击坑

尺寸-频率定年三种相互独立的方法在哥白尼撞击坑东南部发现了一个古老掩埋

撞击坑，该撞击坑直径约 123km，形成年代为 3.4Ga。参照哥白尼撞击坑东侧的

斯坦迪斯撞击坑，该古老掩埋撞击坑先后受到岩浆侵蚀和撞击溅射物掩埋，最终

从月表消失。哥白尼 H 撞击坑位于古老掩埋撞击坑区域内，该撞击坑为平底型，

内部纹理清晰，为探测地层结构提供了线索。在日本月亮女神（Kaguya）多光谱

相机（MI）制作的橄榄石含量图和光学成熟度影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哥白尼 H
撞击坑穿透了溅射物沉积层和玄武岩层，其底部到达了古老掩埋撞击坑表面。本

文使用美国月球侦察轨道器（LRO）月球轨道激光测高计（LOLA）制作的

SLDEM2015 数据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哥白尼 H 撞击坑深度为 890m，该深度即

古老掩埋撞击坑的埋藏深度。 

  
1.撞击坑尺寸频率定年图 2.哥白尼 H 撞击坑 

  
3.哥白尼 H 橄榄石丰度 4.哥白尼 H 光学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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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多源遥感数据融合下的隐月海识别技术研

究 

Identification of Potential cryptomare deposits using deep learning 

based on multi-source remote sensing data 
连懿 1,2 ，董建康 1，孟治国 3，平劲松 2 

1 天津师范大学, 2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3吉林大学 

主题分类：A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目前隐月海研究中探测深度受到可见光近红外手段限制，同时其

成因也随地理环境和形成时期存在差异。针对该问题，研究中融合具

有一定穿透能力的微波辐射计数据提取隐月海，并利用现有的可见光

遥和近红外遥感研究成果来耦合由于环境造成的辐射差异，最终通过

随机森林的方式抽取多源遥感数据中的特征参数。在前人对隐月海识

别基础上构建数据集，基于深度学习的卷积神经网络框架建立多源数

据下的隐月海联合反演模型。其中多源数据包括基于热传导方程和月

表辐射传输方程获取月表的模拟亮温，时角校正模型处理的不同时间

的实测亮温、亮温差、标准化亮温，DEM 数据计算的坡度、粗糙度，

利用 Clementine 反演的月表 FeO、TiO2含量以及用来表征区域表面

空间卷积特征的月表的可见光影像。该研究为隐月海的探测提供了新

的思路，对于了解大尺度的月球热演化历史、岩浆演化历史提供更有

效的目标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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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标记点过程和自适应形态学的月球表面多尺度撞击坑

提取方法研究 

Multi-scale crater extraction from lunar surface based on marked 

point processes and adaptive morphology 

王亚琼 1,2, 谢欢 1,2, 童小华 1,2*, 刘世杰 1,2, 柳思聪 1,2, 许雄 1,2, 王超 1,2, 晏雄峰
1,2 

1上海市航天测绘遥感与空间探测重点实验室, 2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撞击坑是月球表面最明显的地貌特征，是行星科学和行星探测研究的重要对

象之一。本文提出了一种适应于地形、光照和尺度等变化的月球表面撞击坑提取

算法，对开展后续科学研究与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光学遥感影像可以提供丰富的

纹理信息，但其特征的表现易受光照、地形等影响；DEM 提供月球表面高程信

息，不受光照等影响，但其对撞击坑三维结构的表达易受地形复杂等因素的影响。

因此，本文提出联合光学影像和 DEM 数据提取月球表面不同尺度撞击坑。首先，

基于光学影像，利用自适应形态学刻画影像梯度大小及方向变化特征，并利用撞

击坑亮暗分布的特性构建局部撞击坑描述子，进而提取不同尺度的撞击坑候选区

域；然后，基于标记点过程对撞击坑亮暗变化及边缘梯度分布进行建模，利用撞

击坑和非撞击坑的先验纹理变化信息剔除错提取撞击坑；同时，利用与影像配准

好的且与影像分辨率一致的 DEM 数据，基于标记点过程建模撞击坑高程变化模

型，剔除非撞击基坑并优化初步拟合的撞击坑边缘，以获得撞击坑更精确的边缘

信息。为了保证结果的收敛性、最优性以及考虑计算复杂度约束，采用可逆跳变

马尔科夫场和模拟退火的算法进行模型求解。利用不同地形、不同光照条件下的

LRO NAC 影像进行实验，验证了该算法可有效适应于地形、光照和尺度等变化，

具有较高准确性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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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微生物学 

The Microbiology of Mars 

李一良 1,2 

1 香港大学,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I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是太阳系的 4 个岩石行星之一，与地球同处于太阳系的宜居带内。火星

在其演化早期拥有“温暖潮湿”或者“寒冷潮湿”的气候环境，适宜于现在地球

上一些极端环境微生物的生存。由于火星质量太小，难以由其内部热源维持活跃

的地质过程，也难以维持一个对生命至关重要的浓厚大气，因而在地球生命开始

出现和繁盛的时候，火星反而快速地演化成不再宜居的、极端干冷的世界。那么

火星在其早期是否曾经产生过生命？ 它们是否留下了生命的痕迹？在火星的深

部是否仍有生命延续至今？我们讨论火星生命起源和生存的行星、物理、化学和

地质条件及其演化，火星生命在其生理-生态过程中可能形成的气体、矿物和生

物标志化合物。我们举例分析地球上与铁矿化、深部超冷卤水和大气甲烷有关的

实验结果或观察以及在火星生命探索上的应用，例举海盗一号和二号在火星表面

进行的微生物代谢实验和它对后续火星生命探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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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空间类火星环境的生命研究 

林巍*，张文斯，刘佳，刘立，潘永信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29 

*Email: weilin@mail.iggcas.ac.cn 
 

地球临近空间指位于海平面之上 20~100 km 高度的空间，具有独特的高辐射、

低温、干燥、低气压等极端条件，其 30~40 km 区域的综合环境条件可以类比现

代火星的表面环境，是开展类火星环境生命、地球生物圈上边界、生命生存极限、

生命星际传输、行星保护等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近年来许多研究相继在临近空间

的 20 至 41 公里高度发现了微生物，表明临近空间中存在着一个鲜为人知的生

物圈。随着浮空器技术以及临近空间载荷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临近空间生物学研

究与近地轨道空间实验和实验室模拟实验之间形成了很好的衔接和互补。开展临

近空间生物学研究将促进我国天体生物学、特别是火星生命研究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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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藻适应极端环境机制及其拓殖火星土壤潜力 

Adaptation mechanism of desert algae to extreme environment and 

potential for colonization for Martian soil

王高鸿 1*, 叶彤 1,2, 李彩艳 1,2, 李小燕 1, 刘永定 1 

1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主题分类：_ I 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荒漠环境占我国国土面积的 30%，而荒漠藻类是荒漠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生产

者。本研究分离纯化了大量来自荒漠的极端环境藻类，并对其适应极端环境的生

物学机制进行了研究，发现荒漠藻在水分利用、紫外适应和高盐适应方面具有突

出的能力。为进一步改良荒漠化土壤，本研究结合生态工程技术，进行了大规模

藻类培养和荒漠土壤接种及维护，发现荒漠藻对荒漠土壤具有很好的改良作用，

可应用于我国的荒漠化控制。由于火星环境与地球沙漠环境有很大的相似性，该

技术有潜力利用在拓殖火星土壤方面。我们在中科院先导 A 项目临近空间科学

实验系统支持下，研制了生物暴露装置对荒漠藻进行了模拟火星的暴露实验，发

现荒漠藻类（蓝藻和绿藻）具有很好的适应模拟火星环境能力，另外结合转录组

分析发现，荒漠藻适应模拟火星环境时，其抗性基因表达情况出现了大量变化，

后续我们将利用合成生物学方法改造出适应火星土壤拓殖的藻类，并结合生态工

程，使得改良火星土壤技术更加可行，服务于外星球拓殖的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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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类火星生境地衣等极端微生物及其先锋功能生物学 

Extremophiles such as lichens from Mars-like habitats on Earth and 

their pioneer function 

魏鑫丽, 傅钰, 李寅, 张臻峰, 王琳淇, 白逢彦, 蔡磊，魏江春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主题分类：__I___, __E___, __J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向火星移居是人类的梦想，也是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目标。但是火星环境极

其严苛，是否存在生命? 地球生命是否可以在火星生存？如何高效改造火星环境

使其宜居？都是人类向火星拓展面临的重大科学问题。微生物是地球上最古老的

生命形式，它们促成了地球从古老极端生境到现代宜居生境的演化。当前地球生

境中仍存在与火星相似的干旱、极寒、强辐射、低氧或无氧、高盐碱等极端环境，

而微生物仍可在其中生存和繁殖，因此火星环境理论上具备生存微生物的可能性。

根据对火星影像分析，推测疑似生存地衣等真菌，虽然此推测仍需进一步验证。

中科院微生物所科研团队长期关注地球类火星生境，开展了极端微生物资源收集

和生物学研究，在如下领域取得重大突破：1）首次从分子水平揭示了地衣共生

机制，构建了地衣遗传操作系统；2）揭示了嗜盐、嗜碱及嗜冷等极端微生物环

境适应机制；3）组合蓝细菌与希瓦氏菌创建了新一代生物光伏系统，将光能转

化为电能；4）实现了众多极端环境难培养微生物的纯培养。基于此，我们将进

一步聚焦地球类火星生境，对菌藻共生的生命自我支持系统及其它类型极端微生

物开展抗辐射、抗干旱、抗低温等生物学研究，为火星生命探索及先锋生物改造

火星宜居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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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线菌与蛇纹石的相互作用：对火星生物标志物的启示 

Interaction between actinobacteria and serpentine: implication for 

biosignatures on Mars 

刘文平 1, 赵天磊 1, 姚奇志 2, 李一良 3, 周根陶 1,3* 

1中国科学院壳幔物质与环境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

院,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

心 

主题分类：I—天体生物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寻找生命踪迹是火星探测的主要目标之一。火星南部高地富橄榄石的玄武岩

露头中观察到的蛇纹石、镁碳酸盐、滑石/皂石矿物组合表明低温蛇纹石化过程

在火星历史早期可能普遍存在。目前共识是低温蛇纹石化过程可能为地球生命起

源和早期演化提供了必要的初始物质和能量。因此，火星上的蛇纹石区域可能是

未来火星登陆任务寻找生命信息的重要靶区。为此，本研究选取了蛇纹石与具有

古老血统的放线菌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放线菌对蛇纹石的改造作用，试图了解微

生物-矿物相互作用机制，探讨可能的生物标志物。实验结果显示，放线菌主要以

紧密附着的方式，通过生物力学和生物化学作用在矿物表面留下细胞状溶蚀槽/

坑，并且这些溶蚀部分具有较低的 Mg/Si 比；同时，放线菌也可以通过分泌有机

酸和铁载体等促进蛇纹石中 Mg 的释放，导致次生矿物草酸镁石的形成。因此，

蛇纹石表面独特的溶蚀结构和组成，以及草酸镁石与蛇纹石的矿物组合可能作为

潜在的生物标志物寻找生命信息。当前实验结果可能为火星生命探测提供新的线

索。 

*通讯作者，E-mail：gtzhou@ustc.edu.cn 

基金项目: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B 4100000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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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类火星地区表层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结构与功能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habiting the 

Hyperarid Desert in the Qaidam Basin, North Tibetan Plateau, 

China 
刘立 1，刘海韵 1,2，张文斯 1，陈妍 1，李一良 3，潘永信 1，林巍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2.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3.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研究院，香港 
*联系人，E-mail: weilin@mail.iggcas.ac.cn 

主题分类： I—天体生物学,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柴达木盆地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沙漠，也是最干旱

的沙漠之一。柴达木盆地具有高紫外辐射和极端干旱等环境条件，并且具有与火

星地貌特征相似的类火星地貌以及在火星上广泛分布的蒸发岩矿物，因此是开展

类火星研究的合适地点。本研究对在柴达木盆地采集的风化层样品中的微生物群

落进行系统研究，利用一种改进后的土壤 DNA 提取方法获取了足量的 DNA 进

行 16S rRNA 基因扩增测序和宏基因组测序等研究，分析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多

样性及功能，并获得了 51 条较高质量的微生物基因组草图。结果表明，柴达木

盆地风化层中的微生物群落主要以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以及变形菌门

（Proteobacteria）的细菌为主，同时也发现了以广古菌门（Euryarchaeota）和泉

古菌门（Crenarchaeota）等古菌门类。四份样品中微生物的生物量以及群落多样

性存在着差异，主要与采样地区的干旱程度以及有机碳含量相关。虽然微生物群

落组成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但主要微生物群落的功能结构却相似，表明微生物群

落可能具有功能冗余的特征。基因组分析显示这些微生物具有较完整的硫代谢通

路，表明柴达木盆地广泛分布的含硫矿物（如硫酸盐）可能对微生物的生存具有

重要意义。这些结果加深了对类火星地区微生物的群落多样性及其适应机制的认

识，也为未来的火星生命探测提供了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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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视角下的生命起源问题 

The origin of lif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stronomy 

冯磊 1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主题分类：天体生物学 

摘要正文： 

在报告中，我们将介绍一个关于地球生命起源的新模型——星云中继假说，

它是宇宙胚种论的修改版本。在这个模型中，作为宇宙“种子”的原始生命起源

于太阳系的前身恒星系统中的生物化学过程，并且在前身恒星死亡后充满整个原

太阳星云。地球生命的起源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太阳前身恒星的原始生命起源，

原太阳星云时期和太阳系形成与地球生命时期。 这个模型最主要的推论是原始

生命（或其后裔）以及它们的化石存在于太阳系内各种天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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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山阳盆地恐龙在 K/Pg 小行星撞击前的消失对 

地球宜居性的启示 

The disappearance of dinosaurs before K/Pg boundary in the 

Shanyang Basin, Shaanxi Provi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arth's 

habitability 

韩非 1, 王强 2, 周新郢 2, 王华沛 1, 邓成龙 3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 2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 3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I__, __A___, __F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地球生命演化史中发生过多次由全球大灾变所引发的生物集群灭绝事件，这

些生物集群灭绝事件的发生过程及演化机制为我们了解地球的宜居性开拓了新

思路。白垩纪末期（～66 Ma）的生物大灭绝事件中统治地球长达～1.7 亿年的非

鸟类恐龙发生灭绝，为哺乳动物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演化契机，因此其研究

成果一直广受关注。 
位于陕西商洛的山阳盆地是秦岭东段山间盆地的代表，该盆地中产出有大量

的恐龙骨骼和恐龙蛋化石，为我们探索恐龙的灭绝机制提供了绝佳的材料。本文

通过系统的磁性地层学工作，并结合生物年代学研究成果，建立了山阳盆地可靠

的年代学框架。年代学结果表明，山阳盆地在～72 Ma 时开始形成，并在约 62-
64 Ma 时结束沉积。通过详细的地层对比，山阳盆地中的恐龙大约在 66.4 Ma 时

消失，早于白垩纪末期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66 Ma）。山阳盆地中恐龙的消

失有两种可能：一是山阳盆地中的恐龙由于不适应环境而灭亡；二是山阳盆地中

的恐龙由于不适应环境而迁徙至他处。地磁极性倒转、德干火山喷发等重大的地

质事件均发生在 66.4 Ma 前后，说明当时地球的不同圈层已经处于比较活跃的状

态，从而造成了地球生物圈的重大变化。 
山阳盆地中恐龙的消失为我们了解地球的宜居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启示我们

必须从地球不同圈层的耦合关系来系统地理解地球生物圈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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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ive Distribution of Inverted Stream Channels on the Fluvial Fans of the East Kunlun 
Evidenced the Onset of the MIS-6 Cold Age 

姓名：Zikang Li 

单位：香港大学 

Abstract: 

• The Qaidam Basin is hyperarid with extremely high evapotranspiration in the center 
and surrounding mountain glaciers. 

• The massive distribution of inverted stream channels is found on the alluvial fans of the 
East Kunlun Mountains on the basin’s western edge. 

• These inverted stream channels are dated by OSL method to be around 170-140 kyr, 
the age of the MIS-6 cold age. This is a massive but rare geological record of the onset 
of the MIS-6 cold age. 

• The observations of inverted stream channels, when offered as analogs to Martian 
inverted reliefs, add to the growing list of terrestrial examples of inverted landforms, 
that provide insights of paleoenvironment on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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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 El Tatio 地区成分遥感和硅华的红外光谱研究及其天

体生物学意义 

Compositional Remote Sensing and Micro-infrared Spectroscopy of 

Silica Sinter Samples in the El Tatio, Chile Region with Relevance to 

Astrobiological Targets on Mars 

程睿琳 1, Joseph R. Michalski1 

1地球科学系, 香港大学, 中国香港 

Email: ruilin10@connect.hku.hk; jmichal@hku.hk  

主题分类：I—天体生物学 

展示类型：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热液系统对于认识地球早期生命和探索生命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在陆地热泉

和间歇泉环境中，富含硅酸盐的热液流体快速冷却形成的非晶质 SiO2（硅华沉

积物）具有不同的形貌、构造和地球化学特征。一些硅华的形貌结构的形成与热

泉及间歇泉环境中种类丰富的微生物群落有关。因此，硅华是天体生物学的重要

探索目标之一。智利 El Tatio 地区分布着众多的热泉和间歇泉。由于 El Tatio 地

区位于海拔 4000 米以上，并且位于阿塔卡马沙漠北部，具有高蒸发量和低降水

量，同时具有昼夜变化的冻结-融化条件。因此，El Tatio 地区的热泉/间歇泉是地

球上与火星地表环境最相似的热液环境。此外，“勇气号”火星车在 Gusev 陨石

坑附近发现的非晶质 SiO2沉积物具有与 El Tatio 地区的硅华相似的形貌特征 [1]。

这项研究旨在对 El Tatio 地区进行成分遥感分析，以及通过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显微成像技术对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硅华进行详细研究，从而为在火星地表探测

具有天体生物学意义的硅质沉积物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 Ruff, S. W., & Farmer, J. D. (2016). Silica deposits on Mars with features resembling 
hot spring biosignatures at El Tatio in Chile.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1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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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ördlingen 撞后沉积物中富硫有机质结构演化和成因：对

火星的启示 

Structural variation and provenance of sulfur-rich organic matter in 

Nördlingen postimpact sediments: implications for Mars 

赵子斌 1*, 侯读杰 2 

1 RWTH Aachen University，Aachen 52064, 2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 100083  

主题分类：__A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德国南部的 Nördlinger Ries（NR）撞击坑发育了一套中新世撞后湖相沉积物。作

为地球上保存最完好的撞击坑，NR 被广泛认为是火星陨石坑的绝佳类比对象。

为了了解 I-S 和 III-S 型干酪根化学成分和结构演化、有机质（OM）来源及火星

上 OM 勘探的启示，本研究对撞后沉积物开展了一系列总有机/无机碳（TOC、
TIC）、总硫（TS），在线居里点裂解气相色谱-质谱（CP-Py-GCMS）和衰减全反

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ATR FT-IR）测试。结果表明，除顶部碳质泥岩层外，

OM 主要源于绿藻，硅藻，蓝藻细菌，硫酸盐还原细菌（SRB）和古细菌，伴随

强烈的硫酸盐细菌还原和较少的铁输入，形成了 I-S 型干酪根并表现出极强的脂

肪族伸展震动（平均 νCHx= 64％）、大量的裂解链状烃产物（平均含量= 763％）

和丰富的有机硫（平均噻吩/甲苯= 12）。 到了顶部碳质泥岩层，高等植物成为

OM 的主要来源，干酪根类型从 IS 型过渡到 II-S，再到 III-S。与此同时，CP-Py-
GCMS 和 ATR FT-IR 中的脂肪族信号降低，而芳香族信号变强。有机硫化作用持

续进行，但是程度较低，导致有机硫含量降低。硫氧化菌导致 II-S 型和 III-S 型

干酪根样品中元素硫的出现。 NR 的演化对研究火星沉积物演化有一定借鉴意

义。火星 Gale 陨石坑沉积物中噻吩等含硫裂解物的检出指示了有水系统中有机

质的硫化 (Eigenbrode et al., 2018)。尽管有关火星上存在生命和有机质证据尚不

充分，但有机硫的存在促进了地层中 OM 的保存 (Mayer, 2004)。然而，火星上

浅层的 OM 可能已被氧化和辐射改造。并且由于稀薄的大气层和弱磁场，游离烃

被蒸发并排出地层。埋藏更深的 OM 可能仍保持原始状态，早期生成的烃的保存

取决于储层条件和吸附能力。 

参考文献： 

Eigenbrode, J.L., Summons, R.E., Steele, A., Freissinet, C., Millan, M., Navarro-
González, R., Sutter, B., McAdam, A.C., Franz, H.B. and Glavin, D.P. (2018) Organic 
matter preserved in 3-billion-year-old mudstones at Gale crater, Mars. Science 360, 
1096-1101. 

Mayer, L.M. (2004) The inertness of being organic. Marine Chemistry 92, 13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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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纤铁矿和钾-黄钾铁矾的共沉淀及其对火星盖尔陨石坑

环境的指示 

THE COPRECIPITATION OF AKAGANEITE AND K-JAROSITE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IR FORMATION IN GALE 

CRATER, MARS 

张聆汐 1, 付晓辉 1*, 凌宗成 1 

1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 2山东大学空间科学研究

院 

主题分类：__A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好奇号上的 CheMin 通过 XRD 分析，发现了 Vera Rubin Ridge 两个泥岩钻探

样品中存在四方纤铁矿和黄钾铁矾共生的现象。除此之外，四方纤铁矿和黄钾铁

矾的共生仅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的一个湿地中被报道过。为了认识四方纤铁矿

和黄钾铁矾的形成，并对火星上的水环境进行限制，我们在实验室中开展了四方

纤铁矿和 K-黄钾铁矾的共生实验，寻找四方纤铁矿和黄钾铁矾共生的 SO4
2-浓度

范围。 

我们通过水热法，向 100 mL，0.2 M 的 FeCl3溶液中分别加入 0- 0.2 M 的

K2SO4，并对最终产物进行了 XRD 表征，结果如下： 

XRD 分析得到的最终产物如表 1 所示。当没有或者少量（0.01 M）的 SO4
2-

加入时，四方纤铁矿单独沉淀（图 1）；随着更多 SO4
2-的加入，黄钾铁矾生成，

形成了四方纤铁矿和黄钾铁矾的共生现象。当更多（≥ 0.029 M）SO4
2-加入时，

产物只有黄钾铁矾。由此，我们发现四方纤铁矿和黄钾铁矾共生的 SO4
2-范围为

0.011~ 0.028 M，并推测 Vera Rubin Ridge 处的 SO4
2-浓度也在此范围内。同时，

我们还发现溶液中少量 SO4
2-的存在会使四方纤铁矿的结晶度变低。此次实验将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限制火星上的水环境，并进一步了解矿物的共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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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产物的 XRD 图谱。合成的四方纤铁矿和 PDF 卡片 NO. 34 -1266 吻合良好，

生成的黄钾铁矾的峰也和 PDF 卡片 NO. 22 -0827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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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发盐中微生物脂类分布特征及天体生物意义 

Distribution of microbial lipids in evaporites and their astrobiological 

implications 

程子烨 1* 肖龙 2 
1广东财经大学 ziye7cheng@126.com, 2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I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由于目前还没有火星样品返回地球，也没有人类到达火星进行相关实验，因

此对火星生命痕迹的研究主要依靠地球进行类比。分析地球上极端干旱环境蒸发

盐中微生物脂类的保存状况，以及这些微生物脂类保存的差异和主控因素，对探

索火星盐类环境中生命痕迹及其保存形式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选取柴达木盆地

的不同矿物类型、沉积特征的典型蒸发盐剖面，分析其中类脂物的保存特征。结

果显示：柴达木盆地大浪滩剖面沉积物中都检测到丰富的脂肪酸化合物。通过对

剖面沉积物样品的支链脂肪酸定量分析，发现支链脂肪酸含量随沉积物的矿物构

成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所有盐层中支链脂肪酸含量较碎屑层含量偏低，高盐环

境会限制细菌微生物的生长。剖面样品中 GDGTs 和 archaeol 的分布模式基本一

致，archaeol 含量最高，古菌合成的 iGDGT 化合物及细菌合成的 bGDGTs 含量

低。这与前人发表的高盐沉积物中该类类脂分布特征一致。蒸发盐沉积物中

GDGT-0 化合物最可能来源于产甲烷古菌的贡献，嗜盐古菌应该是沉积物中

archaeol 化合物的主要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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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麻点岩石与火星麻点岩石的对比研究 

Pitted Rock from the Qaidam Basin and Mars 

李一良 1*, 孙宇 2,3, 何宏平 2,3 

1香港大学, 2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主题分类：___A__, __I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火星上的麻点岩石首见于海盗 2 号于火星乌托邦平原的着陆点，这些麻点岩

石（Pitted Rock）最显著的特点是周身布满不规则的坑。由于海盗号尚不能对岩

石成分进行分析，所以相关的研究主要通过在地球上寻找类似物推断其成因，并

提出了包括风蚀作用和融雪蚀变在内的不同成因机制，但均不能很好解释麻点岩

石周身布满坑的形貌特点，因而有关其成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柴达木盆地是

地球上最大的类火星环境之一。本研究在柴达木西部发现的碳酸盐麻点岩石在形

貌、尺寸以及分布状态上都与火星麻点岩石非常相似（图 1）。岩石内部一组自生

白云石、高岭石、石膏、Opal-A 的矿物组合明确地指示了温泉沉积环境的存在。

同位素特征显示，这些麻点岩石形成于温泉水与湖水混合的环境中。复杂水生环

境的扰动与暴露地表的差异风化是形成麻点形貌的原因。扫描电镜观察还在这些

麻点岩石中发现了自生黄铁矿。硫同位素分析显示，这些黄铁矿是硫酸盐还原菌

在约 25°C 的环境条件下生成的。类比研究发现，火星上的麻点岩石很可能也是

一个古代温泉的遗迹，并且，这些麻点岩石具有在干燥、氧化的表面环境中长期

保存生物标志物的潜力，应该被列为火星生命探测的重点关注对象。 

 

图 1 柴达木麻点岩石（a）与火星麻点岩石（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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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碳酸盐鲕粒的成因及其赋存伪枝藻素的天体生

物学意义 

Preservation of scytonemin in carbonate ooids from Qaidam Basi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astrobiology 

何宏平 1,2*, 孙宇 1,2, 李一良 3, 李龙 4  

1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香港大学, 4阿尔伯塔大学 

主题分类：__A___, __I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碳酸盐鲕粒是沉积记录中一种常见的碳酸盐微相，但有关其成因及在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过程中的作用仍需要进一步的阐释。本研究在柴达木盆地西部发现了

三个鲕粒沉积层，矿物学和年代学分析表明，三个样品分别为：形成于 29 万年

前，在 26 万年前被石膏胶结的白云石鲕粒；形成于 16 万年前，在 11 万年前被

石盐胶结的文石鲕粒；形成于 3 万年前，在 2 万年前被石膏胶结的文石鲕粒。对

这些碳酸盐鲕粒的元素分析和稳定碳氧同位素分析揭示了一个干旱的盐湖沉积

环境，并且不支持鲕粒的生物成因假说。对鲕粒中赋存的有机物进行的拉曼光谱

分析检测到了蓝藻光合作用的保护色素：伪枝藻素。尽管随着鲕粒年龄的增大，

伪枝藻素的保存情况逐渐变差，但至少在 29 万年内，都能在鲕粒样品中检测到

有效的伪枝藻素信号。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鲕粒可能是无机成因的，但蒸发

盐胶结的鲕粒具有在极端环境中保存有机物的潜力。在蒸发盐矿床广泛分布的火

星表面，古代火星的大气二氧化碳能够以碳酸盐鲕粒的形式被封存在这些蒸发盐

中，而且其中很有可能保存了古代火星生命演化的关键信息，因此在未来的火星

探测中应当对此类蒸发盐矿床给予充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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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达木盆地碳酸盐结核的古气候意义及其对火星结核成因

的启示 

Paleoclimate significance of carbonate nodules in the Qaidam Basi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genesis of Martian nodules 

孙宇 1,2, 李一良 3, 李侃 4, 李龙 4, 何宏平 1,2* 

1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香港大学, 4阿尔伯塔大学 

主题分类：__A_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凝固结核的形成是地球与火星表生环境中常见的地质过程，但有关结核的形

成机制及其响应气候变化的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好奇号

在盖尔陨石坑也发现了一些结核，但由于火星结核成分和内部特征信息的缺失，

目前尚且不能对其成因做进一步的约束。柴达木盆地是地球上最大的类火星环境

之一。本研究在柴达木盆地西部的阿尔金山山麓平原发现了大规模的碳酸盐结核。

详细的矿物学、地球化学研究发现，25 万年前，洪水作用在这里形成了文石和碎

屑矿物的沉积，随后的干旱气候导致了先期沉积物的开裂，并为接下来 10 万年

间洪水事件沉积的高镁方解石提供了生长核。波动的水化学条件导致碳酸盐出现

不同的晶体形态、元素（如锰）含量，以及孔隙度，进而形成特征性的结核圈层

结构（图 1）。旷日持久的干旱导致 δ13C 和 δ18O 值从结核的核部到边部分别增加

了 3‰和 6‰。Rayleigh 分馏模型的结果显示，在结核生长过程中，水体减少了

50%的 H2O 和 25%的溶解 CO2。以上结果表明，干旱环境中形成的碳酸盐结核

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古气候变化指标。对比研究发现，盖尔结核可能经历了与柴达

木结核相似的演化历史，记录了古火星表面液态水最后稳定存在时期的关键信息。 

 
图 1 碳酸盐结核圈层结构（a）与锰元素分布（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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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早期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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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的诞生与小天体探测路线图 

林杨挺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所 

主题分类：__B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系的诞生与小天体探测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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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型普通球粒陨石和 CO 碳质球粒陨石中含铜矿物组合的形

成 

Formation of metallic-Cu-bearing mineral assemblages in type-3 

ordinary and CO chondrites 

李晔 1,2*, Alan E. Rubin 3, 徐伟彪 1,2*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 

主题分类：__B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小行星的母体过程有可能影响了球粒陨石中含铜矿物相的生长和分布。我们

发现富 Ni 金属相（martensite, taenite, tetrataenite 和 awaruite）是 Cu 元素的主要

载体，并首次在 CO 型碳质球粒陨石中发现了铜单质。Cu 元素在 CO3.0-3.1 型在

Fe-Ni 金属中含量较低（~0.09-0.31 wt%），并主要赋存于基质中。在热变质过程

中，Cu 元素进入了 CO3.2-3.7 型的富 Ni 金属相中（~0.28-0.41 wt%）。铜单质出

现在 CO3.2-3.7 型样品中，而未出现在 CO3.0-3.1 型样品中。由于绝大部分 CO3
型碳质球粒陨石经历的冲击变质程度很低（<S2），我们认为铜单质的形成与 CO3
型碳质球粒陨石母体的热变质过程有关：在热变质过程中，硫元素会迁移和重新

分布，并与 Fe-Ni 金属反应重新形成磁黄铁矿；铜单质的形成主要与磁黄铁矿的

局部 Cu 元素富集-饱和-析出过程有关。个别铜单质与金属中细粒不规则磁黄铁

矿（fizzed pyrrhotite）共生，它们的形成可能与局部冲击作用有关。未冲击变质

的 3 型普通球粒陨石未出现铜单质，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3 型普通球粒陨

石具有相对较低的全岩 Cu 含量以及相对较快的冷却速度。4-6 型普通球粒陨石

中的铜单质主要是冲击变质作用的产物。对比铜单质在 CO3 型碳质陨石和普通

球粒陨石中的形成条件，我们进一步推测 Cu 单质可能不会出现在经历水化作用

的 CI 和 CM 型碳质球粒陨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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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碳质球粒陨石 Asuka 12169 的前太阳物质研究 

Presolar grains in the primitive carbonaceous chondrite, Asuka 

12169 

徐于晨 1, 林杨挺 2, 郝佳龙 2, Makoto Kimura3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2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3日本国立

极地研究所 

主题分类：B, H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展板展示均可 

摘要正文： 

CM 群碳质球粒陨石是碳质球粒陨石中数量最多的，广泛分布在其他群球粒

陨石、来自于灶神星的陨石和其他无球粒陨石中。富含水和有机质，普遍经历了

不同程度的水蚀变，部分还表现出热变质特征。陨石母体中发生的水蚀变和热变

质过程会抹除构成太阳系的初始物质——前太阳物质。前太阳物质是来自于其他

恒星晚期的喷出物凝聚而形成的物质，加入到太阳系中，在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

过程中残存下来。不同的前太阳物质在陨石母体中对不同的蚀变过程反应不同。

通过研究陨石中的前太阳物质，可以示踪陨石母体经历的水蚀变和热变质程度。 

基于岩相学和地球化学特征，Asuka 12169 被划分为 CM3 型，是目前发现的

最原始的 CM 型碳质球粒陨石。利用纳米离子探针开展的原位同位素成像分析，

在 Asuka 12169 中发现了不同类型的前太阳物质。与其他群原始球粒陨石中的前

太阳物质对比，进一步证实了 Asuka 12169 几乎未受到水蚀变和热变质作用的影

响。此外，也为认识太阳星云早期阶段的太阳系初始物质分布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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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质球粒陨石中的硫化物交代结构 

Sulfide-rich Replacement Textures in carbonaceous chondrites 

王书舟 1，张爱铖 1,2* 

1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陨石中的次生过程一方面干扰了对原生特征的认识；另一方面它们的属性及

时空分布特征可为限定太阳系天体的演化提供重要信息。富硫化物交代结构是一

种典型的次生蚀变产物。前人对无球粒陨石中的硫化物交代结构已开展了深入的

研究。然而碳质球粒陨石中硫化物交代结构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本文对多种

碳质球粒陨石中的富硫化物交代结构开展了深入研究。碳质球粒陨石中的硫化物

交代结构既出现在球粒中也出现在难熔包体和蠕虫状橄榄石集合体中。球粒中硫

化物交代结构表现为球粒中的橄榄石被交代为高钙辉石+陨硫铁的矿物组合。蠕

虫状橄榄石集合体中的硫化物交代结构与球粒中类似。难熔包体中的硫化物交代

结构则表现为黄长石被交代形成陨硫铁+霞石的矿物组合。球粒中的硫化物交代

结构只被观察到出现在岩石学类型≥3.5的样品中；而难熔包体中的硫化物交代结

构在部分岩石学类型≤3.2的样品中也存在，且随着样品岩石学类型的提高，难熔

包体中硫化物交代结构的发育程度也逐渐加深。我们认为硫化物交代结构发育程

度与球粒陨石的岩石学类型的相关性可为认识碳质球粒陨石母体的内部结构与

演化提供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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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uas Zarcas 碳质球粒陨石的岩石学和水蚀变矿物学特征研究 

 Petrology and mineralogy of aqueous alt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guas Zarcas carbonaceous chondrite 
王欣宇 1, 何琦 2, 巫翔 1,2 

1 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 430074；2 地球科学学院，中国地质

大学(武汉) 武汉 430074 

 

主题分类：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Aguas Zarcas 陨石属于 CM 型碳质球粒陨石，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坠落在

哥斯达黎加阿拉胡埃拉省圣卡洛斯县，总质量为 27 kg，没有受到陆地污染和风

化，内部保留了陨石母体的原始信息，是开展岩石学和陨石母体蚀变过程研究

的新鲜样本。 
我们制备了一个矿物靶样品和薄片样品，使用 SEM、Raman、EPMA 等研

究手段，对靶样品的矿物相和矿物组成等进行表征。样品的整体 SEM 图像(图
1)显示：Aguas Zarcas 陨石样品包含球粒(斑状辉石球粒、斑状辉石橄榄石球粒

等)、独立镁橄榄石矿物颗粒、难熔富钙铝包裹体(CAI)和基质，Fe-Ni 合金及硫

化物在基质中独立存在或包裹在矿物颗粒内。CAI 如图 2 所示，矿物组成为尖

晶石-黑铝钙石。基质的组成与蛇纹石成分大致相似，包含明亮的羟镁硫铁矿-
绿锥石共生相(TCI)及方解石等，表明 Aguas Zarcas 陨石经历了广泛的水蚀变。 

基于上述 Aguas Zarcas 陨石的研究，我们将结合 TEM 等技术手段，研究陨

石中层状硅酸盐的显微结构，进一步推测陨石母体水蚀变的过程。 

  
    图 1. Aguas Zarcas 陨石样品 SEM 图像       图 2.富钙铝难熔包体 SEM 图像  

(Hib-黑铝钙石，Sp-尖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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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铁陨石的故事

徐伟彪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主题分类：__B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石铁陨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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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原始无球粒陨石 NWA 12869, 3250, 11112 和 Tafassasset 与 CR 碳

质球粒陨石的成因联系 

蒋云 1, 2, 李晔 1, 2, 刘佳 2, 3, 王晴 2, 3，秦礼萍 2, 3，彭永波 4，徐伟彪 1, 2 
1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 4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原始无球粒陨石界于球粒陨石和分异的无球粒陨石之间，它们的全岩化学成

分接近球粒陨石，但同时显示出火成结构或变质结构。不同的原始无球粒陨石记

录了球粒陨石到分异的无球粒陨石之间不同的过渡阶段，例如 Acapulcoites 和

Winonaites 代表经历了高度热变质作用的球粒陨石，而 Lodranites、Ureilites 和

Brachinites 则经历了不同程度的部分熔融和熔体移除。因此，原始无球粒陨石，

就像在球粒陨石和分异的无球粒陨石之间建立的一座桥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

会来解密早期太阳系星子的热历史，如高温热变质、部分熔融和火成分异等。 

本文研究了四个原始无球粒陨石 NWA 12869, 3250, 11112 和 Tafassasset 的岩

相学、矿物学、氧同位素成分、Δ17O-54Cr 体系以及 53Mn-53Cr 同位素体系。研究

表明，四个原始无球粒陨石的主要组成矿物如橄榄石、辉石和长石等具有相近的

化学成分，形成于相似的氧逸度，具有相似的全岩氧同位素成分和 54Cr 核合成

异常，与 CR 碳质球粒陨石具有密切的成因关联。根据二辉石温度计以及长石和

金属-硫化物的三维空间分布，NWA 12869, 3250, 11112 这三块原始无球粒陨石的

热变质温度小于 1000°C，岩石类型被划分为 6型（未发生硅酸盐熔融）；Tafassasset

的热变质温度约为 1100°C，岩石类型被划分为 7 型，指示 CR 碳质球粒陨石经

历了高度热变质，产生了硅酸盐熔体并移除。多项证明表明，CR 碳质球粒陨石

母体内部也像 CV-CK 碳质球粒陨石母体一样发生了部分熔融和分异，支持小行

星母体多层内部结构理论：即 CR 小行星母体最外层是 CR 碳质球粒陨石如 CR1、

CR2 和 CR3，次表层是高度热变质球粒陨石 CR6 和 CR7，幔层是 CR 分异无球

粒陨石，核部可能为金属铁镍。CR 球粒陨石和无球粒陨石的古地磁研究亟需开

展支持这一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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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质 Eucrite 陨石成因与灶神星内部混染过程 

Petrogenesis of noritic eucrite and its implication to process in the 

Vestan interior 

刘晓文 1, 张爱铖 1,2*, 陈立辉 2,3*, 刘佳 2,4, 秦礼萍 2,4, 鲍惠铭 1,5 
1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西北大

学地质学系, 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5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主题分类：___B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Howardite-Eucrite-Diogenite（HED）族陨石可能是来自灶神星的样品。 

Eucrite（玄武质）和 Diogenite（超镁铁质）的成因联系是 HED 陨石研究最重要

的科学问题之一，但一直存在争论。成分处于两者之间的苏长质 HED 陨石为探

讨两者之间的成因联系提供了机遇。NWA 8326 是一块非角砾岩型的苏长质陨石。

我们对其开展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研究，以探索其成因机制以及与典型 HED 族陨

石的成因联系，进而探讨灶神星的早期演化历史。 

全岩三氧同位素和铬同位素组成表明 NWA 8326 属于 HED 族陨石。该陨石

主要由斜方辉石和斜长石（12 vol%）组成，另含少量普通辉石、铬铁矿、钛铁

矿、磷酸盐矿物、锆石和二氧化硅相。斜方辉石多见出溶结构，出溶和原生粒状

普通辉石成分一致，表明后期存在热事件使其达到平衡。辉石和铬铁矿相较于典

型 Diogenite 具有更高的钛含量，与典型的 Eucrite 更为接近，因此这块陨石是一

块苏长质 Eucrite。二辉石平衡温度为 840-860 ℃，结晶压力<30 kbar，因此该陨

石可能来源于灶神星的中上壳部。全岩元素特征以及镁同位素组成均处于 Eucrite

和 Diogenite 之间，却又偏离部分熔融和矿物结晶分离产生的变化趋势。因此，

该陨石可能是灶神星幔源熔体上升过程中与 Eucrite 质地壳物质发生混合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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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 11005 中铁陨石的 U-Pb 年代学和成因研究 

U-Pb chronology and petrogenesis of the Northwest Africa (NWA) 

11005 mesosiderite 

梅奥新 1,2 王英 2,3* 徐伟彪 2,3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

中心 

主题分类：_B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中铁陨石是由大致等比例的玄武质硅酸岩碎屑和铁镍金属组成的分异型无

球粒陨石，代表了小行星内部金属核与表层壳层物质的混合产物。中铁陨石的形

成涉及了一系列复杂的地质过程，包括小行星母体的前期熔融分异、硅酸盐-金
属的两相混合和伴随的热变质反应，以及后期热变质、冲击变质和流体交代反应

等。本文在详细的矿物岩石学基础上，利用离子探针对 NWA 11005 中铁陨石中

的锆石和磷酸盐进行了原位 U-Pb 定年分析，为中铁陨石的成因提供新制约。 

NWA 11005 中的磷酸盐主要为磷灰石和陨磷钙钠石。大量自形-半自形的磷

灰石颗粒（~20-65 µm，F：3.8-7.2 wt.%）以填隙物形式存在于玄武质岩屑中；其

稀土元素含量和配分模式（La：467 × CI，Eu/Eu* = 0.05）与非堆晶型钙长辉长

无球粒陨石（non-cumulate eucrite）中的磷灰石相似；U 含量为 126-161 ppm，揭

示该磷灰石是中铁陨石硅酸盐母体上岩浆分异晚期结晶的产物。陨磷钙钠石常以

它形晶（~30-70 µm）分布于硅酸盐与金属的交界处，其稀土元素含量（La：165 
× CI，Eu/Eu* = 0.4）明显低于 eucrite 中的陨磷钙钠石，U 含量仅为 1-8 ppm，表

明其形成于两相混合过程的氧化还原反应。锆石颗粒（10 × 15 µm）以半自形嵌

晶存在于钛铁矿中。离子探针 U-Pb 同位素分析表明，NWA 11005 中锆石（U：

254-586 ppm）、磷灰石和陨磷钙钠石的 207Pb/206Pb 年龄分别为 4556 ± 21 Ma、4517 
± 5 Ma 和 4186 ± 78 Ma（2σ）。 

结合 NWA 11005 的矿物岩石学特征，我们得出以下结论：NWA 11005 的硅

酸岩母体的分异结晶年龄为~4.56 Ga，并于∼4.52 Ga经历了一期重要热变质事件，

磷灰石的 U-Pb 同位素体系发生了重置。NWA 11005 母体的金属相-硅酸盐相混

合的年龄下限为∼4.2 Ga，这与灶神星可能经历的撞击峰期（4.1-4.2 Ga）吻合。 

致谢：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 41973065）对本工作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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灶神星陨石中铁元素的歧化反应证据 

Evidence for the disproportionation of iron in HED meteorite 

郭壮 1 , 李阳 1, 陈宏毅 2, 张明明 1 吴焱学 3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中心, 2桂林理工大学地球科

学学院, 3广东工业大学  

主题分类：__A__, __F__, __H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灶神星是人类探测过的为数不多的一个主带古老小行星，美国航天局的黎明

号任务获取到的光谱数据表明灶神星表面普遍缺乏太空风化特征产物-纳米级单

质金属铁。迄今为止，来自灶神星的 HED（Howardite-Eucrite-Diogenite）陨石中

也仅发现少量的太空风化成因纳米级金属铁，这极大的困扰了我们对于内太阳系

无大气行星体表面物质演化的认识。我们通过对灶神星陨石 NWA 11592（Eucrite）
中特殊熔池进行详细的扫描电镜以及透射电镜观察，发现了亚微米级的单质金属

铁，并通过电子能量损失谱仪（EELS）确定了熔池中存在含 Fe3+的富 Al 辉石矿

物相，熔池中 Fe3+以及单质金属铁（Fe0）的存在为歧化反应提供了重要证据。熔

池中纳米级铁铝尖晶石指示熔池的形成温度高于 1310 ℃，并且由于样品中缺乏

特征高压矿物相，因此推断熔池的形成并不是冲击作用这一单一因素产生，而更

可能是在灶神星早期普遍的热变质作用基础上（~1000 ℃），同时经历低程度的

冲击作用（S4），使得母岩在热变质作用与冲击作用的综合作用下发生熔融，从

而形成熔池。这是首次在 HED 陨石中找到铁元素的歧化反应证据，可以为灶神

星表面物质演化过程中单质金属铁的形成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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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橄榄石无球粒陨石（Brachinite）和其他类型无球粒陨

石的宇宙射线暴露年龄及稀有气体同位素特征 

Cosmic-Ray Exposure Ages and Trapped Gases of Brachinites and 

other Achondrites 

S. Beard1,2*, D. Krietsch3, H. Busemann3, T.D. Swindle2, C. Maden3 

1
State Key Laboratory in Lunar and Planetary Science,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2
Lunar and Planetary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Arizona, USA. 

3
Institute of 

Geochemistry and Petrology, ETH Zurich, Switzerland.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Brachinite meteorites are unshocked (1), highly oxidized (2,3) ultra-mafic achondrites. 

Cosmic-ray exposure (CRE) ages measure the transfer time in space to Earth since a 

meteorite was ejected from its parent body resulting from an impact or break-up event, 

and can be used to help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a common parent body (4). This work 

studies the noble gases (He, Ar, Ne, Kr, Xe) of 16 new brachinite clan meteorites, with 

the resulting 21Ne CRE ages plotted against their respective Δ17O values (1) shown in 

Figure 1 (figs. 1 & 2: purple data are from literature values (see 1), green data are 

ungrouped, pink data are reduced brachinites, blue data are oxidized brachinites). There 

is evidence for 5 CRE groupings, 4 of which contain both reduced ‘brachinite-like’ and 

oxidized ‘brachinite’ samples, which may hint at a common origin of these samples. 

Figure 2 shows 129Xe (derived from 129I), suggesting these samples were not heated 

sufficiently to lose Xe and the system was ‘closed’ to Xe early in solar system history. 

 

 

 

References. 1.) Keil et al. 2014, Chemie der Erde 74, pg 311-329. 2.) Gardner-Vandy et al., 2013, 

GCA Vol. 122, pg. 36-57. 3.) Crossley et al. 2020, MAPS.   

Figure 1. Numbers refer to NWA Figure 2.   

Groups ~ 10, 23, 

28, 42, and 52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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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分群无球粒陨石 NWA 12319 富磷橄榄石的成因及指示意义 

The origin and significance of P-rich olivine in ungrouped achondrite 

NWA 12319  

庞润连 1*, 杜蔚 1,2, 邢介奇 3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 中国科

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口头报告） 

磷在橄榄石和玄武质熔体间的分配系数约 0.02-0.04，因此 P 在橄榄石含量通

常为几百 ppm 到几千 ppm。然而在一些地外和地球岩石中，P 含量异常高的橄榄

石（P2O5>1 wt%，可达 32 wt%）相继被报道，表明在特定条件下 P 能在橄榄石

中富集，对其成因研究有助于认识寄主岩石经历的特殊地质过程。本文报道了一

块未分群无球粒陨石（NWA 12319）中新的富 P 橄榄石产状，并探讨了其成因及

指示意义。 

NWA 12319 是角砾型纯橄岩，被认为来自小行星深部，是认识小天体内部结

构和过程的重要样品。NWA 12319 中富 P 橄榄石出现在一个不规则的岩屑中，

呈他形，与陨硫铁、铬铁矿、斜方辉石、陨磷铁镍矿、陨磷钙钠石和 FeNi 金属

共生。EPMA 结果显示富 P 橄榄石（Fo86-89）含 6.8-12.4 wt%的 P2O5。P 的富集

没有出现 Ca 或 Ni 的协同增加，排除了磷酸盐或磷化物的影响。TEM 观察显示

富 P 橄榄石具有亚微米尺度同心环状的 P 和 Si 环带，且二者含量呈负相关，证

实了 P 取代 Si 进入橄榄石晶格的机制，也表明富 P 橄榄石是从高温熔体结晶形

成。根据该岩屑的矿物组合、富 P 橄榄石组成（Fo 值和 Fe/Mn 比值等）及产状

等方面与主群橄榄陨铁中橄榄石的熔体包体相符，且 NWA 12319 的氧同位素和

贫 P 橄榄石的组成也与主群橄榄陨铁一致，我们提出该岩屑的形成过程可能与

橄榄陨铁中熔体包体类似，同时该陨石可能是主群橄榄陨铁的一部分。如果这个

推断正确，这将对完善主群橄榄陨石母体的结构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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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长辉长无球粒陨石中普通石英与鳞石英成因研究 

Genesis of quartz and tridymite in Eucrites 

廖世勇 1,2*, 王英 1,2, 蒋云 1,2, 李晔 1,2 

1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B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钙长辉长无球粒陨石（Eucrite）是 Howardite-Eucrite-Diogenite (HED) 族陨石

的重要成员，也是研究灶神星壳演化历史的重要对象。本工作研究了多个玄武质

Eucrite 样品中主要的 SiO2相——普通石英和鳞石英的成因，及其对 Eucrite 陨石

热历史研究的意义。研究对象包括不同冲击程度样品，以探讨陨击过程对 SiO2

同质多象转变的影响。结果显示，不同样品中普通石英和鳞石英在岩相学和化学

成分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但普通石英产状存在系统差异。普通石英并非来自

共生鳞石英的相变，而是形成于更早期高温 SiO2相的转变。Eucrites 中广泛存在

的鳞石英则很可能来自普通石英在后期陨击再加热过程的部分熔融并快速结晶。

Eucrites 中普通石英和鳞石英可能经历了如下形成过程：1）岩浆喷发形成高温

SiO2（方石英和/或鳞石英）；2）随后长期热变质中高温 SiO2转变形成普通石英，

并因体积缩小发育孔洞结构；3）后期冲击作用再加热，导致普通石英部分熔融

形成鳞石英，高冲击程度者中普通石英还发育羽状裂理。简而言之，目前 Eucrites

所观察到的共生的普通石英和鳞石英形成于不同阶段热事件。大多数 Eucrites 中

存在普通石英和鳞石英共生，表明 Eucrites 在热变质后普遍受到热扰动，内部微

区热不均一性明显。上述普通石英和鳞石英成因的厘定，为微区或单碎屑矿物同

位素年代学定年样品的选择，以及年代学结果的阐释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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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辉无球粒陨石母体地幔不均一的证据 

Evidence of mantle heterogeneity in the angrite parent body 

何阳 1, 张爱铖 1,2* 

1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Angrite（钛辉无球粒陨石）是一类古老的分异型无球粒陨石，高度亏损挥发

性元素且较亏损中等挥发性元素。Angrite 陨石具有均一的氧同位素和铬同位素

组成，因此前人认为 Angrite 陨石母体（APB）经历了全球性的岩浆洋过程。前

人曾根据不同 Angrite 陨石 Hf-W 同位素组成的变化提出 APB 地幔可能不均一。

Angrite 陨石 NWA 12774 是一块斑状结构的玄武质岩石。斑晶由橄榄石、普通辉

石和尖晶石组成，基质部分主要由钙长石、普通辉石和橄榄石组成。大部分橄榄

石斑晶发育岩浆环带，Cr2O3含量为 0.06–0.26 wt%。但存在少量橄榄石斑晶发育

气孔构造，其 Cr2O3含量为 0.17–0.46 wt%。这些相对富铬的橄榄石中还观察到

铬尖晶石、铬铁矿[Cr#(≡Cr/(Cr+Al)*100)=30–68]和熔体包裹体；铬铁矿呈不规则

环带构造，熔体包裹体中也观察到圆形气孔。基质中橄榄石铬含量低于检测限。

尖晶石斑晶发育规则韵律环带，Cr#值为 9–23。基于大部分 Angrite 陨石贫铬的

特征和本文的观察，我们认为 NWA 12774 中富铬橄榄石是捕虏晶成因。APB 幔

部存在贫铬和富铬两个源区；贫铬的幔部源区部分熔融产生的玄武质熔体上升过

程中捕虏了富铬源区的橄榄石和铬铁矿。同时，富铬橄榄石捕虏晶及其熔体包裹

体的气孔构造可能表明富铬区域相对富集挥发分，在橄榄石结晶时岩浆存在去气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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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chinite 陨石母体热演化史 

Thermal evolution of Brachinite meteorites 

张浪 1，张爱铖 1,2，王书舟 1 

1南京大学地球与工程学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志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Brachinite 陨石主要由橄榄石和辉石组成，其 53Mn–53Cr 体系年龄为 4563.7 ± 

0.9 Ma。前人对 Brachinite 陨石的研究侧重其成因机制，对其热历史研究较少。

本文研究了多块 Brachinite 陨石的矿物学特征并讨论其母体的热演化史。 

在研究 Brachinite 陨石造岩矿物的基础上，我们观察到 Brachinite 陨石中存

在两种产状的磷灰石：一种被橄榄石或铬铁矿包裹，另一种出现在造岩矿物晶间，

后者常被陨磷钙钠石围绕或穿插，部分陨磷钙钠石中存在微小孔洞。磷灰石中常

发育定向排列的针状铬铁矿。发育陨磷钙钠石的区域常观察到陨硫铁+低钙辉石

交生结构，局部存在高钙辉石。 

我们认为一次短暂热事件可以解释 Brachinite 陨石中观察到的现象。陨磷钙

钠石是磷灰石高温下与富钠介质反应的产物；孔洞可能是反应前后体积变化的结

果或者流体流动的通道，铬铁矿可能是在该热事件中出溶形成。陨硫铁+低钙辉

石组合可能是硫蒸汽与橄榄石反应形成。形成陨磷钙钠石所需要的镁可由橄榄石

与富硫蒸汽交代时释放的镁来解释，而多余的钙则会加入硫化物交代结构中局部

形成高钙辉石。磷灰石中铬铁矿的出溶表明铬元素发生了扩散和平衡，因此前人

获得的 Mn-Cr 体系年龄可能与该热事件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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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型普通球粒陨石中球状和针状合纹石形成机制 
The formation of spheroidized and acicular plessite in L 

type Ordinary chondrite 
罗业鑫 1*, 李少林 1, 张小平 1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luoyexinmust@foxmail.com1 

主题分类：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金属相存在于绝大部分陨石中，并以其丰富的内部结构反应了陨

石主体所历经的热事件。为了深入了解 L 群普通球粒陨石经历的热演

化历史，我们挑选了经历不同热变质程度和冲击变质程度的 L 群陨

石，结合能谱面扫及电子背散射衍射技术对其中的金属相开展了矿物

学分析，对合纹石结构的形成机制有了新的认识。 

合纹石是由镍纹石和铁纹石混合组成的细小颗粒状矿物。L 型普

通球粒陨石中的合纹石具有球状和针状两种结构类型（图 1）。球状合

纹石中的铁纹石和镍纹石取向差为 45°，同时合纹石与相邻铁纹石取

向差为 60°；针状合纹石中的铁纹石和镍纹石取向则满足 Kurdjumov-
Sachs 关系。不同结构类型合纹石的取向关系表明它们可能具有不同

的形成机制。球状合纹石是具 M 型成分结构的镍纹石发生相分离形

成，其机制可以描述为：γ(1) → α + γ(2)。针状合纹石的形成则需要镍

纹石先形成马氏体（针状），马氏体经历加热事件回火后重新转变为

镍纹石，并在之后的冷却过程中分解为具马氏体假象的合纹石，其机

制可以描述为：γ(1)→ α2 + γ(1)→ α + γ(2) + γ(1)。 

 
图 1.随州陨石金属相的背散射电子图像，右上方为球状合纹石，左下方为针状合纹石 

感谢澳门科学发展基金（008/2017/AFJ， 0042/2018/A2）和国家自然科学发展基金

（11761161001， 41941001）对本研究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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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同位素示踪顽火辉石无球粒陨石母体的起源与核幔分异 

Tracing the origin and core formation of the enstatite achondrite 

parent bodies using Cr isotopes 

朱柯 1,2*, Frederic Moynier 1, Martin Schiller 3, Harry Becker 2, Jean-Alix Barrat 4 and 
Martin Bizzarro 1,3 (*zhu@ipgp.fr) 
1 法国巴黎大学，巴黎地球物理学院(IPGP), 2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3 丹麦哥本哈根

大学, 4 法国布雷斯特大学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顽火辉石无球粒陨石（包括 Aubrites）具有跟地月系统相同的多种同位素组

成，但是我们对它们的起源以及母体信息都知之甚少。这项工作报道了顽火辉石

无球粒陨石样品的高精度 Cr 同位素数据，其中非质量分馏用 MC-ICP-MS[1, 2]
和 TIMS[3]进行测试，质量分馏用 MC-ICP-MS[1]进行测试。分析的陨石样品包

括 8 个 Aubrite，Itqiy(EH7)和一个来自 Almahatta Sitta 的碎屑[4]。结合前人数据

[5]，我们，核合成异常成因（ε54Cr; 起源），质量分馏效应（δ53Cr; 过程）和过程

放射性成因（ε53Cr; 时间），这三个方面制约了顽火辉石无球粒陨石母体的形成

和演化。 

这些样品的 ε54Cr 值分为三组，可能代表了三个陨石母体。Main-group aubrite 
母体：ε54Cr = 0.06 ± 0.12 (2SD, N = 7), Shallowater 母体：ε54Cr = -0.12 ± 0.04 和
Itqiy 母体：ε54Cr = -0.26 ± 0.03 (2SD, N = 2). 这也和它们不同的质量分馏 δ53Cr 
值一致: 分别是 0.24 ± 0.03 ‰, 0.10 ± 0.03 ‰ 和 -0.03 ± 0.03 ‰。 

硫化物-金属-硅酸盐的混合导致了 aubrites 的 δ53Cr 值的变化。这三个母体的

δ53Cr 值都比球粒陨石(-0.12 ± 0.04 ‰, 2SD, [1])更重, 可能来自一个富 S 的金属

核的形成，其中硫化物富集轻的 Cr 同位素，而硅酸盐富集重的 Cr 同位素。 

大部分 main-group 的 aubrites 落在一条 Mn-Cr 等时线上，其斜率代表的年龄

是 4562.5 ± 1.1 Ma (i.e., 太阳系形成之后的 4.8 ± 1.1 Ma)，反映了行星体的分异

和硅酸盐-硫化物矿物的结晶。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等时线的 y 轴截距为 0.50 ± 
0.16, 2σ（也就是初始的，Mn/Cr=0 时 ε53Cr 的值）。这远远大于初始太阳系和顽

火辉石球粒陨石的 ε53Cr 值（0.15 ± 0.10, [2]），否定了顽火辉石球粒陨石和顽火

辉石无球粒陨石的直接继承关系。Main-group aubrite 陨石高的初始 ε53Cr 值指示

了其硅酸盐行星体高的 Mn/Cr 值，这也是来自于一个富 S 的核形成。因为 S 的

加入会导致 Cr 进入金属相的分配系数大于 Mn[6]，使硅酸盐相具有高的 Mn/Cr
值，生成高的初始 ε53Cr 值。 

参考文献：[1] Zhu, K., et al. (2021) GCA, 293: 598-609. [2] Zhu, K., et al. (2021) 
GCA, 301: 158-186. [3] Zhu, K., et al. (2020) ApJL, 894: L26. [4] Harries, D. and 
Bischoff, A. (2020) EPSL, 548: 116506. [5] Shukolyukov, A. and Lugmair, G.W. (2004) 
GCA, 68: 2875-2888. [6] Berthet, S. et al. (2009) GCA, 73: 6402-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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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陨石冲击变质新进展 

张爱铖 

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B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陨石冲击变质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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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岩浆洋结晶分异过程对其岩浆活动的制约 

杜蔚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__B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岩浆洋结晶分异过程对其岩浆活动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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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NWA 773 族月球陨石的复杂性和可能的多源区：来自 

NWA 6177 月球橄榄辉长岩的证据 

Complexity and possible multiple sources of the NWA 773 clan: new 

evidence from lunar olivine gabbro NWA 6177 

 

何琦 1*, 肖龙 1, 车晓超 2, 钱煜奇 1, 赵佳伟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 2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北京离

子探针中心  

 

主题分类：_B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NWA 6177 在国际陨石库显示为一块“未分类”橄榄辉长岩。本文的工作从

陨石中矿物组成、橄榄石和辉石的 Fe/Mn 比值以及存在 Fe-Ni 金属相，证明它是

一块月球陨石。其堆晶结构、矿物组成以及矿物的成分等都与 NWA 773 族月球

橄榄辉长岩类似，应该属于 NWA 6177 中的一员。该陨石也经历了强的冲击变质，

在熔融脉中发育林伍德石和涂式磷钙石等。其橄榄石、辉石和斜长石的微量元素

组成也与 NWA 773 族的陨石类似，但是其橄榄石的 Co-Ni 以及 Ti/Y 与 NWA 773
存在差异，指示其可能来自不同的源区。通过原位 SHRIMP 分析其中的斜锆石

和磷酸盐矿物的 U-Pb 年龄，结果显示存在两期岩浆活动 3187 ± 18 Ma 和 3120 
± 18 Ma。两期的岩浆活动与陨石中矿物平衡熔体计算显示的开发体系相一致。

结合 NWA 773 族不同陨石年龄的差异以及存在最年轻的 NWA 3333（3038 ± 
20Ma），反映出 NWA 773 族陨石的复杂性。NWA 773 族的陨石（目前有 17 个陨

石）可能来自多个源区。NWA 773 族陨石的形成年龄在~3.1 Ga 左右年龄分布紧

密，与~3.1 Ga 左右月球岩浆活动的喷发通量和喷发类型相关。3.1Ga 可能代表了

月球上的岩浆活动转为衰弱期，岩浆的活动由喷发转为能力较弱的侵入式岩浆活

动，因而形成月球上广泛分布的橄榄辉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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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形成年龄及其对月壳成因的意义：来自 NWA 1147 的

证据 

Formation age of the MA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evolution of 

Lunar crust: clues from NWA 11479 

陈景有 1,2, 徐伟彪 1 , 廖世勇 1 

1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__B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We performed petrography, mineral chemistry and geochronology analysis of the feldspathic 
breccia meteorite Northwest Africa (NWA) 11479. This meteorite is composed of abundant 
highland lithic fragments embedded in a recrystallized matrix. Lithic fragments include 
anorthosite breccias, granulite breccias and various kinds of impact melt breccias. The anorthosite 
and granulite clasts are dominated by magnesian anorthosite (MAN) and magnesian granulite, 
which falling on the gap between the ferroan anorthosite (FAN) and Mg-suite region on An versus 
Mg# plot. This together with REE and lithic fragment assemblages, shows that the main mass of 
the lithic fragments has a strong affinity of the MAN. The matrix shows flow structure and has 
abundant vacancy-pyroxene, indicating a strong impact followed by rapid cooling. Three apatite 
grains in matrix yield a weighted mean 207Pb-206Pb age of 4305 ± 29 Ma, synchronous with the 
4329 ± 5 Ma age of zircon from the matrix. Pyroxene coexisting with apatite and zircon grains 
implies close affinity for MAN, therefore we interpret the age of apatite, especially the zircon 
represents the crystallization age of the protolith of MAN and may reflect the timing of 
resurfacing of the lunar highland by “serial magma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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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长石质角砾陨石 NWA11223 的研究 

Alteration and later effects on Northwest Africa 11223 

覃朗 1,2, James M.D. Day3, 邹永廖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3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斯克里普斯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 

主题分类：  B  ,   A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撞击熔融岩在月表特定的撞击事件期间形成，同时包含撞击靶和撞击体

的物质组分，其中一些撞击体的成分和来源还可能提供有关太阳系内部行星动力

学的信息。上个世纪美国 Apollo 计划和前苏联 Luna 任务共采集了约 382 kg 的

月球样品，其化学成分研究对于构建月球起源与演化的模型和理论至关重要。然

而返回样品的采样点局限于月球 5-8%的表面上，并且在随后被证明该区域处于

具有化学异常的风暴洋内。相反，月球陨石则提供了在月表随机取样机会（包括

与采样点不同的区域），因此它们是理解月球及一些撞击事件过程的重要补充。 

月球陨石 NWA 11223 于 2016 年在摩洛哥南部沙漠地区发现，根据其岩相学

与矿物学特征将其归为月球长石质撞击熔融复矿角砾岩。我们通过（LA-）ICP-
MS 和 N-TIMS 对该陨石进行了详细的地球化学研究，包括分析其全岩和单矿物

的主微量元素、强亲铁元素（Re, Os, Ir, Ru, Pt, Pd）丰度，以及全岩的锇同位素

组成。基于此，我们将尝试讨论：1）地表过程对于陨石的蚀变作用（样品具有

显著的 Ce 负异常，且有重晶石存在）；2）陨石的月面来源区域（样品的不相容

元素丰度低，但可能含有少量 KREEP 组分）；3）撞击过程和撞击体可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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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古地磁限定的月球磁场发电机演化历史 

Evolution history of lunar dynamo limited by lunar paleomagnetism 

蒋学龙 1，王华沛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C___, __B___, __F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磁场发电机的研究对了解月球内部结构的分异和演化历史有着极为重

要的意义。阿波罗时代以来，人们进行了数百块月球样品的磁场古强度研究。由

于古强度实验方法的限制，阿波罗时代的数据可信度较低(Weiss and Tikoo, 2014)。

近年来，一批较高可信度的月球磁场古强度研究的结果表明月球表面在 4.2-3.5 

Ga 之间拥有强度高达 70 μT 的磁场。在 3.2 Ga 附近，月球表面的磁场强度降到

了 10 µT 以下，而在 1.0 Ga 附近，月球表面的磁场低于 0.1 µT(Mighani and Wang 

et al., 2021)。然而，月球 0-3.2 Ga 这段时间内的古强度数据较少，我们需要更多

的数据来更好地限制月球磁场发电机演化历程。 

前人的月球古强度研究都是基于阿波罗样品的。嫦娥五号着陆区的年龄非常

年轻，对其样品的古地磁研究可能填补年龄的空白区域。除了返回样品，目前已

有七百多公斤的月球陨石被发现。相较于现有的月球返回样品，月球陨石广泛分

布于月球表面，包含月球阿波罗样品中缺乏的高地和背面岩石(Gallant et al., 

2009)，没有经历航天器内部潜在的磁污染，数量较多，易于获得，是研究月球磁

场古强度的理想材料。 

NWA11303 是一块月球长石质角砾岩，于 2017 年在西北非沙漠被发现。我

们对该陨石进行了详细的岩石磁学和古地磁学研究。实验结果表明该陨石样品中

稳定载磁矿物的磁畴状态为单畴至假单畴，可以记录稳定的热剩磁，且其形成时，

月球表面的磁场强度接近于零。结合年龄数据，该陨石的磁场古强度研究将进一

步加深我们对月球核心磁场发电机演化历史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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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氯化物升华过程中同位素分馏及其对月球岩浆洋的指

示 

Chlorine isotope fractionation during sublimation of metal chloride 

and implication for degassing of the lunar magma ocean 

韩紫嫣 1, 惠鹤九 1, 魏海珍 1 

1 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主题分类：__B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相较于地球亏损挥发分。相对于地球的 δ37ClSMOC组成（-14‰至 16‰），

月岩样品中的 δ37ClSMOC组成变化很大（-4‰至 81‰）。目前认为由于金属氯化物

的去气使月球产生巨大的氯同位素分馏 [1]。但对于去气过程中挥发分氯的同位素

分馏行为仍缺乏足够的研究。为了更好地认识月球在去气过程中氯同位素的分馏

行为，我们开展了金属氯化物（NaCl）在不同温度（923 K 至 1061 K）和气压

（7×10-5 bar 至 1 bar）条件下的升华动力学研究，并对这一过程的氯同位素分馏

效应进行了探讨。 

氯同位素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升华过程中其分馏行为遵循瑞利分馏。实验结果

表明气相与固相间氯同位素的分馏系数αgas-solid在 1bar、1×10-2 bar 和 7×10-5 bar
的条件下分别为 0.9987±0.0001、0.9956±0.0003 和 0.9981±0.00002。本研究获得

的αgas-solid与前人NaCl熔体蒸发实验的结果相近（在真空至常压，αgas-solid为0.9955
至 0.997）[2]，但远大于 NaCl（αgas-solid = 0.9826）和 Na2Cl2（αgas-solid =0.9914）理

论分馏系数。对比前人高真空实验（<1×10-9 bar）的升华速率[3]，本实验 NaCl 的
相对分压大于 98%。因此本实验氯同位素分馏受气体扩散及固体内部扩散控制。

本研究结果显示低真空环境中氯同位素的分馏小于高真空环境。前人假设氯主要

在岩浆洋阶段去气分馏，计算得到 αgas-solid为 0.996[4]，高于金属氯化物的理论分

馏系数，接近于本实验的结果。本研究及前人盐酸常压蒸发实验结果（αgas-liquid = 
0.996[5]）指示在岩浆洋演化去气过程中月球可能存在短暂的大气层而非高真空环

境。 

参考文献：[1] Sharp et al. Science, 2010; [2] Sharp et al. LPSC, 2013; [3] Zimm 
et al., J. Chem. Phys., 1944; [4] Boyce et al. EPSL, 2018; [5] Sharp et al. GCA,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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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A 2737 纯橄质火星陨石熔融包裹体和磷灰石的氢和氯同

位素组成揭示火星壳源流体的性质 

The nature of the crustal fluid on Mars revealed by the H and Cl 

isotope systematics of apatite and melt inclusions from NWA 2737 

chassignite 

胡森 1, Anand Mahesh2, Ian A. Franchi2, Xuchao Zhao2, 计江龙 1，何会存 1，郝佳

龙 1，杨蔚 1，林杨挺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The Open University 

主题分类：_B____ 

摘要正文： 

火星早期普遍认为存在大范围的水体，火星早期很可能宜居，因此火星宜居

性是当下火星研究的焦点。火星陨石作为火星的岩石标本，是探究火星宜居性演

化的重要途经，是火星探测的重要补充。本研究对一块年龄为 13 亿年的纯橄质

火星陨石 NWA 2737 开展了岩石学和矿物学分析，并对磷灰石、角闪石和熔体包

裹体开展了水含量、挥发分含量、以及 H 和 Cl 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角闪石

具有富 D（δD=~3000-6000‰）特征，明显高于粒间磷灰石（δD=~800-3000‰）

和熔体包裹体（δD=~0-1200‰）。角闪石、磷灰石和熔体包裹体的水含量和 H 同

位素组成都具有负相关，指示两端元混合。Cl 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磷灰石和

熔体包裹体玻璃具有相似的 Cl 同位素组成（δ37Cl=~0-4‰）；熔体包裹体玻璃的

Cl 含量可达 9000ppm，明显高于其它火星陨石。磷灰石和熔体包裹体的 H 和 Cl
同位素体系结果表明 NWA 2737 结晶时，其母岩浆可能以及混入了壳源流体，与

该类火星陨石的岩石成因一致。该壳源流体具有高 Cl 含量，且明显富集重同位

素 D 和 37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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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陨石 NWA 13581 的岩相学和矿物化学特征 

Petrology and Mineralogy of the Martian Meteorite NWA 13581 

吴蕴华 1*, 肖智勇 1, 徐伟彪 2,3 

1 中山大学, 2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NWA 13581 发现于阿尔及利亚，保存了新鲜完好的黑色熔壳，主要由辉石

（60%）、熔长石（22%）、橄榄石（16%）组成，其他矿物有磷灰石、白磷钙矿、

钛铁矿、雌黄铁矿等。部分区域具有嵌晶状结构，粒径较大的辉石（长轴最大约

3 mm）包裹细粒的橄榄石、铬铁矿等。非嵌晶区域比嵌晶区的橄榄石粒径更大，

长轴可达 2.6 mm。磷灰石和白磷钙矿为半自形粒状，呈单颗粒状或二者共生。

共生的磷酸盐中两相的界线不明显，并且在临近区域有大量细粒不规则状的不透

明矿物，部分磷酸盐已经转变为高压相的涂氏磷钙石，表明样品受到强烈冲击作

用的影响。 

熔壳的镁（Mg# = 58）和钙含量（CaO = 6 wt%）符合过镁铁质特征，橄榄石

（FeO/MnO = 49 ~ 54）与辉石（FeO/MnO = 31 ~ 39）的铁锰含量、长石的成分

等均与火星陨石一致。富镁辉石的 Ti/Al 比值一般为~ 0.1，富铁辉石 Ti/Al 比值

可达 0.7，符合变压结晶的特征，对应岩浆从深部上涌至表面的过程。样品的结

构特征与嵌晶质辉玻无球粒陨石相似，但是非嵌晶区域的橄榄石含量明显低于一

般的嵌晶质陨石，并且橄榄石铁含量普遍较高，Fa 可达 55，而一般的嵌晶质辉

玻无球粒陨石的 Fa 值为 23 ~ 46。因此 NWA 13581 可能代表了一类演化程度较

高的嵌晶质辉玻无球粒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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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角砾陨石中磷灰石的 Sm-Nd 同位素年龄 

The Sm-Nd isotopic age of apatite in Martian regolith breccia 

尚升 1*, 惠鹤九 1, 杨岳衡 2 

1 南京大学, 2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A___, __B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近些年的火星探测表明火星表面存在含水流体，尤其在火星早期的时候。然

而，这些含水流体的具体性质并不清楚。来自火星地壳的角砾质陨石NWA 7533

和NWA 8171可能与含水流体相互作用过并记录了火星流体的信息。角砾质陨石

中被扰动的磷灰石U-Pb同位素年龄被认为是流体作用的结果。不过，磷灰石U-Pb

同位素年龄也可能是被撞击作用所影响的结果。为了判断角砾质陨石中的磷灰石

是受热液作用还是撞击作用影响，我们使用MC-ICP-MS原位测量了磷灰石的Sm-

Nd同位素年龄。撞击作用不改变磷灰石的Sm-Nd同位素年龄，但是热液作用可以

改变这个年龄。通过测量，我们得到磷灰石的Sm-Nd同位素年龄与被扰动的U-Pb

同位素年龄一致，都是~1.5 Ga。这表明火星角砾质陨石中的磷灰石确实被流体交

代了。角砾质陨石中磷灰石的Nd同位素和REE元素表明这种流体起源于火星壳

并且流体性质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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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ral and compositional observations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mineral assemblages in Martian Meteorite NWA 10720 

Haijun Caoa, Jian Chena, Xiaohui Fua, Yanqing Xina,b, Zongcheng Linga* 
a Shan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Optical Astronomy and Solar-Terrestrial 
Environment, School of Space Science and Physics, Institute of Space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264209, P.R. China. b Key Laboratory of Lunar an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LDSE), CAS.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Petrological and mineralogical analyses of Northwest Africa (NWA) 10720 
indicate that this meteorite is one Martian nakhlite, showing an unbrecciated augitic 
igneous cumulate texture and consisting of clinopyroxene (65.4 vol.%) and olivine 
(19.4 vol.%) set in intercumulus matrix. The more abundant olivine and low modal 
intercumulus materials indicate different cooling rates and crystallization history from 
the Lafayette subgroup. A unimodal compositional distribution of olivine and augite as 
well as the occurrence of Fe-Mg zoning of augite, euhedral ferroaugitic rims, Fe-
enriched overgrowths, clustering augite, orthopyroxene adjacent to olivine, and some 
augite sharing Fe-rich rims with fayalite suggest that NWA 10720 has experienced 
fractional crystallization and shares similarities with slower cooled nakhlite to NWA 
10153. Most Ti-magnetite with exsolution laths, melt inclusions, and coarse plagioclase 
and K-feldspar, indicate that the fractiona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gmatic 
evolution towards Fe-, and Si-, K-rich intercumulus melts. Secondary mineral 
assemblages contain iddingsite, threadlike maghemite, hematite veins, and altered 
pyrite. The composition and Raman spectra of iddingsite demonstrate a possible 
mixture of serpentine and smectite, possibly containing a higher proportion of saponite 
and low abundance of serpentine. The iddingsite’s Mg/(Mg+Fe) ratio of 0.13 indicates 
that NWA 10720 appears to have experienced weak acidic fluid (pH ~3.5-4.5). The lack 
of siderite and sulfate demonstrates that the fluid permeating downwards through this 
nakhlite might have depleted HCO3

- and SO4
2- when it reached the parental rocks or 

hydrothermal fluid. Alternatively, hydrothermal fluid leaching parental rocks of NWA 
10720 was no longer saturated in HCO3

- and SO4
2- at the extremely hydrothermal 

system initiated by melting of buried water ice. These observations indicate that NWA 
10720 may have experienced extensive liquid fractionation activities in the shallow 
Martian surface representing separate evolutionary pathways, different from the 
alteration process of the Lafayette subgroup in the open system. Various Fe oxides and 
hematite veins demonstrate that the oxidization and dehydration process dominated the 
late-stage alteration after the exhaustion of parental fluid. 

Acknowledgments: We thank the fundings from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U1931211), the 
Pre-research project on Civil Aerospace Technologies No. D020102 and Key Laboratory of LDSE (202002), 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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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陨石 NWA 12594 的岩石磁学研究对火星磁异常的    

启示意义 

Rock Magnetism of Martian Meteorite NWA 12594: Implication for 

the Mars Magnetic Anomalies 

曹婷 1，李世杰 2，张爱铖 3，王华沛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3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B___, ___C__, _ E___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

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

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南半球的辛梅利亚地块（Terra Cimmeria）和萨瑞南地块（Terra Sirenum）

呈现出较高强度的磁异常，其强度高出地球磁异常强度 1-2 个数量级。而火星核

心磁场发电机模型也不能合理解释如此高强度的磁异常。因此，火星磁化层的磁

性矿物类型及其载磁能力的分析，为解释高强度的火星磁异常提供了重要的研究

思路，而火星陨石则是其重要的研究对象。 

磁黄铁矿是火星陨石中重要的载磁矿物；在冲击作用下，其矫顽力和饱和剩

磁强度会增大，其磁学性质变得更趋向于单畴颗粒（Louzada et al., 2007, Mang eta 

al., 2013）。基于岩石磁学研究，火星陨石 NWA 12594 呈现出与冲击作用下磁黄

铁矿相似的单畴磁性颗粒特征。岩相学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冲击作用产生的

高温使得矿物发生局部熔融。在快速结晶过程中，硅酸盐熔体与硫化物熔体不混

溶，从而导致大量球粒状细粒磁黄铁矿（< 3 𝜇𝜇𝑚𝑚，单畴粒径）的形成。研究还表

明火星陨石 NWA 12594 也具有较强的载磁能力，也与其呈现出的单畴磁学性质

和较高的饱和剩磁强度相吻合。综上所述，类似火星陨石 NWA 12594 这种具有

较强载磁能力岩石的存在可能可以解释火星上高强度的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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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尘暴放电过程中高氯酸盐的形成过程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perchlorate on Mars 

毛文硕 1, 付晓辉 1*, 武中臣 1*, 倪宇恒 1，张江 1, 凌宗成 1，李勃 1 

1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山
东大学，威海 264209 

主题分类：__A_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Introduction:目前，在火星表面多个位置发现了高氯酸盐。NASA 凤凰号着陆器上

的湿化学实验室(WCL)在北极地区的土壤样品中检测到约 0.5-0.7wt％的高氯酸

盐(ClO4
-)1。通过火星样品分析(SAM)仪器套件进行的热解实验，高氯酸盐在 Gale

撞击坑也被检测到 2。此外，在火星陨石 EETA79001 中发现了高氯酸盐，其浓度

为 0.6±0.1 ppm3。 这表明火星的表面上很有可能普遍存着高氯酸盐。 
Formation mechanisms on Mars: 当前，国际上提出了几种形成机制来解释火星土

壤中高浓度的高氯酸盐的起源问题：紫外线(UV)光催化 4, 5，辐射诱导的表面化

学 6, 7和火星尘暴中静电放电(ESD)产生的自由基反应 8。但上述机制在解释火星

表面高氯酸盐的起源仍不完备。对火星表面高氯酸盐的起源问题仍需要大量的理

论和实验分析工作。 
Proposed reaction process on Mars: 我们最新的模拟火星条件的 ESD 实验证明 Cl
可以在放电的过程中从 NaCl 晶体结构释放出来,这与 Wang et al9 的 ESD 实验结

果相一致. 我们推测火星上的氯氧化合物形成包括以下步骤(如下图所示)：1)Cl
离子/原子从含氯物质晶格结构中释放;2)游离的 Cl 离子/原子与氧化剂之间发生

气相反应，在火星大气中产生·ClOx，·ClOx与金属阳离子(M+)结合形成 MClOx;3) 
MClOx沉积在火星表面。 

 
References: 1.Hecht, M. H. et al. Science 2009, 325 (5936), 64-67. 2.Ming, D. W. et al. 
Science 2014, 343 (6169). 3.Kounaves, S. P. et al. Icarus 2014, 229, 206-213. 4.Zhao, 
Y.-Y. S. et al.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8, 497, 102-112. 5.Carrier, B. 
L.et al.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2015, 42 (10), 3739-3745. 6.Kim, Y. S. et al.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2013, 135 (13), 4910-4913. 7.Wilson, E. H. 
et al. J. Geophys. Res.-Planets 2016, 121 (8), 1472-1487. 8.Wu, Z. et al.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018, 504, 94-105.9.Wang, A. et al. J. Geophys. Res.-Planets 
2020, 12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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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陨石岩石磁学数据库 

Rock magnetic database for Martian meteorites 

缪君翔 1，王华沛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C__, __B___, __F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存在于岩石及沉积物等中的磁性矿物记录了地质历史时期的磁场演化信息，

为我们研究行星的核心磁场发电机提供了关键手段。岩石磁学通过获取磁性矿物

的种类、粒径、磁畴状态等，探究其磁性颗粒行为及样品记录外加磁场信号的能

力 [Dunlop and Ozdemir, 1997]，并为提取准确的古磁场信息提供依据。近年

来，通过火星表面的磁测、光谱等数据表明，火星表层土壤及粉尘可能存在磁赤

铁矿、磁铁矿和赤铁矿等铁磁性物质 [Bertelsen et al., 2004]。为了更为直

观的揭示火星磁场及古磁场信息，就需要通过岩石磁学方法对火星陨石展开研究。  

因此，建立火星陨石岩石磁学数据库非常必要。通过对已有数据的系统整体研究，

我们可以综合分析火星陨石的载磁矿物特征及类型，从而为火星车磁测数据的剩

磁反演提供限定条件，并有利于挖掘不同火星陨石的载磁能力及评估其记录的古

磁场强度数据质量，为反演火星磁场演化提供参考。此外，结合更完善更精准的

岩石磁学测量手段，获取陨石磁性矿物颗粒的磁学行为特征，进一步探究其磁学

特征并为火星磁场反演提供先决条件。 

 

 

 

 

137



基于 nakhlite NWA 5790 的火星岩浆作用模拟 

Modelling of Martian magmatism informed from nakhlite NWA 5790 

王子龙 1*, 王彬 1, 田伟 1 

1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造山带与地壳演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 E-mail: zilong.wang@pku.edu.cn 微信号：vc299792458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均可 

摘要正文： 

利用 TIMA 对火星陨石 nakhlite NWA 5790 进行定量岩相学测量和矿物含量

分析，并用电子探针确定各矿物相主量元素成分。对不同学者提出的 23 个母岩

浆成分进行 THERMOCALC 热力学模拟确定了符合热力学约束的母岩浆成分。

根据钛铁矿-钛磁铁矿物对成分计算了结晶温度为 1032°C，氧逸度为 ΔQFM+1.6，
结合 D-Compress 的硫去气模拟，确定 NWA 5790 的铁钛氧化物开始结晶时，压

力为 235-335 bar。基于这些约束条件，提出 nakhlite 岩浆喷发的二阶段模式：（1）
母岩浆在~1250-1400℃和不高于 6-10 kbar 条件下先结晶辉石，并在快速上升过

程中重力分异形成堆晶，最终在近地表处（<235-335bar）形成岩浆湖；（2）形成

岩浆湖后，岩浆温度降至~1000℃，初始氧逸度为 ΔQFM+1.6，橄榄石和铁钛氧

化物共结晶，并伴随着广泛的硫去气。最后，岩浆喷发到地表并迅速冷却，结晶

出细粒斜长石质基质和橄榄石与辉石斑晶的富铁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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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陨石 NWA 13120 的岩相学特征和冲击变质过程 

Petrography and impact metamorphism of the lunar breccia 

meteorite NWA 13120 

夏志鹏 1,2, 缪秉魁 1,2*, 陈宏毅 1,2, 张川统 1,2,3, P.M. Ranjith 4, 谢兰芳 1,2 
1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隐伏矿产勘查重点实验室, 2桂林理工大学陨石与行星物质

研究中心, 3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 4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

研究所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陨石是月球遭受小天体撞击后飞溅到地球的岩石碎块，保存了大量月表

的物质组成、演化过程和撞击历史等地质信息。NWA 13120 为一块新发现的经

历过强烈撞击事件的月球角砾岩陨石。角砾主要为矿物屑（＞50 μm）和晶质冲

击熔融岩岩屑。基质为具类嵌晶结构（like-poikilitic texture）的极细粒（＜10 μm）

橄榄石-斜长石组合和细粒（＜50 μm）矿物屑。晶质冲击熔融岩（crystalline impact 

melt）作为 NWA 13120 中最主要的岩屑，根据结构和矿物组成，可分为四种类

型：1）具有与基质结构类似的斜长岩，但因矿物模式丰度和孔隙度不同而与基

质区分开来；2）富孔洞且含玄武质碎屑的斜长岩；3）含面状破裂的橄榄石矿物

屑的橄长岩质斜长岩；4）含橄长岩岩屑的橄长岩质斜长岩。根据岩石学和矿物

学特征判断，NWA 13120 具有典型的月球陨石特征，来自于上月壳高地亚铁斜

长岩地层的撞击熔融角砾岩。NWA 13120 在最近一次的撞击事件前，已经发生

了熔融，母岩为斜长岩质的富碎屑玻璃质熔融角砾岩或含复矿碎屑的表土角砾岩。

在撞击过程中，30GPa 以上的高压使母岩中的斜长石矿物屑全部转变为熔长石，

橄榄石发生面状破裂，撞击导致的后期温度达到 1200-1300℃，使玄武质组分的

局部熔融，随后，母岩中所有玻璃脱玻化，发生原位重结晶，形成了广泛的橄榄

石-斜长石类嵌晶结构。NWA 13120 对于了解月球表面月岩的局部冲击变质过程

有着重要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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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相关硫酸钙复盐的光谱学表征 

Spectroscopic characterization of Ca sulfate double salts related to Mars 

鞠恩明 1, 石二彬 1, 凌宗成 1,2* 

1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勇气号火星车在古塞夫撞击坑(Gusev crater)发现了由热液环境烧结形成的

无定形二氧化硅，而地球上活火山的热液系统也存在二氧化硅泉华的沉淀 1。这

说明与地球相似的火星在过去的几十亿年中不仅仅存在水环境的沉积过程，也存

在火山活动。K2Ca2(SO4)3(Calciolangbeinite)是火山喷气口升华物中发现的一种

新矿物 2，火星硫酸钙分布广泛，这种矿物在火星条件下也有可能形成。近期报

道，在发现 K2Ca2(SO4)3的火山环境中也发现了 Na4Ca(SO4)3(Dobrovolskyite)的
存在 3。 

实验室合成相关复盐并进行系统的光谱学表征是研究火星相关盐类的重要

手段之一，获取其详细的热力学和稳定场数据对于认识火星的环境变迁和地质演

化也有潜在的重要价值。我们在实验室中采用高温烧结法合成了 Na4Ca(SO4)3和

K2Ca2(SO4)3两种复盐。这两种复盐的合成温度在 900℃附近，我们首先对两种

复盐采取了 XRD 测试，对样品的物相和纯度进行了鉴定，同时利用 Renishaw 
inVia®拉曼光谱仪获得了两种复盐的拉曼振动光谱，并在模拟火星环境下获得了

LIBS 光谱。此外，我们同样关心两种复盐在不同温湿度条件下的稳定性，通过

稳定场实验我们确定了 Na4Ca(SO4)3的分解路径 4，K2Ca2(SO4)3的具体分解产物

也能够从 XRD 谱图中确定。 

实验室获得的相关复盐光谱数据将为火星就位和轨道探测提供数据支撑。之

后我们将继续合成相关复盐并进行可见近红外（VNIR）和中红外（MIR）等光谱

表征，为火星遥感和就位探测数据提供更加全面的光谱参考。 

1. Ruff SW, Farmer JD. Silica deposits on Mars with features resembling hot spring biosignatures 

at El Tatio in Chile. Nat Commun 2016; 7: 13554. 

2. Pekov IV, Zelenski ME, Zubkova NV, et al. Calciolangbeinite, K2Ca2(SO4)(3), a new mineral 

from the Tolbachik volcano, Kamchatka, Russia. Mineralogical Magazine 2012; 76(3): 673-82. 

3. Shablinskii AP, Filatov SK, Krivovichev SV, et al. Dobrovolskyite, Na4Ca(SO4)3, a new fumarolic 

sulfate from the Great Tolbachik fissure eruption, Kamchatka Peninsula, Russia. Mineralogical 
Magazine 2021; 85(2): 233-41. 

4. Freyer D. Formation of double salt hydrates I. Hydration of quenched Na2SO4-CaSO4 phases. 

Solid State Ionics 1997;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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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际大分子和星际尘埃的形成和演化研究 

甄军锋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__B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对星际大分子和星际尘埃的形成和演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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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元素和同位素研究对行星氧化还原环境的指示意义 

沈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__B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铬元素和同位素研究对行星氧化还原环境的指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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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堡尔谱学在行星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Application of Mössbauer Spectroscopy in Planetary Science

王军虎 1*, Franz Renz2, Harald Gaber3, 格日乐 1, 周雯慧 1, 刘朵绒 1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穆斯堡尔谱学中心 , 2Leibniz University
Hannover, 3Johannes Gutenberg-University Mainz, Email: wangjh@dicp.ac.cn

主题分类： B , A , J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在此，我们将简要解说穆斯堡尔谱学技术在行星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并报

告面向我国深空探测的第一台微型穆斯保尔谱仪器雏形 MIMOS IIC 的研发进

展。

穆斯堡尔谱学技术是可以定量表征地球上含铁材料、矿物，以及火星、月球

上物质的有力工具。穆斯堡尔谱学技术在行星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早在 1969年
以来的“阿波罗”月球样品研究和 2004 年以来的“勇气号”和“机遇号”火星探测车

(MER)就位火星探测中得到充分证明。

微型穆斯堡尔谱仪MIMOS II 是经过飞行验证的科学载荷，由一个传感器探

头和一个电子控制板组成。传感器探头安装在机器人手臂上，与样品可进行物理

接触以开展测量表征。在这种反射模式下，不需要额外的样品制备。传感器探头

携带辐射源(57Co，半衰期 272天)和探测器系统，体积仅 50×50×90mm³。整个系

统包括连接电缆在内重量不超过 500g。

MIMOS II已经在火星环境中证明了它的可靠性，2010年 10月欧空局抛物线

飞行活动也对两台仪器进行了测试，应该可以比较容易地适应月球环境。月球表

面的辐射温度随月球昼夜周期的变化很大，通常在-70K–400K(-200℃–125℃)之
间。相比火星上的低温环境，月球白天表面低压环境下的太阳辐射存在将MIMOS
II 仪器加热至高温的风险。因此，在月球表面，保护MIMOS II 免受太阳辐射的

高温风险是很重要的。为了保证探测器的性能和保护仪器，机器人手臂上的

MIMOS II(像火星探测车上的那样)需要在月球白天进行热防护，以防止温度超过

室温(300K)，而这在火星上是不需要的。月球夜间，MIMOS II 在低温下工作得

非常好，并可以提供高分辨率的穆斯堡尔谱图测量。否则，MIMOS II 就需要放

置在月球着陆器或月球车内部的热稳定环境中。但这样就限制了在月球上就位测

量月球岩石和土壤的能力。样品(只能相对较小 )必须通过传输系统传输到

MIMOS II，这只有在其它仪器也使用该样品供应路径时才有意义。

为了准备在月球上登陆，也为了对月球地质和矿物学有新的认识，月球陨石

样品或阿波罗 11-17 号、月球 16-24 号或嫦娥 5 号返回样品，在实验室中利用

MIMOS II进行研究表征也是很重要的。对于非常小的样品（< 1 mm3）还可以用

基于同步辐射的核共振散射（NRS）技术，获得常规穆斯堡尔谱表征同样信息，

还可以开展独特的三维成像研究。这些结果与新的月球穆斯堡尔谱数据库相结

合，将为MIMOS II 在未来我国的月球探测任务比如嫦娥 7号等作为科学载荷使

用，在月球表面开展就位表征测量提供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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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高氯酸盐与氯酸盐生成比控制因素的模拟实验研究 

Fe Mineralogy Controls on Generation Ratio of Chlorate/Perchlorate 

on the Martian Surface

曲帅屹 1,2*, 赵宇鴳 1,3, 崔鹤 4, 尹秀贞 4, W Andrew Jackson 5, 聂信 1, 武中臣 6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

新中心, 4青岛海关技术中心, 5得克萨斯理工大学, 6山东大学（威海） 

主题分类：行星表面地质过程，天体生物学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高氯酸盐（ClO4
−）和氯酸盐（ClO3

−）对火星液态水、氧化还原环境、生物

可用性和火星就位资源利用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高氯酸盐和氯酸盐具有不同的

地球化学特征，主要表现为液态水共晶点温度差异，不同的化学活性以及不同的

微生物可利用率上。已有的火星探测和陨石分析表明，火星表面广泛分布氯氧化

物（ClOx），但其存在形式（ClO4
−或 ClO3

−）缺乏制约。火星现存的 ClO3
−/ClO4

−

比值应受到其生成比和后期改造作用的共同影响，但目前对于 ClO3
−/ClO4

−生成

比的研究非常匮乏。尤其是对火星表面广泛分布的各类铁次生矿物及其对

ClO3
−/ClO4

−生成比的影响缺乏认识。 

本研究考察氯化钠粉末或溶液与多种铁硫酸盐和铁（氢）氧化物混合，并在

UV+CO2大气、UV+地球大气、臭氧三种氧化条件开展氧化实验，考察不同铁矿

物类型和氧化条件下 ClO3
−/ClO4

−的生成比。实验结果表明，ClO3
−/ClO4

−生成比

主要受到两个关键因素的控制：氯化物的物理状态（固体、液体和气体）以及与

其混合的铁矿物的特性（半导体性、比表面积、酸碱性）。

综合本实验及前人实验结果，我们提出了火星不同表面环境中 ClO3
−/ClO4

−

生成比的概念模型。该模型有力支持了现代火星，特别是亚马逊纪以来，广泛分

布的干旱环境和铁（氢）氧化物，使得火星表面氯氧化物应主要以 ClO3
−形式存

在。

图 1. 火星上不同表面环境中 ClO3
−/ClO4

−生成比的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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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相关若干锰氧化物实验光谱学研究 

A Systematic Spectroscopic Study of Laboratory Synthesized 
Manganese Oxides Relevant to Mars 

辛艳青 1,2, 曹海军 1, 刘平 1, 石二彬 1, 刘长卿 1, 凌宗成 1,3* 

1 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 2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

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F—行星系统形

成及动力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锰元素存在+2，+3，+4，+6 和+7 等多个价态，其氧化物是行星矿物和地质

演化的重要指示物。好奇号和机遇号火星车就位探测在火星盖尔和奋进撞击坑的

多个沉积和玄武岩露头中发现了富锰矿物 [1-2]，个别地区锰的含量高于 25%[3]。

此外，在火星陨石 NWA 7034 和 7533 均发现了含水的锰氧化物 [4]。锰氧化物沉

积物的发现可约束古代火星的地表环境，预示着曾经出现强氧化性和活动液态水

环境特征 [5]。一般来说，天然氧化锰样品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相共生的形式出现，

它们很容易从一种相变为另一种相，或与赤铁矿等其他矿物的混合物组成复杂体

系 [6-7]，因此，锰氧化物的识别仍然存在困难。 

本文采用水热法和固相煅烧法制备了 7 种较为纯净的锰氧化物（α-、β-、γ-、
δ-MnO2、α-Mn2O3、α-Mn3O4、γ-MnOOH），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光谱学研究。采

用 XRD（X 射线衍射）对锰氧化物进行了物相鉴定，采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EM）、

能谱仪（EDS）、激光诱导击穿光谱（LIBS）技术对其形貌和化学成分进行分析。

通过激光拉曼（Raman）、中红外（MIR）、可见近红外（VNIR）等光谱仪表征了

锰氧化物的光谱学特征。实验发现，锰氧化物具有不同光谱学特征，多种光谱数

据联合可有效识别火星锰氧化物种类。 

本研究建立了7种锰氧化物的多样化光谱库，这对利用Raman、LIBS、VNIR、
MIR 等数据进行火星锰氧化物矿物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下一步火星探测任务

（如“天问一号”、“毅力号”探测器）以及地面实验室样品分析提供了借鉴。 

参考文献：[1] Arvidson R. E. et al. (2016) Am., 101, 1389. [2] Lanza N. L. et al. (2014) Geophys. 
Res. Lett, 41, 5755. [3] Lanza N. L. (2016) Geophys. Res. Lett., 43, 7398. [4] Liu Y. et al. (2017) LPSC, 
LPICo No. 1964.[5] [75] Fukushi K et al. (2019) Nat. Commun. 10, 1. [6] J. E. Post, (1999) In Proc. 
Natl. Acad. Sci. U.S.A., 96, 3447. [7] Bernardini S.et al. (2019) J. Raman Spectrosc., 50, 873. 

致谢：本项目受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

（LDSE202002），国家自然基金（U1931211, 11941001, 41972322），民用航天技术预

研项目（D0201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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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风成因水的形成及其对类地行星内部水来源的贡献探

讨 

唐红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__B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风成因水的形成及其对类地行星内部水来源的贡献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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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太阳星云中矿物的富水机制——离子植入-扩散过程 

Hydration of Nebular Minerals through the Implantation-Diffusion 

Process  

金子梁 1,2*, Maitrayee Bose2 

1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主题分类：___B__, ___F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近期研究中已经发现普通球粒陨石以及顽火辉石球粒陨石中的硅酸盐矿物

富含结构水，这些结构水以羟基的形式存在于矿物晶格中。然而，氢元素进入矿

物晶格中的过程尚不明确。我们定量地模拟了太阳星云中氢离子在早期硅酸盐矿

物中的植入以及后续的扩散过程。结果表明，矿物中的氢元素含量受控于星云中

质子中的通量、保留系数、硅酸盐矿物的温度以及注入氢的脱附速率；低能氢离

子（keV 能级）的注入可使硅酸盐矿物在 10 年内富集约 0.1 wt. %的等值水含量。

基于模拟结果，我们认为在星云中自由漂浮的早期矿物在吸积汇聚成星子前已经

富水，这些水（氢）是通过星子汇聚形成的类地行星中最原始的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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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尘暴静电放电相关的 Cl 元素演化研究 

The research on the chlorine evolution on Mars induced by Martian 

dust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武中臣 1*, 倪宇恒 1, 毛文硕 1, 李芸 1,钱茂程 1 

1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空间科学研究院，山
东大学，威海 264209 

主题分类：__A___, __D___, _J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挥发分能提供行星后期沉积、蚀变、低温大气/地表化学演化等重要信息。在

不同地质体中富集-迁移的卤素是记录行星表面地质演化过程的重要标记物。Cl 
是火星表面迁移性最强的元素之一且当前仍十分活跃。2021 年 2 月份 Science 
Advance 报道 ESA ExoMars 在火星大气中首次探测到 HCl[1]就是当前火星存

在活跃 Cl 循环最新、最典型的例子。Cl 参与火星水循环和表面蚀变，对 Cl 循
环路径的研究有助于揭示火星沉积历史、气候演化、地表氧化性等重要信息。尘

暴静电放电(ESD)导致火星大气与地表发生强的气-固化学反应，推动了亚马逊纪

以来火星 Cl 的演化。 
基于前期的研究，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聚焦 ESD 相关的火星表面氯氧化物

的起源机理 [2]和 Cl 循环路径研究，分别：1)以含 Cl-盐及其与催化性伴生矿物的

混合物为起始剂，在模拟火星环境下分别研究 CO2辉光放电(模拟尘暴 ESD)的反

应产物种类、产率和伴生矿物催化问题并由此推断 Cl 的主要循环路径；2)系统

研究了放电过程中 CO2等离子体对 NaCl 晶体破坏作用，氯化物中 Cl 及金属元

素的向大气中的释放及 Cl2、ClO2、HCl 等气态产物的生成等问题；3) CO2等离

子体可以有效降解 CO2分子产生 CO 和 O2等成分，这为火星就位资源利用奠定

了基础。 
上述工作，进一步深化了尘暴诱发的火星表面 Cl 循环和演化的相关研究。  

References:  

[1] Korablev O., et al, Transient HCl in the atmosphere of Mars. Sci. Adv. 2021, 7, eabe4386. 

[2] Zhongchen W., et al. Forming perchlorates on Mars through plasma chemistry during dust 
events. Earth Planet. Sci. Lett.,2018,504,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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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击作用下锆石中元素体系的封闭与开放 

赵佳伟 1, 肖龙 1*，2, 肖智勇 2，3, 何埼 1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中山大学 

主题分类： B—陨石与天体化学，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锆石是地质历史的“时钟”，也是地质过程的“温压计”。锆石的年代学框架不只

是局限于地球板块运动等常见地质活动，更可以推广到太阳系行星表面更为频繁

的撞击活动，尤其是对于一些大型的撞击事件。在撞击作用的极端条件下，变形

和高温往往对锆石的元素体系形成扰动和破坏，从而指示撞击作用时间。然而，

在绝大情况下，撞击锆石的年龄是部分重置的，往往缺乏实际意义。因此，本研

究选取了墨西哥湾 Chicxulub 撞击坑中遭受不同冲击变质程度的撞击锆石进行元

素和年代学分析。撞击锆石在结构和成分上都发生显著的变化。结构上，锆石的

冲击变形特征是撞击作用最直接的证据，其中包括面状变形特征、高压相莱氏石

转变、亚颗粒化等。而成分上的变化体现在锆石生长环带均一化（模糊化）、年

龄的重置或部分重置以及微量元素在变形区域的局部富集。锆石的变形区域主要

表现为 Th，U，P，Y，Ti，Pb 等元素的富集，其中 Y 元素的富集情况分别与锆

石生长环带和撞击变形程度有着强烈的相关性，可参考为撞击作用强弱的元素指

标。高压相莱氏石的转变也同样伴随着 Y 元素的明显富集，该现象对其成因有

一定的限制，而亚颗粒锆石 Y 和 Ti 的高度富集反映了高温的成因以及强烈的元

素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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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陨石和阿塔卡玛沙漠（Atacama Desert）中 γ-CaSO4稳

定性成因研究 

A γ-CaSO4 with abnormal stability from Atacama Desert and in a 
Martian meteorite 

石二彬 1,2, Alian Wang2*, Huafang Li3, 凌宗成 1* 

1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 山东威海，264209，2Department of Earth & Planetary Sciences 
and McDonnell Center for the Space Sciences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MO, 
63130, USA, 3The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 & Engineering,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MO, 63130, USA 

主题分类：_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在实验室内合成的 γ 相无水硫酸钙（γ-CaSO4）暴露于大气环境下会瞬间转

化成烧石膏（CaSO4⋅0.5H2O），这是由于二者结构极为相似造成的 1-4。两种化合

物延 c 轴方向均有孔道结构，二者结构最大区别是孔道中是否被 H2O 填充。但

是在极为干旱环境下，如智利的阿塔卡玛沙漠等地区以及火星陨石

MIL03346,168 的脉中均发现 γ-CaSO4 可以稳定存在，即使将采回的样品和陨石

置于实验室条件下长达十几年 4-8。基于上述现象，我们提出了两个问题：（1）在

地球和火星极为干燥地区发现 γ-CaSO4 可以十分稳定存在是由其化学原因还是

结构原因造成的？（2）γ-CaSO4 稳定存在是否与其赋存环境有关系？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对来自阿塔卡玛沙漠的 γ-CaSO4 样品和火星陨石

MIL03346,168 脉中的 γ-CaSO4 进行研究。结果表明 γ-CaSO4 稳定存在是由其化

学组成原因造成的。电子选取衍射（SAED）表征发现两种样品的结构均与标准

γ-CaSO4 结构一致。能量色散 X 射线光谱（EDX）和元素分布（EDX-Mapping）
表征发现两种样品除组成硫酸钙的主要元素外，阿塔卡玛 γ-CaSO4 还含有 Si 元
素，MIL03346, 168 γ-CaSO4 含有 Si 和 P 两种元素，这一结果同样利用电子能量

损失谱（EELS）得到验证。通过结构和拉曼光谱分析发现，在两种样品中 γ-CaSO4

能够保持稳定可能是由于 Si 和 P 进入了其孔道内，阻碍了 H2O 分子的进入，导

致 γ-CaSO4 在两种样品中表现出十分稳定的特性。P 作为生命组成必需元素，在

火星陨石中发现其广泛存在，对火星生命的寻找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1] Chio C.H., et al. (2004) AM, 89, 390-5. [2] Prasad P.S., Chaitanya V.K., Prasad K.S., 
D.N. Rao. (2005) AM, 90, 672-8. [3] Tang Y., et al. (2019) ACS omega, 4, 7636-42. [4] Shi E.B. et al., 
(2021) 52nd LPSC, #2906. [5] Shi E.B., Wang A. (2020) GeoRaman XIV Conference. [6] Wei J., et al. 
(2015) JRS, 46, 810-2. [7] Ling Z. and Wang A. (2015) JGR, 120, 1141-59. [8] Wang, A., et al. (2015) 
PSS, 112,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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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土高原澳大利亚—亚洲微撞击玻璃球粒探寻 

Absence of Australasian microtektites in Chinese Loess Plateau 
闫盼 1, 肖智勇 2,3*, 肖国桥 4, 潘卿 4, 李阳 5, 惠鹤九 6, 蒲江 7, 马毅臻 1 
1行星科学研究所, 地球科学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 430074 
2中山大学行星环境与宜居性研究实验室,大气科学学院, 中山大学, 珠海, 

519000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合肥, 230026 
4地理与信息工程学院,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武汉, 430074 
5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中心, 贵阳, 550081 
6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所,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 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 
7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澳门科技大学, 澳门, 999078 

主题分类：   A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澳大利亚—亚洲散集区(Australasian strewn field; AASF)是地球上已知的覆

盖面积最广、最年轻的撞击飞溅玻璃散集区，形成于~78.8 万年前的一次地外天

体大撞击事件。经过近 60 年的探寻，形成该散集区的母坑位置依然未知。散集

区的边界位置以及内部撞击飞溅玻璃和微撞击玻璃球粒的空间密度是探寻母坑

位置的关键线索。前人已注意到该散集区的实际覆盖范围应该比目前划定的边界

更广，西部和北部的边界存在不确定性，即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黄土高原内撞

击飞溅玻璃和微撞击玻璃球粒是否存在缺乏系统研究，其分布范围不详。该问题

制约了对母坑大小和可能位置的研究，因此，散集区的实际分布范围有待进一步

约束。本研究拟通过厘清中国黄土高原地层中是否赋存 AASF 微撞击玻璃球粒，

以确定散集区的北部边界的具体位置。本研究参考松山-布容地磁倒转在黄土中

的位置，在中国黄土分布区内 7 处采集了 19 个剖面，所采集样品覆盖了散集区

的可能形成时间。通过精细的样品前处理，于 1127 个样品中（共计~420 kg）识

别出 20 颗疑似的玻璃球粒。这些颗粒具有不同的表面形态和地球化学特征(主量

元素含量和水含量)。综合对比发现，黄土高原中发现的这些玻璃球粒均为人工

玻璃微珠或燃煤形成的玻璃质飞灰。因此，该散集区北部边界位置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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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玉树火流星事件及其陨石 

李彬, 李晔, 廖世勇，赵海斌，徐伟彪 

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紫金山天文台，南京，210023 

主题分类：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2020 年 12 月 23 日凌晨 7 点 23 分左右（北京时间）青海省玉树州襄谦县突

降巨大火球并伴有爆炸巨响，当地不少居民亲眼目击了这一天象。在空爆区（青

海省囊谦县吉曲乡）十几公里的范围内，不少居民的门窗玻璃被震碎、房屋墙壁

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开裂。 

2021 年 4 月 22 日，笔者前往昌都市类乌齐县岗色乡走访调查空爆事件。有

村民反映称有藏民上山放牛时捡到疑似陨石的碎片，其地理方位与估算的火流星

飞行路径高度吻合。碎片大小近似蚕豆瓣，重约 8克，表面一半包裹了新鲜黑色

熔壳，另一半为断裂面，其中可见银白色金属颗粒。另有村民报告，在空爆当天

早上，巨响发生以后，又听到空中有物体高速飞行时发出的嗖嗖声，并感觉有物

件砸到了屋顶，有村民在屋顶找到了一块黑色小石块（重约 8 克），屋顶彩钢还

留有撞击擦痕。 

样品经制样后上机检测，主要矿物有橄榄石（Fa29）、辉石（Fs24）、长石（An13）、

和磷灰石等；样品中球粒匮乏，重结晶现象严重，局部呈现粗大铁镍金属颗粒

（4×2.5 mm），确认为 LL7型普通球粒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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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Murchison 碳质球粒陨石表面挥发物为主导的碳质小行

星太空风化模拟研究 

邰凯瑞 1,2, 李阳 2*, 刘燊 1, 文愿运 2 

1 西北大学地质学系, 2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月球与行星科学中心  

主题分类：A, E, H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空风化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无气体天体表面的作用，由于太空风化的影响，

天体表面矿物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美国和日本对龙宫

和贝努两颗碳质小行星进行过探测，发现两者显示出不同的光谱特征：龙宫的表

面光谱在 2.72微米处显示出较弱且较窄的吸收特征，具有较弱的红色光谱斜率，

表明存在含羟基（OH）的矿物，而贝努的光谱显示在 2.7 微米附近有吸收，具有

明显的蓝色光谱斜率，表明贝努表面上存在大量的水合矿物质。有学者认为行星

表面纳米颗粒的大小，分布和组成会影响光谱变黑，但尚无关于光谱变红或变蓝

的原因的结论。我们推测，碳质小行星表面的层状硅酸盐的挥发分物质会影响表

面空间的风化程度，进一步影响其光谱特征。为了探求碳质小行星表面的太空风

化作用的特征并且研究层状硅酸盐中的挥发分的存在如何影响碳质小行星的太

空风化，我们对基质物质主要为层状硅酸盐的 Murchison CM2 型陨石进行了不

同次数的轰击模拟实验，并且采用 SEM/TEM 对比基质和橄榄石单矿物产生纳米

铁的情况，发现基质物质比橄榄石矿物更难出现纳米级金属铁颗粒。通过进一步

的光谱数据测量，我们可以探究层状硅酸盐中的挥发分物质是否可以阻碍纳米金

属铁的出现且导致光谱斜率出现不同的特征。 

154



纳米离子探针 C 含量微区原位分析技术与应用 

In situ carbon content microanalysis by NanoSIMS and its 

applications 

计江龙 1, 胡森 1*, 郝佳龙 1,2, 吴亚东 1，杜忠明 1，杨蔚 1,2，李瑞瑛 1,2，林杨挺 1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纳米离

子探针实验室 

主题分类：B 

摘要正文： 

碳是天体和生命体的至关重要的元素之一，以多种形式存在于类地行星的各

个圈层，在类地行星宜居性演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碳是一种不相容的挥

发性元素，在减压去气、扩散等过程极容易以 CO2形式发生丢失。熔融包裹体和

火山玻璃是研究类地行星内部成分组成和演化的重要对象，也最大程度地保留了

原始岩浆的 C 组分，是揭示源区碳含量和碳同位素组成的主要研究对象。 

碳的离子探针原位微区分析存在几大难点：1）环境碳的污染；2）标准物质

的缺乏；3）较高的分析本底。本研究通过优化样品制备流程和改进仪器等攻关，

建立了玻璃的 C 含量分析方法。在束流 2.5nA、分析区域 10×10 μm的条件下，

本底可低至 5 ppm, 满足常规样品的测试需求。为地球的深部碳循环、火星古环

境演化和行星内部高温高压模拟等领域提供技术支撑，为我国嫦娥五号样品的 C
含量研究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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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激光诱导击穿光谱和可见近红外光谱技术的数据融合

分析方法研究：增进对火星表面盐类矿物分类识别能力 

Data fusion of laser-induced breakdown and vis-near infrared 

spectroscopies: enhancing Mars salt minerals identification 

刘平 1,刘长卿 1,柏红春 1,凌宗成 1,2* 

1山东大学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

空间科学研究院，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F—行星系统形

成及动力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遥感和就位探测发现硫酸盐、碳酸盐以及硅酸盐等盐类矿物分布于火星

表面多样的地质环境和区域，了解它们的赋存方式和成因对于认识火星水岩作用、

水循环及气候演化具有重要研究价值。2020 年我国首颗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
巡视器上搭载了火星物质成分分析仪（MarsCoDe），综合利用激光诱导击穿光谱

技术（LIBS）和可见近红外光谱技术（VNIR）实现火星表面物质成分的探测。

LIBS 技术可以获取待测物质的元素成分信息，具有快速、获取微区多元素信息

等优点；VNIR 技术可以获取物质的分子结构信息，具有探测矿物种类丰富、对

H2O/OH 探测响应灵敏等优点。这两种技术是互补的，基于两种技术数据的融合

分析法将是未来进行 MarsCoDe 数据解译，识别火星表面物质组成的关键。 
本次工作中我们研究了 LIBS 与 VNIR 的数据融合分析方法，用于更好地对

火星表面的盐类矿物进行分类识别，研究对象为硫酸盐、碳酸盐、硅酸盐及其与

玄武岩的混合物。LIBS 实验在火星模拟环境下进行。多变量分析法如偏最小二

乘回归（PLSR）、支持向量机（SVM）等被用于评估识别 LIBS-VNIR 数据融合

法对单矿物以及玄武岩中硫酸盐或其他盐类的分类识别能力，并与单一数据源的

预测能力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数据融合策略能有效改进判别模型，使所有

样品能根据其优势进行准确分类。 
 
 

致谢：本项目受中国科学院月球与深空探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资助项目

（LDSE202002），国家自然基金（U1931211, 11941001, 41972322），民用航天技术预

研项目（D020102）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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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火星条件下基于 LIBS 的氯化物及（高）氯酸盐的鉴别

分析研究 

Identifying chlorides and (per)chlorates under Mars conditions by 

LIBS 

金国斌 1,2, 武中臣 1,2*, 刘望 1,2 

1山东大学空间科学研究院 
2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A__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奥德赛轨道探测器的全球 Mapping 表明火星表面普遍分布有氯元素 1。NASA
好奇号上的阿尔法粒子 X 射线光谱仪(APXS)和激光诱导击穿光谱仪（LIBS）的

就位探测数据联合分析表明 Gale 撞击坑存在氯化物 2。火星样品分析(SAM)仪器

套件在 Gale 撞击坑检测到（高）氯酸盐 3。鉴于(高)氯酸盐是潜在的火星表面就

位利用资源及其对火星环境演化、生物信息的指示意义，在就位探测中同时实现

火星表面氯化物和氯氧化合物的探测与鉴别分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LIBS 将脉冲激光聚焦至待测目标表面，通过采集并分析在目标表面形成的

瞬时等离子体的光谱信息，可获得待测目标的元素组成 4。好奇号上的 LIBS 已

成功开展火星就位探测任务。 

S Schröder 等人和 D. E. Anderson 等人先后使用 LIBS识别了火星条件下冰冻

溶液和土壤及玄武岩混合物中的高氯酸盐及氯化物，表明使用 LIBS 对氯化物或

（高）氯酸盐的识别可行 5-7。如何采用 LIBS同时实现氯化物和氯氧化合物的辨

别与各自的定量分析，并避免火星实际条件对 LIBS 信号的干扰具有一定挑战性。 

我们当前的实验表明，在火星条件下同种阳离子对应的不同氯化物和（高）

氯酸盐纯样品的 LIBS 光谱具有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不同阳离子与氧之间的峰

强度比值差异较大，使用峰强度作为变量可以对氯化物和高氯酸盐进行分类。 

  
图 1 A)7mbar 下氯化钠与氯氧化钠的 LIBS 光谱;B)氯化物和氯氧化合物 LIBS

信号的峰强度比值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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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克太阳探针与岩石性彗星在近日点的交会：模拟与观测 

Encounter of Parker Solar Probe and a Comet-like Object During 

Their Perihelia: Simulations and Measurements 

Jiansen He,1 Bo Cui,1 Liping Yang,2 Chuanpeng Hou,1 Lei Zhang,2 Wing-Huen Ip,3 Yingdong 
Jia,4 5 Chuanfei Dong,5 Die Duan,1, 6 Qiugang Zong,1 Stuart D. Bale,7, 6, 8, 9 Marc Pulupa,6 
John W. Bonnell,6 Thierry Dudok de Wit,10 Keith Goetz,11 Peter R. Harvey,6 Robert J. 
MacDowall,12 and David M. Malaspina13 

 

1.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P. R.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pace Weather, 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P. R. China 

3. Institute of Astronomy,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Taoyuan, 32001, Taiwan, R.O. China 

4. IGPP and EP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90095, USA 

5. Department of Astrophysical Scienc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08544, USA 

6. Space Sciences Labora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94720-7450, USA 

7. Physics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CA 94720-7300, USA 

8. The Blackett Laboratory,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London, SW7 2AZ, UK 

9. School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London E1 4NS, UK 

10. LPC2E, CNRS and University of Orl´eans, Orl´eans, France 

11. School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Minneapolis, MN 55455, USA 

12. Solar System Exploration Division, NASA/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Greenbelt, MD, 20771 

13. Laboratory for Atmospheric and Space Physic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CO 80303, 
USA 

主题分类：_H_, _E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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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er Solar Probe (PSP) aims at exploring the nascent solar wind close 

to the Sun. Meanwhile, PSP is also expected to encounter small objects 

like comets and asteroids. In this work, we survey the ephemerides to 

fifind a chance of recent encounter, and then model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released dusty plasmas and solar wind plasmas. On 2019 

September 2, a comet-like object 322P/SOHO just passed its perihelion 

flflying to a heliocentric distance of 0.12 au, and swept by PSP at a relative 

distance as close as 0.025 au. We present the dynamics of dust particles 

released from 322P, forming a curved dust tail. Along the PSP path in the 

simulated inner heliosphere, the states of plasma and magnetic field are 

sampled and illustrated, with the magnetic fifield sequences from 

simulation results being compared directly with the in-situ measurements 

from PSP. Through comparison, we suggest that 322P might be at a 

defificient activity level releasing limited dusty plasmas during its way to 

becoming a “rock comet”. We also present images of solar wind 

streamers as recorded by WISPR, showing an indication of dust 

bombardment for the images superposed with messy trails. We observe 

from LASCO coronagraph that 322P was transiting from a dimming 

region to a relatively bright streamer during its perihelion passage, and 

simulate to confifirm that 322P was flflying from relatively faster to slower 

solar wind streams, modifying local plasma states of the st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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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wind plasma profiles during interplanetary field enhancements (IFEs) 
H.R. Lai1; J.D. Jia2; C.T. Russell2; J. Cui1 

1Planetary Environmental and Astro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PEARL),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hina 
2Department of Earth, Planetary,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USA 
 

主题分类：__H_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The solar wind contains many magnetic structures, and most of them have identifiable 
correlated changes in the flowing plasma.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 very 
characteristic rise and fall of the magnetic field in an interplanetary field enhancement 
(IFE) has no clear solar wind counterpart. With high resolution plasma data provided 
by multiple spacecraft near the Sun-Earth first Lagrangian point, we re-investigate the 
plasma profiles during IFEs. Statistical and event studies show that there are subtle 
changes in both density and velocity profiles,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ur IFE 
formation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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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尘埃动力学研究 

刘晓东 

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liuxd36@mail.sysu.edu.cn 

主题分类：H—小天体和尘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系尘埃是尺寸小于毫米或者厘米量级的空间颗粒，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科

学及工程意义。报告首先对尘埃研究的需求做了简单的阐述，并分别展示了太阳

系八大行星系统的尘埃粒子存在情况及相关的动力学研究背景。截止到目前，已

经有很多深空探测任务搭载了尘埃载荷，报告中也介绍了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搭

载尘埃分析仪的探测器，包括卡西尼号、罗塞塔号等。然后，报告介绍了我们关

于木星 Galilean 卫星尘埃的动力学研究，包括仿真流程、考虑的主要摄动力、涵

盖的粒子尺寸范围以及其他仿真参数。报告还包括了仿真结果与 Galileo 探测器

探测数据的拟合校准，以及研究的应用和意义。最后，对我们之前尘埃动力学相

关的一些其他工作也做了简单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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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冰质小天体的形貌演化 

赵玉晖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zhaoyuhui@pmo.ac.cn 

 彗星是一类具有挥发性质的太阳系小天体，由冰（主要成分是水冰，还

包括 CO、甲烷等成分）和尘埃组成。在太阳辐射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物质

挥发形成彗发和彗尾。彗星被认为是太阳系最原始的天体，蕴含了太阳系

早期形成时的信息，对于我们了解太阳系的起源和太阳系行星系统形成和

演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通过地面观测和空间任务，我们探测到

了多颗被彗发结构包裹着的彗核。这些来自遥远的外太阳系的小天体展现

出了复杂的形状和丰富的地貌。结合 ESA 的罗塞塔任务对木星族彗星

67P/C-G 以及 NASA 的新视野号任务对柯伊伯带小天体 Arrokoth 的探测数

据，我们讨论了物质挥发导致冰质小天体形状演化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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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罗塞塔探测数据的小天体活动性研究 

Investigation of Solar System Small Body’s Activity with Rosetta Data 

史弦 1* and the Rosetta/OSIRIS Team†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主题分类：_H__, _  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系小天体携带有丰富的太阳系原始时期的信息，并能为我们提供行星系统演

化的线索。因此，不同类型的太阳系小天体已成为当前和未来国际深空探测领域

的热点目标。随着地基观测的范围、精度不断提高和探测器对更多未知天体的造

访，我们对太阳系小天体的认识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其中，最引人入胜的发现要

数越来越多的小天体被观测到具有活动性。这一发现不仅挑战了小天体的定义和

分类范式，也对太阳系的形成和演化理论提出了新的问题。因此，研究各类小天

体的活动特性、厘清它们的活动原理、并由此推测它们的形成环境和演化路径，

是当前小天体研究领域中的关键方向。 

彗星作为传统的活动性小天体，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研究样本。欧空局的

罗塞塔(Rosetta)计划是到目前为止唯一对彗星实现了长期伴飞探测的深空计划。

虽然罗塞塔轨道器已于 2016 年 9 月底撞落在彗星 67P/Churyumov-Gerasimenko 

(67P)的表面，但对探测器返回的海量数据的开发和应用还处于初步阶段。本报

告将介绍利用罗塞塔探测数据，特别是其上搭载的科学相机系统 OSIRIS 的影像

数据，对 67P 的水冰活动性展开的研究工作。这一系列工作完善了彗星浅表层水

冰的周日循环模型，并揭示了由此生发的近核区气体尘埃场精细结构的形成原理。 

† OSIRIS was built by a consortium led by the Max-Planck-Institut für Sonnen system 

forschung, Göttingen, Germany, in collaboration with CISAS, University of Padova, Italy, the 

Laboratoire d’Astrophysique de Marseille, France, the Instituto de Astrofísica de Andalucia, 

CSIC, Granada, Spain, the Scientific Support Office of the European Space Agency, 

Noordwijk, The Netherlands, the Instituto Nacional de Técnica Aeroespacial, Madrid, Spain, 

the Universidad Politéchnica de Madrid, Spa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of 

Uppsala University, Sweden, and the Institut für Datentechnik und Kommunikationsnetze der 

Technischen Universität Braunschweig, Germany. The support of the national funding 

agencies of Germany (DLR), France (CNES), Italy (ASI), Spain (MEC), Sweden (SNSB), 

and the ESA Technical Directorate is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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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 60P/Tsuchinshan 和 62P/Tsuchinshan 的物理属性和活动性 

Physical property and activity of comet 60P/Tsuchinshan and 

62P/Tsuchinshan 

史建春 1,2,3*, 李浚岑 1,4, 许瑞琦 1,4, 胡寿村 1,2,3，马月华 1,2,*, 赵海斌 1,2,3，李凡 1，

傅燕宁 1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中国科学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比较

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H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紫金山彗星 62P/Tsuchinshan 1（简称 62P）和 60P/Tsuchinshan 2 （简称 60P）
是我国发现的第一颗和第二颗彗星，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在 1965 年 1 月

先后发现。它们都属于木星族彗星, 活动性由水冰挥发驱动, 目前国际上对这两

颗彗星的物理属性和活动性特征研究较少。 
我们利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姚安观测站的 80 公分望远镜对

60P/Tsuchinshan 2 在 2018 年过近日点前后的三个波段 B，V，R 进行了观测和测

光。通过对获取到的数据进行图像处理，得到了其叠加后的图像和增强处理后的

形态图像，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测光研究，得到了其亮度、色指数、Afρ值和活

动性变化曲线。发现 60P 的彗发和彗尾在近日点附近发育最完整的日期与活动

性最大的日期存在差异，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用彗星活动抛射尘埃颗粒从彗发

运动到彗尾存在较长时间差进行解释。由于尘埃颗粒大小分布的变化和观测条件

的差异，60P在活动过程中测量到的色指数有较大的变化阈值，但其平均色指数

与 62P 和其它木星族彗星相比较为接近。60P 与 62P 在相同日心距处 Afρ 值相

近，考虑到 60P 的彗核半径较小，可知 60P 的活动区面积在此日心距处要大于

62P。最后，考虑到两颗彗星在 2000 至 2020 年间近距离飞越了木星，我们对两

颗彗星的动力学特征进行了研究，分析了两颗彗星飞跃木星前后的轨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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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带彗星 311P 尘埃彗尾的建模与动力学分析 

刘斌，刘晓东 

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主题分类：H—小天体和尘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摘要：主带彗星 311P 因为具有多条彗尾的特征而显得与众不同。本文对喷发于主带彗

星 311P 彗核的大量尘埃粒子进行了数值仿真，并研究了其动力学演化规律，将观测所

得尘埃彗尾与仿真结果进行对比，以此了解更多关于主带彗星 311P 的喷发活动信息。

一共对 16个尘埃尺寸进行了仿真：包括 1 μm，2 μm，5 μm，10 μm，20 μm，50 μm，

100 μm，200 μm，500 μm，1 mm，2 mm，5 mm，10 mm，20 mm，50 mm，80 mm。

在建模过程中，使用了通用的 Finson-Probstein（太阳引力+太阳辐射压力）动力学模型，

忽略其他次要作用力的影响。最终得到了尺寸范围为 1 μm ~ 80 mm 的尘埃空间密度分

布、速度分布。经过仿真计算，结果可以较好地解释观测图像中主带彗星 311P 尘埃彗

尾的构型。通过对模型参数的调整，发现仿真结果与观测图像基本吻合。并进一步研究

了主带彗星 311P 尘埃彗尾的动力学演化特性。 

关键词：主带彗星；311P；尘埃；数值仿真；动力学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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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带彗星的长期光变曲线 

Secular Light Curves of Main-belt Comets 

梁合 1,2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主题分类：H-小天体和尘埃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为了研究主带彗星从触发活动到逐渐变为休眠彗星的变化过程。我们选取3颗低

活动性和5颗高活动性的主带彗星作为研究目标。我们搜集了约2000个观测数据

并用改进后的方法（扣除了冲效应和方位角效应）绘制了它们的长期光变曲

线。从时间和空间两种维度反应彗星亮度在公转轨道周期的变化：绝对星等VS
时间，日心距星等VS日心距的对数。主要的结论列在下面：1、这8颗主带彗星

长期光变显示出水冰挥发的特征曲线，且多次近日点回归都有活动性，和水冰

挥发产生活动性的机制这一共识是一致的。2、133P和176P的活动带有季节性

效应特征，133P彗核表面的活动区域是在南半球或者北半球，176P的活动区域

在赤道附近。3、随着多次回归，133P和176P都发现活动性减弱现象。4、依据

长期光变估算了主带彗星的水冰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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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P/Swift-Gehrels 的物理性质与爆发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outburst of 64P/Swift-Gehrels 

许瑞琦 1,2*, 史建春 2, 马月华 2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__H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我们使用紫金山天文台姚安观测站的 YAAT 望远镜对木星族彗星 64P/Swift-
Gehrels 在 2018-2019 年的回归中进行了长达三个月的多波段的宽带测光观测。

我们使用固定孔径测光（投影距离 6000km）得到了反映彗星活动性变化的 Afρ
值曲线，发现在 Afρ值曲线中出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峰值，利用图像增强、表

面亮度轮廓等方法发现这是一次彗星爆发事件所致，这次爆发造成彗星亮度在 R
波段上变化了-0.5 个星等，爆发的具体时间限定在 2019 年 1 月 2±1 日，关于这

次爆发的机制，分析发现压力机制可能是这次爆发的主要原因。此外，我们测量

了彗星 64P 的色指数变化，得到的色指数 B-V=0.730±0.041，V-R=0.109±0.024，
相比其他木星族彗星来说，64P 的 B-V 色指数与木星族彗星的平均值近似，但 V-
R 色指数远低于木星族彗星的平均值，在已发表的文献中我们只找到了 1P/Halley
彗星在 1987 年回归时被测量到的色指数异常能与之相似，但我们并不知晓 64P
的色指数异常原因如何。 

 

上图左上、右上、左下、右下分别是 1 月 1 日、1 月 3 日、1 月 4 日和 1 月 10 日

的观测图像，可以看见彗发在爆发中的形态学的显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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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tu observations of the Near-Sun Dust with the Parker Solar 

Probe FIELDS Instrument 

WANG Jian1, YE Shengyi1, WU Siyuan1 

1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China, 518055 

主题分类：_H_,_E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Dust detection with electric field antenna has been used for several decades and 
recently applied to space missions like Parker Solar Probe, Solar orbiter, and 
Magnetosphere MultiScale (MMS). Parker Solar Probe, which has a near-ecliptic 
orbit with an eventual perihelion of roughly 10 solar radii, is the first spacecraft to be 
so close to the sun. Hyper-velocity collisions between dust particles and spacecraft 
generate plasma clouds, electrons and ions from which can either escape (at different 
speeds) or be collected by the impacted element depending on the spacecraft potential. 
The separation of the impact generated charges yields the voltage spike detected by 
onboard electric field antennas. Dust impacts on the Parker Solar Probe spacecraft 
were identified using both the TDSmax and DFB continuous waveform data sets. The 
polarity of monopole and dipole antenna signals depends on the spacecraft potential 
and the impact location, respectively. The dust impact rates during encounter 1 to 6 
provi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dust density near the sun. What’s more, the particle 
size distribution calculated from the signal amplitudes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the dust 
environment of the inner heli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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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表尘埃环境探测 

Lunar surface dust environment detection 

金宏 1,2,3, 李雄耀 1,2*,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中国科学

院大学 

主题分类：__E__, __H___, __J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自从 Apollo 任务结束后，在近 50 年的时间里，人类没有再踏上月球表面。

随着中国载人登月计划以及美国 “阿尔忒弥斯” 重返月球计划的逐步推进，月

面探测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而在月面探测活动中，首先要面对的是月面尘

埃环境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月尘粘附月面设备导致热控故障、机械磨损；另外，

月尘吸入从而危害宇航员生命健康。为应对这一系列工程问题，需要先获取月面

尘埃环境参数，进而认识月面尘埃环境特性。同时，我们也希望通过新的月面探

测任务，进一步认识月面尘埃环境特性，并得到实质性的证据以解释困扰大家许

久的科学问题：月表地平线辉光现象与月面尘埃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作用机

制。 

目前已有的针对月尘的探测设备主要有 Apollo 17 任务安置的 LEAM 和

LADEE 搭载的 LDEX，但二者获取的信息都非常有限，未能对月表尘埃环境做

出定性及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希望获取迁移月尘的粒型粒径、通量、运动特性、

组分及带电特性五个方面的信息，从而阐释月尘迁移机制，并通过建立仿真模型

预测月尘环境变化趋势，为载人登月计划提供环境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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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不规则卫星尘埃动力学研究 

Dynamics of dust originating 
from the irregular satellites of Jupiter 

陈正涵, 叶安琪, 刘晓东 

中山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主题分类：___H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
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
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系尘埃动力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工程意义和科学意义。本文研究起源于木星不规

则卫星的尘埃动力学演化机理。首先通过计算不规则卫星区域的横截面积，得到不规则

卫星的尘埃产率。然后在不规则卫星区域内，考虑太阳光压、太阳引力、Poynting-Roberson
拖曳力以及不规则卫星引力等多个摄动，建立尘埃动力学模型，分别对起源于顺行卫星

Himalia、Themisto、Carpo 和逆行卫星 Pasiphae、S/2003 J 2、S/2003 J 12 等多个不规则

卫星的尺寸范围为 0.3 μm~1 cm 的粒子轨道进行长期积分，直到尘埃粒子从木星系逃逸

或者撞击其他天体。最后，通过数值仿真并结合解析分析，研究尘埃在不同坐标系下的

密度及空间分布，计算不同尺寸尘埃的平均寿命，得到尘埃在迁移过程中的动力学演化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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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彗星（NEOWISE，或 C/2020 F3）尘埃尾迹的参数拟合

确定 

Determine the parameters of the dust tail of Comet C/2020 F3 

(NEOWISE) 

林荣 1, 何建森 1, 崔博 1, 侯传鹏 1 

1 北京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小天体和尘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2020 年 7 月 22 日，北京师范大学本

科生林子轩约 4 日前在中国内蒙古戈壁

沙漠拍摄的新智彗星（Neowise，或

C/2020 F3）照片登上了美国宇航局

（NASA）“每日天文图片”（Astronomy 
Picture of the Day）。这张照片由 40 张照

片经叠加和后期强化处理而成。照片中，

彗星的离子彗尾和尘埃彗尾清晰可辨。

在其尘埃彗尾上，呈现出清晰的条纹状

结构——其形成机制尚未得到确切的回

答。我们基于“初级粒子释放——碎裂成

一系列次级粒子组成条纹”的物理模型，

拟合得到了各条纹对应的释放时间𝑡𝑡𝑒𝑒、碎

裂时间𝑡𝑡𝑓𝑓、初级粒子的受力参数𝛽𝛽𝑝𝑝和次级

粒子受力参数范围{𝛽𝛽𝑓𝑓}，其结果提示我们

彗星彗尾的物质组成及其与太阳相互作

用时发生的重要物理过程。此外，我们结

合照片亮度和尘埃粒子运动模型，给出了弥散尘埃尾粒子和条纹状尘埃尾粒子相

对数量关于各参数的分布，希望结果有助于对彗星彗尾观测和建模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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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孟庆宇，男，1986 年出生，副研究员，中科院青促会会员，2012 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

主要从事光学系统设计理论与方法、遥感器光学系统设计与研制的研究工作。独立负责完成

了国家重大专项天问一号高分相机(HiRIC)、先导专项行星大气光谱望远镜(PAST)等重大项

目的光学系统设计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装备发展部预研基金等

项目。近五年，发表 SCI、EI 论文 20 余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多项。担任 Optics Express, 

Infrared Physics and Technology，IEEE J-STARS 等多个期刊审稿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

议专家，担任《光学精密工程》编委、《红外与激光工程》青年编委。2018 年入选长春光机

所“曙光”人才计划。 

 

报告题目：“天问一号”高分辨率相机光学系统设计与研制 

摘要：“天问一号”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作为中国首次火

星探测任务的重要载荷之一，高分辨率相机(High Resolution Imaging Camera, HiRIC)承担着

对火星表面重点区域进行精细观测等多项关键科学任务。报告介绍了“天问一号”高分辨率

相机的科学探测任务与光学系统的设计及研制，从科学目标角度分析了相机光学系统技术指

标，剖析了离轴三反光学系统在深空探测任务中的应用优势，确保了高分相机指标居国际领

先水平。报告还介绍了高分辨率相机光学系统的一些研制成果。 

 

关键词：天问一号 火星探测 光学遥感器 光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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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等离子体探测技术发展及展望 

Review on the Planetary Plasma Measurement Technology 

孔令高 1,2,3,4*, 苏斌 1,2,3, 关燚炳 1,2,3, 白伟华 1,2,3,4, 张爱兵 1,2,3,4 

1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2天基空间环境探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

学院空间环境态势感知技术重点实验室, 4中国科学院大学 

主题分类：_ E___, __J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 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等离子体是行星空间环境的基本要素之一。行星等离子体环境与行星的磁场

环境和大气环境密切相关。等离子体环境探测有助于了解行星环境的演化历史和

机制。 

行星等离子体的探测始终伴随着人类深空探测的历史进程。目前已经对月球、

火星、金星等开展了多次、详细的等离子体探测，促进了人类对行星电离层、磁

层及行星空间环境的认知和了解。阿波罗计划、火星快车、MAVEN、CASINNI、
ROSETTA 等国际著名的行星探测计划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等离子体探测。等经

过几十年的发展，行星等离子体探测技术发展相对成熟，形成了以原位和遥感探

测相结合的局面。原位探测以静电分析技术和磁场分析为主，遥感探测以无线电

遥感为主。朗缪尔探针、静电分析器、磁场分析器和飞行时间系统是原位探测等

离子体的主要技术手段。遥感探测则以无线电掩星和雷达探测为主。 

我国行星等离子体的探测历史开始于 2007 年发射的嫦娥一号，目前主要以

原位探测为主。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开启了我国行星等离子体探测新的时代。后

续的嫦娥计划，小行星、彗星探测计划将持续提升我国行星等离子体探测水平，

为人类了解、认识太阳系及行星的演化、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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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火星磁强计 

刘凯 1 张铁龙 1,2,3 郝新军 1 李毅人 1 潘宗浩 1 陈满明 1  

申成龙 1 汪毓明 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3，奥地利空间研究所 

2020 年 7 月 23 日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升空，经过 7 个多月的地火

转移阶段，已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成功被火星捕获，其后展开了三

个多月在火星停泊轨道上的巡查，按计划会在 5 月中下旬释放着陆

器。天问一号环绕器有效载荷火星磁强计是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空间

有效载荷平台所研制，其已随天问一号一起抵达火星，在奔火途中，

火星磁强计共进行了三次的开机自检工作，返回的数据和参数表明，

火星磁强计运行良好。本报告将围绕着火星磁强计的系统组成、性能

指标、地面标定、工作模式和数据结构等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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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首颗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地火转移阶段测定轨精

度分析 

Orbit determination of China’s first Mars probe Tianwen-1 during 

Interplanetary Cruise 

杨鹏 1,2,4，黄勇 1,2,3,4,*，李培佳 1,2，王宏 5,6，樊敏 5,6，刘思语 1,2,4，单荃 1,2,4，秦

松鹤 1,2,4，刘庆会 1 

1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2中国科学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 3上海市空间导航与

定位技术重点实验室, 4中国科学院大学, 5北京跟踪与通信技术研究所, 6空间目标

测量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___, __其它 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天问一号”是我国首颗自主进行火星探测的深空探测器，计划一次探测实

现火星环绕、着陆和表面巡视。本文详细分析了探测器在地火转移阶段的测定轨

精度。基于地基深空网 CDSN（Chinese deep space network）和甚长基线干涉测

量网 CVN（Chinese VLBI network）获取的高精度测量资料，进行了精密定轨计

算，结果表明，测距、测速、时延、时延率数据定轨后的拟合残差 RMS 分别约

为 0.28 m、0.10 mm/s、0.12 ns、0.34 ps/s，相比于“嫦娥”系列月球探测任务，VLBI
数据测量精度显著提升。分析表明，EOP 参数预报误差以及 DE 历表差异对轨道

计算结果有明显影响，随着器地距离的增加，EOP 参数预报误差对定轨计算影响

逐渐增大，近火捕获前定轨位置差异达 300 m，采用不同 DE 历表（DE421/DE436）
进行轨道计算位置差异约 200 m。采用重叠弧段比较法进行内符合定轨精度评估

时，“天问一号”在地火转移段的位置误差小于 2 km，速度误差小于 1 c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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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无线电技术的一种火星电离层探测研究 
史建魁 程征伟 王铮 

（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火星电离层是火星大气中的一个重要圈层。太阳风与火星电离层相互作用，

形成了火星的磁障碍层，影响着火星大气环境中的扰动和变化。开展火星电离层

探测，认识火星电离层中的带电粒子分布、变化和扰动，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意

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本研究描述了火星电离层探测的现状以及必

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应用无线电技术，开展火星电离层探测的一种仪器。这个

仪器简单易行，可直接获取火星电离层的重要参数，也可与火星电离层掩星探测

相配合，获取可靠的火星电离层电子密度分布。仪器体积小、功耗低、数据量不

大，切实可行，能够有效探测，可为开展火星电离层的周日变化和扰动，火星电

离层对太阳风和行星际磁场变化的响应，以及火星沙尘暴对其电离层的影响等研

究提供数据基础，也可为火星的在轨探地雷达和其他有关探测仪器提供非常有用

的科学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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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与行星探测 

Sanya Incoherent Scatter Radar and Planet Detecting 
乐新安 1,2,3,4*，李鸣远 1,2,3,4，丁  锋 1,2,3,4，曾令旗 1,2,3，赵必强 1,2,3,4， 

魏  勇 1,2,3,4，宁百齐 1,2,3 
1 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2 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创新研究院，北京 100029；3 北京空间环
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北京 100029；4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
学院，北京 100049 

主题分类：J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电离层地基探测设备，同时它也具备

一定的空间目标以及月球或行星的探测能力。目前利用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已经

成功进行了月球成像实验，得到了较好的结果（如图 1 所示），并且正在继续尝

试近地小行星的探测。二期工程后雷达规模将扩建一倍，并建设为一发三收的三

站式雷达系统，雷达的探测能力将更上一层楼，可以作为一种地基探测设备支持

深空探测的进程。 

 

图 1 三亚非相干散射雷达月球成像经纬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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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七号月震仪初步论证方案 

Initial scheme reasoning of lunar seismometer for Chang’E-7 mission  

张金海 1*, 游庆瑜 1, 刘骅锋 2, 屈少波 2, 徐海涛 3, 薛长斌 3, 张亚男 3, 李伟良 3, 
张盛泉 1, 王元 1, 许卫卫 4, 王秋 2, 许晴 1, 李少卿 1, 王娟 1, 张妍 1, 黄松 1, 徐锡

强 1, 李超 1, 王雷 3, 郑福 3, 王林林 3, 曹印国 3, 宋汉杰 3, 翟光洁 3, 赵亮 1, 艾印

双 1, 杜爱民 1, 林杨挺 1, 姚振兴 1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华中科技大学, 2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

中心, 4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C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嫦娥七号任务拟搭载我国首台月震仪，这也将是阿波罗计划 50 年后首次布

设月震仪。嫦娥工程当前仍处于无人探测阶段，自动布设和自主操控等设计极为

关键。由于缺乏月震仪设计和月面极端环境条件下自动布设等方面的经验，深入

的前期论证工作至关重要。经地震仪研制专家、航天工程专家及月球科学研究专

家多方共同努力，初步形成了月震仪的论证方案，概述如下。 

嫦娥七号月震仪的设计方案与洞察号火星地震仪基本相似，拟采用三分量宽

频带地震计和 MEMS 相结合的方式，设计频带略宽，为 120 秒至 100 赫兹。月

震仪拟搭载在着陆器舱外的底部，落月后将完全自主释放、自主调平和自主温控。

月昼开机工作，月夜关机休眠，预计持续工作 8 年。剧烈的昼夜温差对仪器的生

存提出了严苛考验，松散的月壤不利于月面耦合，低重力环境不利于垂直分量的

观测。论证组已经提出了系列应对方案。月球没有大气和海洋，不存在地球和火

星固有的风声及洋流噪声，对于监测远场小震和深部反射震相有利。为此，仪器

研制过程中将在确保可靠性的前提下，尽可提高灵敏度并尽可能降低本底噪声。

嫦娥七号月震探测任务的顺利实施有望解决阿波罗月震仪遗留下来的部分难题，

清晰刻画月球内部圈层结构，深刻认识月震时空分布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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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的资源与服务 

Resources and Services at National Astronomical Data Center 

崔辰州 1,2*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国家天文科学数据中心 

主题分类：__J___, __K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It is not a talk about science but one for doing better science. The Virtual Observatory 
(VO) is the vision that astronomical datasets and other resources should work as a 
seamless whole. It is also a data-intensively online astronomical research and education 
environment, taking advantages of advance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seamless, global access to astronomical information. Many projects and data centers 
worldwide are working towards this goal. The International Virtual Observatory 
Alliance (IVOA) was formed in June 2002 with a mission to facilitate the international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deployment of the 
tools, systems a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s necessary to enable the international 
utilization of astronomical archives as an integrated and interoperating virtual 
observatory. Chinese Virtual Observatory (China-VO) is the national VO project in 
China initiated in 2002 by Chinese astronomical community leading by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CAS. In June 2019, National Astronomical Data Center 
(NADC) was announced by Chinese government as one of the first 20 national 
scientific data centers. In the talk,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idea of VO, an overview 
of the IVOA and current status the China-VO will be given. Resources and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NADC will be introduced in 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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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外行星探测器开环测量与大气科学应用 

 

陈略 1,2, 平劲松 2, 曹建峰 1, 陈光明 1,韩松涛 1, 满海钧 1 , 路伟涛 1 , 王明远 2 
1 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2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主题分类：__D___, __J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我国已建立起全球分布的深空测控网，具备地外行星探测器的高精度跟踪测

量能力，可为行星大气研究等提供高精度的无线电测量数据支持。首先，本文重

点介绍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与国家天文台联合团队自研的深空开环测速软件

系统，该系统可获取超高精度行星探测器开环测速观测量，经比对表明，其测量

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一方面可支持行星探测器精密定轨任务，另一方面可为

行星大气等行星无线电科学研究提供高精度测量数据输入。其次，重点介绍火星

探测器(MEX/天问一号)、木星探测器（朱诺号）、土星探测器（卡西尼号）等多

次开环测量实际测量试验情况，介绍探测器开环测定轨精度、土星大气密度反演

情况等。最后，提出基于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开环测量数

据，可开展火星大气科学研究工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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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层大气风场测量 
多普勒差分干涉技术进展 

冯玉涛 1，傅頔 1，畅晨光 1，孙剑 1，李娟 1 
（1.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陕西，710119；  

多普勒差分干涉仪（DASH）是一种全新的大气风场探测技术，其采用非对

称形式空间外差干涉仪结构，实现双光束、定域、等厚、空间调制型干涉和大光

程差相位反演。同时具有超高光谱分辨率、多谱线同时探测、无运动部件、可同

步定标、加工装配公差宽松等优点。报告首先介绍多普勒差分干涉技术与空间外

差干涉技术的原理性差异，探讨其相比其他测风干涉仪的技术特点；然后综述国

内外多普勒差分干涉测风载荷及仪器的相关研究现状；最后介绍研究团队近年来

关于多普勒差分干涉技术理论、仪器研制、数据处理方面的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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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五号钻取子系统及采样点月壤原位力学特性 

ChangE‘5 drilling system and mechanical property of lunar regolith 

庞勇 1, 王国欣 1, 赖小明 1* 

1 北京卫星制造厂有限公司 

主题分类：___K__, __J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嫦娥五号在月球风暴洋吕姆克地区实现我国首次月球本无人采样任务，其中

钻取子系统钻进月面 1m 深处，获取了带有层序剖面的月壤样本。本报告介绍了

嫦娥五号钻取子系统月面采样原理，无人钻取任务所面临的难点及关键技术；并

分析了未来空间星壤采样探测技术发展趋势。针对采样点月壤剖面特性，结合嫦

娥五号钻取子系统作业特性及在轨数据，初步分析钻取区域原位剖面特性及月壤

力学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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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壤挥发分探测 

Volatile Detection of astral soil 

刘子恒 1*, 刘冉冉 2, 李健楠 1, 姜生元 3, 唐钧跃 3, 李存惠 4, 苏亮 5, 苏菲 1, 贺
怀宇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 3哈尔滨工业

大学, 4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所, 5西安微电子技术研究所 

主题分类：_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星壤挥发分是指行星固体样品通过撞击、加热等物理过程能够以气相方式从

样品中脱离的物质成分。测量星壤挥发分的化学成分不仅是了解太阳系形成和行

星演化的关键，而且这些物质是将来深空探测非常重要的资源。根据传统月球大

撞击成因假说，月球由高温熔体重新凝聚形成，然后经历了岩浆洋阶段所以一般

认为月球贫挥发分。然而 LCROSS 通过撞击和光谱探测发现撞击物中含有 6wt%

的挥发分，这些挥发分可以被将来月球基地利用。寻找水是过去火星探测的主要

任务之一，美国 NASA 通过“火星全球勘探号”、“勇气号”、“机遇号”、“凤凰

号”等多次火星任务确定火星曾经和现在都有大量水存在，不仅为火星存在或曾

经存在生命提供了可能，还为将来移民火星提供了可能。小行星和彗是太阳系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记录了太阳系形成初期的原始信息，页蕴含了地球生命和

水起源的重要线索。随着我国深空探测技术的飞速发展，星壤挥发分探测和研究

也引起了高度重视。“嫦娥 7 号”载荷确立了三个测量月表挥发分测量载荷，用

以研究月表挥发分的成因机制并初步评估其开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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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体探测任务概要和系统设计难点 

The small body mission outline and challenges in system 

design  
李飞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主题分类：_ J 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小天体探测任务是我国行星探测重大工程的标志性项目，也是航天强国建设

征程的标志性任务。本文对我国小天体探测任务进行了概述，重点对任务意义、

目标特性、任务难点、飞行过程、探测器系统设计等进行了分析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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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长周期彗星探测计划 

赵玉晖 1，2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南京  

2. 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合肥 

 

摘要：长周期彗星是回归周期大于 200 年的彗星，它们形成并长期运动在遥远的外太阳系的低

温区域，在演化历程中很少甚至从未到达内太阳系的高温区域。因此，它们携带的原始物质成分能

够得到很好的保留，可以为人类研究太阳系初期的化学成分和形成过程提供重要的信息、为行星系

统演化过程提供相关的线索，同时为地球上水和生命的起源这一重大科学问题提供关键的信息。太

阳系长周期彗星探测计划拟发射探测器对一颗来自奥尔特云的长周期彗星进行飞越探测，获取其彗

核的结构和形貌，彗发中分子成分和分布以及彗尾与太阳风的相互作用过程，为我们探索遥远的外

太阳系和太阳系早期形成过程捕捉重要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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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太阳系的海洋世界—谷神星采样返回 

Towards Solar System’s Ocean Worlds – Sample Return from Ceres 

史弦 1* and the GAUSS Project Team†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主题分类：_J__, _  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谷神星(Ceres)是主小行星带中最大的天体，也是内太阳系唯一的矮行星。在

探测器造访之前，谷神星的低密度使人们推测它内部含有约 25%左右质量的冰，

是内太阳系水含量绝对值仅次于地球的天体。其后，Herschel 空间望远镜探测到

从谷神星释放出的水汽，更进一步验证了水冰在谷神星浅表层的分布。美国宇航

局的黎明号(Dawn)探测器于 2015 年至 2018 年对谷神星进行了长期绕飞探测，

其上搭载的多光谱相机、光谱仪、质谱仪及无线电科学设备获得的数据不仅确认

了水冰在谷神星广泛、大量的分布，更揭示了其可能存在全球尺度的地下海洋。

谷神星也因此“升级”成为太阳系“海洋世界(Ocean World)”的一员，与Enceladus、

Titan 等外太阳系天体同列。 

黎明号的发现对谷神星的历史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研究太阳系生命的起源

和演化提供了新的线索。谷神星在何处起源，又如何在太阳系内迁徙？谷神星的

内部海洋是否曾经孕育过生命？今天的谷神星还有维持生命的环境吗？要回答

这些问题，必须对谷神星进行下更深入和有针对性的探测。本报告将介绍国际团

队 GAUSS (Genesis of Asteroids and evolUtion of the Solar System)提出的未来谷神

星探测的任务概念。我们希望通过制定类似于火星系列探测的路线图，在未来 10-

20 年内重返谷神星，利用着陆器开展原位实验研究，并最终实现采样返回。 

† GAUSS Project Team: Xian Shi, Jian-Yang Li, Julie Castillo-Rogez, Wing-Huen Ip, Henry Hsieh, 

Hejiu Hui, Hanlun Lei, Federico Tosi, Liyong Zhou, Jessica Agarwal, Antonella Barucci, Pierre Beck, 

Adriano Campo Bagatin, Fabrizio Capaccioni, Andrew Coates, Gabriele Cremonese, Rene Duffard, 

Manuel Grande, Ralf Jaumann, Geraint Jones, Esa Kallio, Yangting Lin, Olivier Mousis, Andreas 

Nathues, Jürgen Oberst, Holger Sierks, Josep Maria Trigo-Rodriguez, Stephan Ulamec, Mingyuan 

Wang, John Carter, Grégoire Danger, Julia de Leon, Jörn Helbert, Xiyun Hou, Hauke Hussmann, 

Katherine Joy, Tomas Kohout, Alice Lucchetti, David Mimoun, Olga Muñoz, Jose Luis Ortiz, Antti 

Penttilä, Frank Preusker, Ottaviano Ruesch, Pablo Santos-Sanz, Nico Schmedemann, Nicole Schmitz, 

Katrin Stephan, Guneshwar Thangjam, Cecilia Tubiana, Vassilissa Vinogradoff, Liangliang Yu, 

Francesca Zambon, Yuhui Z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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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纳立方星进行小天体磁场探测的科学意义及工程实现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and engineering realization of detecting the 

magnetic fields of small planetary bodies by CubeSats 

王华沛 1*, 向晓霞 2，任维佳 2，张勇平 2，贺一雄 2, 魏勇 3, 赵琳 3，张莹 3，     
孙树全 3，李智 3，刘金国 4，路达 4, 白雪宁 5，蒋学龙 1，胡劭琛 1，洪彬成 1，

罗建鸿 1，曹婷 1，郎文松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3中国科学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4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5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__J___, __C___, __H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小行星和彗星等小天体所保留的原始信息，能够推动太阳系起源、行星演化、

生命宜居等基础科学研究的进展。尤其是探测小行星和彗星表面及附近的磁场，

对研究其核心发电机演化和内部热动力学过程有着重要的作用。小天体表层多为

弱引力碎石堆和散颗粒地貌，组织比较松散，其探测技术极端复杂，难度极高。 

我们研制中的微纳立方星小天体磁场探测系统是多颗携带磁力仪的小纳星，

它们从安装在主探测器上的卫星轨道部署器装置中弹射分离，随后无动力滑行至

降落到小天体的表面。探测纳星在从主探测器上释放分离后飞向小行星的过程中，

以及触碰小行星表面后的被动反弹飞行过程中，或者在小行星表面着陆附着后，

能够连续探测小行星附近空间及其表面的磁场信息；同时利用主探测器上的相机，

获取探测纳星相对于天体表面的位置信息及其姿态信息，从而获得目标小天体附

近被探测轨迹与其表面被探测位置的磁场强度和方向数据。 

小天体附近空间及表面的磁场分布是小行星剩磁与太阳风相互作用的综合

反映，是小天体的一个重要物理参数，可以帮助我们研究小行星的剩磁分布；理

解被测小天体的形成演化历史；推测太阳星云的演化和影响；研究太阳风与小行

星的相互作用过程等，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191



稀疏观测下嫦娥四号中继星轨道确定 

Orbit determination of the Chang'e-4 relay satellite under sparse 

observation 

刘思语 1,3*, 黄勇 1,2, 李培佳 1, 杨鹏 1,2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上海 200030；2. 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

学院，北京 100049；3.上海科技大学物质学院 201210) 

主题分类：__J___, __K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摘要：嫦娥四号中继星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成功进入地月 L2 点 Halo 轨道，承担地面测控

站与嫦娥四号着陆器的数据传输功能。目前嫦娥四号中继星处于稀疏观测模式,平均 4-5 天

进行一次观测。本文分析了 2021 年 1 月嫦娥四号中继星绕地月 L2 点定轨精度。中继星绕

L2 点轨道精度优于 2km，包含 VLBI 时延和时延率的弧段达到百米量级。在有 VLBI 观测

的前提下，合理分配测距和测速弧段的覆盖时段，能在数据覆盖率相同的情况下有效提高

轨道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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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天文台激光测月数据处理研究进展 

Lunar laser ranging data reduction at Yunnan Observatories 

杨永章 1, 孙尚彪 1,2, 汤儒峰 1, 李祝莲 1, 李语强 1 

1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2吉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  

主题分类：J, C, F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激光测距(LLR, Lunar Laser Ranging)已经发展了 50多年，极大推动了

地月科学、月球空间基准以及引力物理的发展。云南天文台长期从事月球激光

测距技术研究，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于 2018年 1月 22日成功获得了 

Apollo15 月面反射器的回波信号，在国内首次实现了月球激光测距。为了充分

利用 LLR的宝贵数据，云南天文台同时开始了基于观测数据的科学应用分析研

究。依据目前广泛应用的 IERS2010 规范（International Earth Rotation Service 

Convention 2010），建立了云南天文台月球激光测距观测数据处理系统。截止

到目前，处理系统包含了 1厘米以上的影响因素。利用这一系统，处理了 ILRS

（International Lunar Ranging Service）提供的所有 LLR 观测数据，并进行了 O-

C（Observation-Calculation）比较。结果表明：建立的观测模型预报值与国际上

最新观测数据的残差在厘米级（图 1），证明了观测模型的稳健性；同时，国

内观测数据的处理结果显示双程残差在米级（图 2），验证了云南天文台观测

数据的有效性。表明云南天文台激光测月系统已达到国际相当水平，为我国后

续探月计划提供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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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际主要激光测月台站观测数据处理结果 

 

图 2. 云南天文台 LLR观测数据处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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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环境下行星材料制造与利用 

Planet Materials Manufacturing and Utilization in Extreme 

Environments 

徐佼 1,2*，张祺 1,2，唐红 3，刘建忠 3 
1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 2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学院, 3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所 

主题分类：___J__, __K___, ___B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壤就位利用与智能制造是探月工程和深空探测重大任务之一，目前对地外

行星材料智能制造与就位利用技术方案的探索才刚刚开始。极端环境条件如无水

无气、超高真空、复杂材料体系和低重力等因素对工程技术发展形成瓶颈制约，

且月壤成型机理和成型材料应用物理性能未得到充分认识。构筑完整地外就位资

源利用与可持续探索计划需要对可能的技术方案开展对比预研；我们通过研究玄

武岩 CLR S 系列模拟月壤等复杂多相无机非金属材料及相关矿物材料的热成型

技术，探讨材料真空高温传热和传质过程；研究材料组分、尺寸、形貌等对其真

空及气氛下成型件理化特性和力、热、磁性能等的影响，探讨其热处理特性和影

响因素制约机理。试图利用真空等特殊条件减少智能制造工程能耗、资源消耗等

问题，课题对形成高效、节能、低耗型月壤智能制造优势技术和充分认识月壤资

源应用前景十分有利。目前通过装备改进、地面模拟制造与材料表征等研究，初

步验证了直接激光 3D 打印等多种热成型技术的可行性和真空等极端条件的制造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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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水星探测任务特点及实际途径分析 

Mis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echnical approach analysis of Venus-

Mercury exploration 

张正峰 1*, 张晓静 2 

1 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 2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 

主题分类：__J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金星和水星作为距离地球较近的行星，在部分特征方面与地球较为相近，具

有重要的探测价值和意义。本报告提出了利用一次发射开展金星-水星联合探测

任务的方案设想，对金星-水星探测任务中的特点和难点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开

展探测的环绕探测、悬浮探测、着陆探测等几种典型实施路径，并对相关的关键

技术进行了初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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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微纳卫星平台的系外行星探测 

Exoplanet detection based on micro/nano satellite platform 

周鹤 1, 于晓洲 1 

1 大连理工大学航空航天学院 

主题分类：_J_, _G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目前已经确认的 4000 多颗系外行星大多数是通过“凌日法”等间接法探测获

知。然而在所有可能存在于恒星周围的行星中，绝大部分行星没有凌日现象。而

消零干涉法可以将来自系外行星的直接光注入光谱仪，进而能对系外行星直接成

像观测和开展大气光谱研究，打破了“凌日法”的探测局限。本报告主要介绍一

款搭载在微纳卫星平台上的创新型双路光学系统。该系统采用消零干涉法作为工

作原理，观测目标暂定为系外行星比邻星 b，通过两套光线收集孔(子瞳孔)聚焦

来自恒星和行星光，在系统设计时通过产生 180°相移，系统可以在恒星上产生暗

条纹。该光路系统有效削弱了恒星的光通量，进而解决行星和恒星之间的光线高

对比度问题，避免高亮度的恒星光线直接湮没行星的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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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题目：行星地质工程及原位测试方法 
 
报告人：李守定 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摘要：探索太空是人类仰望星空以来从未停止的理想与目标，如何开发利用地外天体资源成为深空探索的新兴前沿

研究方向，行星地质工程学，为太空的可持续永久开发提供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支撑。行星地质工程学是行星地质学

的分支，运用天文学与行星科学的基础理论，利用行星观测、探测及开发工程技术方法，开展行星地质资源的工程地

质调查、评价与预测，解决行星人类工程中的各类地质问题，研发行星地质资源与工程技术，为行星地质资源开发与

人类工程活动提供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方法。报告主要提出行星地质工程学的定义、研究目的和研究内容，指出当前

行星地质工程学发展的重点方向，总结了现有行星工程地质体测试方法与技术，结合月球科研站科学目标和工程目

标，提出了月球科研站选址指标体系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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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含高价值探测目标的丰富海区域：未来月球探测构想 

Lunar Mare Fecunditatis: a science rich region and a concept 

mission for long distance exploration 

赵思源 1, 肖龙 1*, 钱煜奇 1, 赵健楠 1 

1中国地质大学(武汉)行星科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J, A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人类数十年的探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新的一轮月球探测高潮已经到来。

虑到未来技术的发展，月面长距离的移动探测将成为可能。在对全月地质地貌

调研的基础上，本文系统研究了丰富海区域的多种地质地貌特征和演化历史。

丰富海盆地形成于前酒海纪，盆地内部覆盖的玄武岩大多在雨海纪形成，少量

月海活动持续到爱拉托逊纪，盆地内包含多种地质单元：火山地质单元（月海

玄武岩、蜿蜒月溪、坑底裂隙、火山碎屑堆积、不规则雨海斑块、穹窿、外环

凹陷穹窿）、构造地质单元（地槽、皱脊）、磁异常地质单元（漩涡）、后期

改造地质单元（撞击坑、月球洞穴、溅射物）等。丰富海地形平坦，具有多目

标综合科学探测的优势。本文规划了两条约 1000 km 的长距离移动探测路线，

以丰富海中部的月球洞穴为重点探测目标，同时实现对区域内的火山地质单

元、撞击坑及溅射物、构造变形形迹等区域进行探测，探测结果将对月球火山

活动、构造运动、月壤形成和演化机制、溅射物与月壤混合机制等科学问题进

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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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壤氧化物的原位真空热解研究 

In situ vacuum pyrolysis of lunar soil oxides 

李琛 1,2, 魏奎先 2, 李阳 3,5, 马文会 1,4, 赵斯哲 3,6 
1 昆明理工大学 冶金与能源工程学院，昆明 650093, 2云南省高校 XX 军民融合

重点实验室，昆明 650093, 3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

中心，贵阳 550081, 4昆明理工大学 真空冶金国家工程实验室，昆明 650093, 5中
国科学院 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合肥 230026, 6桂林理工大学 地球科学学

院 532100 

主题分类：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资源原位利用是建立月球基地的必要技术，其中热分解法可以同时制备

金属与氧气，与其他工艺相比具有低载荷、短流程、无需辅助物质等优势。本文

采用真空热分解实验研究了月壤氧化物制备元素单质的过程。利用热力学计算的

方法系统研究了真空条件下各元素不同价态氧化物的稳定性，获得了各氧化物的

热解行为及难易程度。以硅氧化物-石英为例，在高真空环境下，利用脉冲激光为

热源进行分解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 10-4Pa 气压、80mJ 能量的条件下得到产

物的氧硅比为 0.12，说明了真空热解法在原理上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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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铁矿对微波烧结模拟月壤产物性能的影响 

Ilmenite on the Properties of Microwave-sintered Lunar Regolith 

Simulant 

周传娇 1,2 唐红 1,3,4* 李雄耀 1,3,5   

1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月球与行星科学研究中心, 2 中国科学院大学, 3 中国

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研究中心, 4 中国科学院太空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5 中国

科学院太空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科研站建设需要大量的结构材料，原位烧结月壤制备成型材料是为月球

科研站提供结构材料的首选方案之一。微波烧结技术由于加热快、能源利用率高、

烧结均匀以及装置简单等优点，适用于在月球上制备大型结构材料。目前针对模

拟月壤微波烧结技术，已开展了一系列的模拟实验和理论研究，证明了微波烧结

可以使样品固结成型，但微波烧结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仍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特

别是钛铁矿作为月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良好的吸波特性，在微波烧结过程中

起着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微波烧结产物的性能。 

为了探究钛铁矿含量对微波烧结月壤产物的性能，本研究采用 5 种钛铁矿含

量不同的模拟月壤（4.6wt%、28.5wt%、43.9wt%、65.8wt%和 80.9wt%）分别在

1050、1150 和 1300℃下开展微波烧结实验。对烧结产物的微观结构、物相、热

物性和力学性能的综合对比分析表明，钛铁矿含量和烧结温度对微波烧结产物性

能有显著影响。其中钛铁矿含量为 4.6wt%、微波烧结温度为 1300℃的产物性能

最优，具有致密的结构、优良的隔热性能（热导率为 015±0.005 Wm-1K-1）以及最

高的抗压强度（74.0±7.1 MPa）。结合月表环境与钛铁矿含量分布特征分析，本研

究表明在低钛地区，如月球南极，不需要开展钛铁矿的富集技术，直接微波高温

烧结月壤即可获得性能优良的结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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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火星应用的次表层结构雷达回波特征分析 

Analysis of radar echo characteristics of subsurface structure based on Mars 
application 

王博 1, 李惠堂 1 

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分类：__ J 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探地雷达是目前探测月球、火星等行星次表层结构最有效的方法，探地雷达

回波特征是行星次表层地形探测、结构评估的基础。然而行星表面的复杂性和未

知、不规则的内部结构使雷达数据的解释更加困难，而数据解释的准确性直接影

响探测结果的精度。因此了解不同地下结构预期的雷达回波特征有助于数据的解

释以及提高探测结果精度。 

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行星内部结构建模以及探地雷达探测模拟，通过分析简

单、复杂地质结构（有限体积的块状或细长目标及其组合以及地质构造的层状目

标）的雷达回波特征，总结不同结构雷达回波信号的典型特征，获得有关结构的

最大信息，有助于准确分析可能存在的不确定性，为探测资料的解释提供借鉴，

对提高探测解释结果的精度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进行典型地下结构的实地测量，对实地测量得到的数据基于实验室模拟

分析结果进行解释评估，确保实验室模拟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一致性和有效性。

分析、总结各种地下结构的雷达回波特征，为未来月球、火星次表层地质结构雷

达探测数据解释和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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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Automatic Scheduling Tool for Balloon-Borne Planetary Optical Remote Sensing 

主题：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报告类型：张贴报告 

作者：Zhen Shi, Yong Zhao, Zhonghua Yao, Fei He, Zhaojin Rong and Yong Wei 

摘要： 

The balloon-borne Planetary Atmosphere Spectroscopic Telescope (PAST), China’s first planetary 
optical remote-sensing project, will be launched for testing and conducting scientific flights during 2021 
and 2022. Images of the planetary atmosphere and plasma in ultraviolet and visible wavelengths will b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diversity of the planetary space environment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their different 
drivers. Because simultaneous observation of multiple target planets in the solar system is possible, 
effective observation scheduling is critical to acquire high scientific merit spectroscopic imaging data. 
Herein, we demonstrate an automatic scheduling tool (AST) to aid the planning of observation schedules. 
The AST is primarily based on a planetary ephemeris and is realized on the basis of the geometrical 
information and optical requirements of the telescope. The temporal variations of the planetary reference 
frames can also be obtained to assist in the positioning and data processing of the telescope. As a part of 
the Chinese deep-space exploration plan, several ground-based planetary optical telescopes will be 
constructed in China in the future. With the use of the proposed AST, such telescopes can achieve 
maximum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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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ML 光谱库 
PSML Spectral Library 

 
叶斌龙 1, Joseph R. Michalski1*, 李一良 1, 吴波 2, 朱佳明 2, Shawn P. Wright1, 刘嘉成 1, 程
睿琳 1, Charles KC Lee1, Safoura Tanbakouei1, Kayi Chan1 

 

1 Division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and Laboratory for Space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 Planetary Remote Sensing Laboratory, Department of Land Surveying and Geo-Informatic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e-mail: jmichal@hku.hk 

主题分类：J -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岩石矿物的种类，丰度和分布的范围对于我们了解行星地质演化十分重要。光谱是矿

物成分的“指纹”，通过遥感光谱探测行星表面岩石矿物是深空探测的一种重要手段。

过去数十年的行星探测任务积累了大量的行星光谱数据，例如探测火星的小型侦查成

像光谱仪（CRISM）[1]和月球的矿物学绘图仪(M3)[2]采集的光谱数据等。为了能够准确

解释这些行星光谱数据，需要实验室测量的标准矿物的光谱作为参考。目前，在深空

探测领域广泛使用的行星光谱库包括布朗大学的 RELAB 光谱库和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的光谱库
[3]等。然而，目前的光谱库覆盖的矿物成分范围有限，同时缺乏针

对火星类比物质(Martian analog materials)的光谱数据库。香港大学行星光谱和矿物实

验室与香港理工大学行星遥感实验室合作，正在收集不同地质成因的岩石和矿物，火

星类似物以及陨石样品。收集到的样品将会在香港大学的行星光谱和矿物实验室 

(Planetary Spectroscopy and Mineralogy Laboratory, PSML) 进行分析。PSML 实验室配备

Analytical Spectral Devices (ASD) TerraSpec-4 光谱仪，Thermal Fisher is50 傅立叶红外显

微成像光谱仪, Thermal Fisher 热重分析仪 (TGA)，HySpex 成像光谱仪, Renishaw inVia 
confocal 拉曼显微成像光谱仪，BWTEK i-Raman Plus 手持拉曼光谱仪和 Rigaku Mini-
Flex X 射线衍射仪 (Co 靶和 Cu 靶)。可以开展不同尺度下的可见光、近红外、短波红

外和中红外的光谱研究，并配合 X 射线衍射、电子探针和拉曼光谱等其他手段，深入

了解矿物的晶体结构和化学成分。同时，实验室配备了环境控制箱，可以模拟火星地

表环境，从而获取不同温压条件下的岩石矿物光谱。该行星光谱库将会为正在进行的

月球探测，火星探测和未来更多的深空探测任务提供重要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Murchie, S., et al., 2007. Compact reconnaissance imaging spectrometer for Mars (CRISM) on Mars 
reconnaissance orbiter (MRO).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Planets, 112(E5). 
[2] Green, R.O., et al., 2011. The Moon Mineralogy Mapper (M3) imaging spectrometer for lunar science: 
Instrument description, calibration, on‐orbit measurements, science data calibration and on‐orbit 
validation.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Planets, 116(E10). 
[3] Kokaly, R.F., et al., 2017. USGS spectral library version 7. US Geological Survey. 
[4] Carter, J., et al., 2013. Hydrous minerals on Mars as seen by the CRISM and OMEGA imaging 
spectrometers: Updated global view.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Planets, 118(4), pp.831-858. 
[5] Michalski, J.R., et al., 2015. Constraints on the crystal-chemistry of Fe/Mg-rich smectitic clays on Mars and 
links to global alteration trend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427, pp.215-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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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纤传感的多种气体分析装置在行星大气探测中的应用 

李琛 1，朱殷 2 

1、lichen@aircas.ac.cn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北京，100094 

2、zhuyin@aircas.ac.cn 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北京，100094 

 

光纤多种气体分析装置基于光纤传输波段近红外光谱吸收的原

理，测量扩散到光纤探头气室内的光谱吸收量，得到气体浓度，可以

测量气体中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𝐶2、𝐶𝐶2、𝐶𝐶2𝐻𝐻4、𝐶𝐶2𝐻𝐻2、𝐶𝐶𝐻𝐻4 等气体浓度。光纤气

体分析装置应用在空间探测中具有体积小、重量轻、功耗低、工作温

度范围宽等优势，适于行星大气探测中进行大气的实时原位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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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紫金山天文台大视场巡天望远镜介绍 
孔旭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现代天文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开启了以动态天文事件为研究对象的时域天文这一全
新领域，开拓出未知天文现象和新的物理规律的巨大发现空间，已经产生了宇宙加速膨胀、
系外行星、引力波事件电磁对应体、黑洞潮汐撕裂恒星事件、快速射电暴等一系列重大天文
发现。时域天文通过建设具有强大巡天能力的观测设备，高频次监测尽可能大的天区，及时
捕获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的天文动态事件，进而理解极端条件下的物理过程，以及发现新的天
文现象和物理规律。 
 
本报告将介绍地面光学大视场巡天进展情况，主要介绍在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紫金山天
文台 2.5 米的大视场巡天望远镜（Wide Field Survey Telescope，简称 WFST）进展情况。WFST
采用国际先进的主焦系统光学设计，具有 7 平方度大视场，配备了大面阵 7.65 亿像素拼接
CCD 探测器，将主要用于开展大规模快速时域巡天观测。WFST 建成后将开展北天球 2 万平
方度天区 u,g,r,i,z,w 波段重复观测，实现动态天文事件监测，有望在时域天文这一新兴研究
领域取得重大科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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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空间环境紫外光学遥感仪器研究 

Optical remote sensor for planetary space environment in ultraviolet 

于磊 1*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主题分类：_J_, _E_, _D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行星空间环境是行星与星际空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重要区域，其内部粒

子组成和分布可反映出外界空间和行星内部驱动力作用下的不同时空尺度的物

质和能量变化过程。对于这种广域尺度上的变化，空间光学遥感仪器可以在时空

上进行精准观测和及时的丰富信息获取，对于我国行星科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报告将主要针对紫外、远紫外等辐射波段，探讨未来可应用在行星空间环境探测

中的各种先进光学遥感仪器，包括远紫外超光谱成像探测仪、紫外高光谱成像探

测仪、紫外全景成像探测仪等各种新型光学设备的设计和研制概念、方法与关键

技术等。这些仪器有望在未来的行星空间环境和大气探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Planetary space environment is an important area for the exchange of substances 
and energy between planets and the interstellar space. The change process of 
substances and energy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scales under the drive of outer 
space and the interior of planet could be reflected by internal particles composition 
and distribution. The optical remote sensor in the space could observe this change 
precisely and supply abundant and timely information of the processing.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research of planetary science. The presentation will discuss different 
kinds of advanced optical remote sensors such as the far-ultraviolet ultra 
hyperspectral imaging instrument, the ultraviolet hyperspectral imaging instrument 
and the ultraviolet panoramic imager, including concepts, methods and key 
technologies of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se novel instruments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of observations for planetary space 
environment and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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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星极紫外望远镜：研究星冕及其对系外行星宜居性的影响

田晖 1,2* 

1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中国科学院太阳活动重点实验室（国家天文台） 

主题分类：___I__, ___J__, _G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人们通常用液态水的存在与否来判断系外行星的宜居性。然而近年来，国际

上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空间天气的效应（即类似太阳爆发对地球空间环境的

影响）在系外恒星-行星系统中肯定也存在。宿主恒星的磁活动必定会影响其周

围行星的大气及空间环境，进而对系外行星上生命的起源与存续产生不同程度的

影响，相关研究也被称为“空间天气宜居带”研究。本报告将简要介绍宿主恒星

磁活动的主要表现形成如恒星超级耀斑、星冕物质抛射、恒星高能粒子、星风等，

总结恒星磁活动影响系外行星大气成分和大气逃逸的方式。当前“空间天气宜居

带”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模型计算，通常需要将星冕、星风和爆发性磁活动的相关

参数作为模型的输入。然而对这些参数的观测极其不充分，这导致模型的结果存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要准确评估恒星磁活动对系外行星宜居性的影响，当务之急

是要对宿主恒星的星冕及其爆发进行有效的监测。要实现这一目标，急需建造一

台先进的恒星极紫外望远镜，在大约 100-350 埃的波段对邻近太阳系的、周围有

潜在宜居行星的宿主恒星开展长期、连续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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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米多通道测光巡天望远镜 

Multi-channel Photometric Survey Telescope (Mephisto) 

刘项琨 1  代表 Mephisto 望远镜团队 

1 云南大学 

主题分类：__J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天文学以科学为导向、观测为基础、发现为驱动。大天区面积高精度多波段

成像测光巡天已成为发现和探索新天体、新现象，深入研究各类天体性质及其形

成和演化的最重要的天文学研究手段。本项目以云南大学中国西南天文研究所刘

晓为教授为首，研制建设云南大学“多通道测光巡天望远镜”（Multi-channel 
Photometric Survey Telescope，简称 Mephisto），通过创新性的光学设计，将在国

际上首次实现较大通光口径、较大视场、多通道高精度测光巡天。Mephisto 主镜

口径 1.6 米，视场 3.14 平方度，配备三台 CCD 相机，总像素高达 10 亿，其独

特优势在于可同时在三个波段（ugi 或 vrz）对同一天区进行高质量成像测光观

测，获取高精度的实时颜色信息，“录制”宇宙天体运动和变化的“彩色记录片”，

有效疏解当前时域天文学研究的瓶颈（变源、暂现源的快速分类与证认）。凭借

其特有的实时高精度颜色测量及大视场、高效率等优势，Mephisto 将围绕时域天

文学、星系宇宙学、银河系考古学及近场宇宙学、恒星物理、太阳系等多个天文

学基础前沿研究领域开展科学研究，包括太阳系各类小型天体的全景式普查及分

类，近地天体、空间碎片搜寻和监测等。项目进展顺利，预计 2021 年实现初光，

2022 年正式投入观测。 

 Large-scale astronomical surveys play a key in modern astrophysical studies, 
leading to new discoveries, and revolutionizing our understandings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universe. Led by Prof. Xiaowei Liu, director of South-Western Institute 
for Astronomy Research, Yunnan University, we are building a wide-field multi-
channel survey telescope -- the Multi-channel Photometric Survey Telescope 
(Mephisto), the first of this type in the world. Mephisto has a 1.6 m primary and is 
equipped with three CCD cameras of a field-of-view 3.14 deg2, capable of 
simultaneously imaging the same patch of sky in three bands (ugi or vrz). The three 
cameras boast a total of 1.0 Giga pixels. Mephisto will yield real-time colours of 
astronomical objects with unprecedented accuracies, and deliver for the first time a 
coloured documentary of our evolving universe. The unique capability of re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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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precision real-time colours, thus allowing quick and robust classification of fast 
transients, makes Mephisto particularly powerful for time domain astrophysics. 
Mephisto will carry out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the small bodies of the Solar System, 
detect and characterise the Near-Earth Objects and help to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lar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Mephisto is progressing 
smoothly, and it is expected to realize the initial light in late 2021, and to be operational 
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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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湖行星地质观测中心建设进展及展望 

Progress and prospec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nghu Planetary 

Geological Observation Center 

赵勇 1, 尧中华 1*, 何飞 1, 魏勇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J___, __K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冷湖行星地质观测中心成立于 2020 年 6

月，利用青海省冷湖镇赛什腾山优质的天文观测条件，立足于瞄准太阳系行星的

典型光学辐射源观测，尤其聚焦在地质活动所导致的环境变化，从而对行星的地

质与空间多圈层耦合过程做出特色的研究成果。该中心目前有两台观测设备，分

别是：a）中科院 A 类先导专项“鸿鹄专项”中已支持研制的 0.8 米口径的球载

行星光学望远镜，该望远镜计划在 2021 年上半年安装在冷湖镇赛什腾山上，开

展木星系统观测；b）通过行星地质活动观测平台（区域中心）项目申请的中科

院修缮购置专项，计划购买的 1.8口径望远镜。本报告将介绍冷湖行星地质观测

中心建设进展及展望，包括冷湖行星地质观测中心简介、赛什腾山观测台址条件、

1.8米、0.8米望远镜建设进展及观测中心未来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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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月球科考站中俄月球自转与天球参考架连接项目计划 

Scientific Plan on “Dynamics of Lunar Rotation & Frame Tie of 

Astronomy” in SINO-RUSSIA ILRS Project 

平劲松 1*, Alexander Kosov2, 孙越强 3, Dimitry Marshalo4, 韩兴伟 1, 

Alexander Gusev5, 孙靖 1, 王明远 1, Yuri Bondarenko4, Eleonora Yagudin，

韩松涛 2,李文潇 1, Natalia Petrova5, 李语强 6, 杨永章 6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俄罗斯科学院空间研究所, 3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

学中心, 4俄罗斯科学院应用天文研究所, 5俄罗斯联邦喀山大学, 5中国科学院云

南天文台 

主题分类： J ,  C ,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动力学、转动和内部结构是了解月球起源演化的的关键。关于月球热演

化和内部构造研究存在没有定论的内容，以及关于月球起源演化还没有确切定论，

目前还没有清晰构建三层月球模型。关于火星大小尺寸的天体撞击地球产生地月

系统相关的问题，依然是未解之谜。对月球内核的精确探索会揭示这些问题的答

案。目前月球LLR五个月面角反射器在月球正面中心区域，50年观测在月球动力

学和参考架建立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其覆盖月面千公里左右范围，网

络几何构型弱、处于劣势。而设置在极区的激光角反射镜和无线电信标，会对月

球物理天平动成分更敏感。合作团队提出月球物理观测网建议，综合了月面激光

反射镜、无线电信标、月震仪和热流计设置在月球极区或边缘区域，用于提升对

月球内部结构和演化的探测研究能力，成为月球动力学原位探测发展趋势。 

在中俄2018-2022航天合作大纲第1.5项目支持下，联合团队针对国际月球科

考站需求论证提出了中俄月球自转与天球参考架连接计划，提议在月球极地区域

的未来科考站设置新的月面激光反射器、月面无线电信标发射装置、以及GNSS

月面接收测量装置，长期开展月球自转动力学、内部结构、参考架连接前沿探测，

为揭示上述未解之谜提供新线索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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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光学探测调研分析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Planetary Optical Exploration 

邹明丽 1, 余涛 1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主题分类：___D__, __E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行星空间环境是行星多圈层耦合与系统演化的重要部分, 也是行星与星际

空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关键区域，行星空间环境内不同成分的行星大气，不

同密度和能量的空间等离子体, 在太阳风变化或行星内部驱动力的驱动下影响

着行星物质传递、行星能量沉积和逃逸等过程。从全局角度理解行星空间的物质

和能量输运是研究行星物质逃逸的关键。光学遥感手段可以弥补传统就位探测方

法无法捕捉全貌、无法区分时空变化的不足。本文主要介绍行星光学遥感仪器以

及除地球以外其他太阳系行星光学遥感探测的重要成果和研究进展，提出行星光

学遥感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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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国深空探测任务的行星数据系统设计和实现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planetary data system for 

Chinese deep space exploration 
李勃 1，李晨帆 1 

1. 山东大学空间科学与物理学院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 
威海 264209; 

主题分类：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Planetary Data System (PDS) is an online platform where deep space mission 
data can be archived and released, which can be used as the basis for planetary 
research. Different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including Chinese “Chang'E 
project” and the upcoming “Tianwen series” have disadvantages such as complex data 
format conversion, inconvenient data processing, and strong professionalism, which 
make it difficult to face the public. In order to manage and dig out these data furthest, 
a planetary data system (named SDU-PDS) based on the three-layer distribution 
structure of WebGIS as well as the object-oriented spatiotemporal data model is 
designed in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this system has divided into two versions. One is 
an online system that can effectively store, publish, manage even analyze Chinese 
deep space exploration data. The other is an application on mobile device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astrophile that integrates planetary data browsing, stacking and 3D 
visualization. Clearly, SDU-PDS can not only provide data services and analysis 
function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ers, but also popularize knowledge of planetary 
science to the public with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basic scientific literacy of citizens. 
By combining and optimizing the basic functions of SDU-PDS, we have realized the 
mining and fusion of planetary data. In general, the system can meet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deep space exploration missions to a certain extent by 
carrying out scientific researches such as lunar geological mapping and pre-selection 
of “Chang'E-4” safe land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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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熔岩管热环境及其挥发分沉积稳定性评估 

Thermal Environment in Lunar Lava Tubes and Stability of Possible 

Volatiles Deposits  

袁子豪 1,2, 惠鹤九 3,4*, 赵海峰 1,2*, 王珂 2, 盛强 2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2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3南京大学, 4中国科学

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E__, __J__, __K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围绕熔岩管天窗的探测和研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熔岩管的内部空间免受外

部空间环境如陨石撞击、宇宙辐射和高能粒子的侵扰，被认为是未来探测和建设

人类栖居地的选址之一。月球缺少有效大气的包围，其表面温度受到太阳辐射的

强烈影响，熔岩管内部的环境温度仍未知。本文构建了典型熔岩管和天窗的理想

模型，通过建立实时太阳入射条件的热物理模型，利用有限元方法求解，得到了

熔岩管和天窗的三维温度场。讨论了熔岩管天窗所处纬度、几何尺寸和熔岩管内

月壤堆积对其温度场的影响，根据 Schorghofer 和 Taylor 水冰稳定性理论评估了

熔岩管内累积挥发分的可能程度。结果表明，低纬度熔岩管内部温度变化区间在

225~300 K，满足一定的居住适宜性。高纬度熔岩管内部沉积厚度 1 米月壤内水

冰的损失率约为 10−5 ~ 10-7 kg·m−2·Gyr−1, 具备一定的水冰或挥发分沉积条件。 

 
图 1 熔岩管温度场和水冰稳定性计算结果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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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空磁测——链接地表与卫星磁测 

High-Altitude Magnetic Survey: a link between the surface and 

satellite magnetic survey 

骆遥 *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 

主题分类：J,K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通过融合全球航磁、海磁及卫星磁测数据进行全球地磁场编图取得重要进

展，出现了世界磁异常图（World Digital Magnetic Anomaly Map，WDMAM）和

2 弧分分辨率的全球磁异常网格（2-arc min resolution Earth Magnetic Anomaly 
Grid, EMG2）等，极大的拓展了地磁学对地球岩石圈特别是地壳的认知。但是，

地球表面及低空（通常低于 1km）磁测同卫星磁测的频带范围存在间断，需要高

高空磁测进行弥补，这也是美国等开始计划开展高高空磁测（High-Altitude 
Magnetic Survey）的重要因素。高高空磁测将有助于解决广泛的科学和应用地球

科学问题，包括：岩石圈的构造和热力学性质；地壳增生和演化；地质和构造过

程等。由于高高空磁测可同时搭载地球物理、遥感及大气化学等科学设备，其探

测成本无疑远远低于卫星平台，实现低高度（相对卫星）的综合对地观测。本文

建议中国开展相关技术跟踪和研究工作，这无疑将推动对地探测体系进一步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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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ing and Noise Reduction of Pearls Satellite Magnetic Measurement 
 

L. Tian1,2,3,*, H. Luo1,2,3 
 
1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29, China 
2 Geoscience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49, China 
3 Innovation Academy for Earth Science, CAS, Beijing, 1002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tianlin@mail.iggcas.ac.cn 

 
Part of the change of geomagnetic field originates from near earth currents. The direct 
measurements of geomagnetic filed can reflect the strength, position and configuration of 
the current systems. Satellites using scalar or vector magnetometers to perform the 
observation is familiar. The Chinese Pearls Satellite took the form of vector magnetometer as 
the measurement method. Except for the magnetic field change caused by current systems, 
the overall magnetic measurement also includes the main filed, crustal field and noise. The 
main field and crustal field generated magnetic field can be approximated by mode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ove the noise in the residua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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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行星探测器的在轨实时观测技术研究

于庆冰 1.2，李政 1.2 *

1. 中科开采夫（海南）空天信息研究院有限公司，三亚，572024

2. 开采夫（杭州）科技有限公司，杭州，310011

摘要：本文主要介绍在行星探测过程中，对遥测影像数据进行在轨实时处理技术的研究进展。重

点研究了由于多手段光电设备（包括可见光、SAR、InSar、多光谱等）探测生成的遥感数据具有

巨体性、暗弱性、多源性等特性，从而导致了在数据进行预处理、融合、多时态对比、目标发现

等任务过程中对计算资源和时间的依赖问题，导致行星探测器的计算载荷难以解决对采集到的数

据进行即时处理分析的问题，大部分复杂操作仍依赖传回地球进行计算。在与地球观测条件不同

的深空数据链的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信带宽相对较低的现状导致在行星探测中面临时效性问题，

严重影响与限制了深空探索的发展进程。

图 1：本文方法与主流方法的性能差异 图 2：基于 GIS 框架的 3S 系统演示

本文介绍了一种区别于传统“测绘遥感”的“侦察遥感”技术思路及其原理。并以几类常见的深

空探测任务类型，进行在轨实时处理技术研究与原理说明。任务内容涵盖行星地表测绘、地表状

态长期实时变化预警、特征物识别等。本文研究还包括任务执行过程中从数据采集、预处理、再

到任务结果的整体计算流程及与传统方法对比所得到的性能提升数据。此外，本文还介绍了在对

地观测领域过程中目标侦察、发现、识别、跟踪及自动化任务维护的工作进展与成果。经过测试，

本文所提出的技术方法相比传统方法性能有大幅提升，可以满足在有限物理体积与低能源条件下

的在轨实时观测技术要求。

关键词：行星探测 在轨实时观测 侦查遥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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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地和日球层边界探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 

宗秋刚 

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E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日-地和日球层边界探测中的重要科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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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层增强的空间特性 

刘立波 1，2，3 
1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2 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漠河地球物理野外研究站，北京  100029 

3 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北京  100049 

 
摘要： 

在复杂的电离层变化特征中，电离层的逐日变化是电离层的重要研究问题，是预测预报

的难点，极大地挑战着如何高质量预报电离层变化、更好地理解电离层变化的驱动机理，也

密切关系着与电离层相关的应用性能，因而强烈地吸引研究者的兴趣。 
发生在一些情形下的电离层增强，是电离层逐日变化中一类基本特性。电离层增强呈现

的空间特征是目前还不清楚的问题。 
本报告介绍发生在一次地磁活动平静期间的电离层增强事件。我们利用 2015 年 5 月 29

日-6 月 2 日电离层综合探测手段，包括测高仪、GNSS 和非相干散射雷达的探测资料，分析

了这次电离层增强事件的随高度的变化和经纬度分布的空间特征。从这些特征，以及基于赤

道地区的地磁观测推演的赤道电集流参数，研究了 2015 年 6 月 1 日-6 月 2 日在中国曲靖到

武汉纬度一带出现的电离层电子密度增强现象，讨论了引起这次电离层增强的可能物理因

素。主要发现与认识有： 

1、中国地区电离层在 2015 年 6 月 1 日-6 月 2 日期间呈现强烈的逐日变化； 

2、出现的电离层电子密度增强现象集中在中国曲靖到武汉等赤道异常峰北侧纬度一带；

增强的幅度密切与高度有关，在较高的高度上增强幅度大。 

3、曲靖到武汉一带电离层电子密度增强现象出现时，伴随有显著的东西梯度特征。 

4、电离层高度抬升及地磁观测资料均体现出电离层赤道区电场明显增强，由此揭示出

此次电离层及其梯度增强的驱动机理为赤道区电场的驱动形成。 
相关工作发表在 Liu, L., Ding, Z., Zhang, R., Chen, Y., Le, H., Zhang, H., Wu, J., et al (2020). 

A case study of the enhancements in ionospheric electron density and its longitudinal gradient at 
Chinese low latitude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pace Physics, 125, e2019JA027751. 
https://doi.org/10.1029/2019JA027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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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替换您的中文摘要题目 

Dynamic processes in planetary magnetospheres revealed by radio and 

plasma waves 

 

Shengyi Ye1* 

1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Radio emissions and plasma waves reveal the dynamic processes in the magnetospheres 
of giant planets, e.g. magnetic reconnections and hot plasma injections. They often 
display periodicities caused by fast planetary rotation, providing valuable information 
about the coupling process between magnetosphere and ionosphere.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discuss recent observations made by Juno and Cassini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giant planet magnetospheric dynamics.  

 

请在此输入摘要内容； 

上限为 500 字：中文字体为小四号宋体，英文字体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可包括图、表； 

摘要总长度控制在在 1 页纸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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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和行星空间环境中的舷激波 

陆全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高速太阳风与地球和行星磁层相互作用后会形成舷激波，由于太阳风中等离

子体非常稀薄，带电粒子间的碰撞可以忽略，这些舷激波是无碰撞激波。无碰撞

激波根据激波面的法向和激波上游磁场方向的夹角 Bnθ ，可将激波分成准垂直激

波（ 45o
Bnθ > ）和准平行激波（ 45o

Bnθ < ），准平行激波和准垂直激波有着明显不

同的性质。本报告将在关于准垂直和准平行激波动力学模拟的基础上，介绍关于

地球、金星和火星空间环境中的舷激波的观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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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星载质谱仪观测的火星与泰坦高层大气结构研究 

Insert the English title here 

崔峻 1,2* 

1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E__, __D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星载质谱仪是测量行星大气，特别是行星高层大气的常用仪器，例如 MAVEN

卫星搭载的 NGIMS 质谱仪以及 Cassini 卫星搭载的 INMS 质谱仪，经过近年来的

数据积累，使得我们对火星以及泰坦高层大气的认知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然

而对于活性大气成分（如火星大气中的 O、N 等，泰坦大气中的 CH4、C2H2等），

质谱仪测量结果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俗称为壁吸附或壁化学效应。获得准确的

大气成分含量，不仅是个仪器校正问题，更需要依赖丰富的物理内涵，涉及太阳

辐射与行星大气相互作用的方方面面。 

近年来我们基于 NGIMS 和 INMS 质谱仪测量数据，针对不同大气成分各自的

特点，提出了多种获取其准确密度的有效方法。对于泰坦大气中的大多数碳氢化

合物，我们提出了一个表面吸附经验模型，以物理吸附时标为唯一参数，可以完

美的拟合沿 Cassini轨道的密度随时间变化规律；对于火星大气中的不同奇态氮

成分（基态 N、激发态 N、以及 NO），我们基于热层—电离层耦合化学过程，给出

了上述成分在 160 千米处密度的日变化规律；对于火星大气中的 CO，我们则发

现其含量和光电子强度的垂直变化特点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并据此采用 AYS局域

光电子平衡模型给出了 CO 的准确分布。我们的上述系列工作为更好的理解火星

和泰坦高层大气结构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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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行星类电离层环境装置模拟的研究进展与设想 

雷久候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__E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面向行星类电离层环境装置模拟的研究进展与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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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尘的观测研究 

Lunar Dust：Theory and Observation 

李磊 *, 谢良海, 周斌, 张艺腾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H____, _E____, __J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自阿波罗登月，月尘就成为热议的话题。有没有月尘、月尘到底对人类探月

有多大的影响？历经几十年，月尘仍然是个谜。月球几乎没有大气，太阳辐照、

空间等离子体注入使月面带电，在月表形成电场，月壤中的颗粒也成为带电颗粒。

当月壤受到扰动，或由于带电颗粒与月表电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细小的月壤颗粒

就会脱离月面，在重力和电场力的作用下进行复杂的运动，在月面浮扬、振荡、

迁徙，大量的月尘颗粒还可形成尘埃带。太阳紫外线和环境等离子体是决定月尘

现象的关键，其入射通量随太阳天顶角的大尺度变化，可引起月尘从背阳面迁徙

至向阳面；入射通量随局部遮挡、地形的小尺度变化，则可局部改变电位和电场

分布，引起月尘活动的局部增强。对月尘现象的描述主要依据理论模型，而理论

模型的验证、探月工程的防护，均迫切需要了解月尘的空间分布。然而，目前观

测数据稀少，有些结果相互矛盾。认识月尘现象，需要涉及尘埃、等离子体、电

场等一系列测量。通过测量尘粒的速度、尺度、密度、荷电量和月球电场，可以

研究月尘现象的驱动因素；对太阳紫外通量、环境等离子体参数的监测，则可考

察月尘时空变化的起因。本文将简要回顾月尘测量的方法、测量的结果，并提出

进一步认识月尘所需开展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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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辐射带的波粒相互作用 

倪彬彬 

武汉大学 

主题分类：__E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木星辐射带的波粒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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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风对月表环境的影响 

Impact of the Earth wind to the Moon surface 

史全岐 1 

1 山东大学 空间科学研究院 264209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地月空间大体是指地球到月球之间的空间范围，包括了近地空间、月球空间

及两者之间的磁层-太阳风区域，是人类进行深空探索的必经首站。部分进入磁

层的太阳风，加上地球电离层/高层大气上行到磁层的粒子共同组成了磁层中的

粒子流--“地球风”。月球在围绕地球公转的过程中，约四分之三时间经过太阳风，

四分之一时间经过地球风，太阳风-地球磁层（地球风）-月球三者的紧密联系相

互作用，构成了复杂多变的地月空间环境。本报告将介绍我们最近在地球风的形

成，月球暴露于太阳风和地球风的辐射情况，太阳风和地球风对月表物质包括水

的影响等方面的工作，并探讨月球本身对地月空间环境的作用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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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极区软 X-射线极光过程 

尧中华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木星作为太阳系最大的行星，其强大的行星磁场约束着大

量的高能带电粒子，形成太阳系最大的行星磁层。不同与地球磁层主

要受太阳风粒子调控，木星磁层内部包含了 79 颗卫星，并且木卫一

（Io）是太阳系火山活动最活跃的天体，平均每秒钟向木星磁层空间

输送越 1 顿的物质。这些火山物质给木星磁层提供了大量的离子来

源，譬如氧、硫等重离子。这些重离子经过磁层和行星极区加速之后

能量能够达到 MeV甚至 10s MeV，通过与木星大气层的电荷交换会释

放软 X-射线极光。因此软 X-射线极光记录着木星高能量的离子沉降

信息。本报告将汇报木星高能来给你的重离子沉降过程与软 X-射线

的辐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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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urbulence Properties in the Mercury Plasma Environment Using 
MESSENGER Observations 
黄狮勇 1, 王清懿 1, F. Sahraoui2,袁志刚 1, 刘艺娟 1, 邓晓华 3, 孙伟杰 4, 姜奎 1, 徐思博 1, 
余雄东 1, 魏云云 1 and 张健 1 
1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  
2Laboratoire de Physique des Plasmas, CNRS-Ecole Polytechnique-Sorbonne Université-Univ. 
Paris-Saclay-Observatoire de Paris-Meudon, Palaiseau, France  
3南昌大学空间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4Department of Climate and Space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MI, USA  
 
Abstract 
Turbulence is ubiquitous in space and astrophysical plasmas, such as the solar wind, planetary 
magnetospheres and the interstellar medium. It plays a key role in converting electric and 
magnetic energies into kinetic energy of the plasma particles. Here, the properties of MHD 
and kinetic scale magnetic fluctuations in the Mercury environment are investigated using 
data collected by the MESSENGER spacecraft from March 23, 2011 to April 28, 2015. It is 
found that spectral indices at MHD scales vary from ~ -5/3 in the near-Planet solar wind 
(possibly the foreshock) to ~ -1.3 within the magnetosheath close to bow shock. The spectra 
steepen further in the magnetosheath close to magnetopause, and reach ~ -2.2 within the 
magnetosphere. Only 15% of events were found to have the Kolmogorov scaling ~ -5/3 in the 
magnetosheath. The high variability of the spectral indices implies that the scaling of 
turbulent fluctuations in the magnetosheath is not universal and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he 
bow shock on the turbulence dynamics, at least at the largest scales. Analysis of the magnetic 
compressibility shows that only ~30% of events with Kolmogorov inertial range in the 
magnetosheath are dominated by (shear) Alfvénic fluctuations, which contrasts with 
well-known features of solar wind turbulence. At kinetic scales, the steepest spectra (slopes ~ 
-2.8) occur in the solar wind, before flattening to ~ -2 near the bow shock, then steepening 
again to ~-2.8 in the magnetosheath. The spectral indices at kinetic scales are close to the ones 
at MHD scales in the magnetosphere, which may be caused by the presence of heavy ion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re compared with previous observations reported in other planetary 
plasma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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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火星磁尾穿越过程中的两类磁通量绳研究 

王磊 1, 黄灿 1*, 樊津桥 1, 杜爱民 1，葛亚松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磁通量绳是磁化等离子体中的一种扭曲磁通量管结构，广泛存在于太阳系中。

磁重联过程是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产生磁通量绳的机制。当存在一个初始引导场时，

在多重 X 线重联中，相邻的重联点间便会形成通量绳。此外，一些学者根据在金

星上进行的研究提出了磁尾通量绳的另一种产生机制，也即是它们实际上形成于

日侧电离层而后被拖曳到磁尾中。目前，第二种机制仍然缺乏直接的观测证据。

利用 MAVEN 的观测数据，我们研究了一次磁尾电流片穿越过程中连续观测到的

三个通量绳事件，发现他们起源于不同的物理过程。其中一个通量绳和磁重联相

关，其余两个位于电流片两侧的通量绳对应着日侧产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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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VEN 观测数据的火星磁重联研究 

陈果 1, 张莹 1*, 黄灿 1, 杜爱民 1，葛亚松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磁重联是一种将磁能转化为粒子能量的有效机制。目前，磁重联对无内禀磁

场行星的磁层动力学过程的影响还缺乏广泛的研究。火星磁重联能够影响火星磁

层的全球位形和离子逃逸机制。我们利用 MAVEN 卫星的磁场和粒子数据，通过

电流片穿越、等离子流、霍尔磁场和粒子加速等观测数据确认了一个火星磁重联

事件。分析结果显示，该磁重联过程具有明显的多粒子重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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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感应磁层全球结构的观测和模拟研究 

柴立晖 1* 魏勇 1 潘永信 1 张铁龙 2万卫星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北京 100029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合肥 230026 

  

本工作主要研究火星和金星感应磁层的全球性结构。火星和金星没有明显的内禀偶极磁场，这导

致星球的电离层和高层大气与太阳风发生直接相互作用。这种直接相互作用会在星球周围形成一个迷

你的感应磁层。感应磁层的结构和大小都与地球偶极磁层完全不同，这可能是造成火星和地球具有不

同气候和演化的原因之一。因此，研究感应磁层将对理解火星水逃逸、气候环境演化、以及未来地球

的大气和环境演化有着重要意义。前人研究发现感应磁层主要由拖拽在电离层上的行星际磁场组成。
我们通过对 MAVEN、MGS、VEX和 PVO的磁场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系列研究，在火星和金星上发现了
一种环绕磁尾的全球性环形磁场，证明了该环形磁场还广泛存在于近日彗星、土卫六等无
磁有气星体上，给出了该环形磁场的形成机制和对离子逃逸及火星夜侧电离层产生的影
响；并发现了火星和金星的磁尾尾瓣内的磁通会从+Esw（太阳风电场）半球向-Esw半球传输。结合

卫星观测和三维混杂数值模拟，我们将对火星空间环境中的环形磁场的形成机制、全球电流体系、磁

场结构与离子逃逸的关系进行展示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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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fvén Wings and Whistler Wings of the Moon 
Hui Zhang1, Yong Wei1, Jun Zhong1, Libo Liu1, Binbin Ni2, Jinbin Cao3, Tianxin 
Zhang1, Song Fu2, Yiding Chen1, Suiyan Fu4, and Weixing Wan1 
1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2 Department of Space Physics,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Wuhan University; 3 School of Space and Environment, 
Beihang University; 4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of the Moon exhibits both magnetohydrodynamic 
(MHD) and kinetic properties due to the multiple scales of the interaction system. The 
lunar wake, a major product of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of the Moon body of a scale 
of 1000 km, has been studied intensively. By comparing synchronous observations of 
ARTEMIS in the lunar wake and in the ambient solar wind, a pair of Alfvén Wings are 
identified in the lunar wake. The plasma pressure gradient, plasma deceleration and 
field line bending associated with the wings indicates the moment transportation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wake. Whistler wings form beside the Moon, which, 
however, represent the kinetic aspects of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of the lunar 
magnetic anomalies. The typical interaction scales ranges from 10-1000 km. The 
broadband low-frequency whistlers have been thought to be produced by reflected solar 
wind protons. In this study, the solar wind protons, however, are demonstrated to be 
specularly reflected but not produce the waves. The propagating properties of the waves 
indicates that they are whistler waves and electrons may dominate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of the magnetic anomalies. 

     

Figure Caption: Left: Alfven wings form by pressure gradient in the wake, an MHD 
properties of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of the Moon body; Right: Whistler wings, 

rooted on magnetic anomalies, form beside the Moon, implying an electron-
dominated solar wind interaction of the lunar anoma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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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全球多组分磁流体数值模拟比较研究 

 

吕浩宇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分类：__E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全球多组分磁流体数值模拟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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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空探测中磁通门磁强计在轨标定的一种新方法 

A new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fluxgate magnetometer offset in the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王国强 1*, 潘宗浩 2，胡小文 2，张铁龙 1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_ E—行星空间环境_, _ K—其它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Magnetic field measurements are essential to explore space. However, the 
measurement of the fluxgate magnetometer is not zero in the null magnetic field. Three 
methods have been provided to calculate the zero offset of the fluxgate magnetometer 
on-board spacecraft in the solar wind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fluctuations are 
Alfvén waves. Here, we develop a new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zero offset O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Alfvén waves. We first build an offset cube based on the possible 
range of O since the strength of the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is limited. The 
variance of the modified BT (marked as δ) at a point in the offset cube can be obtained. 
We find that the point with the minimum δ in each plane along a certain axis forms a 
straight line, which is referred to as the optimal offset line. Interestingly, this line 
crosses the point with a value equal to O, and its direction is associated with the ambient 
magnetic field of Alfvén waves. We also find that different optimal offset lines have an 
intersection with a value of O, suggesting th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ptimal offset 
line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zero offset of the fluxgate magnetometer.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our method can get a zero offset with a high accuracy. We suggest that 
the new method is a useful technique to find the zero offset of the magnetometer for 
solar wind mon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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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表面磁场偏角和倾角的逐日变化研究 

Daily Variation of Magnetic Declination and Inclination on the 

Surface of Mars 

张莹 1、葛亚松 1、杜爱民 1、罗浩 1、张铁龙 2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了解火星表面磁场位形的变化对深入理解火星电离层电流、火星壳场和电离

层与太阳风相互作用等物理过程至关重要，美国 Insight 号火星地面磁强计到目

前已经记录了接近整个火星年的着陆区磁场数据，观测到的壳场强度比基于卫星

观测数据得到的壳场强十倍左右，并发现了火星电离层发电机电流产生的火星表

面磁场的日变化场。基于 Insight 磁场观测数据分析了火星表面变化磁场偏角和

倾角的逐日变化特征，并研究了变化特征在火星年的变化规律，发现秋季变化磁

场的偏角在地方时 8:00-9:00 较为稳定，而其他季节该时间段的偏角分布较为散

乱。由于变化磁场的偏角受控于电离层发电机区磁场和风场方向，表明该时间段

磁场和风场方向较为稳定。该研究将加深对太阳风-电离层-热层耦合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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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空间 ENA 的仿真研究 

Study on ENA at Mars by simulation 

张艺腾 1,2, 李磊 1,2, 谢良海 1,2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2空间天气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火星,ENA,MINPA,天问一号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能量中性原子（Energetic Neutral Atom，ENA）是具有一定能量的中性原子，

主要是由空间能量带电粒子与行星外逸层中性成份电荷交换而产生。ENA 携带

着带电粒子的信息，但不再受磁场或电场约束，而近似沿着弹道前进，进而被遥

感探测。ENA 成像已成为遥感研究等离子体环境和行星中性外逸层的有效手段。 

火星没有全球性的内禀磁场，且重力场较弱。太阳风可直接与外逸层相互作

用，从而形成了特殊的 ENA 环境，在火星空间环境中 ENA 扮演的角色可能比我

们想象的更重要。中国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搭载了火星离子与中性

粒子分析仪（MINPA），MINPA 将对火星空间 ENA 开展进一步探测。本文针对

火星 ENA 探测与研究的需求，采用数值模型描述火星空间的等离子体和中性环

境，建立了火星空间 ENA 仿真模型，并据此开展了 ENA 全球仿真。仿真结果显

示，太阳风 ENA 与磁鞘 ENA 为火星空间 ENA 的主要成份；磁异常推高 MPB
边界，进而显著降低 ENA 产生率；Hall 效应导致 ENA 分布南北半球不对称。本

文进一步的模拟发现了有趣的 ENA 观测现象，背阳面 ENA、ENA“日蚀”、MPR
区“拖曳”ENA、磁鞘区 ENA“晕”等，沉降 ENA 通量与前人观测模拟结果基

本相符，为后续进一步分析研究 ENA 和质子极光的相关性等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结合“天问一号” MINPA 探测器，本文进一步仿真模拟了 ENA 探测结果，

探讨了火卫一（Phobos）散射太阳风形成的 ENA 分布。这些结果为我们开展“天

问一号”观测数据分析，观测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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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磁尾中电子的 betatron 冷却 

Betatron cooling of electrons in Martian magnetotail 

符慧山1,2*, 郭志忠1,2, 曹晋滨1,2, 范开3, 尧中华3, 刘杨洋1,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空间环境监测与信息处理工信部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

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Betatron cooling—a plasma process losing particle energy in the perpendicular 
direction but reserving particle energy in the field-aligned direction—is a 
consequence of magnetic depression under the conservation of magnetic moment. 
Such process has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e Earth’s magnetosphere, but has never 
been reported in other planetary environment. Here, by utilizing the MAVEN 
measurements, we report two events of betatron cooling in the Martian magnetotail. 
In one of the events, betatron cooling occurs in the suprathermal and energetic ranges 
of electrons, whereas in the other event, it occurs in the thermal-energy range. We 
quantitatively reproduce these two processes by using an analytical model. 
Gratifyingly, the cooling factor derived from the analytical model agrees well with the 
observation of magnetic depression. These results, for the first time demonstrating the 
betatron-cooling effect beyond the Earth, are useful to understand the electron 
dynamics in the planetary magnet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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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磁尾中的反偶极化锋面：马文卫星观测 

Antidipolarization Fronts in the Martian Magnetotail: MAVEN 

Observations 

林仁桐 1, 黄狮勇 1*, 袁志刚 1, 姜奎 1, 徐思博 1, 魏云云 1, 熊启洋 1, 张健 1, 余
琳 1, J. McFadden2, D. L. Mitchell2 

1 武汉大学, 2加州伯克利大学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Antidipolarization fronts (ADFs), the tailward propagating dipolarization fronts (DFs) 

in the Earth’s magnetotail, are characterized by sharply enhanced negative magnetic 

field Bz component usually accompanied by tailward flows. DFs and ADF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agnetotail and are generally regarded as the phenomena merely 

occurring at magnetized planets. Here we reported the first case of ADFs in the Martian 

magnetotail using 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AVEN) observations. 

ADFs at unmagnetized planets like Mars hav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with those at 

magnetized planets, such as sharp enhancement of magnetic field component, particle 

heating and ion tailward flows. Unlike at Earth, ADFs at Mars do not occur with a fixed 

direction of enhanced magnetic field owing to the flexible magnetic field topology in 

the Martian magnetotail responding to the upstream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IMF). 

At ADFs, heavy ions like O+ and O2
+ are effectively accelerated in tailward direction,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he total ion escape. Behind the ADFs, pitch angle of electron 

within 251-905 eV concentrates on 90°, which is the sign of betatron acceleration. The 

confirm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ADFs at Mars may illustrate the point that 

dipolarization process (at least for the tailward propagating one) can occur without the 

global intrinsic dipole magnetic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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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磁尾的晨昏不对称性研究 

——行星际磁场 Parker 螺旋角和地壳磁场的影响 

李国刊 1, 吕浩宇 1*, 曹晋滨 1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分类：E, D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本研究基于一个三维多组分磁流体动力学模型探讨了不同因素对火星磁尾

晨昏不对称性的影响，包括磁尾瓣形状、电流片位置和离子密度分布。行星际磁

场(IMF)的拖曳在火星夜侧形成了两个磁尾瓣，电流片的位置处于两个磁尾瓣之

间。影响火星磁尾晨昏两侧差异的因素主要有 IMF 的 Parker 螺旋角、地壳磁场

的位置和大小以及太阳条件。本研究在模拟时将上述影响因素进行分离，以分别

显示其效应，所有算例均采用太阳极大条件。不添加地壳磁场的结果表明：IMF

的 Parker 螺旋角为 90°时晨昏不对称性消失，随着 IMF 的 Parker 螺旋角变小，

磁尾瓣整体变小，电流片向晨侧偏移，偏移程度在角度为 45°时达到最大，之后

开始缩小。添加地壳磁场的结果表明：地壳磁场位置直接影响了尾部电流片的偏

移形式，但是对磁尾瓣的整体大小影响不大，并且 Parker 螺旋角的产生的影响依

旧清晰存在。这说明 IMF 的 Parker 螺旋角和地壳场各自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

火星磁尾晨昏不对称性是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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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VEN 任务的火星 MPB/IMB 和 ICB 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study of Mars MPB / IMB and ICB based 

on MAVEN 

乔富豪 1, 李磊 1, 张艺腾 1, 谢良海 1,金泰峰 1 

1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主题分类：__E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在火星的空间环境中，从磁鞘过渡到火星电离层之间的区域存在着包括磁

场波动程度、离子组成成分、磁场强度等物理参量的剧烈变化。这个区域被定

义出一系列的边界，其中包括“磁堆积边界（MPB）”，或被称为“感应磁层边界

（IMB）”、离子成分边界（ICB）等，但前人利用单一仪器参数对边界进行的

定义不利于揭示边界间的物理联系和太阳风与行星相互作用的物理机制。本文

利用 MAVEN 任务 2015-2018 年的数据，使用 MAG 磁场波动的功率谱密度和

SWEA 电子部分能量区间的能量通量确定上下 MPB/IMB，使用 STATIC 得到

的行星离子与太阳风离子比确定 ICB。与 Holmberg 等人（2019）的识别结果进

行比较，发现识别出的边界位置基本吻合。对边界位置的统计分析表明，平均

位置拟合得到的边界形状与此前研究结果基本一致，但发现在统计意义上 ICB
位于 MPB/IMB 之中，上 MPB/IMB 比 ICB 平均高 166.9km，下 MPB/IMB 比

ICB 低 187.4km。 

关键词: 火星  MPB/IMB  I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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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Properties of Small-Scale Linear Magnetic Holes in the 

Martian Magnetosheath 

吴明雨 1*, 陈洋军 1, 张铁龙 1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主题分类：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small-scale linear magnetic hole (LMH) is a magnetic dip with a size less than 

or on the order of 𝜌𝜌𝑖𝑖  (proton gyro radius), which may contribute to turbulence 

properties in the solar wind and other astrophysical plasmas. Based on one-month 

measurements of the 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AVEN) mission, 174 

small-scale LMH events in the Martian magnetosheath a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ir 

statistical properties in this study. Our results show that small-scale linear LMHs are 

ubiquitous in the Martian magnetosheath, and their occurrence rate is estimated to be 

approximately 1.5 events per hour based on one-month observations. Compared with 

the ambient plasma, the averaged magnitude of the magnetic field in these holes can 

decrease from 6.8 nT to 3.5 nT. Nearly 66% of events have a 𝐵𝐵𝑚𝑚𝑖𝑖𝑚𝑚 𝐵𝐵⁄  value in the 

range of [0.45, 0.75]. The duration of small-scale MHs is mainly less than 0.4 s. For 

90% of the events, the size along the solar wind flow is less than 𝜌𝜌𝑖𝑖. As the rotation 

angle increases, the occurrence rate of small-scale LMHs decrease. However, the 

𝐵𝐵𝑚𝑚𝑖𝑖𝑚𝑚 𝐵𝐵⁄ , size, and duration of small-scale LMHs have no obvious dependence on their 

rotation an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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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磁通量绳的全球统计研究：Maven 观测 

Maven observations of global Martian magnetic flux rope statistics 

樊津桥 1,2,3, 葛亚松 1,2,3, 黄灿 1,2,3 

1 中科院地质与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E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磁通量绳（Flux Rope）是一种基础的扭曲螺旋状磁场结构，在太阳系的很多

行星系统中都存在广泛的观测。火星由于只存在地壳剩磁而且不存在内禀磁场，

因此火星上磁通量绳的形成机制与地球以及金星都不尽相同。在火星上，不同机

制形成的磁通量绳在火星的离子逃逸、与太阳风相互作用等过程中扮演着不同且

重要的角色，通过对它们的分类研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火星系统物质与能量输

运的理解。在此研究中，我们统计了火星磁通量绳在火星-太阳风电场坐标系

（MSE 坐标系）下的空间分布，通过与前人的理论相对应，对火星上产生磁通

量绳的主导机制做出了判断，并且通过统计火星磁通量绳不同物理特征的空间分

布，给出了其演化的大致图像。； 

上限为 500 字：中文字体为小四号宋体，英文字体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可包括图、表； 

摘要总长度控制在在 1 页纸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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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endence of Venusian magnetic barrier on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orientation 

徐麒 1,徐晓军 1*,谢良海 2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空间天

气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 E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Venusian magnetic barrier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IMF) orientations is investigated using MHD simulations in this study. 
With the upstream IMF inclining gradually towards solar wind flow direction, several 
changes can be seen fro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1) The magnetic barrier is weaker in 
field strength and smaller in spatial scale. (2) The pileup of IMF in front of the planet 
becomes harder as illustrated by the weak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above the ionopause. 
(3) The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is weaker in magnetosheath. (4) The draping pattern 
of magnetic field in Venusian magnetosheath is abnormal during nearly flow-aligned 
IMF, resulting in enhanced diverging of solar wind flow in front of the obstacle Venus. 
(5) The total flow speed in magnetosheath is higher, indicating that less dynamic 
pressure is convected into thermal pressure and magnetic pressure. (6) The total 
pressure applied on the magnetic barrier becomes lower. We suggest the weak 
magnetic barrier under quasi-radial IMF is due to the flow change resulting from the 
magnetic field configuration around Venus, and due to the reduction of the total 
pressure that acts on the magnetic barrier. 

 

Figure 1. The contours of magnetic field strength in X-Y plane (Z=0). The magnetic 
barrier for cases of IMF cone angles equals (a) 15°(b) 45°and (c)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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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E 行星空间环境 

木星磁层三维建模及磁场位形研究 

张彬铮 1 尧中华 2 

1香港大学理学院 地球科学系 

2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木星磁层通常指的是木星大气层顶部至数木星半径的空间区域，包含大量的

中性大气成分和带电粒子，以及高能粒子。受限于观测数据的缺乏，高速旋转的

木星高纬度磁场位形时空分 布特征及其内外部驱动机理尚不明确，导致木星磁

场位形对于高能粒子的分布和极区粒子沉降过程尚未有深入理论研究。本项目拟

聚焦木星磁场位形的基础科学问题，基于已开发的高精度三维的太阳风-木星磁

层耦合模式，从基础磁流体力学理论出发研究太阳风行星际磁场对高纬度木-磁

层的影响，尤其是磁场位形。通过高精度的数值模拟实验，结合最新的机关观测

数据揭示木星磁场位形的分布及其空间环境驱动的物理机理，为未来木星探测卫

星轨道设计，科学目标的提出，以及未来的行星探测项目的规划提供空间环境的

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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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磁层小尺度旋转磁重联及旋转极光 

Small-scale rotating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magnetosphere of 

giant planet  

郭瑞龙 1*, 尧中华 2, 史全岐 1, 魏勇 2 

1 山东大学（威海）, 2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 E—行星空间环境 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地球磁层电离层活动的主要能量和粒子来源是太阳风，但在巨行星上是其天然卫

星的地质活动喷发物以及行星自身强大的共转电场。一方面，巨行星磁层巨大且

快速自转，能产生很强的共转电场，使得太阳风引导的对流电场无法主导巨行星

磁层活动。另一方面，木星和土星系统都拥有能够通过地质活动向磁层喷发二氧

化硫或者水冰的天然卫星，使得这两颗巨行星磁层内存在大量的重离子（硫、氧

等），并且巨大的离心力使得重离子聚集在赤道面附近形成环状磁盘电流片。传

统巨行星磁层模型认为在磁层内磁重联过程只发生夜侧且产生的磁通绳结构向

尾向运动，而太阳风对磁层的压缩效应使得日侧磁盘发展不充分而无法触发磁重

联。我们的研究表明磁重联不仅可以发生在土星日侧磁盘内，磁重联区还可以随

土星旋转，并且以小尺度为主。这些小尺度磁重联结构能够同时分布在各个地方

时区间而不局限于日侧及夜侧。这一模型能够解释旋转极光及旋转的高能粒子团，

也有助于理解巨行星磁层内物质循环过程。 

250



木星磁层-电离层-热层耦合的初步研究：基于 Juno 多仪器数据和模型工具 

A preliminary study of Magnetosphere-Ionosphere-Thermosphere coupling at 
Jupiter: Juno multi-instrument measurements and modelling tools 

Yuxian Wang（王宇贤）1,2,3, Michel Blanc3, Corentin Louis3, Chi Wang（王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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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__E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dynamics of the Jovian magnetosphere is controlled by the interplay of the planet’s 

fast rotation, its main iogenic plasma source and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solar wind. 

Magnetosphere-Ionosphere-Thermosphere (MIT) coupling processes controlling this 

interplay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eir Earth and Saturn counterparts. At the 

ionospheric level, they can be characterized by a set of key parameters (ionospheric 

conductances, electric currents and fields, exchanges of particles along field lines, Joule 

heating and particle energy deposition) from which one can determine (1) how 

magnetospheric currents close into the ionosphere, and (2) the net deposition/extraction 

of energy into/out of the upper atmosphere associated to MIT coupling. We present a 

new method combining Juno multi-instrument data (MAG, JADE, JEDI, UVS, JIRAM 

and Waves) and modelling tools to estimate these key parameters along Juno’s 

trajectories. We first apply this method to two southern hemisphere main auroral oval 

crossings to illustrate how the coupling parameters are derived. We then present a first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morphology and amplitudes of these key parameters for eight 

among the first nine southern perijoves. Our method aims at being extended to more 

Juno orbits to progressively build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Jovian MIT coupling at the 

level of the main auroral o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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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of the Martian Crustal magnetosphere: initial results from MAVEN 
 

Kai Fan1, 2, 3, Markus Fraenz4, Yong Wei1, 2,3, Jun Cui5,6, Zhaojin Rong1, 2, 3, Lihui Chai1, 2,3, 
Eduard Dubinin4 

 

1Key Laboratory of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2College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3Beijing National Observatory of Space Environment,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4Max-Planck-Institute for Solar System Research, Goettingen, Germany. 
5Sun Yat-Sen University,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Zhuhai, China 

6Key Laboratory of Lunar and Deep Space Exploration,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China. 

  

The magnetosphere of a planet is the essential medium through which energy is transferred from 1 

the solar wind to planetary particles. The majority of the solar system planets possess Earth-like 2 

strong intrinsic magnetic fields to form a global magnetosphere that regulates solar energy 3 

transform efficiency. Otherwise, the non-magnetic planet's ionosphere is directly exposed to the 4 

solar wind's erosion, such as Venus. Mars was also considered a non-magnetic planet before. 5 

However, with the help of four years' 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AVEN) 6 

mission observations, we suggest that Mars also holds a localized mini-magnetosphere above its 7 

strong crustal magnetic region on the Martian southern hemisphere. The boundary where crustal 8 

magnetic pressure and plasma thermal pressure balanced the solar wind pressure reaches 1400 9 

km on the Martin dayside, prov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vy Martian ions within the crustal 10 

magnetosphere for the first tim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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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层电场体系驱动的土星与木星电子辐射带形成过程 

The Formation of Saturn's and Jupiter's Electron Radiation Belts by 

Magnetospheric Electric Fields 

 

郝以鑫 1*, 孙翌馨 1, Elias Roussos2, 宗秋刚 1 

1 北京大学, 2马克思-普朗克太阳系研究所 

主题分类：_E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张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existence of planetary radiation belts with relativistic electron components means 
that powerful acceleration mechanisms are operating within their volume. Mechanisms 
that bring charged particles planetward toward stronger magnetic fields can cause their 
heating. On the basis that electron fluxes in Saturn's radiation belts are enhanced over 
discrete energy intervals, previous studies have suggested that rapid inward plasma 
flows may be controlling the production of their most energetic electrons. However, 
rapid plasma inflows languish in the planet's inner magnetosphere, and they are not 
spatially appealing as a mechanism to form the belts. Here we show that slow, global-
scale flows resulting from transient noon-to-midnight electric fields successfully 
explain the discretized flux spectra at quasi- and fully relativistic energies, and that they 
are ultimately responsible for the bulk of the highest energy electrons trapped at Saturn. 
This finding is surprising, given that plasma flows at Saturn are dominated by the 
planetary rotation; these weak electric field perturbations were previously considered 
impactful only over a very narrow electron energy range where the magnetic drifts of 
electrons cancel out with corotation. We also find quantitative evidence that 
ultrarelativistic electrons in Jupiter's radiation belts are accelerated by the same 
mechanism. Given that similar processes at Earth drive a less efficient electron transport 
compared to Saturn and Jupiter, the conclusion is emerging that global-scale electric 
fields can provide powerful relativistic electron acceleration, especially at strongly 
magnetized and fast-rotating astrophysical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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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磁层中偶极化锋面的空间分布:卡西尼观测 

Glob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ipolarization Fronts in the Saturn’s 

Magnetosphere: Cassini Observations 

徐思博 1，黄狮勇 1 
1 武汉大学 

主题分类：_E_, _F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Dipolarization front (DF), characterized by a sharp increase of the south-north 
component of the magnetic field, is suggest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nsferring 
plasmas, magnetic fluxes, and energy in the planetary magnetosphere. Using the 
measurements from the Cassini spacecraft between January 1, 2005 and June 15, 2011, 
we successfully selected 96 DF events, and obtained the global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DFs in the Saturn’s magnetosphere. For the first time, we found that DFs are distributed 
not only in the nightside magnetotail but also in the dayside magnetosphere. The 
dayside DF events are mainly located from X = 10 RS to X = 30 RS (RS is the Saturn’s 
radius) while the nightside events have a wide range, up to X ~ -50 RS. Moreover, the 
DFs are observed to be asymmetric in the south-northern hemisphere: ~ 70% of event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and ~30% of events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hich is 
likely to be due to the asymmetric orbit coverage of the Cassini in south-northern 
hemisphere. The occurrence of dayside DFs provides a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magnetic reconnection could also occur in the dayside of Saturn’s magnetosphere. Thus, 
our results concerning the 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Fs are helpful for the study of 
the site of magnetic reconnection and energy transport/dissipation in Saturn’s 
magnet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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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磁层的不对称性 —— 模拟与结果 

Asymmetric Magnetosphere of Saturn —— Simulation and Result 

 

郑智奇 1, 张彬铮 1, 尧中华 2, 杨剑 3 

1 香港大学, 2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3南方科技大学 

主题分类：__E_, ___F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土星磁层和地球磁层有着很多异同点，因此研究土星的磁层可以加深对地球

空间环境的认识，同时有助于研究太阳系其他行星。在太阳风和行星之间的相互

作用的研究中，磁层边界的研究是一个研究热点，磁层中有很多基本的物质能量

交换过程，影响粒子行为。本研究通过开发三维的全球 MHD 土星磁层模型，模

拟计算了南向稳定太阳风条件下的高精度土星磁层边界层的动力学演化。通过分

析了阳侧太阳风、磁层耦合边界层中的磁场、速度、密度等物理参数，对磁层结

构进行定量分析，得到磁层形态、磁鞘速度和 KH I 的晨昏不对称性以及演化规

律。该研究结果加强了对土星磁层边界层的认识，对理解土星磁层的驱动、和极

光演化具有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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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十米波射电辐射源区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study of source locations of Jovian decametric radio 

emissions 
汪毓明 1*, 郑若冰 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E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十米波射电辐射（DAM）由回旋脉泽不稳定性（CMI）激发，是一种可以遥

感观测，进而了解木星磁层动力学及其与卫星相互作用的重要现象。为了更好的

理解 DAM 相关的物理过程，我们利用 WIND 和 STEREO 多个仪器的多视角观

测数据， 计算 DAM 观测旋转角速度的分布，提出不同类型 DAM 的分类标准，

并拟合计算出源区位置分布、发射角及高能电子能量等参数，进行统计研究。我

们根据 DAM 旋转角速度的分布，以 0.6Ω𝑗𝑗和 0.8Ω𝑗𝑗为标准来判断 DAM 是否与 Io

相关，并用 Io 相位和频谱特征进行验证。结果表明，83%为 Io-DAM 事件，17%

为 non-Io-DAM 事件，且验证分类无误。进一步我们通过木星 DAM 溯源模型，

拟合出 DAM 源区位置主要分布在三个区域，其中南半球两个，北半球一个。non-

Io-DAM 主要分布在昏侧，源于太阳风激发 DAM 的晨昏不对称性。Io-DAM 源

区与 Io 经度差在不同经度区间存在差异，体现木星磁场拓扑结构的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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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tion of the Energetic Electron Flux in Outer Radiation Belt Based on Stacking 
Ensemble-Learning Algorithm 
 

唐荣欣、陶宇豪、陈洲、邓晓华 
Institute of 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31 
 
High energy electrons in planetary radiation belts are a major threat to satellites and 
communications in deep space applications. In order to predict the variations of energetic 
electron fluxes for different energy channels, we proposed a new deep leaning model for 
differential electron flux from 30keV to 4MeV in the Earth’s outer radiation belt based on the 
RBSPA observation data from March 2013 to December 2017. Five deep learning models 
including the deep neural network (DNN),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the 
combination of DNN and CNN, the linear regression, and the gradient lifting decision tree 
model (lightgbm) are selected. We detailedly compared the flux predictions for 20 energy 
levels. The DNN performed the worst overall effect. Th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is effective 
for a short-time prediction but will become worse for a long time prediction. The ensemble 
model is relatively stable and has always performed a better prediction result than other 
independent models. The results will be significantly useful in spacecraft design purposes and 
space weather pre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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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日侧磁盘的等离子体团 

Plasmoid in Saturn’s dayside magnetodisc 

许严 1, 郭瑞龙 2, 尧中华 1,3*, 潘东晓 1, W. R. Dunn 4, 叶生毅 5, 张彬铮 6, 孙翌 

馨 7, 魏勇 1, A. J. Coates 4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比利时列日大学, 3中国科学院大学, 4伦敦

大学学院, 5南方科技大学, 6香港大学, 7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E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等离子体团(plasmoid)是行星磁层中传递磁通和等离子体的关键过程。在地球

上，等离子体团是在“Dungey 循环”磁层环流中传递能量和质量的关键介质。

对于巨行星而言（如土星和木星），等离子体团主要是由与“Vasyliunas 循环”相

关的动力学过程产生的。由于等离子体团的形成与磁重联密切相关，人们普遍认

为具有拉伸磁力线特征的行星磁尾有利于等离子体团的产生。尽管如此，最近的

研究表明，土星日侧磁盘中的磁力线可以被充分拉伸以允许磁重联(Guo et al., 
2018)并产生磁场偶极化现象(Yao et al. , 2018)。这说明在地球只发生在磁尾而非

日侧磁层的基本等离子体过程，却可以发生在土星的日侧磁盘。根据这些最新的

研究，我们从卡西尼数据集中检查了等离子体团的相关特征，并报告了直接观测

到的在土星日侧磁盘的等离子体团。此外，我们还对等离子体团的电子密度的地

方时和径向距离分布进行了统计研究。结果表明，夜侧等离子体团电子密度与地

方时成反比关系。在日侧，我们还发现了地方时中午附近的电子密度峰值。这些

结果与“Vasyliunas 循环”有关的磁层环流图象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 Guo, R. L., Yao, Z. H., Wei, Y., Ray, L. C., Rae, I. J., Arridge, C. S., . . . 
Dougherty, M. K. (2018). Rotationally driven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Saturn’s 
dayside. Nature Astronomy, 2(8), 640-645. doi:10.1038/s41550-018-0461-9. 

[2] Yao, Z., Radioti, A., Grodent, D., Ray, L. C., Palmaerts, B., Sergis, N., . . . 
Roussos, E. J. J. o. G. R. S. P. (2018). Recurrent magnetic dipolarization at Saturn: 
Revealed by Cassini. 123(10), 8502-8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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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层顶剪切流驱动 KHI 不稳定性动力学特性的实验研究 
 
张逍，刘宇，雷久侯 
 
口头报告 
 

磁层顶 Kelvin-Helmholtz 不稳定性(KHI)被认为是太阳风和行星磁层物质传输和能量耦

合的重要物理机制之一。在开展与 KHI 相关的空间非线性物理特性研究时，空间探测技术

存在时空分辨率的限制，无法有效地开展与KHI涡旋结构和电子离子尺度湍流的课题研究。 
我们实验通过设计一种环状同心偏置电极，在实验室稳态等离子体环境下实现 EXB 剪

切流的径向驱动，同时发现这种电极可以通过调控轴向磁场来实现对径向剪切场大小和尺度

标长地有效可控，而在剪切层区域等离子体电子密度不存在明显的密度梯度，并在剪切层区

域探测到新的不稳定性波动。该环状电极的构型设计，能够为后面开展 EXB 剪切流驱动涡

旋结构和动力学湍流特性研究，提供良好的实验等离子体环境。并设计了静电势场涡流探针，

可以有效的探测等离子体涡度空间分布，为分析和研究 KHI 非线性涡流结构提供了可靠的

技术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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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对木星磁层高能粒子的吸收效应 

龙敏义，倪彬彬，曹 兴，罗 琼  

武汉大学 电子信息学院 空间物理系，湖北 武汉 430072 

 

木星的众多卫星浸泡在磁层中，这些卫星对木星磁层中的高能粒子具有很强的吸收效应。该

研究系统地整理卫星吸收效应模型，修正了粒子与卫星的平均相遇时间，考虑了卫星轨道、

粒子的回旋、弹跳和漂移运动对吸收概率的影响。在偶极磁场模型下，给出了卫星轨道处高

能电子和质子平均生命周期的解析表达式。针对木星内磁层 L<10 的四颗卫星（木卫五

（Amalthea），木卫十四（Thebe），木卫一（Io），木卫二（Europa）），我们详细分析了漂移

吸收概率、回旋吸收概率、轨道吸收概率和倾角吸收概率对能量和投掷角的依赖性，以及电

子和质子平均生命随能量和投掷角变化。结果表明粒子的平均生命具有明显的投掷角和能量

依赖性，且相较于其他卫星，Io 卫星对粒子的吸收效应最强。模型给出的平均生命周期可用

于分析木星磁层高能粒子的相空间密度的演化，以及进一步研究木星磁层高能粒子的源、损

失和传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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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上空磁场与等离子体非对称分布 

张天馨 1,2, 张辉 1,2*, 赖海容 3, 钟俊 1,2，刘立波 1,2, 魏勇 1,2, 曹晋滨 4，崔峻 3，

朱昌波 5, 傅绥燕 6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  
3中山大学 大气科学学院 

4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空间与环境学院 

5中国科学院 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6北京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在星体与太阳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关键的控制因素在于星体是否是导体系

统。月球兼具磁化和非磁化天体的特征，从大尺度看月球是非磁化的，向阳面吸

太阳风等离子体，在下游尾迹中产生全球尺度磁场扰动；而从小尺度看，月面剩

余磁场则可以抵挡太阳风轰击，产生区域性磁场扰动。我们利用卫星 Lunar 
Prospector 和 ARTEMIS 探究月球周围磁场和等离子体环境，发现月球上空几十

公里至千公里范围内，磁场和等离子体都具有非对称分布，并且这种分布受到太

阳风对流电场的控制：在对流电场指向的一侧，太阳风等离子体聚集，并且磁场

扰动更为强烈。结合观测和模拟，我们发现了在太阳风对反射粒子的拾起作用造

成了磁场增强，而在反射粒子的影响下，上游的太阳风也发生了偏转，由此造成

了尾迹结构的扭转。这种反射粒子引发的等离子体和磁场的非对称扰动是小尺度

磁性天体同太阳风相互作用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一成果对研究小尺度磁性天体

（如小行星或彗星）与太阳风相互作用具有普适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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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H 波动散射效应的参量化分析 

娄悦群 1，倪彬彬 1,2，曹兴 1，顾旭东 1，付松 1，项正 1 
1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空间物理系，湖北，武汉，430072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安徽，合肥，230026 

本文利用动理学理论和准线性理论对 ECH 波动特性进行了细致的参量化研

究，详细分析了波动的线性不稳定性和电子散射效应对背景电子密度、磁场强度、

热电子占比以及损失锥深度与宽度五个重要参数的依赖性。结果表明，波动增长

率和色散关系皆对电子密度、磁场强度以及热电子占比有较强依赖性；而损失锥

深度与宽度主要影响增长率的大小。波动增长率峰值频率随电子密度增大而增大，

随磁场强度和热电子占比的增大而减小，而对损失锥参量的变化无明显响应。

ECH 波主要对百 eV 至数 keV 的电子起散射作用，其中对低投掷角电子主要进行

投掷角散射，对高投掷角电子主要进行能量散射。随电子密度的增大，波动散射

系数变强；随磁场强度和损失锥深度的增大，波动对电子的散射作用减弱；随热

电子占比增大，波动散射系数先减小后增大；随损失锥宽度的增大，波动散射系

数先增大后减小。此外，与投掷角散射系数相比，参数的变化对能量散射系数的

影响更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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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Study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olarization for Saturn Narrowband Emissions 
Siyuan Wu1, Shengyi Ye1, G. Fischer2, Jian Wang1, Minyi Long3, J.D. Menietti4,  B. Cecconi5,  
W.S. Kurth3 
 
Narrowband emissions (NB) are radio emissions observed at Saturn and have been studied 
for many years for its generation mechanism, source location, and other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work, we stud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polarization of NB using Cassini Radio and Plasma 
Wave Sciences (RPWS) data and goniopolarimetric data obtained through an inversion 
algorithm with a preset source located at the center of Saturn. From January 1st, 2004 to 
September 12th, 2017, NB were selected automatically by a computer program and 
rechecked manuall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shows a preference for high latitude and intensity 
peaks in the region within 6 Saturn radii (R𝑠𝑠) for both 5 kHz and 20 kHz NB. 5 kHz NB also 
show a local time preference roughly in the 18:00 to 22:00 sector. The Enceladus plasma toru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NB to propagate to the low latitude regions outside the plasma torus. 
The extent of the low latitude regions where 5 and 20 kHz NB were never observed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orresponding plasma torus density contour in the meridional plane. The 
20 kHz NB show a high circular polarization while 5 kHz NB are less circularly polarized with 
|𝑉𝑉| < 0.6 for 80% of the cases. And cases of 5 kHz NB with high circular polarization are 
more frequently observed at high latitude especially at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edges of 
the Enceladus plasma toru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intensity characteristics of 5 kHz and 
20 kHz Z mode NB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arlier studies, which indicates a source region 
interior to the plasma torus. The 5 kHz NB emissions observed at low latitude outside the 
plasma torus are either mode converted from Z mode at the outer boundary of the plasma 
torus or reflected by Saturn’s magnetosheath during solar wind compressions. Likely sources 
of NB emissions are the intense electrostatic upper hybrid waves at the boundary of the 
plasma torus and the Z-mode waves observed interior to the plasma torus.. Throughout the 
Cassini mission, 92 (23) events of 5 (20) kHz Z mode NB were observed, with less polarizatiion 
than their L-O mode counterparts. 
 

Corresponding author yesy@sustech.edu.cn 
1Department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Guangdong, China 
2 Department of Space Physics, School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China 
3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University of Iowa, Iowa City, IA, USA 
4 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Graz, Austria 
5 LESIA, Observatoire de Paris, Universit ́e PSL, CNRS, Sorbonne Universit ́e, Universit ́e de 

Paris; Meudon,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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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表中性原子和水的观测研究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energetic neutral atoms and water on the 

lunar surface 
王慧姿 1，史全岐 1*，张江 1，郭瑞龙 1, 肖超 1，乐超 2，谢良海 3，田安民 1，陈

剑 1，柏诗晨 1，刘吉 1，商文赛 1，张爱兵 3，宗秋刚 2，魏勇 4，尧中华 4，付晓

辉 1，刘建忠 5，凌宗成 1，傅绥燕 2，孙为杰 6，张辉 4，刘文龙 7，夏利东 1，濮

祖荫 2 
1山东大学（威海）空间科学研究院, 2北京大学, 3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 4中国科学

院地质与地球所, 5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6密歇根大学，7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分类：_E 行星空间环境_,_A 行星表面地质过程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月球每月有大约四分之三的时间位于太阳风中，约四分之一的时间在地球磁

尾中。我们利用嫦娥四号玉兔号月球车搭载的中性原子探测仪（Chang’E-4 
ASAN）、西弥斯-阿尔西弥斯飞船静电分析仪（THEMIS-ARTEMIS-ESA）、月亮

女神飞船磁场与等离子体实验仪器（KAGUYA-MAP-PACE）、月船一号飞船月球

矿物绘图仪（Chandrayaan-1-M3）的数据，研究了当月球位于太阳风时，月球背

面南极-艾肯盆地内嫦娥四号着陆区的月球表面高能中性原子的时间变化；当月

球位于地球磁尾时，月球表面水的空间分布及时间变化。结果如下：（1）ASAN
在晨侧观测到的高能中性原子通量明显高于昏侧，在昏侧观测到的高能中性原子

通量降低可能是微磁层的屏蔽效应造成的。（2）模拟结果表明，当月球进入磁尾

时，由于月球表面产水的来源（太阳风）被地球磁尾屏蔽以及月表水的热扩散损

失，月表水含量会降低约 64%，然而我们利用 M3 的数据对比了中高纬地区磁层

内外月球表面水含量的变化，并没有观测到月表水含量的减弱，而是位于磁层内

外时的水含量相当。据此，我们提出地球风可能对在磁层内时的月球水进行了补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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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Eastward current in the inner magnetosphere of Mercury 

主题：E—行星空间环境 

报告类型：张贴报告 

作者：Zhen Shi and Zhaojin Rong 

摘要： 

By doin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agnetic field data measured by MErcury Surface, Space Environment, 
GEochemistry, and Ranging (MESSENGER) from 2011 to 2015, it’s found that there is an eastward 
current (ECT) in the nightside inner magnetosphere of Mercury. The eastward current is forming a ring 
equatorially by connecting with the subsolar Chapman-Ferraro current (C-F current). By dividing the 
data in northward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IMF) and southward IMF categories, it’s found that the 
ECT is much more significant when the IMF is northward. The ECT is also shown in a hybrid simulation 
which only take the protons and electrons from the Sun into account. In the simulation, a plasma belt is 
formed near the equator. The ECT is mainly coming from the outward pressure gradient of that plasma 
belt.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instruments, the pressure gradient cannot be derived from 
observation directly.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quasi-trapped ion and electron populations has been done. 
The ECT is mainly locating at the edge of those populations. This pattern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ECT is formed from the outward gradient of the inner edge of the plasma b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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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research on the dawn-dusk asymmetry of 

Energetic Neutral Atom observed by Chang’E-4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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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E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Energetic neutral atom (ENA) is the production of the interaction of solar wind, 
micrometeorite, and other things with the surface of small planetary bodies. Using the 
observation data from Chang’E-4 mission, recently we find that the ENA in the lunar 
surface shows a dawn-dusk asymmetric distribution. According to the basic plasma 
theory and the background environment of the moon, this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asymmetry of solar wind protons impacted on the lunar surface. Thus, in this study, 
using the test particle simulation method based on python, we research the 
relationship of protons in the solar wind and energetic neutral atom in the lunar 
surface numerically. And my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unar surface should receive the 
same number of protons in the stable space; 2) the plasma with higher bulk velocity in 
some specific space weather events, will cause the number of impacted protons 
enhances; 3) because of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ENA, our results reveal that this 
dawn-dusk symmetry may cause by some plasma with higher bulk velocity; 4) I also 
provide the velocity distribution of protons in different timezones. This study will 
improv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unar environment and some physical processes 
near the m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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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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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Electron cyclotron harmonic (ECH) waves are ubiquitous in the planetary 
magnetosphere. They are known to be effective in precipitating electrons into the loss 
cone and generating diffuse aurora. In this paper, we report the first observation of 
quasi-periodic rising and falling tone ECH waves in Saturn’s magnetosphere using the 
RPWS instrument data onboard the Cassini spacecraft. Six falling tone ECH wave 
events and one rising tone ECH wave event were detected. For the events analyzed, 
ECH waves occur at L < 9  near the magnetic equator. The wave element properties 
are compared with those observed on Earth. The duration of falling tone ECH waves 
is roughly on the order of minutes or seconds while rising tone ECH waves last 
around seconds. Our findings reveal interesting features of the ECH wave properties 
at Saturn, which should be helpful to understand the wave generation better and 
evaluate their potential effects on particle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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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值理论评估 900 年欧洲极光记录 

Evaluation of the 900-year European auroral records with extreme value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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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An explicit proxy of solar activity on the Earth is the auroral displays. The auroral 
oval can extend to lower latitudes during geomagnetic storms triggered by explosive 
solar activities. The lower the latitude of auroral is, the stronger the solar activity is. 
Systematic auroral records in Europe (mainly central Europe with geomagnetic latitude 
lower than 55°) can be dated back to 1000 AD and can be used to manifest solar activity 
in the past millennium. However, the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the 6262 auroral records 
during 1000 and 1900 AD is seriously uneven, with 85.6% of the records appeared after 
1700 AD. Here we use the extreme value theory (EVT) to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characterizing the solar activity with the auroral records before 1700 AD. Applications 
of the EVT with two timescales indicate that the 100-year auroral frequency are 28.0 
[21.2, 36.9] before 1700 AD and 181.6 [125.3, 261.6] after 1700 AD. The predictions 
of both the 50-year and 100-year auroral frequencies before 1700 AD agree well with 
the solar activ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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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频波动驱动木星极光—哈勃太空望远镜与朱诺号飞船的

联合观测 

Ultralow-Frequency Waves in Driving Jovian Aurorae Revealed by 

Observations From HST and Ju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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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Large-scale electrical currents and Alfvénic waves are the two main drivers 
responsible for producing planetary aurorae. The relative contribution of each process 
is a central question in terrestrial auroral science, and poorly understood for other 
planets due to the relatively rare opportunity of in-situ spacecraft measurements. Here, 
we present observations of Jupiter's aurorae from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HST) 
contemporaneous with Juno magnetometer measurements in the magnetosphere. For 
three successive days, we found that the magnetospheric ultralow-frequency (ULF) 
wave activity (with periods of 1–60 min) was correlated with auroral power. This was 
especially true for the Alfvénic modes. We further perform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based 
on HST visits during Juno's third and seventh orbit, which revealed a systematic 
correlation between ULF wave and auroral activity. Our results imply that Alfvénic 
wave power could be an important source in driving Jupiter's aurorae, as theoretically 
predi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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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magnetic Emission Driven by Electron Beam Instability in the Jovian Po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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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Upward energetic electron beams are often observ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plasma 
wave emission in the Jovian polar regions, where the electron cyclotron frequency 
$\Omega_{\mathrm{ce}}$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plasma frequency 
$\omega_{\mathrm{pe}}$. This study gives a comprehensive wave and instability 
analysis in the extreme plasma environment with 
$\Omega_{\mathrm{ce}}\gg\omega_{\mathrm{pe}}$. We find that energetic electron 
beams can effectively drive the electron acoustic/magneto-acoustic instability. The 
excited electron acoustic/magneto-acoustic waves distribute from parallel direction to 
highly-oblique direction, and their wave frequencies are always below the plasma 
frequency. These waves are electrostatic at parallel propagation, and exhibit the 
electromagnetic polarization at oblique propagation. These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re 
qualitatively consistent with main observed features of electromagnetic fluctuations in 
the Jovian polar regions. \textbf{Therefore, we propose that upward electron beam-
driven electron acoustic/magneto-acoustic waves can contribute to the plasma wave 
emission in the Jupiter's polar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the energetic electron beam-
driven electron acoustic/magneto-acoustic waves may exist in the Saturn's polar regions 
and the solar flare loops, where the extreme plasma condition 
$\Omega_{\mathrm{ce}}\gg\omega_{\mathrm{pe}}$ is satisfied in these plasma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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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The generation of Pc4‐5 ultralow frequency (ULF) waves after interplanetary shock‐
induced electric field impulses in the Earth's magnetosphere is studied using Van 
Allen Probes measurements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rst 
impulses and subsequent resonant ULF waves. In the dayside, the relevant time scales 
of the first impulse is correlated better with local Alfvén speed than with local 
eigenfrequency, implying that the temporal scale of the first impulse is more likely 
related to fast‐mode wave propagation rather than local field line resonance. There are 
only 20 out of 51 events with narrow‐band poloidal ULF waves induced after the first 
impulse, showing a higher chance for ULF wave generation at the locations where the 
impulse equivalent frequency scale matches the local eigenfrequency.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hock‐related ULF wave can be excited in the magnetosphere on condition 
that shock‐induced impulse has large enough amplitude with its frequency matching 
the local eigen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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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tension in the generalized Ohm’s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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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Magnetic reconnection that can explain many explosive energy conversion 

phenomena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subject in space physics. During the process of 

magnetic reconnection, the frozen-in condition, under which magnetic field and plasma 

are frozen-in, is broken. The so-called generalized Ohm’s law replaces the normal 

Ohm’s law in frozen-in condition and can effectively explain the details of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this study, we point out that a term that is usually ignored in the 

generalized Ohm’s law ca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some magnetic processes. We call 

this term the current tension term. In some cases, the magnitude of the current tension 

term is greater than the electron inertia term near the electron diffusion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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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Magnetic reconnection is a fundamental and important physical process which can 
release magnetic energy and change magnetic topology. A statistic study of reconnected 
magnetic field lines has been carried out by the Cluster spacecraft 1 during 132 current 
sheet crossing events. We calculated the values of |Bn/B|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reconnection site to describe the loosing process of magnetic field line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current sheets in ion diffusion regions have small values of |Bn/B|. As the 
distance from reconnection site increases, the reconnected magnetic field lines relax, 
and subsequently have relatively large values of |Bn/B|. However, such large values of 
|Bn/B| are found to be closely related to open magnetic field lines that connect the 
Earth’s magnetosphere and the solar wind. This conclusion can probably be applied to 
determine the open magnetic field lines associated with reconnection on other planets, 
such as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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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Abstract. In this letter, the evolution patterns of the structures of giant undulations 

(GUs) during geomagnetic storms are statistically studied for the first time, based on 

aurora images during 2005-2019. The GUs mainly occur within ~4 hours follow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storm main phase and finish in ±4 hours around the storm peak. 

The most interesting feature is that the antisunward edges of GUs appear wit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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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ain range (18-19.5 MLT) during their lifetime. The latitudinal amplitudes of GUs 

(AGU) peak at 200-300 km while the azimuthal wavelengths (WGU) occupy several 

discrete values between 100 and 900 km. Both AGU and WGU are proportional to the 

strength of the storms, and AGU is also proportional to WGU.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GU and WGU between pre-dusk and post-dusk 

sectors. These results would provide both statistical insight for mechanisms of 

dynamic auroral structures and data sources for validating 

magnetosphere-plasmasphere-ionosphere coupling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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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等离子体介质分界面上 RCS 的研究 

Study on RCS of plasma dielectric interface i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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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E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行星空间环境探测是人类认识空间环境的必要措施。而星载等离子体

成像雷达能够呈现一个更大范围的空间等离子体分布，对于空间环境探测具有重

要的意义。雷达的最终目的时为获取雷达目标信息，包括雷达目标尺度信息与雷

达目标特征信息两部分。目标的雷达散射截面（RCS）是雷达目标特征信息中最

重要的物理参数之一，其表征了雷达目标对照射电磁波的散射能力。而 RPI, 

MARSIS, DSX 等星载宽带扫频步进雷达的探测目标主要是空间等离子体分布，

目标没有明显的轮廓或外边界，因此，空间等离子体的间断面、边界层、密度变

化较大的区域等能造成雷达信号后向散射的都可以成为探测目标。本研究从

Appleton-Hartree 公式出发，对空间等离子体分界面的等效 RCS 建模，并在此基

础上构建雷达方程，为星载等离子体成像雷达的回波功率计算打下基础。 

关键词：行星空间环境，RCS，分界面，雷达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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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os-induced resistivity in collisionless reconnection region with 

magnetic island-chai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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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Magnetic reconnection is widely believed t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various eruptive 
phenomena of space and astrophysical plasmas. However, one of puzzling problems 
to understand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of anomalous resistivity, which is necessary 
for an effective magnetic energy conversion in collisionless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the current sheet, the magnetic zero points act as scattering centers where charged 
particles describe chaotic motion, which is one of possible mechanisms for anomalous 
resistivity, called the chaos-induced resistivity. A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have 
revealed that a collisionless reconnection current sheet usually is unstable and evolves 
into a chain of magnetic islands, that is, the so-called island-chain structure with 
alternate X and O points. By using the test particle simulation, the chaos-induced 
resistivity is calculated in the regions around X points and O points,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aos-induced resistivity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X-type 
region and can b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type region by a order of 
magnitude for the wide parametric range. This distribution feature of the 
chaos-induced resistivity is consistent with the dissipation feature of collisionless 
reconnection current sheets predicted by previous simulations about their dynamical 
evolution, in which the locally enhanced dissipation occurs mainly in the X-type 
region. This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chaos-induced resistivity can possibl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nomalous resistivity in collisionless 
reconnection current sheets. This work will be helpful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magnetic energy dissipation of occurring in collisionless reconnection regions as well 
as the dynamical evolution of reconnection current sh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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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本文报道了 Arase 卫星与 RBSP-A、RBSP-B 卫星在不同纬度位置同时观测

到 AKR 波的案例，并根据这些卫星所观测的 AKR 波谱分别选了 270kHz、350kHz、

500kHz 的 AKR 波，用射线追踪的方法模拟了它们从高纬度的源区出发向低纬度

区域传播的过程。模拟时采用了实际的地磁活动指数和 GCPM 全球等离子体密

度模型。模拟结果显示，这些频率范围内的 AKR 波可以在观测时的地磁条件下

从源区出发传播到当时位于较高纬度的 Arase 卫星所在位置。350kHz 及更高频

率的 AKR 波可以进一步传播到更低纬度的区域，其中 350kHz 的 AKR 波恰好

穿过 RBSP 卫星当时所在位置。而较低频率（例如 270kHz）的 AKR 波被等离子

层顶反射后无法到达低纬度区域，这些数值模拟结果与卫星观测结果相一致，证

明高纬度源区产生的 AKR 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传播到低纬度甚至赤道区域，从

而丰富了辐射带电子动力学研究的背景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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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uge magnetosphere of Jupiter is believed to be driven by different sources. 
Some dynamic activities which involve the reconfiguration of Jovian magnetotail seem to 
resemble the tail reconnection and substorm process occurring at the Earth. The occurrence 
of Jovian substorms has been inferred from observations of northward and southward 
turnings of the near-tail magnetic field, energetic particle bursts and Jovian auroral activity. 
However, the physical processes of Jovian substorms are far from fully understood, due to 
limited observations. Here we review the elements that compose a Jovian substorm and 
recent advances of observations and results regarding Jovian subst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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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ubstorms and its effect on the ring current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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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magnetic substorm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solar wind-magnetosphere energy coupling processes. 

Previous studies showed that the significant enhancement of ring current was related to geomagnetic 

storms while few studies have examined substorm effects on the ring current dynamics.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e ring current variation during non-storm time (SYM-H > -50 nT) substorms, especially 

during super-substorms (AE > 1000 nT). We first performe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ubstorms with 

different intensities occurred from 1982 to 2012. We investigated the substorm occurrence rate, the time 

evolution of solar wind and geomagnetic parameters as well as the SME, SMU and, SML indices during 

these substorms by using OMNI and SuperMag networks dataset. We find that substorms more frequently 

occur during solar declining phases and in spring and autumn due to the Russel-McPherron effect. The 

superposed SME index shows a double-peak near midnight and dusk during super substorms, standing 

for comparable eastward and westward electrojets. We suggest that there is an extra current wedge during 

super substorms located near the dusk. Then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ing current plasma pressures 

and number flux of various ion species under different substorm conditions based on Van Allen Probe 

observations are presented. The plasma pressure and ion fluxes of ring current increased dramatically 

during super-substorms, while little change can be observed for substorm with AE < 1000 nT. The results 

shown in this study indicate that the non-storm time super-substorm may also hav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ring current. The results presented in this study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substorm characteristics with different intensities and may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auroral electrojets in the ionosphere and the ring current in the magnet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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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North Asymmetry of Proton Density Distribution 

in the Martian Magnetosheath 

J. Wang1, X. Xu2, J. Yu1 and Y. D. Ye2 
1 Planetary Environmental and Astro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PEARL),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hina  
2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unar and Planetary Science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o, China  
2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hina 

主题分类：__ E—行星空间环境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Based on the 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AVEN) measurements, 

we statistically analyze the global distribution of protons in the Martian magnetosheath. 

Our statis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ton number densities has a 

south-north asymmetry. This south-north asymmetry is most likely caused by the south-

north asymmetric distributions of the crustal magnetic fields at Mars. The strong crustal 

magnetic fields push the inner boundary of magnetosheath to a higher altitud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Due to the outward movement of the inner boundary of the 

magnetosheath, a compressed magnetosheath forms and subsequently leads to the 

increase of proton number densities, the thermal pressure, and the total pressure. 

Eventually, it achieves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creased total pressure inside the 

magnetosheath and the increased magnetic pressure inside the induced magnetosphere. 

Our statistical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rustal magnetic fields at Mars can strongly affect 

the distributions of proton number densities in the Martian magnetosh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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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空间磁场重联 

Magnetic reconnection in Mercury’s magnetosphere 

钟俊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水星弱行星磁场受轨道处强太阳风的驱动，形成太阳系中尺度最小且动力学

过程最活跃的行星磁层。类似地球，磁重联是驱动水星磁层动力学过程的重要机

制。强行星际磁场和高阿尔芬速度导致磁重联比地球空间更加高效，重联特征有

所不同。由于“信使”号等离子体仪器探测的限制，对水星空间磁重联的直接观

测研究仍较少。报告将展示水星空间磁重联的典型观测事例，分析磁重联的统计

特征及电流片磁结构，探讨磁层顶大尺度通量传输事件和磁尾磁通量绳的形成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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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SENGER 观测到的水星亚暴期间磁能的多次释放过程

邵鹏 马永辉 沈超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理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55

主题分类：__E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磁层亚暴是发生在行星空间中能量储存和释放的过程，常常伴随有磁场偶极

化、等离子体片的变薄和增厚、磁通量绳的形成以及等离子体团抛射等现象。最

新的MESSENGER的观测数据证实水星亚暴活动的增长相和膨胀相的平均持续

时间都约为 1分钟。本研究介绍了 MESSENGER在一次水星亚暴膨胀相期间观

测到的多次离散和短时间尺度的磁能耗散过程。此次亚暴事件膨胀相的持续时间

约为 4分钟，在此期间，观测到了三次磁场偶极化现象，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磁场

的北向分量是阶梯式的依次增强，同时在每个偶极化过程中，磁感应强度都有明

显的下降，这意味着磁能的释放，而且释放过程是间歇性的。我们认为造成这一

现象最可能的原因是水星中远磁尾处的多次磁场重联过程所产生的指向太阳的

高速流在水星近磁尾所引起的磁堆积效应。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水星磁层亚暴

的持续时间比地球磁层亚暴的持续时间短得多，但其膨胀相期间的能量释放过程

也很可能是由多次离散的局部瞬态过程所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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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星内秉偶极磁场结构的新分析 

戎昭金 1, 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E___, __C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早期水星 10 号探测表明水星是有全球偶极磁场的。2011 年信使号飞船入轨

对水星作了长达 4 年的绕轨探测。然而，由于水星空间存在诸多局地电流，且飞

船轨道高度变化的，所以传统的球谐分析并不能直接应用到飞船数据来分析水星

的内秉磁矩。通过一些较为繁琐的处理手段，比如通过分析近水星的磁尾电流片

偏离位置，利用磁层模型扣除磁层外部磁场等，人们发现水星的全球磁偶极矩为

195 nT*RM^-3, 偶极倾角低于 3°，偶极中心向北偏移了 480km。 不同于以往

的研究，我们利用自主开发的技术方法可有效实现对偶极磁场多参数的剥离，避

免多参数同时拟合的困难。利用该方法，对不同高度，不同纬度，不同地方时的

信使号磁场探测数据进行偶极子拟合，一致地确定了水星全球偶极磁场的物理参

量。 并与前人结果进行了比对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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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unar magnetic flare on the nightside of the Moon

徐晓军 

主题分类：__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with the lunar magnetic anomalies (LMAs) on the dayside 
produces some special structures and phenomena. A mini-magnetosphere including bow 
shock and magnetosheath is expected to be formed. Lunar swirls are also a result of the 
LMA stand-off the solar wind particles. Diamagnetic clouds in the lunar wake can be 
generated due to the particle reflection by the LMAs. Whether the LMAs can be extended 
to form a similar structure to the Earth's magnetotail is still an open question. Here we 
report a brand new phenomenon caused by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with the lunar 
magnetic anomaly on the lunar nightside. Small scale dynamos in the form of current sheet 
in the solar wind can provide magnetic energy to the LMAs on the nightside of the Moon 
where there is almost no plasma and make the LMAs suddenly extend to a very high 
altitude. After the passing of the dynamo, the LMA recovers. In this way, a lunar magnetic 
flare is cre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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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张衡一号卫星的全球地磁场建模 

The CSES Global Geomagnetic Field Model (CGGM): An IGRF type 

global geomagnetic field model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Seismo-Electromagnetic Satellite 

杨艳艳 1,申旭辉 1*, Gauthier Hulot2, 泽仁志玛 1，周斌 3，Pierre Vigneron2，Werner 
Magnes4, Nils Olsen5, Lars Tøffner-Clausen5，黄建平 1，张学民 6，袁仕耿 7，王兰

炜 6，程炳均 3，Andreas Pollinger4, Roland Lammegger8，戴建平 9，林军 10，郭

峰 1，于靖波 11，王婕 1，吴迎燕 6，赵旭东 12，朱兴鸿 7，崔静 1 

1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2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3中国科学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4奥地利科学院空间科学研究所，5丹麦科技大学，6中国地震局地

震预测研究所，7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8格拉茨技术大学，9北京特种工程设计研

究院，10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11河北地质大学，12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E___, __ K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Using magnetic field data from the China Seismo-Electromagnetic Satellite 
(CSES) mission, we derive a global geomagnetic field model, which we call the 
CSES Global Geomagnetic Field Model (CGGM). This model describes the Earth’s 
magnetic main field and its linear temporal evolution over the time period between 
March 2018 and September 2019. As the CSES mission was not originally designed 
for main field modelling, we carefully assessed the ability of the CSES orbits and data 
to provide relevant data for such a purpose. A number of issues were identified, but an 
appropriate modelling approach could be found to mitigate these. The CGGM model 
appearing to be of high enough quality, it was next used as a parent model to produce 
a main field model extrapolated to epoch 2020.0, which was eventually submitted on 
October 1, 2019 as one of the IGRF-13 2020 candidate models. This CGGM 
candidate model, the first ever produced by a Chinese led team, is also the only one 
relying on a data set completely independent from that used by all other candidate 
models. A successful validation of this candidate model was performed by comparison 
with the final (now published) IGRF-13 2020 model and all other candidate models. 
Comparisons of the secular variation predicted by the CGGM parent model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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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l IGRF-13 2020-2025 predictive secular variation also revealed a remarkable 
agreement. These comparisons reveal that despite the current limitations of the CSES 
magnetic data, both the CGGM IGRF 2020 candidate model and the secular variation 
predicted by the CGGM model could in principle be used in a similar way as the 
official IGRF-13 2020 and predictive secular variation models for the coming 
2020-2025 tim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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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在 Matuyama-Brunhes 古地磁逆转过程中的太阳风-气

层相互作用 

Simulating the Solar Wind-Magnetosphere Interaction During the 

Matuyama-Brunhes Paleomagnetic Reversal 

宫凡 1,2, 於益群 1,2*, 曹晋滨 1,2*, 魏勇 3*, 高佳维 3, 李晖 4，张彬铮 5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空间与环境学院, 2工信部空间环境监测与信息处理重点实验

室, 3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4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空间天气

国家重点实验室, 5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 

主题分类：_E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During a paleomagnetic reversal, Earth's geomagnetic field is about 10% of today's  
magnitude and its topology is far more complex than multipoles. Revealing the solar 
wind energy transmission during the reversal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space environment. With a global MHD model, for the first time, 
implemented with a reconstructed paleomagnetic field, this study simulates the solar 
wind-magnetosphere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last Matuyama-Brunhes reversal occurred 
about 780,000 years ago. As the magnetosphere shrinks in the midst of the reversal, the 
stand-off distance of the subsolar magnetopause approaches as close as 3 Re. Moreover, 
as multiple magnetic reconnection sites emerge due to irregular geomagnetic 
configuration, opening up many channels on the magnetopause surface for the solar 
wind to access, the energy transmission efficiency through the magnetopause 
maximizes. This implies that the geomagnetic reversal may threaten the space-borne 
assets and ultimately affect the Earth’s atmosphere and the bi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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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等离子体层顶受月相的调制 

The Earth’s plasmapause is modulated by the lunar phase 

 

肖超 1, 何飞 2, 史全岐 1,*, 刘文龙 3, 田安民 1, 乐超 4, 郭瑞龙 1 
1 山东大学，空间科学研究院, 2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3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 4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_D__, __E___, __F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的潮汐现象在地表、海洋、大气层以及电离层都广泛存在。本工作通过

分析 1977-2015 年的长时段电子等离子层顶数据库以及 2000-2002 年的离子等离

子层顶数据库，发现电子和离子等离子层顶都受到月相一定程度的调制，可能与

潮汐作用有关，本工作对其中的详细机制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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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外辐射带中静电电子回旋谐波与高能电子 

相互作用事件研究 

A Case Study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ECH Waves and Energetic 

Electrons in Earth’s Outer Radiation Belts 

 

杨奇武 1,2 

1 长沙理工大学, 2近地空间电磁环境监测与建模湖南省普通高校重点实验室（长

沙理工大学） 

主题分类：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在地磁活动条件下，强静电电子回旋谐波(ECH)可以在地球外辐射带中激发，

可以与高能电子发生相互作用。在本文中，我们使用自范艾伦探针观测的真实波

谱和电子数密度数据通过定量地计算增长率和弹跳平均扩散系数研究了两个强

ECH 波事件(L~5.8)。结果显示，较高谐波带中的强 ECH 波的扩散率在电子能量

为 200eV~2keV 赤道投掷角达 50°的范围同样能超过 10-4s-1。这表明增强的 ECH

波可以产生足够的高能电子散射损失，可能有助于弥散极光和电子薄饼状分布的

形成。 
Strong electrostatic electron cyclotron harmonic(ECH) waves can be excited in 

outer Earth’s radiation belts during geomagnetic active conditions，and can interact 
with energetic electrons. Here, we investgate these two strong ECH waves events(L~5.8) 
by quantitatively calculating growth rates and bounce‐averaged diffusion rates using 
realistic wave spectral data and electrons number density data from Van Allen Probes 
observ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usion rates of strong ECH waves in higher 
harmonic bands also can exceed 10-4s-1 for 200eV~2keV with equatorial pitch angle 
even up to 50°. This suggests that enhanced ECH waves can produce efficient scattering 
loss of energetic electrons, potentially contributing to the formation of diffuse aurora 
and electron pancak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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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行星盘中对行星形成的观测 

Observing Planets Formation in Protoplanetary Disks 

董若冰 1 

1 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 

主题分类：__F___, __G___, _____ 

摘要正文： 

Planets form in gaseous protoplanetary disks surrounding newborn stars. As such, the 
most direct way to learn how they form from observations, is to observe them forming 
in disks. In the past, this was difficult due to a lack of observational capabilities, and 
planet formation was a subject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Now, thanks to a fleet of new 
instruments with unprecedented resolving power that have come online in the past 
decade, we have started to unveil features in resolved images of protoplanetary disks, 
such as gaps and spiral arms, that are likely associated with embedded (unseen) planets. 
By comparing observations with theoretical models of planet-disk interactions, the 
properties of still forming planets may be constrained. Such planets help us test planet 
formation models. This has opened a new field: observational planet formation. I will 
introduc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is field, and highlight som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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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al diagnostics of planet formation 

Gregory Herczeg ,  Bai Xuening 

KIAA/PKU 

主题分类：__F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

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
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

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ALMA is providing us with hints of how planets form, with features in 

gas and dust that may relate to existing planets or the physical 

processes that form planets.  In this talk, I will discuss recent 

investigations into planet formation using ALMA, including our 

ALMA survey revealing diversity in substructures of protoplanetary 

disks.  I will also discuss prospects for measuring formation of 

planets across the wavelength spect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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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星云演化史的古地磁学研究 

History of the Solar Nebula from Paleomagnetism 

白雪宁 1* 

1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__F__, __B__, __H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Magnetic fields play a central role in driving accre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olar nebula 
and protoplanetary disks (PPDs). While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are so far unable to 
infer magnetic fields in PPDs, paleomagnetism offers a powerful alternative. I will 
discuss recent advances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magnetism in the solar nebula and 
PPDs. Paleomagnetic measurements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fields of ~0.5G at ~1-3 
AU from the Sun and ≳0.06 G at 3-7 AU until about 1-3 million years (Ma) after 
solar system formation,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ed field strength for typical 
protostellar accretion rates of ~10^(-8) M⊙ per year. Paleomagnetic studies also 
indicate fields <0.006 G and <0.003 G in the inner and outer solar system by 4-5 Ma, 
respectively, consistent with the nebular gas having dispersed by this time and 
compatible with the typical lifetimes of extrasolar PPDs. 
 
This talk is based on the recent review paper: 
https://advances.sciencemag.org/content/7/1/eaba5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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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 Dynamics and Substructures in Outer Regions of 

Protoplanetary Disks 

崔灿 1, 白雪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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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Gas dynamics regulates the formation, evolution, and dispersal of the protoplanetary 
disks (PPDs). While global simulations for inner regions of PPDs are carefully 
performed, those for outer regions of PPDs either lack adequate numerical resolution 
or spatial dimension to properly resolve the magneto-rotational instability (MRI). In 
this work, we study the gas dynamics in outer PPDs by conducting global 3D non-ideal 
MHD simulations with Athena++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tatic mesh refinement 
module to resolve the MRI turbulence. We find that spontaneous magnetic flux 
concentration are produced in all simulations, leading to radial variations in turbulence 
levels, stresses, and accretion rates.  While magnetic flux concentration are proved to 
be a robust phenomenon, they present diverse properties, such as radial migrations, 
amount and widths of flux sheets, and MRI dynamo actions,  when incorporating 
different disk magnetizations and Ambipolar Elsasser numbers. Annular substructures 
arise as a nature consequence of magnetic flux concentration, and its physical origin is 
briefly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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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断原行星盘的全局模拟 
Global simulations of Truncated Protoplanetary disks 

杨海峰 1, 白雪宁 1,2 

1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2清华大学天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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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It has recently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evolution of protoplanetary disks is primarily driven 
by magnetized disk winds, requiring large-scale magnetic flux threading the disks. The size of such 
disks is expected to shrink in time, as opposed to the conventional scenario of viscous expansion. 
We present the first global 2D non-ideal magnetohydrodynamic (MHD) simulations of 
protoplanetary disks that are truncated in the outer radius, aiming to underst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disk with the interstellar environment, as well as global evolution of the disk and magnetic flux. 
We find that as the system relaxes, poloidal magnetic field threading the disk beyond the truncation 
radius collapses towards the midplane, leading to rapid reconnection. This process removes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magnetic flux from the system, and forms closed poloidal magnetic flux loops 
encircling the outer disk in quasi-steady-state. These magnteic flux loops can drive expansion 
beyond truncation radius, which may not be easily distinguishable from viscous evolution, with 
important implications to global disk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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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气体子结构的原行星盘中的尘埃环 

Dust Rings in Protoplanet Disks without Gas Substructures 

Jiang, Haochang (蒋昊昌)1*,  Ormel, Chris W.1 
1 Tsinghu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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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Starting from the iconic HL tau image, the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 
(ALMA) has observed many protoplanetary disks. It has revealed that many disks harbor 
annular dust structure, e.g., “rings”, typically seen at distances tens of au. This reflects a 
concentration of pebble-sized (~100um--mm) particles,  of at least ~10 of Earth masses per ring. 
As of today, it is unclear how these rings come about, how (long) they survive, and what role 
they play for the formation of planets. Pressure maxima in the gas disk is a popular 
explanation for these rings, because particles get trapped in these locations. However, 
it is unclear what the nature of these pressure bumps is and whether they can survive 
for disk lifetimes (~M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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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Application  of the CRM to AS 209. 

(a) Convolved image resulting from our simulation with constant particle size. (b) 
Observed continuum emission by ALMA at 239 GHz; the beam size is shown in 
the lower left (Andrews et al. 2018). (c) Total dust surface density (green) and 
scaled gas density profile (gray) from the CRM. (d) Azimuthally averaged 
intensity profile from the observation (blue) and intensity profile of the our model 

 

 

 

 

 

 

 

 We investigate an alternative scenario, which involves only dust-gas aerodynamics 
in a smooth gas disk. We develop the Clumpy Ring Model (CRM), in which we 
postulate that ALMA rings are a manifestation of a dense, clumpy midplane which is 
actively forming planetesimals. The clumpy medium itself hardly experiences radial 
drift, because its mass is dominated by pebble-sized particles, but clumps lose mass by 
disintegration, vertical transport and planetesimal formation. Therefore, for its long-
term survival clumps must be continuously fed by an influx of pebbles from the outer 
disk regions. To quantitatively compare our results to the observations, we write down 
the 1D transport equations and numerically solve for the density distribution with time. 
The CRM well explains the location and separation of the rings, but also their intensity 
and relative contrasts. Because the rings of the CRM produce large quantities of 
planetesimals, they are natural sites for planet formation. These massive planetesimal 
belts can also explain the huge mass budget inferred for some debris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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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ellan-TESS Survey：建立针对行星族群研究的超级地

球和迷你海王星样本 

Probing the "True" Demographics of Small Planets with the 

Magellan-TESS Survey 

王雪凇 1*, Johanna K. Teske2, Angie Wolfgang3, and the MTS team 

1 清华大学, 2Carnegie EPL, 3Penn Stat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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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Small planets (with radius between 1 and 4 Earth radii) are the most common type 
of exoplanets in our galaxy, although absent in our own solar system. They seem to fall 
into two subcategories naturally according to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radii: super-Earths 
and sub-Neptunes, and the dividing line appears near 1.7 Earth radii. Such a bimodal 
distribution may originate from the formation and retention of their atmosphere,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leading theories. A natural next step is to study the mass-radius 
(M-R) relation, and how the M-R relation depends on other properties of the planetary 
system and the host stars, as mass and radius provide a first estimate for the atmosphere. 

The Magellan-TESS Survey (MTS) is designed to address these questions by 
assembling a well-characterized, statistically robust sample of small planets. We are 
conducting follow-up observations on 30 small planets discovered by NASA’s TESS 
satellite. We are measuring their masses via radial velocity observations using 
Magellan/PFS, while TESS’s transit observations yield their radii. I will present the 
latest results from MTS, including our preliminary fit to the M-R relation, and compare 
it with previous results. We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and the power of having a 
statistically robust survey, which was designed to minimize observational bias in the 
entire work stream, from target selection, to observational coverage, and to data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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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S 中特殊行星系统的地面后随观测 

Chasing Special TESS Planetary Systems with Ground-based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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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华大学, 2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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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Up to now, more than 4,000 exoplanets have been confirmed outside our solar 
system. The 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 Satellite (TESS) opens a new era in the 
exoplanet area, which performs a two-year all-sky transit survey, searching for 
exoplanets around nearby bright stars that are suitable for further spectroscopic follow-
up observations and atmospheric characteriza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we will briefly 
overview the TESS mission and present two recent interesting exoplanet discoveries 
including 1). a warm sub-Neptune planet with a radius of 3.5 R⊕ on a 17 day orbit 
around the solar twin HD 183579. HD 183579b could help further study the exact 
reason that caused the “solar depletion pattern”. 2). the first thick-disc planet LHS 
1815b in the TESS database, which is a terrestrial planet with a radius of 1.1 R⊕ around 
an M dwarf. The detection of LHS 1815b offers us a good opportunity to look into the 
properties of planets around stars with totally different chemical abundance as well as 
the planet formation efficiency of different Galactic components (thin-disc, thick-disc 
and ha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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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ng and characterizing exoplants with the TTV method  

孙磊磊 1,顾盛宏 1 ,王晓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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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The study of exoplanetary system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netary systems, and search for Earth-like exoplanets in habitable zones and even 

alien lives. By studying the deviations of the transit times of transiting exoplanets from 

constant orbital periods, namely Transit Timing Variation (TTV), caused by the 

gravitational perturbations from other exoplanets, exoplanet candidates could be 

confirmed and characterized, as well as the detection of new exoplanets.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TTV method in the past 15 years, 

there have been a lot of researches related to the TTV method on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exoplanets. However, the cases with actually detected non-transiting 

exoplanets are relatively scarce. Here, I will talk our discovering of several new non-

transiting exoplanets in some exoplanetary systems and their characterization with the 

TTV method, through combining space-based exoplanet survey observations and 

ground-based photometric obser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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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T-P-37b 的测光观测以及动力学研究 

Photometric Follow-up observations and Transit 

Timing Analysis of HAT-P-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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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山东大学（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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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2011 年 2 月至 2019 年 9 月，我们对系外行星 HAT-P-37 进行了后续测光观

测，获得了 9条新的光变曲线（R波段和 V波段）。根据 9条新光变曲线和已发

表的文献的光变曲线数据，我们改进了 HAT-P-37b的物理参数和轨道参数。此外，

还更新了历元公式，其中凌食中心时刻为 2456478.579157，其误差是 0.000767 ，

周期为 2.79744151天，其误差为 0.00000247。我们计算出凌食中心时刻变化的

均方根为 57 s，没有显著的 TTV信号。通过动力学分析，我们得到在 1:3、1:2、

2:3(内部)或 3:2、2:1、5:2、3:1(外部)轨道共振处的质量上限是 200M_⊕ 

 

We performed follow-up photometric observations on exoplanetary system HAT-P-37 
from February 2011 to September 2019. The nine new transit light curves of the R and 
V bands are presented in this work. Based on the new light curves and published 
literature data, the physical and orbital parameters of HAT-P-37 are refined. Besides, 
mid-transit times are obtained to update the linear ephemeris, T_c[0] = 2456478.579157 
± 0.000767 [BJD_TDB], P = 2.79744151 ± 0.00000247 days. Moreover, the Transit 
Timing Variations (TTVs) have an rms of 57 s and no significant TTV signal. According 
to dynamic analysis, we excluded the possibility of perturbers with a mass larger than 
200 M_⊕, when located in 1:3, 1:2, 2:3 (interior) or 3:2, 2:1, 5:2, 3:1 (exterior) orbital 
resonanc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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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 Cong Yu (余聪) 

 

My affiliation : Sun Yat-sen University  
 
My talk title :  Thermally Driven Angular Momentum Transport in Hot 
Jupiters 

Abstract: 

We study the angular momentum transport inside hot Jupite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ravitational and thermal forcing. Due to the strong stellar irradiation, a radiative 
region develops on top of the convective region. Internal gravity waves are launched 
at the radiative–convective boundaries (RCBs). The thermal response is dynamical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gular momentum transport. By separating the 
gravitational and thermal forcing terms, we identify the thermal effects of increasing 
the angular momentum transport. For the low-frequency (in the corotating frame with 
planets) prograde (retrograde) tidal frequency, the angular momentum flux is positive 
(negative). The tidal interactions tend to drive the planet to the synchronous state. We 
find that the angular momentum transport associated with the internal gravity wave is 
very sensitive to relative position between the RCB and the penetration depth of the 
thermal forcing. If the RCB is in the vicinity of the thermal forcing penetration depth, 
even with small amplitude thermal forcing, the thermally driven angular momentum 
flux could be much larger than the flux induced by gravitational forcing. The 
thermally enhanced torque could drive the planet to the synchronous state in as short 
as a few 104 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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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行星盘最内区域的电离计算 

Ionization of the innermost PPD 

郑鑫宇 1, 白雪宁 1 

1 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B—陨石与天体化学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ionization level in protoplanetary disks (PPDs) determines how well magnetic 
fields are coupled with disk gas, which strongly influences the gas dynamics and hence 
many processes of planet formation. It is well known that alkali species become 
thermally ionized at temperatures above ~1000K, leading to a boost in ionization 
fraction in the innermost region of PPDs, as opposed to the rest of the disk which solely 
relies on non-thermal ionization sources. However, while large chemical networks have 
been constructed for the bulk of PPDs (>1AU), they do not apply to the innermost disk 
due to the lack of alkali species. We develop a comprehensive chemical reaction 
network for PPDs that is applicable over the entire disk, which allows us to properly 
model the ionization structure and study the coupling coefficients with magnetic fields 
(i.e., non-ideal magnetohydrodynamic effects). We anticipate our network will provide 
a solid microphysical basis for future simulations of PPD gas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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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行星盘内区的气体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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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Vast majority of exoplanets detected so far have orbital radii of <1AU, and their 
formation must b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as dynamics in the innermost region of 
protoplanetary disks (PPDs). However, this region involves complex interplay among 
multiple pieces of physics such as radiation transport, chemistry including both thermal 
and non-thermal ionization, and non-ideal magnetohydrodynamics (MHD), and its 
dynamics is poorly understood. In this work, we conduct the first local shearing-box 
simulations at representative disk radii in the innermost region, that fully incorporate 
these detailed microphysics. The results a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planet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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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ssby Wave Instability of Protoplanetary Disk with Coo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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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The Rossby wave instability (RWI) is presented to appears in the disks with steep radial 
gradient density sturctures. We perform linear analyses of the RWI in cooling disks with 
radial density gaps. In order to obtain disks with cooling, we adapt simple cooling lows 
to our energy equation introducing a cooling timescale 𝑡𝑡𝑡𝑡. We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unstable models for the disks with Gaussian density gap structure and vortices are 
excited by RWI centering around corotation resonances. When concentrating on the 
unstable growth rate, we find that the variations of growth rate about cooling timescale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 for barotropy disks and non-barotropy disks, one is 
monotonous while the other has a 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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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CUDA 的有限元计算全二体问题加速算法 

Accelerating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or calculating full 2-body 

problem with C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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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Binary asteroids in solar system usually have irregularly shaped components, and 
their internal structures, though lacking direct measurements, are suspected to be 
uneven given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f their formation history. It poses a huge 
challenge to the precise dynamic model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FEM) is intended to solve the modeling problem with sufficient accuracy and 
good convergency. Howev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EM in full 2-body problem is 
usually time-consuming for single-core CPU processing. We note the computing 
process is comprised of serialized independent calculations that can be parallelized with 
inexpensive and ubiquitous graphical processing unit (GPU) hardware. We propose a 
parallel algorithm for accelerating the FEM for calculating full 2-body problem with 
CUDA. Benchmarking tests are performed to verify this method, which is later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the motion of binary asteroid system (66391) 1999KW4. Simulations 
with more than 10 thousand nodes on a single Graphics card exhibit speedup of up to 
two orders of magnitude over using a single-core CPU. Both the achieved speed-ups 
and the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 accuracy suggest that CUDA based GPU 
programming can be used in FEM for computational full 2-body problem methods with 
efficiency and reliability. As an application, we studied the motion of the binary asteroid 
system (65803) Didymos, the target object of the DART mission. With the simulation 
results we show the influences of the irregular shape / uneven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primary on the post-impact motion of the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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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LISA 和 Taiji 探测双白矮星附近系外行星的前景

Prospects for detecting exoplanets around double white dwarfs

with LISA and Taiji

康亚城 1, 刘畅 1,2, 邵立晶 2

1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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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Recently Tamanini & Danielski showed the possibility to detect circumbinary
exoplanets (CBPs) orbiting double white dwarfs (DWDs) by measuring the
perturbation on the gravitational wave (GW) signal emitted by the DWD using the
Laser Interferometer Space Antenna (LISA). Following their methods and criteria, we
discuss the prospects for detecting exoplanets around DWDs not only with LISA, but
also with Taiji, a Chinese space-borne GW detection mission planned for launch in
the 2030s, and compare their detecting abilities. We obtain the DWD population in
our Galaxy from the Mock LISA Data Challenge (MLDC) Round 4 to give quick
assessments and show that LISA can detect ~ 6000 new promising detectable systems
at most for a 4-year mission, while ~ 9000 for Taiji. We then discuss the constraints
on the detectable zones (DZ), as well a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nner/outer edges of the
DZ. We also inject some planet distributions to constrain the number of planetary
detections and prospects for detection of CBPs in habitable zones around DWDs. For
some known detached DWDs with higher signal-to-noise ratios, we briefly analyze
possible detection of CBPs around them. These results can help analyze planetary
systems after common envelope phases and the planetary formation proc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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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Meteorites from both primitive and thermally processed parent bodies display an isotopic 
composition dichotomy between non-carbonaceous (NC) and carbonaceous (CC) groups, 
which indicates that planetesimal formation in the solar protoplanetary disk occurred in two 
distinct reservoirs. The prevailing view is that a rapidly formed Jupiter acted as a barrier 
that separated these reservoirs. We show here a fundamental inconsistency in this 
model.  We demonstrate that the two disk reservoirs are instead naturally separated by the 
viscous expansion of the protoplanetary disk. The CC solids undergo an outward-then-
inward drift which prolongs their arrival time into the inner disk until 3-4 Myr. The NC/CC 
dichotomy therefore reflects a secular change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nner disk, rather 
than a spatial separation. We also calculate that a high flux of pebble fragments can pass 
Jupiter for realistic levels of the turbulent diffusion. The inefficient filtering by Jupiter allows 
the terrestrial planets to accrete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CC material, in agreement with 
their measured isotopic com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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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流体数值模拟代码 Athena++的尘埃多流体模块的开发 

The Implemenation of Multiple Dust Fluids Module in MHD 

code Athena++ 

黄平辉 (Pinghui Huang)1 , 白雪宁 (Xue-Ning Bai)1,2  

1 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y, Tsinghua University) 
2 清华大学天文学系 (Department of Astronomy, Tsinghua University)  

主题分类：_F____, __H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行星的形成过程和原行星盘中的气体与尘埃动力学演化密不可分。当气体的

停止时标小于数值模拟的时间步长时，气体和尘埃的相互作用会变为刚性，从而

产生数值不稳定性，这给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原行星盘中的气体-尘埃相互作用带

来困难。当尘埃与气体耦合较好时，可将其作无压强流体处理。我们以磁流体数

值模拟代码 Athena++的公开版本为基础，加入尘埃多流体模块。该模块可引入

任意数量的，不同停止时标的尘埃流体并包含尘埃的反馈作用；具有显式，半隐

式和全隐式等多种数值积分器，其中全隐式积分器为二阶时间收敛，兼顾气体-

尘埃相互作用数值计算的稳定性与准确性；可引入尘埃的湍流扩散并首次自洽考

虑动量修正；兼容多种坐标系,快速轨道对流算法和格点加密。我们预期这一代

码将在未来研究原行星盘的气体与尘埃动力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The process of planet formation is tightly related to th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gas and dust. When the stopping time of dust is smaller than the time step in numerical 
simulations, the mutual interaction will become stiff and cause numerical instabilities, 
then leads difficulties. Once the dust is couple well with the gas,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ressureless fluid. We have implemented the multiple dust fluids module based on 
the MHD code Athena++. Our module can handle with the mutual interaction between 
gas and multiple dust species with different stopping time, and consider the dust back 
reaction. There are several time integrators (explicit, semi-implicit and fully implicit). 
The fully implicit time integrators can achieve the 2nd-order time convergence so as to 
make sure the stability and accuracy in the stiff gas-dust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momentum correction due to the gas turbulent diffusion is implemented in the dust 
momentum equations. It makes sure the momentum conservation between gas and dust 
in our code. Our multiple dust fluids module is compatible with several coordinates, 
fast orbital advection algorithm and (static/adaptive) mesh refinement. This code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future studies about the gas dynamics and dust dynamics 
in protoplanetary d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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湍流原行星盘中尘埃动力学及其对行星星子形成的意义 

Dust Dynamics and Implications for Planetesimal Formation in 

Turbulent Protoplanetary Disks 

徐紫嫣 1, 白雪宁 2 

1 北京大学, 2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__F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    均可     

摘要正文： 

原行星盘是行星的发源地。长期以来，由尘埃颗粒形成千米级尺寸的行星星子的

过程一直是行星形成中鲜有了解的过程之一。对原行星盘中环状子结构的最新观

测表明，尘埃集中在轴对称的气压凸带中，但目前尚不清楚这种尘埃环是否可能

是行星星子形成的先兆。在层流环境中，普遍认为星子的形成是由于流动不稳定

性（streaming instability）引起的尘埃结块的结果，由尘埃对背景压力梯度中气

体拖曳力的反馈而触发。然而，形成行星星子通常需要超太阳的固体丰度，如在

尘埃环中所预期的丰度，但流动不稳定性不太可能在气压凸带中起作用；此外，

盘的主体应当是弱湍流环境而非层流。 

我们使用Athena代码进行三维非理想磁流体动力学数值模拟，以研究弱湍流盘中

的尘埃动力学，重点研究尘埃对气体的反馈作用。我们发现在平滑的盘中，尘埃

反馈会改变湍流特性，增强尘埃向中平面的沉降，从而减小尘埃层的厚度。在模

拟中可以看到尘埃结块现象，可能与湍流形成的局部气压凸起有关。进一步在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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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中引入气压凸起带，则会捕获尘埃并形成尘埃环。尘埃反馈进一步促进了灰尘

捕获，使尘埃环变窄。我们发现，在接近太阳固体丰度的情况下，即可在环中看

到尘埃结块现象。这些结果表明，尘埃环是行星星子形成的理想位置，这也将影

响对观测到的原行星盘环结构的解释。 

Protoplanetary disks are the birthplaces of planets. Formation of km-sized 
planetesimals from dust grains has long been one of the least understood processes in 
planet formation. Recent observations of ring-like substructures in protoplanetary 
disks indicate dust concentration in axisymmetric gas pressure bumps, but it is unclear 
whether such dust rings can be precursors to planetesimal formation. In laminar 
environments, planetesimal formation is widely believed to be the outcome of dust 
clumping by the streaming instability, triggered by the dust feedback to the gas drag 
force in a background pressure gradient. However, forming planetesimals generally 
requires super-solar solid abundances, as expected in dust rings, and the streaming 
instability is unlikely to operate in pressure bumps. In addition, the bulk disk is 
believed to be weakly turbulent. 

We conduct 3D non-ideal MHD simulations with Athena code to study dust dynamics 
in weakly turbulent disks,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dust feedback. We find that in a 
smooth disk, dust feedback modifies turbulence properties, enhances dust settling, and 
reduces dust layer thickness. Dust clumping is seen in the simulations, likely due to 
local pressure maxima induced by turbulence. Further introducing a gas pressure 
bump in our simulations leads to dust trapping in a ring. Dust feedback further 
promotes dust trapping by making the dust ring narrower. We find evidence of dust 
clumping in the ring for near-solar global solid abundance of mm-sized dust.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dust rings are preferable locations for planetesimal formation, with 
implication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observed ring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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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态行星的形成 

The making of vapor planets 

Ormel, Chris W.1*, Vazan, Allona2, Brouwers, Marc G.3, Amy Bonsor3 

1 Tsinghua University, 2 Open University, Israel, 3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U.K. 

主题分类：__D__, __F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

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

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invited) 

摘要正文： 

The standard model for the formation of giant planets – the core accretion model –  
predicts that giant planets consists of a "solid" metal core and a hydrogen/helium 
envelope. However, recent observations by the JUNO mission imply that the internal 
composition of Jupiter is much more fuzzy, characterized by a shallow gradient in 
metallicity. Such structure could be explained by a giant impact, but this requires an 
optimized impact configuration. Pebble accretion is a model that has over the past 
decade emerged as a leading contender in the formation of planets. In pebble accretion 
planet’s growth is driven by the combined effect of gravity and gas drag, which greatly 
enhances collisional cross sections for small particles. In a recent work [Ormel, Vazan, 
Brouwers;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Vol. 647, A175 (2021)] we propose that 
formation of planets by pebble accretion naturally gives rise to such metallicity 
gradients. Going back to their formation stage in the protoplanetary disk, when planets 
are still embedded in their disk, we find that cores of planets do not grow beyond 2 
Earth masses, because infalling (silicate) pebbles sublimate as the envelopes heat up. 
In a series of papers, we have investigated this critical early phase of a planet evolution 
by analytical estimates and 1D numerical calculations.  The sublimation completely 
changes the thermodynamical evolution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 model, accelerating 
intake of H+He gas even though small pebbles can contribute to the atmosphere opacity. 
Altogether our calculations shed a new light on how different types of planets – gas 
giants, ice giants, and close-in sub-Neptunes – have emerged from the protoplanetary 
d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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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how vapor shapes the evolution for planets. We identify four 
different stages: I. Direct core growth; pebbles reach the core. II. Envelope growth, 
where the infalling pebbles sublimate (yellow). III. Embedded cooling, where pebbles 
no longer accrete. IV. Indirect core growth, which occurs on ~Gyr timescales as the 

  

317



Accretion shocks of forming gas giants 

陈卓 1*, 白雪宁 1 

1 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__F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均可 

摘要正文： 

The final stage of gas giant formation involves accreting gas from the parent 
protoplanetary disk. In general, the infalling gas likely approaches free-fall velocity, 
creating an accretion shock, leading to strong heating and radiation. We investigate the 
kinematics and energetics of such accretion shocks using 1D radiation hydrodynamic 
simulations. Our simulations feature self-consistent treatment of hydrogen dissociation 
and ionization, radiation transport and realistic grey opacity. By exploring different 
giant planet masses and accretion rates, we focus on shock temperature and the final 
entropy of the accreted gas. We find that at high accretion rates (~1E-2 Mearth/year), 
radiation from the accretion shock can disassociate the molecular hydrogen of the 
incoming gas when the gas giant is more massive than one Saturn mass. The radiation 
efficiency increases as the mass of the planet increases. By comparing the results of 
using a realistic equation of state with dissociation and ionization and a perfect gas 
equation of state, we find that planets with realistic gas have higher initial entropy. Our 
results support the hot start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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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of Hydrogen line emission from the accreting gas giant 

PDS70b 

Yuhiko Aoyama1*, Masahiro Ikoma2 

1清华大学, 2 University of Tokyo 

主题分类：__F__, __G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Recently, the advance of observational techniques allowed us to detect many 
exoplanets. Some of them are thought to be still under their formation. PDS70b, which 
is one of such extrasolar protoplanets, was detected in H-alpha, which is the Balmer-
alpha line of the hydrogen atom. This line implies the emitting gas temperature is tens 
of thousands Kelvin, which is much hotter than the planetary photospheric temperature, 
even for the young and accreting planets. So, this line suggests the accreting gas 
towards the protoplanet passes through a strong shock and gets hot enough to emit H-
alpha. 
We constructed the numerical model of the shock-heated gas and predicted the H-alpha 
emission from the accretion shock. Our model confirmed the shock on the accreting 
planet surface emits the observable amount of H-alpha. Also, by using the observed H-
alpha profile and intensity, we estimated that the planet mass is 12 MJ and the mass 
accretion rate is 4e-8 MJ/yr, for the protoplanet PDS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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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行星普查统计和微引力透镜 

Exoplanet Statistical Census and Microlensing  

东苏勃 1 

1北京大学 

主题分类：_G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近年来，太阳系外行星的探测领域有着飞速的发展，特别是开普勒空间望远

镜用凌星法发现了数千颗行星，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我们对轨道距离在约一个天

文单位之内(<1AU)、小至地球半径的系外行星的物理和轨道性质分布的认识。我

将讨论近期在系外行星普查统计上取得的一些成果，以及其对理解行星系统形成

和演化的意义。计划在几年后升空的中国空间站巡天望远镜(CSST)兼有大视场和

高空间分辨率，可利用微引力透镜法搜寻轨道距离>1AU、低至亚地球质量的“冷”
行星，并探测理论所预言的不受恒星引力束缚的“流浪行星”，从而开拓系外行星

发现和普查统计的“新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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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引⼒透镜搜寻最⼩的冷⾏星
Detecting the Smallest Cold Planets by Microlensing
臧伟呈1 

1 清华⼤学  

主题分类：__G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项以内) A—⾏星表⾯地质过程，B—陨⽯与天体化学，C—⾏
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星⼤⽓，E—⾏星空间环境，F—⾏星系统形成及动⼒
学，G—系外⾏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天体和尘埃，I—天体⽣物学，J—未来
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持, K—其它

展示类型(⼆选⼀，或均可)：⼝头报告

摘要正⽂：

Microlensing is currently the only method that can probe cold (beyond the water 
snow line) planets down to Earth masses. Detections and statistical studies of 
microlensing planets can reveal the planet population beyond snow line and 
distinguish different theories of planet formation. Before 2018, there is no detection 
of any microlensing planet whose planet-to-host mass ratio is less than 4.4 * 10^{-5}. 
This failure of detection gave rise to several suggestions of a paucity of cold Earths. 
In this talk, I will introduce the smallest planets detected by the Tsinghua 
Microlensing team using survey data and follow-up observations in the recent three 
years. Our detections provide a strong evidence against the paucity of cold Ear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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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KMTNet 巡天刻画微引力透镜行星 

Characterizing Microlensing Planets with KMTNet 

杨弘靖 1 

1清华大学天文系 

主题分类：__G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截止目前，已经有超过 100颗系外行星是通过微引力透镜发现的。微引力透

镜发现的行星有一系列特殊性质：它们距离主星比较远，一般是几个 AU；它们

的质量高至木星、褐矮星大小，低至地球大小；它们的主星多是小质量的 M 和

K矮星；它们与太阳系的距离远达几个 kpc，多数在银河系中心附近。这一系列

性质让这些行星成为检验行星形成理论的绝佳样本。在这个报告中，我将介绍微

引力透镜的一些背景知识，然后以行星系统 KMT-2016-BLG-1836为例，简要介

绍我们从光变曲线中所能获得的信息。这个微引力透镜事件是由现有最强大的微

引力透镜巡天项目 KMTNet（Korean Microlensing Telescope Network）发现的。

KMTNet 每年能发现大约 3000 个微引力透镜事件，其中包括数十个含有行星信

号的事件。KMTNet的发现能弥补一些此前微引力透镜行星统计工作中的不足和

短板。我会简要介绍该项目以及它带给我们的一些初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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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行星系统的射电同步辐射爆发 

Synchrotron radio bursts from exoplanetary systems 

高扬 1,2* 

1 中山大学, 2中国科学院 FAST 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本报告将介绍系外行星系统射电辐射的观测意义和辐射机制，探讨利用

FAST 观测系外行星引起的射电同步辐射爆发的可能性。我们还对已有的针对系

外行星系统 HD189733 爆发活动的观测研究进行了分析总结，同时还将展示利用

FAST 对射电耀变恒星 AD Leo 的初步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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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行星的相对生成率 

Relative occurrence rates of terrestrial planets orbiting FGK stars 

晋升 1,2*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主题分类：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摘要正文： 

本工作旨在给出类地行星在 FGK 恒星周围的生成率分布。根据 Kepler 望远

镜最终发布的 DR25 数据，我首先使用高斯核模型得出连续的行星分布密度，同

时校正凌星观测的发现空间随着行星轨道半长径的增加而减小的几何因素。然后，

我拟合两个指数衰减函数，用以描述凌星法探测效率随着行星轨道距离的增加的

衰减，以及随行星半径的减小的衰减。最后，通过补偿拟合得到的两个探测效率

的指数衰减函数，我推算出类地行星的在 FGK 恒星周围的相对生成率。该结果

显示出两个高行星丰度的区域：一个对应于 0.2 au 以内，半径在 0.5 到 1.5 地球

半径之间的短周期类地行星；另一区域对应于 0.5 au 以外，半径在 1.5 到 3 地球

半径的宜居区类地行星。该研究还证实了可能由大气逃逸导致的分布特征：在约

0.5 au 内，半径在 2.0 到 4.0 个地球半径之间的行星极少；此外，在 0.2 到 0.5 au

之间，介于 2.5 和 3.0 地球半径之间的“大气逃逸谷”内的行星生成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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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LAMOST 开展系外行星研究 

谢基伟 

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G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用 LAMOST 开展系外行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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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Kepler 多行星系统行星轨道间隔的特征 

On the orbital spacing pattern of Kepler multiple 

planet system 

姜朝峰 1, 谢基伟 1*, 周济林 1, ... 

1 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G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Kepler space mission has detected a large number of exoplanets in multiple 
transiting planet systems. Previous studies found that these Kepler multiple planet 
systems exhibit an intra-system uniformity, namely planets in the same system have 
similar sizes and correlated orbital spacings.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consider the 
possible role of selection effects due to observational biases. In this paper, we revisit 
the orbital spacing aspect of the pattern after taking observational biases into account 
using a forward modeling method. We find that orbital spacings, in terms of period 
ratios, of Kepler multiple planet system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only for those 
tightly packed system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orrelation to non-correlation is abrupt 
with a boundary at mean period ratio PR～1.5-1.7. In this regard, the pattern of orbital 
spacing is more like a dichotomy rather than a global correlation. Furthermore, we 
find that such an apparent orbital spacing dichotomy could be essentially a projection 
of a dichotomy that related to mean motion resonance (MMR), which we dub as 
MMR dichotomy, and itself could be a natural result of planet migration and 
dynam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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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系背景下的系外行星统计 

Planets Across Space and Time 

陈迪昌 1*,谢基伟 1, 周济林 1 

1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

查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展板展示也可) 

摘要正文： 

自 1995 年第一颗系外行星飞马座 51 b 发现至今，已有超过 4000 颗系外行

星被认证，此外还发现了数千颗有待进一步确认的行星候选体。随着观测仪器技

术的提高和时间的积累，系外行星在银河系中的分布已扩展到数千个 pc。不同银

河系环境（位置、组分、元素组成等），不同年龄中的行星系统会有什么不同呢？

这是系外行星的基础问题之一，其答案将有助于理解不同银河系环境中行星的形

成和演化，为探索系外行星的多样性提供关键的线索。旨在探索这些问题，我们

正在进行一个名为‘行星系统的空间分布和时间演化 （PAST）’的研究项目。要

做到这些，基础是给出行星宿主恒星的运动学性质和年龄。因此，我们修正了划

分银河系组分的运动学方法，将其适用范围由太阳附近 100 pc 延展到 1500 pc，
足以覆盖目前已经发现的绝大多数行星系统。此外，我们修正了年龄-速度弥散

关系，提高了其参数精度。利用这一关系，我们可以得到一群恒星的运动学年龄，

其典型误差为 10%-20%。借助上述方法，利用 Gaia，LAMOST，APOGEE，RAVE，
Kepler，NASA exoplanet archive 等星表数据，我们给出了 2174 颗行星宿主 （2872
颗行星）和 35864 颗 Kepler 行星的运动学星表（如位置，速度，银河系组分等）。

利用上述运动学方法和星表，我们进一步探索了热木星的年龄分布和演化，

Kepler 行星半径分布等与宿主恒星的银河系环境和年龄的相关性，并且已经初步

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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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Revealed by the RV Sample 

Xiang-Ning Su,1, 2Ji-Wei Xie,1*, 2Ji-Lin Zhou,1, 2and Philippe Thebault3 
1 School of Astronomy and Space Scienc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Ministr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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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ESIA, Observatoire de Paris, Meudon Principal Cedex, Franc 

主题分类：___G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

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

形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

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Exoplanets in binary star systems offer a natural laboratory to study planet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lthough the sample of exoplanets in binaries has been greatly expanded 
thank to various exoplanet surveys both from ground and space, the sample 
heterogeneity and observational bias are obstacles toward a clear figure of exoplanet 
demographics in the binary environment.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we conduct a 
statistical study that focuses on S-type (circumstellar) planetary systems detected by the 
Radial Velocity (RV) method. We try to account for observational biases by estimating, 
from available RV observational data, planet detection constraints for each individual 
system and use them in evaluating averaged statistical detection efficiencies for 
different categories, notably single and multiple-planet systems. Our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ingle (multiple) planetary systems are mostly found in close (wide) 
binaries with separation aB < (>) ∼ 100 − 300 AU, confirming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2) In binaries, single and multiple-planet systems are similar in 1-D 
distributions of mass and period as well as eccentricity (in contrast to the "eccentricity 
dichotomy" found in single star systems) but different in the 2-D period-mass diagram. 
Specifically, there is a rectangular-shaped gap in the period-mass diagram of single-
planet systems but not for multiples. This gap also depends on binary separation (aB) 
and is more prominent in close binaries. (3) There is a rising upper envelope in the 
period-mass diagram for planets in wide binaries as well as in single stars but not in 
close binaries. More specifically, there is a population of massive short period planets 
that is found in close binaries but is almost absent in wide binaries or single stars. We 
suggest that enhanced planetary migration, collision and/or ejection in close binaries 
could be the potential underlying explanation for these three fe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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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 Occurrence Rate Correlated to Stellar Dynamical History: 

Evidence from Kepler and Gaia 

戴远哲 1, 刘慧根 1*, 安东升 1, 周济林 1 

1 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G,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dynamical history of stars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nets 
significantly.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ynamical history on planet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from observations, we assume that stars who experienced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dynamical histories tend to have different relative velocities. Utilizing the 
accurate Gaia-Kepler Stellar Properties Catalog, we select single main-sequence stars 
and divide these stars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relative velocities, i.e. high-
V, medium-V, and low-V stars. After considering the known biases from Kepler data 
and adopting prior and posterior correction to minimize the influence of stellar 
properties on planet occurrence rate, we find that high-V stars have a lower occurrence 
rate of super-Earths and sub-Neptune (1-4 earth radii, P<100 days) and higher 
occurrence rate of sub-Earth (0.5-1 earth radii, P<30 days) than low-V stars. 
Additionally, high-V stars have a lower occurrence rate of hot Jupiter-sized planets (4-
20 earth radii, P<10 days) and a slightly higher occurrence rate of warm or cold Jupiter-
sized planets (4-20 earth radii, 10<P<400 days).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multiplicity and 
eccentricity, we find that high-V planet hosts prefer a higher fraction of multiple-planets 
systems and lower average eccentricity,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eccentricity-
multiplicity dichotomy of Kepler planetary systems. All these statistical results favor 
the scenario that the high-V stars with large relative velocity may experience fewer 
gravitational events, while the low-V stars may be influenced by stellar clustering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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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小天体平运动共振动力学 

Dynamics of mean motion resonances for minor bodies in the Solar system 

雷汉伦 1* 

1南京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_ 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In this report, some analytical results are provided about the dynamics of mean 

motion resonances (MMRs) including the prograde, retrograde and three-dimensional 

MMRs for minor bodies in the Solar system. In terms of prograde MMRs, Hamiltonian 

models are formulated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first-order resonances indicate that (a) 

as the eccentricity approaches zero, the resonant width in terms of the variation of 

semimajor axis decreases to zero for first-order resonances, and (b) the resonance 

separatrices do not vanish at arbitrary eccentricities. Regarding retrograde MMRs, 

dynamical structures are produced by means of both analytical and numerical 

approaches and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n excellent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phase portraits and the associated Poincare sections and, in particular, analytical results 

agree well with numerical results in terms of the resonant width and the location of 

resonant center. In particular, seven known examples of retrograde asteroids including 

2015 BZ509, 2008 SO218, 1999 LE31, 2000 DG8, 2014 AT28, 2016 LS, and 2016 

JK24 are found inside the resonant zones of retrograde MMRs with Jupiter. For three-

dimensional MMRs, we introduce a characteristic resonant argument as 

( )pq p p qσ λ λ= − + − Ω  , whose amplitude in the disturbing function is a good 

indicator about the total resonance strength. It is found that (a) different resonant terms 

dominate the resonant dynamics as the inclination changes from zero to 180 deg and (b) 

an excellent agreement is observed between the analytical separatrices and numerical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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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ure from the Exact Location of Mean Motion Resonances in 

the Systems Observed by Kepler 

Su Wang1*, D. N. C. Lin2, Xiaochen Zheng3, Jianghui Ji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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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分类：__F__, __G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re are more than 4000 exoplanets have been observed up to now. Many planet pairs 
are in the configuration of mean motion resonances (MMRs) or near MMR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ransiting planets. We propose a formation scenario to explain 
how planet pairs out of the exact loction of MMRs for the planets with orbital period 
larger than 10 days. Firstly, planets are trapped into exact MMRs during orbital 
migration and keep migrating at a same pace. Eccentricities can be excited in this 
process. Then,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gas disk, eccentricities will be damped leading to 
a little change in orbital period. Finally, planet pairs depart from the exact location of 
MM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as disk. According to our formation scenario, planet 
pairs can be trapped into 2:1, 3:2, or 5:3 MMRs through orbital migration with different 
migration speeds. With depletion timescales larger than 1 Myr, near MMRs 
configurations are formed easily. Planet pairs have higher possibilities of escaping from 
MMRs with a higher disk aspect ratio. Additionally, the final location of the innermost 
planets in the system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ransition radius from the optically thick 
region to the outer optically thin disk. Tidal effec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giving rise 
to the departure from exact MMRs of systems with inner planets extremely close to the 
central star. From our work, we can conclude that the depletion and structures of the 
gas disk play crucial roles in driving planet pairs out of the exact location of MMRs 
with their inner planets farther than 0.1 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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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形成理论能够解释TRAPPIST-1系统的动力学特性

DynamicsoftheTRAPPIST-1planetsexplainedbyformation

HuangShuo(黄硕)1*,Ormel,ChrisW.1

1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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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TRAPPIST-1isan0.09solarmassstar,whichharborsasystem ofseven

Earth-sizedplanets.Therearetwomainfeaturesthatstandout:(I)allthe

planets have similarsizes and compositions;(II)allthe planets are in

resonance.Ormeletal.(2017)andSchoonenbergetal.(2019)presenteda

model,inwhichplanetsofsimilarcompositionform sequentiallyaroundthe

H2O snowline(~0.1auforthislow-massstar)bypebbleaccretion.They

hypothesizedthatthesubsequentformationandmigrationledtothecurrent

resonantconfiguration.Here,weinvestigatewhetherthesequentialplanet

formation modelisindeed capable to producethepresent-dayresonant

configurationwithits2-bodyand3-bodymeanmotionresonances(MMR)

betweentheplanets.WecarryoutN-bodysimulations,accountingfortype-I

migration,stellartidaldamping,diskeccentricitydamping,andfeaturinga

migrationbarrierlocatedatthedisk'sinneredge.Wedemonstratethatthe

present-daydynamicalconfigurationoftheTRAPPIST-1system isinlinewith

thesequentialformation/migrationmodel.Specifically,ourmodelfavorsthe

circumstancethatTRAPPIST-1bandcmarchacrossthemigrationbarrier

beforethedispersalofthegasdisk.Tidaldissipationthenre-establishesthe3

-bodyresonantconfigurationafterdiskdispersal.Wefurtherconcludethat

the4:3MMRbetweenTRAPPIST-1gandTRAPPIST-1fisanimprintofplanet

formation.Inaddition,eccentricitydampingofplanetshastobeefficient

enoughtocircularizetheplanetaryorbits,consistentwithpreviousliterature

findings(Cresswell&Nelson2006).Wearguethatourproposedsystem is

alsoapplicabletoothercompactresonantplanetsystemslikeTOI-178,HD-

158259,Kepler-80,andK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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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1:Schematic;to;reproduce;the;TRAPPIST-1;planetsystem;afterplanet;

formation.Weseparateourstorylineinto3parts:(i),planetsform;aroundthewater;

snowline;sequentially and;migrate;towards;the;starone-by-one;(ii),the;two;

innermostplanetsarepushedintothediskcavitybytheresonantinteractionwith;

outerplanets,theb/c/dsubsystem;expands;(iii)long-term;tidaldissipationadjusts;

theperiodratioofb/cviaresonantrepul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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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动力学环境下的特洛伊小行星的运动 

Motion of Trojan asteroids in complex dynamic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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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特洛伊小行星自发现以来就受到了天文学家的广泛关注，一是因其在 1:1 平运

动共振中复杂且有趣的动力学性质，二是因为越来越多的该类天体被发现，预

示着它们可能在太阳系内广泛存在，三是因其较高的轨道稳定性，特洛伊群中

可能包含许多原初天体，能够为我们提供太阳系早期演化的线索。尽管目前已

有许多关于太阳系特洛伊的工作，但仍然缺少一系列基于充分、可靠的数值模

拟，全面考虑了各种动力学因素的特洛伊动力学研究。我们系统、全面地探究

行星特洛伊区域的动力学稳定性和各种共振机制，获得了多个行星特洛伊天体

的稳定性、原初特洛伊的存在性以及可能的形成机制和起源。通过比较多个行

星的情况，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推断太阳系形成早期的动力学环境。我们发

现金星、地球、火星和天王星特洛伊虽然受到了多种长期共振和次级共振的作

用，但在动力学地图上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稳定区域。对于内太阳系特洛伊，

类地行星近日点和升交点进动的频率漂移以及雅科夫斯基效应是有显著效果的

作用机制，它们可以在长时间尺度下导致特洛伊小行星不断逃逸。广义相对论

效应可能会降低内太阳系特洛伊的稳定性。在外太阳系中，太阳系早期演化过

程中的行星迁移则被证明显著影响了特洛伊群的数量和轨道分布。巨行星在迁

移过程中可能穿越的平运动共振及相关的次级共振会显著降低原位形成的特洛

伊小行星的存活概率，但与此同时，行星共轨区可从星子盘上通过混沌俘获获

得新的补充。然而俘获而来的天体很可能处于动力学热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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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研究海王星外小天体的分布情况是我们认识和了解太阳系早期演化的重要

手段，其中海王星外的共振族小天体是最有价值的研究目标之一。在共振角

λ=180°的两侧存在两个非对称的共振中心，是 1:N 共振的特有结构。这两个非

对称共振中心在动力学性质上完全相同，但是在观测上，前共振岛屿（λ<180°)
在几个 1:N 共振中总是具有更大的数目，而观测的选择性效应不足以解释这样的

差别。此外，对共振俘获过程所作的一些数值模拟得到的结果也千差万别。 

理论分析表明，海王星的迁移使得 1:2 共振的两个非对称岛屿分别收缩和扩

张，但该效应有利于后共振岛屿的俘获，与观测结果相违背。我们将在本报告中

提出两种有利于前共振岛屿俘获的机制，我们以数值模拟方式对这两种机制的实

际效果进行了验证，我们也将展示相关的量化结果。 

我们的工作表明，海王星的迁移速率和小天体的偏心率是影响俘获小天体的

非对称分布程度的最关键因素。选定适当的迁移过程和动力学参数，我们可以解

释当前观测中发现的前共振中心占优的现象。与受选择性效应影响更小、样本数

更大的观测数据相对比，我们将可以通过 1:2 共振非对称岛屿中的族群数量反推

太阳系形成早期海王星的迁移过程。 

336



多波段测光排除开普勒行星候选体中假阳性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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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文： 

 

Kepler Mission's single-band photometry suffers from astrophysical false positives, 
the most common of background eclipsing binaries (BEBs) and companion transiting 
planets (CTPs). Multi-color photometry can reveal the color-dependent depth feature 
of false positives and thus exclude them. In this work, we aim to estimate how much 
the Kepler false positive rate would drop if a reference band (z, Ks and TESS) is 
observing simultaneously with Kepler. We build up physics-based blend models to 
simulate multi-band signals of false positives expected to be observed in a Kepler-like 
survey. We find that nearly 65-95% of the BEBs and more than 80% of the CTPs that 
hosts a Jupiter-size planet will show detectable depth variations if the reference band 
can achieve a Kepler-like photometric precision. The overall identification rate of CTPs 
strongly depends on the radius distribution of planets transiting the secondary star in 
binary systems, which is not a well-constrained quantity. Therefore we derive 
formalisms that can accommodate any functional forms of the radius distribution to 
calculate the overall identification rate CTPs. We also apply the multi-color model to 
calculate the false positive probability (FPP), which alleviates the photometric 
precisions required to resolve the false positives' depth variation. Additionally, we show 
that the FPP calculation helps distinguish the planet candidate's host star in an 
unresolved binary system.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this paper can be easily adapted 
to predict the multi-color photometry yield for other transit surveys, especially for 
T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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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向速度法追踪 TESS 凌星系统中的长周期类木星 

Radial Velocity Observations of a Gas Giant Candidate in 

Companion to a TESS Discovered sub-Neptune  

华心言 1*, 王雪凇 1, Johanna K. Teske2, Angie Wolfgang3, and the MTS team  

1 清华大学, 2Carnegie EPL, 3Penn State University 

主题分类：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 ,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We present a TESS discovered planetary system with a short-period sub-Neptune, 
HD 307842 (or TOI 784), to confirm and characterize its distant gas giant companion 
using radial velocity (RV) observations. Observational and statistical studies indicate 
that long-period gas giants are more common around stars hosting super-Earths or sub-
Neptunes. In addition,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growth of a Jupiter-mass planet in a 
protoplanetary disk may drive the instability of the disk and in turn influence inner 
small planet formation. Observations and simulations both hint in correlations between 
inner planet properties 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an outer companion. Our program 
investigates such links between the long-period giants and inner small planets by 
systematically search and characterize giant planets in systems with known transiting 
planets.  

HD 307842 is a V = 9.4 solar-type mid-G star observed by TESS. Transiting data 
shows that around HD 307842, there is one planet candidate TOI 784.01 with period P 
= 2.8 days and R = 1.86 R⊕. The radial velocity measurements by the Magellan/PFS 
suggest that there is likely an additional long-period planet in the system. In this work, 
we aim to confirm the outer long-period planet or at least give constraints on its 
properties. The preliminary RV fitting results suggest an orbital period P = 129+27 

-41 days 
and a minimum mass of 0.36 +0.13 

-0.14 MJup. Next, we will collect more RV data from 
Magellan/PFS and LCOGT/NRES to map out the entire orbit of the giant planet 
candi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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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VxTESS：减轻星震引起的视向速度扰动信号 

RVxTESS: Mitigating RV Disturbance Signal Induced by 

Asteroseismic Process 

唐佳欣 1, 王雪凇 1， RVxTESS Team 
1 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__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Radial Velocity (RV) method, measuring the Doppler Shifts from stellar spectra, is 
widely used for the detec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exoplanets. For low-mass planets, 
RV detection typically requires cm/s precision, whereas the stellar jitter becomes an 
issue at the m/s level. Thus, it is essential to mitigate such stellar jitter in order to detect 
Earth-like planets using RVs.  
 
Our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asteroseismic signals of stellar jitter, including stellar 
oscillation and granulation. We study HD 5562 with fitting the model of stellar jitter to 
the observational data from 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 Satellite (TESS) and Carnegie 
Planet Finder Spectrograph with Magellan II Telescope (Magellan/PFS). HD 5562 is a 
G-type subgiant with 0.93M⨀. It has a magnitude of V=7.16 and a luminosity of 2.3L⨀. 
Previously, mitigating the stellar oscillation signal is done by averaging it out via longer 
exposures and taking multiple observations, whose precision might not be adequate for 
cm/s level. To alleviate this restriction, we conduct a Gaussian Process (GP) regression 
on the star's photometric and RV data to describe the stellar jitter.  
 
Our new model suggests that the primary mode of its oscillation is around 15 minutes, 
shorter than the previous prediction of 44 minutes derived from its mass and luminosity. 
The periodogram suggests that photometrically, granulation has a stronger signal than 
oscillation in the light curve. Our RV fit will be aided by the GP regression of the light 
curve. Our project is part of the RVxTESS program (RVxTESS.com), which combines 
simultaneous TESS photometry with ground-based RV observations to study stellar 
j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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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系统结构与恒星年龄的关系 

Occurrence Rate and Architecture of Kepler-like Planets as a 

Function of Stellar Age 

杨佳祎 1,2, 谢基伟 1,2, 周济林 1,2 

1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 2现代天文与天体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_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确定恒星年龄，对于研究行星系统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恒星年龄可

以帮助我们了解银河系历史上不同时期行星的形成率，并推算行星系统随时间的

演化。恒星的年龄难以直接观测，只能根据表面温度、重力加速度等观测值推测，

误差较大。依据 GAIA 和 LAMOST 望远镜的观测结果，我们得到了约 3 万颗恒

星在三维空间的位置和速度，计算出恒星的速度弥散，进而得出一组恒星的运动

学年龄。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行星出现率与恒星年龄之间的关系，发现年龄

越老的恒星，周围出现行星的概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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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偏心率与恒星金属丰度的关系 

Planetary Eccentricity Trends (PET). Ⅰ. The relation between 

planet eccentricity and stellar metallicity 

安东升 1, 谢基伟 1*, 周济林 1, ... 

1 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G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轨道偏心率是行星系统的重要观测特征量，其分布特征往往暗示着行星形成

所经历的某些动力学过程。宿主恒星的金属丰度则是影响行星形成的重要因素之

一。探究行星的轨道偏心率与宿主恒星金属丰度的关系对进一步深化理解行星形

成和演化的具体过程有重要意义。得益于 Gaia 卫星对恒星半径的精确测量(精度

~4%)以及 LAMOST 对 Kepler 宿主恒星金属丰度的精确测量(精度~0.07dex)，并

利用凌星时长比值作为测量偏心率的方法（Following Xie et al. 2016)，我们对

Kepler 行星样本的轨道偏心率进行了统计研究。我们发现高偏心率的小质量行星

倾向于富金属恒星。该结果揭示富金属的行星系统可能经历过剧烈的动力学过程，

从而激发了行星的偏心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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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周期小质量行星的大轨道偏心率 

Larger Eccentricities of Small Planets in Shorter Periods 

辛科霆 1, 谢基伟 1 , 周济林 1 

1 南京大学 

主题分类：D,F,G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From the 1990s to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he orbital eccentricities of spectroscopic 
binary stars and Doppler gas giant planets were found to decrease as their orbital 
periods. This is apparently in line with the theoretic expectation because the 
gravitational tidal interactions could circularize their orbits. Recent years, a lot of 
smaller planets, e.g., Super Earths and Sub Neptunes, were discovered. In this study, 
we found that for these small planets, in contrast, their eccentricities increase as their 
orbital period decreases. This opposite trend implies they went through different 
dynamic evolution during their formation. Hence, there must be some mechanisms 
constantly exciting the orbital eccentricities of the small planets in short periods (< 10 
d). We discussed several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interactions with companion planets, 
the evaporation of the atmosphere, and the thermal atmospheric tides. The conclusion 
is the interactions with companions and the thermal atmospheric tides could be the 
possible reasons to cause the larger eccentricities of small planets in shorter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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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替换您的中文摘要题目 

Insert the English title here 
刘志敏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 

主题分类：_G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承担了十三五民用航天预研项目“系外行星与生命探索卫星系统技术”项目研究任务，在国内

率先开展了用于系外行星大气精细化探测的系外行星凌星光谱探测空间望远镜技术研究工

作，开展了缩比原理样机的研制。本次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交流，阐述该类型极高灵敏度红

外空间天文望远镜探测科学需求，技术体系，总体技术架构，研究难点，取得的主要研究成

果，及下一步需要重点解决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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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类太阳主序恒星的密近富氢行星的演化 

郭帅帅 1,2,3, 郭建恒 1,2,3 

1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天体物理重

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F___, ___G__, __K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随着过去二十年来发现了系外行星系统的巨大多样性，近距离行星在极端条

件下的演化，引发了人们对它们的起源和当前性质的质疑，被认为起着主导作用

的演化机制是轨道迁移，这使它们接近（或远离）恒星，以及在由此增加（或减

小）的恒星辐射下的大气逃逸。在这种情况下，恒星结构演化以及恒星自转的演

化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描述恒星-行星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系统如何演化是

重要的。我们使用 MESA（Modules for Experiments in Stellar Astrophysics）模拟了

恒星质量范围为 0.8~1.3 ⊙M 的类太阳恒星结构的演化，并且给定不同的初始自

转周期，以及加入了角动量转移。同时，我们的模型还考虑了行星-恒星相互作

用。由于观测上给出了大量的密近系外行星系统，在这些系统中，恒星和行星的

相互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的这项工作，目的是研究不同的密近富氢行星在不

同主星的影响下的轨道演化和热演化。以及恒星-行星的相互作用对恒星自转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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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行星侯选体 KOI-6359 的轨道收缩 

Searching for orbital shrinkage of an exoplanet candidate KOI-6359 

欧建文 1,2*, 余聪 1 

1 中山大学, 2南京大学现代天文与天体物理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 F 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由于轨道运动的角动量转移到宿主恒星上，理论预言大多数热木星会向它们

的宿主恒星趋近。但是截至目前，只发现一颗热木星 WASP-12b 存在轨道收缩。

我们提出在具有潮汐耗散的 heartbeat 星中寻找热木星的轨道收缩。通过分析凌

星和掩星的中心时刻变化（TTV），发现热木星侯选体 KOI-6359 具有轨道收缩的

潜在证据。蒙特卡洛模拟表明，KOI-6359 是一个三星系统，其外部存在一个隐

藏的第三天体，内部轨道则是一个热木星系统。第三体的光行时间效应（LTTE）
和热木星的轨道收缩效应共同造成了TTV变化。第三天体的质量下限是1.6 Msun，
距离内轨道约 440 Rsun，热木星侯选体的轨道收缩率为 200 ms/yr。将来长时间

基线的测光观测有望可以区分出光行时间效应和轨道收缩效应对 TTV 变化的具

体贡献。 

 

图 1. 通过对凌星时间变化的蒙特卡洛模拟，表明 KOI-6359 是一个三星系统，第三天体的半长轴投影

为~440Rsun，偏心率为~0.33，轨道周期为~1454day，近星点幅角为~96.8°，此时内轨道的热木星存在轨道

收缩现象，收缩率为~200 ms/y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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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文波阻力导致的潮汐撕裂碎片的轨道迁移和圆化：白

矮星周岩屑盘和金属污染的产生 

Orbital migration and circularization of tidal debris by Alfven-wave 

drag: circumstellar debris and pollution around white dwarfs  

刘尚飞 1*, 张韵 2, 林潮 3,4 

1 中山大学, 2 Observatoire de la Coˆte d’Azur, 3 UCSC, 4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__F__, __H__, __G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A significant fraction of white dwarfs (WDs) exhibit signs of ongoing accretion of 
refractory elements at rates ∼ 103 –107 kg s-1. Among this population, 37 WDs were 
detected to harbor dusty debris disks. Such a concurrence requires not only fertile 
reservoirs of planetary material, but also a high duty cycle of metal delivery. It has been 
commonly suggested that this material could be supplied by Solar-System analogs of 
Main Belt asteroids or Kuiper Belt objects. Here we consider the primary progenitors 
of WD pollutants are a population of residual high- eccentric planetesimals, de-
volatilized during stellar red-giant phase. Equivalent to the long-period comets in the 
Solar System, they are scattered to the proximity of WDs by perturbation from 
remaining planets, Galactic tides, passing molecular clouds, and nearby stars. These 
objects undergo downsizing when they venture within the tidal disruption limit. We 
show quantitatively, the breakup condition and fragment sizes are determined by 
material strength and gravity. Thereafter, the fragments’ semi-major axes need to decay 
by at least ∼6 orders of magnitude before their constituents are eventually accreted onto 
the surface of WDs. We investigate the orbital evolution of these fragments around 
WDs and show that WDs’ magnetic fields induce an Alfven-wave drag during their 
periastron passages and rapidly circularize their orbits. This process 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bserved accretion rates of heavy-elements and the generation of 
circum-WD debris disks. A speculative implication is that giant planets may be 
common around WDs’ progenitors and they may still be bound to some WD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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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科夫斯基周日效应的三维数值模拟及其对椭圆轨道的影

响 

Modeling of the diurnal Yarkovsky effect in three 

dimensions and the effects in the motion of elliptical 

orbits 

徐洋波 1, 周礼勇 1* 

1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F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Yarkovsky effect, a non-gravitational effect caused by the re-radiation of absorbed 
solar energ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otions of small celestial bodies. 
Increasingly improving observations brings the need of high accuracy modeling of the 
effect. Using a multiphysics software COMSOL, we model the diurnal Yarkovsky 
effect in three dimensions without any approximation and compare with the widely 
used theoretical linear models. The linear models present a high accuracy in most cases 
except for small heliocentric distances and oblate ellipsoids. Since the diurnal effect 
acting on triaxial ellipsoids is periodic which cannot be solved by linear models, we 
also estimate the effect acting on them and find that they always receive stronger effect 
than biaxial ellipsoids. Finally, we investigate the diurnal effect on elliptical orbits by 
applying a semi-analytical method. Extending to a larger parameter space, we show an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variation rate of the semimajor axis da/dt, eccentricity de/dt and 
inclination di/dt. The most interesting result is that the orbital inclination will eventually 
evolve to a state that the orbital angular momentum coincides with the spin angular 
momentum in direction, which may thicken a planetary system during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348



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系外行星成像星冕仪 

（CPI—C）项目介绍 
窦江培（代表 CPI-C 团队） 

中科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太阳系外行星探测是 21 世纪重大前沿科学问题之一，对理解生

命起源和演化、认知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具有重大科学意义。目前，

已经探测发现 4300 多颗系外行星，尚未确认存在生命的行星。高对

比度直接成像技术能够直接观测到行星的光子，进而测量行星大气成

分以确认系外生命特征信号，解答“人类在宇宙中是否孤独？”这一

基本科学问题。由于行星光与恒星光强之间极大的差异（类地球行星

与主恒星对比度高达 100 亿倍），对现有光学探测技术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中国空间站为我国率先在空间开展系外冷行星的成像探测

研究提供了历史性机遇。该报告将介绍空间站 CPI-C 项目科学目标、

研究方案、最新工程研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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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邻计划简介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HABITATS project  

王炜 1*, 赵刚 1，翟萌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主题分类：__J___, __G___, __D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宜居行星的搜寻和地外生命信号的探索是本世纪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是人

类科学研究的终极问题之一，全球科学家和公众都对此课题极感兴趣。太阳系外

行星都极为遥远，只能用天文研究的方法来进行光谱和成像分析。随着系外行星

领域飞速发展，它将在 2030 年左右进入新的时代，届时研究重点将从探索发现

和初略研究转为对行星性质的精确刻画，研究对象从炽热的热木星转为温热的类

地行星。空间凌星巡天包括 Kepler，TESS 和 PLATO 以及大量的地面凌星巡天

和视向速度巡天将把系外行星的数目增加到上万甚至更多，其中宜居带类地行星

的数目可达 100 以上。然而，天文学家实际上并没有为这笔巨大的“财富”做好进

一步研究的准备，在 2030 年前后国际上没有任何设备可用于探测和研究宜居带

类地行星的大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了“天邻”项目（HABITATS，HABItable 
Terrestrial planetary ATmospheric Surveyor），一个专用于研究系外行星大气的 4 米

级空间项目。它将站在这些巡天成果的肩上，通过光谱观测，获取大量信息，提

高人类对于行星性质了解，探索宜居带超级地球和类地行星的性质，搜寻可能的

生命信号，揭开人类研究行星、认识宇宙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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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 GTC望远镜高分辨率超稳定光谱仪的研制 

王靓 

主题分类：__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未来系外行星领域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寻找和证认类太阳星宜居带中的类地行星，即

“地球 2.0”。对高精度视向速度测量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我国国家天文台与西班

牙 GTC天文台联合签署的协议框架下，我们计划为 GTC望远镜研究研制一台高分辨率超稳

定光谱仪，以应对未来系外行星特别是类地行星探测方面的迫切需求，促进双方在系外行

星科学领域的进步。光谱仪将采取创新的可见光+近紫外双通道方案，具备波长覆盖宽、极

限星等暗的优势，可以满足黑洞、银河系化学演化、星际介质、类星体等多样化的研究需

要。我国将借此成为 GTC的合作伙伴，获得 GTC望远镜的保障性观测时间，有机会使用

GTC 附属的所有科学仪器开展研究。 

 

351



系外行星凌星探测 

A Review on 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s  

张辉 1 

1上海天文台 

主题分类：_G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ransit” is one of the most efficient methods to find extra-solar planets (the 
exoplanet). In the past couple of decades, it has provided a large sample of exoplanets 
which has greatly improved our understandings on the planetary demography and 
planet formation theory. I’ll briefly review the past and on-going ground-based and 
space-based transiting exoplanet surveys, introduce their processes and results and 
explain what they have told us about planets and how they have helped us on the 
planetary science. I’ll also talk about what information is still missing and how the 
future planet searching projects will benefit us on filling those blank spa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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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国地基雷达天文观测的近地小天体动力学特征研究 

Dynamic study of the NEO with the Earth-Based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平劲松 1*, 孙靖 1, 曹建峰 2, 韩松涛 2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 

主题分类： H , __J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针对飞临地球空间的小天体动力学特征监测及物理特性反演的需求，开展了

基于地基雷达的主动射电观测技术研究。进一步地发挥和拓展我国地基已有大雷

达和射电天文大天线的能力优势，初步搭建了小天体动力学特征和小天体物理特

性观测反演的数据分析处理平台，开展了近地小行星2012TC4的地基雷达天文观

测试验和尺寸反演分析。实现的小行星2016HO3轨道数值积分15年结果与JPL的

HORIZON发布的星历偏差在100米以内。通过近地小天体的基本物理性质（大小、

形状、质量物质组成和内部结构等）和动力学特征（自转特性、轨道计算、观测

数据融合）的初步研究，探索出了一条我国地基雷达与射电天文装置联合探测近

地小行星的技术途径，验证了理论的正确性和技术的可行性，积累的经验为服务

于我国近地威胁小天体监测和未来的小天体探测任务奠定了基础。本研究实现我

国在地基雷达天文领域从无到有的突破，并逐步推动和完善该领域在我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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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小天体的动力学演化、撞击风险分析与就位探测 

侯锡云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地球附近游荡着数以万计的近地天体，现有的理论认为它们主要来源于小行星主带，因此

从科学角度而言对其探测对有助于人们理解太阳系的演化过程。部分近地天体与地球轨道

十分接近，存在一定的撞击风险，因此从安全角度而言它们也是地面一系列监测计划和可

能的行星防御策略的主要对象。同样由于轨道与地球接近的原因，发射探测器对其进行就

位探测所需的任务成本较低，因此它们也是小天体探测任务的主要探测对象。在本报告

中，我们将从轨道角度首先对近地小天体的动力学来源与演化过程、撞击风险分析以及就

位探测的现状进行简单介绍，然后介绍我们的一些研究结果以及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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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重力场模型研究 

Asteroid gravity field model 

鄢建国 1，高梧桐 1，郭茜 1，刘路 1，叶茂 1，李斐 1 
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H—小天体和尘埃 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我国即将开展小行星探测任务，将进行多方面的科学探测，重力场将是其中

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报告首先简要介绍了重力场在小行星探测任务中的作用和重

要性，并对典型的小行星探测任务在重力场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简要描述。基于自

主研制的小行星探测器精密定轨与重力场解算软件平台，利用实测数据和仿真分

析，报告还将给出课题组关于 Phobos、Lutetia、2016HO3、133P 等多个卫星重力

场解算的结果，这些结果将为我国小行星探测任务射电跟踪数据的综合应用提交

较为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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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自旋小行星附近碎片云的动力学演化 
 

于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yu.yang@buaa.edu.cn 

 

       近年来的天文观测和深空探测任务发现了一系列表面活跃的小行星，这些小行星

尽管水分含量较低，却如彗星一般向外喷发尘埃和碎片。对于这些“类彗星体”碎片喷

发的物理机制，是行星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或将成为窥视小行星演化过程的一

个关键窗口。本文针对由小行星加速自旋导致的表面碎片脱落这一类动力学机制开展

研究，分析小行星附近的力学环境，并建立细化的动力学模型，追踪脱落碎片在小行

星附近的演化历程，预报碎片云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有助于评估碎片云对相关深空

任务探测器的潜在威胁，也将为我国未来的小行星探测任务设计论证提供理论支撑。 

 

357

mailto:Yu.yang@buaa.edu.cn
mailto:Yu.yang@buaa.edu.cn


超快速自转碎石堆结构小行星在 YORP 效应下的动力学演化 

Dynamical evolution of super-fast rotating rubble-pile asteroids 

under YORP-driven spinup 

胡寿村 1,2,3*, 季江徽 1,2,3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中国科学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比较

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H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系大部分小行星的自转周期都大于 2.2 小时，此时小行星表面的引力大

于离心力，这与大部分小行星（直径大于 200 米）被认为具有“碎石堆”结构的观

点是一致的。然而，观测发现也有一部分小行星的自转周期是快于 2.2 小时的，

这些小行星被称为超快速自转小行星（SFRs），在存在一定的内部粘附力的情况

下，这些 SFRs 也可以具有碎石堆结构。在 YORP 效应导致的自转加速作用下，

我们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具有碎石堆结构的 SFRs 的演化过程，研究了临界自转

周期与物质参数的依赖关系，并发现其最终的演化结果主要与密度、粘附强度和

直径的一个组合值（η）有关。本报告将汇报最终的演化结果与不同η值的关系

以及对小行星形状演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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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共轨小天体轨道演化分析 

Orbital analysis of Earth co-orbital small bodies 

齐毅 1*, 乔栋 1 

1 北京理工大学 

主题分类：_H—小天体和尘埃 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在多体模型下，处于共轨轨道的小天体与次主天体具有相同或相似的轨道周

期，同时与次主天体产生运动共振。该现象在天体力学中并不鲜见，比如共轨运

动存在三种典型的轨道类型：蝌蚪形轨道、马蹄形轨道和准卫星轨道。太阳系内

共轨小行星可能是摄动行星产生过程的剩余物，因此携带着行星形成的重要信息，

是重要的探测目标。我国将地球共轨小行星 2016HO3 作为未来小行星采样返回

任务的目标天体。然而研究表明小天体当下瞬时的轨道根数不足以直接判定其在

真实动力学环境下的长期共轨行为，特别是一些复合共轨轨道在多行星力学环境

下会变的相当复杂。本文我们利用作者提出的环面相空间结构来研究地球共轨小

天体的轨道演化。在限制性三体模型下，共轨小行星在环面相空间内对应的等值

曲面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地展示了其共轨轨道类型和演化过程。该方法已成功地用

于分析木星特洛伊小行星的振动范围和木星族彗星的共轨特性。本文研究了包括

2016 HO3 在内的 10 颗地球共轨小行星，分析比较了其在环面相空间内的轨道特

性和长期数值积分的结果。研究表明地球共轨小行星的当前共轨状态并非其长期

共轨类型，虽然木星等大行星对其轨道演化有摄动影响，但它们主要受日地限制

性三体问题共轨模型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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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多历元红外观测研究小天体表壤热物理性质 

Using multi-epoch infrared photometry to study thermophysical 

properties of regolith on small bodies 

余亮亮 1*, 叶永烜 1,2 

1 澳门科技大学, 2台湾中央大学 

主题分类：__H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小天体是行星形成过程的半成品，可能蕴含太阳系初期的物质信息，部分小天体

甚至含有与生命形成关联的水和有机物。但是由于碰撞、空间风化及热应力等因

素，使大多数小天体表面形成表壤层，从而原初的物质以及水和有机物被埋在表

壤层之下。当小天体发生轨道迁移至离太阳更近的位置时，表壤层之下的原初物

质、水和有机物是否还能保存？能保存多久？将与表壤层的热物理性质息息相关，

因此精确测量表壤层的热物理性质对于研究表壤层之下的原初物质、水和有机物

的长期演化十分重要。为此，我们建立起来利用多历元红外观测研究小天体表壤

热物理性质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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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型小天体表壤模拟物研究 

 The Study of S-type asteroid regolith simulant 

罗悦琛 1, 张晓静 1, 肖媛 1 

1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 

主题分类：_A___, _K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小天体表面通常覆盖一层松散的表壤，一般具有从亚微米到米级的各种粒径，

有时分布有几十米的巨石。日本的隼鸟 2 号任务和美国的 OSIRIS-REx 任务获取

的图像表明体积较小的 C-型小天体表面确实散布着大的卵石和巨石。这些认识

对于科学探测和着陆安全都至关重要，尤其对于选择合适采样点是不可或缺的前

提。目前我国已经规划了首个小天体探测任务，其中第一阶段将对近地小行星

2016HO3 进行采样并返回地球。因此，能够在任务准备和实施阶段，对小天体表

面形貌和光谱特征进行高仿真度模拟，将有力支撑任务的顺利实施。Hayabusa 探

测器从小行星 Itokawa 的表面返回了约 1500 粒尘埃，对其开展科学研究后将普

通球粒陨石的岩石学与 S-族小行星联系起来。我国小行星探测任务的目标之一

为近地小行星 2016HO3，由于目标天体十分暗弱，并且缺乏已发表的光谱观测数

据，初步认定 2016HO3 可能是 S 型小行星。实验室通过对已发表的陨石数据进

行分析和总结，制备了 S 型小行星表面碎石和颗粒模拟物，并且对模拟物进行了

XRF 实验、光谱测量和粒度分析，下一步将综合分析已获得的数据，进一步改进

模拟物的制备方法，得到更高相似度的模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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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体高速撞击的 MPM-SSDEM 混合构架仿真 

A combined MPM-SSDEM method for hypervelocity impact 

simulation on celestial small bodies 

闫翛然 1*, 刘岩 1, 程彬 1, 张韵 2, 李俊峰 1 

1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 2法国尼斯天文台（蔚蓝海岸天文台） 

主题分类：  H  ,   K  ,       

摘要正文： 

太阳系小天体表面遍布的陨石坑是高速撞击事件频发的有力凭证。研究小天

体高速撞击的动力学过程有助于揭示小天体地质组成与演变历史、乃至结构演化

或小行星族的起源。 

然而，由于小天体疏松的地质结构和微弱的引力环境，其上的高速撞击行为

表现出强冲击、大变形、长时程的特点，现阶段较成熟的计算方法难以满足仿真

要求：软球离散元法（SSDEM）能有效模拟小天体的碎石堆结构以及仿真长期地

质演化，但缺乏精细的物态方程，导致复现强冲击的作用效果失真，且计算能力

不足以实现超百万量级颗粒数的计算；基于连续介质力学建立的物质点法（MPM）

可以较真实地模拟高速撞击产生的失效和破碎现象,是目前分析超高速碰撞问题

的最有效方法之一，但上述方法需要较高的离散精度，计算消耗大，难以实现对

弱引力场下溅射物回落等行为的长期仿真。 

本文建立了 MPM-SSDEM 的串行混合构架：MPM 计算高速撞击初始开坑阶

段，SSDEM 仿真溅射物回落，并提出了二者的转换规则。进一步，以小行星 Ryugu
的人工撞击实验为算例，验证了算法的有效性。该混合构架实现了对小天体高速

撞击现象的破碎、溅射等行为的全过程仿真，对未来实施相关的小天体探测任务

（如 DART & Hera 探测任务），和实现动能撞击防御小天体均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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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卫一表面沟壑网络的潮汐撕裂形成机制 

Tidal disruption as the origin of surface grooves on Martian moon 

Phobos 

程彬 1*, 于洋 2, 宝音贺西 1 

1 清华大学, 2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分类：___A__, __ H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卫一 Phobos 上的平行条纹网络是太阳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表面构造之一，

对其形成机制的研究将有助于解答火卫起源乃至火星形成等诸多科学问题。

Phobos 的轨道深入火星的洛西半径以内，而且轨道高度还在以每年约 2 厘米的

速度持续下降，这一轨道变化将在其表面引发逐渐增大的潮汐应力场，从而可能

驱动 Phobos 表面的地质运动。基于 Phobos 动力学环境与地质特点，本文建立了

分层异质结构的风化层模型，采用颗粒离散元方法研究了 Phobos 地表结构在潮

汐应力作用下的失效模式。数值模拟表明，潮汐应力将使得黏性次表层发生撕裂

破碎，在垂直于拉应力方向萌生近似平行分布的多条裂纹，并不断扩张伸展；而

松散表层会逐渐沉陷到深层裂缝中，伴随着渗漏过程的发展在表面依次形成孤立

坑洞、细长形凹陷、平齐状沟壑，这一形貌演化历程与 Phobos 上观测到的丰富

沟壑地貌相对应，而包括深度、宽度、坡度在内的地形学分析也表明仿真预测与

测绘数据的一致性。本文工作证实了轨道衰减—潮汐撕裂机制可以有效解释火卫

一沟壑网络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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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探测与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of asteroid exploration and research 

焦维新 

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H___, __J___,___K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2010年 6月 13日,日本的隼鸟号小行星探测器携带样品返回地球，这是人类

首次从小行星取样返回。隼鸟的成功给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带来极大的鼓

舞，决定发射第二颗小行星取样返回探测器，目标定为小行星(162173) 1999 JU3，

隼鸟 2号于 2014年 12月 3日发射，2020年 12月 6日携带从小行星龙宫取得样

品返回地球。在对隼鸟号取回样品的研究中，发现了水和有机物。 

日本隼鸟号对小行星的取样返回探测，标志着人类对小行星的探测进入新阶

段。2016 年 9 月 8 日，美国发射了 OSIRIS（欧西里斯）小行星探测器，目标是

从小行星贝努取样返回。目前欧西里斯已经成功取样，计划在 2023 年 9 月 24

日回到地球。近年来，一些单位对小行星取样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多种

取样方法，包括一触即离的方法。 

2021 年 10 月。美国计划发射“露西”小行星探测器，目标是木星特洛伊群

小行星，研究与太阳系起源相关的问题。2022 年，NASA 计划探索最大金属小行

星灵神星（16 Psyche），了解以前从未探索的行星形成的基本单元：铁核。探索

新的、不是由岩石、冰或气体构成的世界，而是由金属构成的世界。 

ESA 与 NASA 计划在 2022 年左右发射“双小行星再定向测试”探测器，验证

撞击小行星对其产生的轨道偏转能力。 

我国计划发射近地小行星取样返回探测器，并且探测主带彗星。 

国际上对小行星探测的关注，充分反映了人类对小行星的科学问题、资源问

题以及可能撞击地球灾害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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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天体深空异构监测星座系统技术研究 

Constellation of heterogeneous wide-field NEO surveys: spacecraft 

system technology 

霍卓玺 1, 方越东 1, 朱玥 1，罗保睿 1，林亲 1，刘冀林 1，李翔宇 2，祝青 3，韦明

川 4，孟林智 5，刘志敏 6，张晓静 1，黄长宁 6，乔栋 2，黄江川 1,4,5 

1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室, 2北京理工大学, 3中国科学院西安

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4哈尔滨工业大学，5北京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6北京空

间机电研究所 

主题分类：H, J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近地天体在行星科学、地球行星防御、深空探测和行星资源开发与利用方面

具有重要研究价值。近地天体的普查和定位是进一步详查、探测、研究的前提。

当前主要依赖的地面光学系统能力受限，在巡天效率和覆盖率方面存在劣势。天

基系统是未来发展方向。我们提出一种基于微小卫星低成本方案的异构星座，搭

载宽/窄视场、高/低分辨率光学载荷，有望为近地天体普查与定位提供一种低成

本、高效率的解决方案。本报告将着重介绍近地天体深空异构监测星座系统技术

研究进展，包括任务分析、系统构成与基于数值仿真的系统效能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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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科学大会（苏州 2021）H-小天体与尘埃 稿件摘要  

 

 

标题：小天体探测空间大跨度视觉三维建模 

 

赵巍 1 武延鹏 2 黄江川 2 刘鹏 1 唐降龙 1 
1 哈尔滨工业大学 计算学部 
2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北京控制工程研究所 

 

摘要：小天体距离地球遥远，地面观测数据少，未知因素多，不确定性强。小天

体三维模型是小天体探测、导航、采样区域选择等的基础数据，其本身也是小天

体科学研究的基础数据。研究基于在轨光变曲线的小天体三轴比例估计方法，基

于轮廓的小天体三维建模方法和基于光度学的小天体三维建模方法。在探测器相

距目标小天体几千公里到几百米的大跨度空间中，由不同阶段获得的观测数据恢

复不同分辨率的小天体三维模型。基于此，研究了不同阶段三维模型的数据继承

性以及三维模型在地形相对导航中的应用方法。通过实验验证了不同阶段三维建

模方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通讯作者：赵巍 zhaowei@hi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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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雨期间高功率大口径相控雷达对微流星的观测研究 

Observation of Micrometeoroids by High Power Large Aperture 

Phased Radar During 2020 Geminid Meteor Shower 

曾令旗 1,2*, 张宁 1,2, 李鸣远 1,2, 乐新安 1,2，赵必强 1,2，宁百齐 1,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院重点实验

室 

主题分类：__H__, ____, 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2020 年 12 月 13 日-14 日，双子座流星雨期间，采用高功率（2MW 峰值功

率）大口径相控阵雷达（43dB 增益）进行微流星体观测研究。雷达波束采用双

子座辐射点、天顶和垂直磁场相互交替（每个指向 10 分钟）的工作方式，获得

了高距离（37.5m）和时间分辨率（3.3ms）的流星观测结果。给出了三个波束指

向的流星的注入量，并分析其差别和成因。统计分析了流星事件的基本参数，包

括视线速度分布、时间分布和高度分布等。还分析了观测过程中观测到的流星特

殊个例现象，比如流星体破碎和爆炸等。基于试验结果，分析和指出了采用地基

高功率大口径相控阵雷达观测和研究星际尘埃的可行的方法和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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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多层聚类视角的小天体光学影像形貌判读方法 

郑晨 1, 平劲松 2, 王明远 2, 刘阳 1 

1 河南大学, 2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主题分类：_ H—小天体和尘埃_ ,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在深空探测中，由于复杂的深空环境，可获取的小天体光学影像数据中往往

存在着光照过亮或光照不足的区域，这极大限制了对小天体形貌的判读精度与信

息提取。针对小天体光学影像局部光照条件变化剧烈的特点，提出了一种基于多

层聚类的方法来分析和判读小天体的形貌信息。具体而言，该方法首先对光学影

像数据进行了两层次的聚类，其中第一层聚类是根据光学数据整体直方图的分布

进行的，该层聚类结果可以展示宏观层面的形貌分布信息；第二层聚类是在第一

层聚类结果的基础上，针对每一个类别数据进行的细分类，该结果可以展示比较

微观和细节的形貌信息，特别是在光照较强或较弱的影像区域。根据上述结果，

可以从聚类的角度进行影像的解读与增强，并以此为基础，分析小天体典型地形

地貌在聚类图中的特点，获得最终的形貌分析结果。嫦娥二号获取的图塔提斯

（Toutatis）光学影像及其他小天体光学影像的判读结果初步证实了此方法在小

天体光学影像形貌判读中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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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学序列图像的小行星定点着陆自主导航定位方法 

An autonomous navigation approach for asteroid pinpoint landing 

using optical sequence images 

谢欢 1,2*, 晏雄锋 1,2, 王亚琼 1,2, 杨茜 1,2, 刘世杰 1,2, 童小华 1,2 

1 同济大学, 2上海市航天测绘遥感与空间探测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  H—小天体和尘埃  ,       ,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精准的导航定位是保障小行星定点着陆与采样返回探测任务成功实施的关

键之一。小行星体积小、自转周期短、形状不规则、危险障碍多，因此其表面安

全着陆范围小、对定点导航精度要求高。目前月球、火星等大天体探测任务中广

泛使用的惯性导航配以测距测速修正的方法受初始导航、惯性测量等多重误差影

响无法满足其高精度需求，而传统的视觉导航算法也面临着计算能力受限下的性

能难点。针对该问题，本研究建立基于光学序列图像的小行星定点探测自主导航

定位方法。首先，基于近距离伴飞的光学序列影像利用运动恢复结构方法建立小

行星全球三维形状模型；随后，以此为基础利用光度技术支持下的局部地区高精

度三维地形重构方法建立导航地形特征数据库，并在着陆下降过程实时渲染对应

区域的高精度三维地形获取自然特征模板影像；最后，建立相邻帧运动信息增强

自然特征匹配方法，确定自然特征模板影像在当前帧影像中的搜索空间，从而提

高特征匹配效率，实现探测器位姿的快速估计。通过日本隼鸟一、二号任务序列

影像以及同济大学月球与深空探测精密测绘综合实验场的无人机模拟影像等数

据开展实验初步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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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TA 挥发分原位热分析仪 

Volatile In Situ Thermal Analyzer 

丁昆 1,2，袁茹 1,3，Fabrizio Dirri 4，Ernesto Palomba4 

1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智能红外感知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大学 
4 IAPS-INAF– Institute for Space Astrophysics and Planetology 

 

主题分类：__H__, __J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小行星周围的尘埃物质，为有形的实体颗粒，其直径大小为 至几

百 。这些微小尘埃包含了宇宙演化和天体演化及其他一些丰富信息，微小尘

埃的探测，是研究小行星的重要途经。 

本团队与意大利天体物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合作开发了挥发分原位热分析

仪(Volatile In Situ Thermal Analyzer, VISTA)，可以测量探测小行星和彗星存在的

多种类型粒子（尘埃、挥发性或半挥发性材料）的累计质量。同时，VISTA 可以

推断挥发物的丰度，区分不同的挥发物种类。 

   
图 1. 左：VISTA SH1 传感器头。右图：传感头内部图：清晰可见三明治状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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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轨道行星际尘粒收集用气凝胶的动力学性能研究 

Dynamic Behaviors of Aerogels for Interplanetary Dust Particles 

Collection in Low Earth Orbit  

贾晨雪 1,2, 徐于晨 3, 赵海峰 1,2*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2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 3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

科学中心 

主题分类：__H__, __J__, __K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行星际尘粒收集任务是小行星探测的补充和深化，行星际尘粒来源广泛，它

的采样返回，可以进一步加深对太阳系起源和演化的理解。行星际尘粒收集任务

通常使用气凝胶材料为收集靶材，其力学性能好坏是尘粒收集任务能否成功的关

键因素，因此我们针对近地轨道空间任务发射过程的力学工况和行星际尘粒收集

过程的超高速侵蚀破碎过程，对气凝胶材料进行力学性能测试和评估。 

本研究根据空间收集任务中行星际尘粒的运动特征，模拟了行星际尘粒侵蚀

靶材气凝胶的高应变率变形过程。通过地面尘粒高速冲击试验，分析和构建了理

论模型，研究了尘粒在超高速侵蚀气凝胶过程中的力学特征，据此推导出与近地

轨道行星际尘粒收集任务对应的靶材材料参数。根据近地轨道飞行器发射的力学

工况，进行了气凝胶靶材的振动响应分析。结果表明，所选用的气凝胶靶材能够

符合近地轨道行星际尘粒收集要求及航天器的抗振性能要求。 

（a）

（b） （c）

 

图 1 行星际尘粒高速冲击及气凝胶靶材振动实验结果 

372



基于换向开关的磁通门零漂消除技术

袁恺鑫1,2,3 and 杜爱民1,2,3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2 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29

3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摘要 磁通门磁强计是卫星在轨磁场测量的主要仪器，可以测量三分量的空间矢量磁场。磁通门虽然
具有功耗低、体积小、精度高、可靠性好等有点，但存在着难以避免的零漂的缺陷，这种零漂具有一定
程度的随机性和不可重复性，进而影响高精度的科学观测。因此，磁通门磁强计需要定期的零漂校准。
通常在轨卫星会借助空间环境中磁场的物理特征，或与其所携带的其他磁场测量仪器对比，或借助自
旋时磁场的周期变化进行零漂校准。本文提出一种通过换向开关实现的磁通门磁强计的零漂校准方
案，使其在不需要额外机械动作的情况下，更换磁通门探头的极性，实现零漂的消除。这种方案建立在
磁通门磁强计的硬件层面上，不依赖外界的磁场物理环境、卫星的其它载荷及卫星的特殊姿态控制。
一方面，该方法为星载磁通门磁强计自我消除零漂增加了更灵活，更普适的方法；另一方面，该方法可
以与既有方法相互配合，提高零漂标校的精度。

关键词 磁通门磁强计; 空间磁场测量; 传感器校准;

1第一作者简介 袁恺鑫，男，1995 年生，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磁强计的研究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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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高功率大口径雷达流星检测 

Deep Learning for High-power Large-aperture Radar Meteor 

Detection 

张宁 1,2, 曾令旗 1,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北京空间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主题分类：__H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流星数据可以用来反演大气层的风场速度和温度，相较于光学仪器观测流星，

高功率大口径雷达可以进行更加精细的测量，由于其采样率高，距离分辨率好，

其流星回波数据量非常大，同时由于流星信号比较微弱，持续时间短等特点，传

统的检测算法不仅耗时久，而且往往会漏检流星目标，因此我们提出一种基于深

度学习的高功率大口径雷达流星检测算法。在南京郊区（31.96N，119.16°E）我

们使用高功率大孔径雷达在 2019 年 7 月份和 11 月份进行了流星观测实验，并使

用该方法进行流星目标的识别与提取，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召回率为 98.4%，虚

警率为 1.5%。通过与 Cascade RCNN 算法对比，进一步证明了该算法的速度与

精度。2019 年 11 月 12 日从 18：00 到 2019 年 11 月 13 日 9：00 时间段内统计

结果显示流星出现次数最多的高度在 100-110km 高度范围内，流星出现次数最

多的时间在早上 4：00 到 6：00 范围内。其对于高功率大口径雷达流星观测与提

取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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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人卫站 1.2 米望远镜小行星同时性多色测光观测进展

The Simultaneous Multicolor Photometry Observations of Asteroids 

Based on 1.2m Telescope at Changchun Observatory 

吕游 1*, 康喆 1, 李振伟 1, 刘承志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长春人造卫星观测站 

主题分类：__H___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多色光度测量作为天体物理学领域的重要观测手段，获取光变天体目标在不

同波段的能量分布及光度变化特征，其在空间目标、太阳系小天体、变星等领域

都有重要应用。传统多色测光观测一般采用安装滤光片转轮的观测方式获得不同

波段光学信息，由于小行星具有光度随其自转变化的特点，传统多色测光对其进

行观测存在各个波段的非同步拍摄时刻而引入时间分辨率误差。 

为避免这一问题，长春人卫站 1.2 米光电望远镜在其卡氏焦点安装同时性三

通道光度计系统，通过对入射光束分光滤光实现同时性获取小行星 g’、r’、I’三
个波段光学信息。同时性三通道光度计主要特点是光度计的分光系统关键部件选

用分色平板，通过镀膜的分色平板选择透射与反射的光束波长实现分光功能，并

由后端滤光片实现最终的波段能量获取。同时性三通道光度计三个通道的视场为

21’ ×21’，其中 g’通道光学透过率为 52.9%，r’ 通道光学透过率为 51.5%、i’ 通
道光学透过率为 51.1%，通道终端配备 Andor 科学级 CCD 相机，其像素数为

2048×2048，像素尺寸 13.5μm×13.5μm。 

 

图 1 同时性三通道光度计系统光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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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风化层颗粒迁移行为的类比实验 

An Analogue Experiment of Regolith Migration on Asteroids 

黄晨阳 1, 于洋 1*, 程彬 2, 张凯明 1 

1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清华大学 
*Email: yuyang.thu@gmail.com 

主题分类：__A__, __H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近些年各国对太阳系小天体的原位探测揭示了其部分地表特征可能形成于

风化层颗粒的蠕变或滑坡行为。众多针对小天体演化动力学过程的离散元模拟初

步表明，行星尺度上的空间颗粒系统在 YORP 自旋加速作用下会呈现出整体形

状的重塑及多样的表面形态。然而，数值方法在仿真长时间尺度下的大规模颗粒

系统时存在局限性。因此，本文设计并实现了一种地面类比实验，通过自旋加速

产生的等效梯度势场近似真实小行星动力学环境，实现对行星尺度的大规模颗粒

系统演化行为的高保真度观测研究。在接近准静态的自旋加速实验中，我们对不

同转速下、不同径向位置处的颗粒流量、局部坡度角等进行了量化与统计。结果

表明，梯度势场中颗粒系统的演化与 YORP 加速下的小行星风化层迁移行为在

多个动力学特征维度上存在相似性，同时蠕变过程中颗粒体系表现出典型的因剪

切作用产生的间歇现象。除此之外，与陀螺形小行星在临界转速下接近静止角限

制的临界形状一致，实验中颗粒系统表面形状同样在高转速下接近处处为静止角

的临界状态。本工作为地面类比实验研究小行星表面地质过程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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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erical research on the CME’s initial parameters and its 

propagation in interplanetary space 
Fang Shen1,2, Yousheng Liu1,2 and Yi Yang1,2 

1SIGMA Weather Group,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Space Weather, National Space Science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College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主题分类：_ E—行星空间环境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Abstract： 

Coronal mass ejections (CMEs) are the major space weather drivers, and an accurate 
modeling of their initializ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the interplanetary space is an 
important issue for space weather forecasts. In this research, we use the newly 
developed three-dimensional (3D) flux-rope CME initialization model (Liu, Shen and 
Yang, 2019, APJ; Shen, Liu and Yang, 2021, APJS) and 3D IN (INterplanetary) -TVD-
MHD model (Shen et al., 2018, APJ) to study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ME initial 
parameters on simulation results. The initial CME flux model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graduated cylindrical shell (GCS) model.  
In order to test the influence of the CME initial parameters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and the geo-effectiveness, we run several simulations with different CME initial 
parameters, and investigate the outputs in interplanetary space.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arameters specifying the CME initialization in the model, including the initial 
density, the thickness of CME flux tube, initial mass, and initial magnetic field,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imulation results for observer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such as 
near the Earth and Mars, and on the process of propagation of the CME in interplanetary 
space. This confirms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details of the initial implementation 
of geometric and physical parameters of CME on interplanetary spac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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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风马赫数对磁层顶通量传输事件的影响 

Influence of the solar wind Mach number on  

the flux transfer event of the magnetopause 

孙天然 1, 陈琛 1, 王赤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 

摘要正文： 

磁层顶通量传输事件（FTE）是发生于磁层顶的瞬变现象，在太阳风-行星耦

合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行星观测研究中，近日行星（如水星）磁层顶 FTE的

发生概率较高，而远日行星（如土星）磁层顶 FTE的发生概率较低。为理解不同

行星的磁层顶 FTE差异，我们采用全球 MHD模拟，在固定偶极矩（统一采用地球

偶极矩）、太阳风电场等条件的前提下，改变太阳风马赫数，考察 FTE 的发生概

率。研究表明，FTE的发生概率与太阳风马赫数直接相关，马赫数越大 FTE发生

概率越小。考虑到太阳风在传播过程中马赫数逐渐增大，近/远日行星磁层处于

马赫数较小/大的太阳风环境，该结论可用于解释近日和远日行星磁层顶 FTE 发

生频率不同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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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视场 X 射线日冕仪 

程鑫 1, 李志远 1, 苏云 2 

1 南京大学, 2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主题分类：__J___, __K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上的多数大尺度爆发现象发生和发展于日冕中，如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

抛射，它们会产生大量的高能粒子和高速等离子体团，对太阳系内各大行星的大

气结构和动力学过程会产生严重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日冕的观测都是在白

光波段进行的，这只能提供日冕的电子数密度信息。我们建议建设一台大视场 X
射线日冕仪，能观测 15 个太阳半径视场内每个像元在软 X 射线波段的能谱，从

而提供日冕大视场的密度和温度。这些信息对诊断日冕物质抛射的能化过程以及

相关磁重联的物理机制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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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风速度和密度对火星诱导磁层边界日下点距离的影响 

Effect of solar wind density and velocity on the subsolar standoff 

distance of the Martian MPB 

王明 1,2*, 李罗权 2, 谢良海 3, 徐晓军 2, 吕建永 1, 王晶 4,2, 李磊 3, 眭昊旸 1 

1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2澳门科技大学, 3中科院空间中心, 4中山大学 

主题分类：__E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使用多成分三维全球磁流体模型，本文研究了不同密度和速度的太阳风动压

Pd 对火星诱导磁层边界 MPB 日下点距离 r0 的影响。本文模拟了 35 个事例，其

太阳风动压 Pd 的范围为 0.1494 到 7.323 nPa（其中太阳风数密度 n∈[1,9] cm-3，
太阳风速度 V∈[-258, -1344] km/s）。其他太阳风条件设置为：太阳活动极大期、

最强地壳磁场位于日侧以及 Parker 行星际磁场条件。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 r0
随着 Pd 的增大而呈幂函数减小趋势。Pd 相同时，较大的太阳风速度（较小的密

度）会导致 r0 变大；(2) Pd 相同时，较大的太阳风密度使得 MPB 日下点的压缩

磁场与地壳磁场的比值变小，而等离子体 β值变大。这表明热压在火星诱导磁层

边界的磁场压缩中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太阳风速度增大会导致磁场拖拽过程变

强，火星诱导磁层边界的磁压也因此增加，热压相应减小，导致火星诱导磁层边

界日下点距离 r0 增加；(3) 此外，本文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太阳风动压、速度和密

度的火星诱导磁层边界日下点距离经验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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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 4 号 LND 对低能银河宇宙射线的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study of low energetic galactic cosmic rays: LND data 

商文赛 1，郭瑞龙 1，肖超 1，乐超 2，徐自贡 3，田安民 1，史全岐 1*，王慧姿 1，

张珅毅 4，郭静楠 5，韩晨尧 1，陈剑 1等 
1 山东大学（威海）, 2北京大学, 3基尔大学, 4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5中国科

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银河宇宙射线是指来自太阳系以外的银河系的高能粒子，通量很低，大部分是由

质子组成的（占 89%）。在 1AU 处，银河宇宙射线的通量几乎是各向同性的，粒

子能量范围从 1MeV 到 10^14MeV。由于月球本身没有全球磁场和大气，嫦娥 4
号作为人类第一个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其携带的月表中子与辐射剂量探测仪

（LND）可以有效地探测月球轨道附近空间的低能银河宇宙射线，本工作主要统

计 9-35MeV 的质子与行星际磁场和太阳风参数的关系。我们统计分析了 14 个月

昼工作日的低能质子数据和绕月轨道 ARTEMIS 卫星数据，发现低能的银河宇宙

射线的通量在新月/正午期间（月球位于日地连线中心时），其通量最低，且晨昏

两侧的通量具有明显的晨昏不对称性。而在局地行星际磁场和太阳风稳定条件下，

低能 GCR 计数率呈现晨昏较为对称的特征。在新月位置，当行星际磁场 Bx 占

主导时，低能质子通量也随之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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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eratures of Solar Corona and 

Planetary Magnetosheaths 

Chao Shen1, Nian Ren1, Yonghui Ma1, M. N. S. Qureshi2, and Yang Guo3 

1School of Scienc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2Department of Physics, GC University, Lahore 54000, Pakistan. 

3School of Astronomy and Space Science and Key Laboratory for Modern Astronomy 

and Astrophysic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o Shen (shenchao@hit.edu.c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eratures of the solar corona 

and planetary magnetosheaths. Based on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planetary magnetosheaths cannot exceed that of the 

solar corona. A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is presented into the expansion of the solar 

corona, the propagation of solar wind, and the compression of planetary 

magnetosheaths by bow shocks. The method used is general and fits the dynamics of 

multiple components, thermal anisotropy, and non-Maxwellian plasmas in the steady 

state, and approximate formulas are obtain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or the steady 

state, the temperatures of all the planetary magnetosheaths at the subsolar points in the 

solar system are comparable and close to the maximum temperature of the solar 

corona. Second, a systematic statistical survey of the average temperature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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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etary magnetosheaths is presented and shows that the average plasma temperature 

of the magnetosheaths of Earth and Saturn are 183 eV (2.12 MK) and 172 eV (2.00 

MK), respectively.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These results are of significant use for estimating the thermal properties of the 

planetary magnetosphe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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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上游拾起离子动力学与低频波动 
郭建鹏，林海博，赵丹，昋若寓 
北京师范大学 行星与空间物理研究团组，北京  100875 

摘 要 

 

在火星弓激波上游区域，火星大气中性粒子通过与太阳风离子碰撞交换电荷或受

太阳辐射光致电离，形成带电离子。新生离子随即被太阳风磁场捕获，成为拾起

离子。在太阳风坐标系，新生拾起离子以接近太阳风速向着太阳运动，同时受洛

伦兹力作用绕磁力线作回旋运动。当拾起离子速度分布处于非平衡，或拾起离子

与背景太阳风粒子相互作用，可以触发不稳定性，进而激发低频等离子体波动。

火星大气与挥发物演化（MAVEN）探测器提供磁场与粒子同步探测，为研究火星

上游拾起离子动力学与等离子体波动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报告介绍两个方面的研

究进展：（1）拾起离子（H+、O+）的产生、加速和散射；（2）拾起离子激发离

子回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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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urce of the Carrington Rotation periodic magnetic 

variations on the Martian surface 

H. Luo1,2, Y. S. Ge1, 2, *, A. M. Du1, 2,Y. Zhang1, 2, S. H. Zhang3, S. Q. Sun1, 2, L. Zhao1, 

2, L. Tian1, 2, S. Y. Li1, 2, Tielong Zhang4,5, C. T. Russell6, Yanan Yu6 

1Key Laboratory of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2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Beijing Institute of Spacecraft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Beijing, 100094, China 

4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Maca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5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Graz, Austria 

6Department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USA,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Recently we found that the daily peak amplitudes of the magnetic variations at 

InSight landing site show clear Carrington-Rotation period at higher eigenmodes of the 

MNOC results for ~ 664 sols. However, the source of this periodic variations is still 

under debate. In this study, neutral-wind driven ionospheric dynamo current model is 

introduced to investigate the source. Two candidates, the draped IMF and the electron 

density in the ionosphere with the Carrington Rotation periodicity, ar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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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to find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 of the ionospheric currents and the 

resulting surface magnetic fields with the same solar rotation period. Results show that 

the electron density, which controls the total conductivity in the dynamo regi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Carrington Rotation periodic magnetic variations at Martian surface. 

The draped IMF, however, controls the local solar time of the peak magnetic variations. 

Our study implies that the periodic electron density which is resulted from the solar 

radiation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e magnetic variations with the same period at the 

surface on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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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际激波中氢、氧离子的观测研究 

Observations of and  in the Interplanetary Shocks 

昋若寓 1, 郭建鹏 1* ,林海博 1, 黄辉 1, 赵丹 1 

1 北京师范大学 

主题分类：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固

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G—系

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

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无碰撞激波是行星际空间中的常见现象，它能加速和反射粒子。基于火星大气

与挥发物演化探测器（MAVEN）在火星上游观测到的行星际激波事件，我们具体分

析激波上游与下游等离子体中的速度分布函数，试图根据氢离子和氧离子的运动状

态，了解行星际激波对带电粒子运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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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弓激波上游质子回旋波与阿尔芬波的共生事件 

Coexistence events of Alfven waves and proton cyclotron waves 

upstream from Martian bow shock: MAVEN observation 

林海博 1, 郭建鹏 1*, 赵丹 1, 黄辉 1, 昋若寓 1 

1 北京师范大学 

主题分类： 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氢外逸层电离后被太阳风拾起，可激发质子回旋频率附近（卫星坐标

系）的波动，称为质子回旋波。2014 年 10 月至 2020 年 2 月，火星弓激波上游

的质子回旋波相关特性的统计分析表明，较小的行星际磁场锥角、低太阳风、高

太阳风质子密度的条件下，质子回旋波更容易产生。同时，阿尔芬波也是一种行

星际空间常见的波动。基于 MAVEN 在弓激波上游的数据，有时会在同一时段观

测到质子回旋波与阿尔芬波，不论是其同时产生还是交替产生，均可称为“共生”

事件。结合局地观测的波动特性和氢离子速度分布函数图，对相关事件可能存在

的波动激发机制和影响做了初步分析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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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SP 数据对 Alfvén 波的识别与分析 

李豪 1 ，刘瑾  2 

 云南大学地球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E,K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PSP(帕克太阳探测器)比任何先前的飞行器接近太阳,帕克太阳探测器将在近

七年内七次飞越金星，逐步缩小其围绕太阳的轨道。本次研究采用 PSP 第一次接

近太阳(2018-11-06 12：19：47(s))的 460s 作为数据分析。此研究通过定义一个

spike(spike 是按时间顺序分离成的一个等离子体条件与周围太阳风的条件非常

不同，但相对稳定的区域，本研究将中心 325s 作为 spike，把前后 105s 与 30s 作
为前后过渡带)，对 spike 以及前后过渡带进行 Alfvén 波的识别与分析，同时有

研究发现在 spike 太阳磁场出现了回转现象。 

本研究通过 EEMD (集合经验态分解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建立了伴随太阳

风一起运动的，在其中各物理参量随时间的变化是相对稳定的 HT 坐标系。我们

对前后过渡带，spike 以及整个时间段进行了 Walén 测试，Walén 测试结果显示

前后过渡带相对于 spike 以及整个时间段的 Alfvén 波的纯度更高，其中 N 分量

相对于 R、T 分量 Walén 测试的结果更好。同时本研究通过 MVA(最小方差分析)
方法将磁场分为 L, M 和 N 分量，把其中 N(最小方差)作为法向，研究表明了本

时间段 Alfvén 波存在一定的偏振和一个很强的横向分量，同时发现 Alfvén 波确

实在本时间段内存在磁场的回转现象。通过本次研究能够对太阳风在传播过程中

加热加速的问题作出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PSP , Alfvén 波, Walén 测试, 磁场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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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替换您的中文摘要题目 

Influence of weak dipole field on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with Mars by three-dimensional multispecies simulation  

 

Li Yun1 , Lu Haoyu1, Cao Jinbin1, Li Shibang1, Li Gguokan1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sma, magnetic field distribution and ion escape for 

different remanenc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studied. In order to study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ongest magnetic field on the solar 

wind interaction with Mar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solate the influence characteristics 

of a single dipole field that indicates the remanence distribution. Firstly, this paper 

studies the weak global dipole field in the history of M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dipole field, the induced magnetic field in the magnetotail of Mars becomes 

significantly stronger. The dipole field with different strenghs makes the magnetic lobes 

with opposite 𝐵𝐵𝑥𝑥  components twist in different degrees. When the southern dipole 

field is located in different locations of Mars, the induced magnetotail of Mars 

maintains an S-shaped structure, but the twist angle of the magnetotail changes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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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弓激波上游 ICMEs 中 PCWs 的特征分析 

Proton Cyclotron Waves during ICMEs upstream from Martian Bow 

Shock: MAVEN Observations 

 

赵丹 1, 郭建鹏 1*, 林海博 1, 昋若寓 1, 黄辉 1 

1 北京师范大学 

主题分类： 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质子回旋波（PCW）是一种常见的等离子体波动，它是接近质子回旋频率（卫

星坐标系）的左旋圆偏振波。为研究大尺度太阳风结构（如：行星际日冕物质抛

射 ICME）对火星弓激波上游 PCW 的激发和波动特征的影响，选取 2014 年 12
月至 2019 年 2 月证认出的 24 个 ICME 事件进行研究分析。结合 MAVEN 的磁

场和等离子体参数的观测数据，给出 ICME 发生期间的 PCW 统计上的发生率及

波动特征，并将其与 1.52 AU 弓激波上游长期的 PCW 发生率作比较。然后，对

相关结果的产生机制和 ICME 具体结构之间的联系进行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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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E 期间水星弓激波上下游的波动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waves of Mercury bow shock during 

ICME 

汪洋 1, 钟俊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  E   ,      ,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当行星处于低马赫数、低β值的空间环境中时，经常能观测到行星弓激波

上下游的磁场波动，前者为哨声波，后者则被认为是由离子非回旋性分布引起的

磁场周期性振荡。为了进一步了解这两种波动的特性，本工作利用“Messenger”
卫星数据对 ICME 期间水星弓激波进行了相关研究。包括：（1）上下游波动的频

率及传播角分布；（2）上下游波动幅度及频率与马赫数、行星际磁场、传播角之

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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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CS 模型对地有效日冕物质抛射的研究 

Study of GCS parameters of the geoeffective CMEs

钟志辉 1,3, 申成龙 1,2 *, 迟雨田 1,3, 徐孟娇 1,3, 毛东巍 1,3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中国科学院近地空

间环境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E-行星空间环境 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study of Coronal Mass Ejections (CM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 
of space weather forecasting studies, including the statistic study of the geometric 
parameters of CMEs. There are lots of previous work talking about the sta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MEs' geometric parameters, while most of them were the 
comprehensive view of CMEs. However, not all the CMEs are Earth-encountered, i.e., 
some CMEs are non-geoeffective. Then one question arises naturally: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ta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geoeffective CMEs and those of all 
CMEs? In this paper, we surveyed 71 geoeffective CMEs and analyzed their geometric 
parameters based on GCS model fitting results; and discusse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ir 
locations and the geometric and kinematics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conclud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is east-west asymmetric and these CMEs usually have large size. We also 
tried to establish one model to predict the geoeffective CMEs' propagation time and 
both empirical statistic model and aerodynamic drag model are taken into account. 
Actually, the model established by our study could not only be used to predict the time 
CME arrives at the Earth, but also be helpful to calculate to propagation time from the 
Sun to any other pla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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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星磁鞘内镜模波分布的统计研究 

The Statistical study of mirror-mode structures distribution in 

Martian magnetosheath 

金泰峰 1,2, 李磊 1, 张艺腾 1, 乔富豪 1,2 

1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2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E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或海报展示均可 

摘要正文： 

镜模波结构(mirror-mode wave/structure)是温度各向异性的等离子体中激发镜

像模不稳定性而形成的结构，表现为磁场强度与粒子密度波动反相关、磁场呈现

压缩等特性。使用 Song et al.(1994)方法并结合基于磁场形态的方法(e.g., Soucek 
et al., 2008)对镜模波结构进行识别和分类，对 MAVEN 探测器 2015~2018 年间穿

越磁鞘的探测数据进行识别。统计结果表明，绝大多数的镜模波结构属于 peaks
或 waves 类(各占~47.13%和~46.63%)，分布整体上靠近激波位置；有~81.41%的

事件发生在准垂直激波下游。事件发生当地时间的分布显示，镜模波主要集中在

晨昏侧；而温度各向异性在日下处形成峰值。这或可由镜模波结构的演化特性解

释，即结构首先形成于日下点附近，而后随等离子体流移动至晨昏侧被观测到。 

关键词：火星磁鞘；镜模波；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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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黄辉  博士研究生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主题：E--行星空间环境 

Title: Properties of interplanetary fast shocks close to 

Martian environment 

Abstract 
Magnetic field and plasma measurements from the 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AVEN) mission in orbit around Mars are analyzed for 

interplanetary fast shock properties and drivers from 2014 October to 2018 

November. We identified 52 fast shocks, including 39 fast forward (FF) shocks 

and 13 fast reverse (FR) shocks. Most (79%) of the FF shocks are driven by 

stream interaction regions (SIRs) with only a few cases being driven by 

interplanetary coronal mass ejections (ICMEs), and all the FR shocks are driven 

by SIRs. 92% of the identified shocks are quasi-perpendicular shocks. On 

average, the shock strengths of SIR-driven forward and reverse shocks are 

comparable, and they are stronger than that of ICME-driven forward shocks. 

The shock strengths show no systematic dependence on the shock locations 

relative to the Martian bow shock.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the shock shapes 

are affected by Mars and its bow shock as an obstacle in the propagating 

medium. The result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interplanetary shocks 

propagating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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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附近 ICME 南向磁场分量预报方法 

Predicting the southward magnetic field of ICMEs near planets 

毛东巍 1,申成龙 1*,迟雨田 1, 徐孟娇 1, 钟志辉 1, 王粲 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___ E—行星空间环境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近年来，预测 ICME 的空间天气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它的南向磁场被认

为是一项关键参数，并在行星科学研究中成为一项重要的输入量。我们建立了一

套完整的方法，从观测到的 CME 爆发参数（包括几何参数和磁场参数）中导出

行星际南向磁场。本文通过 GCS 拟合和偏转模型得到了 ICME 的几何参数，并

利用拖曳模型计算了 ICME 的到达时间，这些参数的发展遵循修正后的自相似假

设。同时我们利用柱对称无力场模型（Lundquist 模型）计算了 ICME 的磁场结

构，其唯一磁场参数 b0 是通过日面观测（主要是活动区的磁参数）和统计结果

得到的。该方法的输入参数均来自太阳观测，因此可以将计算的磁场与行星处的

局地观测进行比较。当数个天体（如地球，火星）在空间中近似于共线时，对较

远行星的预测结果可以被较近行星处的观测结果修正，得到更准确的预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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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磁鞘中磁镜模的观测研究：MAVEN 观测 

Mirror mode structures in in the Martian magnetosheath: MAVEN 

observations 

刘子雍 1,2,3*, 葛亚松 1,2,3, 单立灿 1,2 

1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与行星物理院重点实验室 2.中国科学院地

球科学研究院 3中国科学院大学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磁镜模结构是空间环境中广泛分布的一种压力平衡的磁结构，它对粒子加速

与能量转换有重要作用。前人在地球磁尾、磁鞘和木星、土星乃至彗星空间环境

中都观测到磁镜结构。火星也满足磁镜产生的条件，2004 年 Bertucci 等人在火星

磁堆积边界上游观测到了镜模波。我们利用 MAVEN 卫星的磁场和粒子数据，在

火星磁鞘层中不同位置发现了磁镜结构，详细分析了火星磁镜结构磁场和粒子分

布的特征。 

请在此输入摘要内容； 

上限为 500 字：中文字体为小四号宋体，英文字体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可包括图、表； 

摘要总长度控制在在 1 页纸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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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lanetary shock observed near Venusian orbit 
Can Wang1, Chenglong Shen1,2，Mengjiao Xu1，Zhihui Zhong1，Dongwei Mao1 

1CAS Key Laboratory of Geospace Environemnt, Department of Geophysics and 
Planetary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2Mengcheng National Geophysical Observatory, 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Interplanetary (IP) shock is a disturbance that propagates into the interplanetary 

medium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speed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dium and the structure, 

they are often associated with space weather phenomena such as Interplanetary Coronal 

Mass Ejections (ICMEs) and Co-rotating Interaction Regions (CIRs). We presen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IP shocks observed near Venusian orbit from 2006 to 2014 to 

investigate the properties of IP shocks. A list of IP shocks is compiled based on high 

resolution magnetic field data from Venus Express spacecraft, and their main 

parameters and drivers are identified and determined. As the solar wind evolves through 

the heliosphere, IP shock occurrence and their parameter characteristics change, we 

further compared shock parameters obtained at different location points with 

heliocentric distance from the Sun ranging from Venus Express at 0.72 AU to wind, 

ACE near Earth and STEREO close to 1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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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观测约束的行星际太阳风环境模拟 

Modeling the interplanetary solar wind environment using multiple 

observations

杨易 1, 沈芳 1,2* 

1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2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 

主题分类：__E—行星空间环境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三维磁流体力学(MHD)数值模拟是行星际太阳风环境研究和预报的重要手

段。行星际太阳风 MHD 模型的表现十分依赖于初边界条件的给定方法。由于磁

场是控制太阳风等离子体运动的主要因素，目前国际上常见的行星际太阳风

MHD 模型都会利用太阳光球磁场数据以及磁场外推来获得模型的初边界条件。

本研究将基于光球磁场、白光偏振亮度、行星际闪烁等多种观测数据和人工神经

网络技术获取各个太阳风参数的全球自洽分布，用于约束三维 MHD 模型的初边

界条件。模型的计算区域为距日心 0.1 天文单位(AU)到几个 AU，可用于预测行

星附近的太阳风环境。模型的数值求解过程使用 Lax-Friedrich 差分格式在六片网

格系统中进行。通过将模拟结果与 L1 点卫星观测以及 Parker Solar Probe 等在不

同行星际位置处的观测对比，发现该模型能够比只采用光球磁场数据约束的模型

更准确地模拟三维行星际太阳风各参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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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系行星大气的基础科学问题 

Fundamental Issues of Planetary Atmospheres of the Solar System 

胡永云 *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

持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除了水星，太阳系其它 7 颗行星均具有大气层。另外，土卫六是拥有大气层

的卫星。这些行星大气具有既相似又不同的物理、化学性质和运动特征。金星和

火星由于没有水循环，其大气成分都以 CO2 为主，木星、土星、海王星和天王

星大气均以氢和氦为主，土卫六大起义氮气为主。在这个报告中，我将简要介绍

各行星与大气层相关的最基本的科学问题：金星的温室逃逸、火星生命问题、木

星和涡旋和急流、土星的超级风暴、土卫六甲烷的来源等。人类对海王星和天王

星知之甚少，迄今还没有发射过针对这两颗行星的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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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星成云过程——基于一维酸度云量自洽的动力学模型 

A self-consistent model of cloud mass loading and acidity of sulfuric 

acid clouds in the atmosphere of Venus 

戴隆康 1, 张曦 2*, 邵文程 2, Carver J. Bierson3, 崔峻 1,4 
1中山大学, 2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3亚利桑那大学, 4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

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D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摘要正文： 

Venus is covered by thick sulfuric acid clouds which play a role in regulating 
Venus’s climate but the details of cloud format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is still largely unknown. In this study, we developed a one-dimensional 
model to explore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Venus cloud. The model solves the 
coupling problem of condensation, convection, chemistry and droplets sedimentation.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a model can obtain both self-consistent acidity and cloud mass 
loading of Venusian clouds. Our model can successfully explain the observations from  
Akasuki mission [Imamura et al., 2017], Venus Express mission [Bertaux et al., 2007; 
Fedorova et al., 2008; Oschlisniok et al., 2012] and the NASA InfraRed Telescope 
Facility (IRTF) [Encrenaz et al., 2020]. The molar fraction of H2SO4 in droplets 
(divided by total atmosphere) is about 17 ppm above 65 km while H2O in droplets has 
a peak mixing ratio of 14 ppm at 62 km and a depletion of 12 ppm at 67 km. Acidity 
(H2SO4 mass fraction in droplets) is shown to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aturated 
vapor pressure (SVP) of H2O especially in the high temperature region. It rapidly 
decreases from the cloud base to the minimum at 62 km, then increases with height till 
70 km. We also tested the sensitivity of cloud properties on the model parameters. If we 
increase the temperature by 10 K, cloud base is lifted upward to 50 km, along with a 
reduced H2O abundance in droplets and increased H2O abundance in gas phase. 
Reducing H2SO4 chemical production rate or increasing diffusion efficiency decreases 
both the H2SO4 cloud mass and acidity. In contrast, the model results are not sensitive 
to the condensation, evaporation and sediment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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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着陆区尘暴时空分析 

Temporal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dust storm in Tianwen-1 landing 

area 

李勃 1*, 朱昱州 1，姚佩雯 1 

1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空间科学研究院,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E—行星空间环境 ,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本文的研究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利用火星遥感影像数据，识别 “天

问一号”着陆区尘暴共计 882个，提取这些尘暴的几何参数与时空属性；（2）综

合尘暴的时空属性与发生频率等因子计算出尘暴时间概率为（0%-14.13%）和空

间概率（0%-11.87%），讨论了着陆区域内尘暴的频发时段与季节性变化，以及尘

暴频发区域与空间概率分布影响因素；（3）对预选着陆区内的尘暴活动进行时空

安全性评价，选出安全的着陆时间（Ls=20-41°）及 5个较安全着陆区域。 

关键词:火星；天问一号；尘暴；大气；时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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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风压起沙机制的再评估 

Revisiting the evaluation of wind stress lifting mechanism of Martian 

dust 

李露露 1，赵纯 1,2,3*, 李陶 1, 薛向辉 1, 肖静 4, 吴兆鹏 5, 林生富 1，许佳敏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行星探索与前瞻性技术前沿科学中心, 4澳门科技大学, 5中山大学 

主题分类：D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沙尘是火星大气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沙尘对于大气辐射有显著的影响，所

以沙尘的时空分布对于火星大气温度和环流都会产生重要影响。MarsWRF 模式

是现如今最常用的研究火星大气沙尘的模式之一，已广泛应用于研究不同尺度沙

尘暴的生成、辐射反馈机制。为了更好的理解模式对于沙尘时空分布的模拟能力，

本文利用多源观测数据对模式提供的起沙机制进行评估。MarsWRF 模式中包括

两个起沙机制：温压对流起沙机制、风压起沙机制。本文分别利用这两种机制，

对不含全球性沙尘暴的火星年进行模拟。对于温压对流起沙机制而言：相较于全

球探测器拍摄的图像，该机制对于温压对流起沙空间分布特征的模拟存在较大偏

差。对于风压起沙机制而言：就时间变化特征而言，选取适当的起沙阈值风速和

适当的抬升效率，风压起沙机制可以大致模拟出春夏季对流层大气平均温度和沙

尘的空间分布特征，但是秋冬季存在高估，且模式不能正确模拟出双峰的时间变

化规律。就空间分布特征而言，模式虽然能较好地模拟出春夏季平均温度和光学

厚度，但是对于北半球沙尘的纬向分布特征模拟存在较大的偏差。本研究结果表

明，利用沙尘光学厚度和大气对流层温度共同评估模式起沙机制，对于发现起沙

机制模拟火星沙尘时空分布存在的不足和后续模式起沙机制的改进具有重要意

义。 

关键词：MarsWRF；温压对流起沙机制；风压起沙机制；多源观测数据；时空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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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沙循环与大气潮汐的相互作用关系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ust cycles and atmospheric tides on Mars 

吴兆朋 1 4，李陶 2 4，张曦 3，崔峻 1 4 

1，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珠海，519000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合肥，230026 

3，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行星科学系，CA，USA，95064 

4，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合肥，230026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摘要正文： 

火星是一个沙漠星球，从微尺度的尘卷风到大尺度甚至全球尺度的沙尘暴等

沙尘活动发生频繁，沙尘颗粒对太阳短波辐射的吸收所带来的热力学效应可以显

著改变大气中的密度、温度、风场和地表压强。而大气潮汐波是大气中重要的动

力学过程，普遍存在于快速自转的行星大气中，火星大气潮汐主要是由大气中普

遍存在的沙尘以及水冰云的热吸收和热辐射激发的，是火星沙循环影响火星大气

及气候过程的重要媒介。本报告将对不同尺度的沙循环活动进行介绍，并分析不

同尺度的沙尘活动对大气波动的影响。报告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并结合火星大气模

型，研究了大气潮汐的季节变化并分析了沙尘的激发作用；而沙尘暴期间沙尘活

动的增加导致大气潮汐的增强并对沙尘活动本身产生了显著的反聩作用，与深对

流过程的耦合也进一步促使中高纬地区大气热量和物质交换的增强；此外，沙尘

暴期间抬升的水冰云还可以显著改变大气潮汐的激发和传播过程；火星大气边界

层的活动虽然不能直接激发大气潮汐，但微尺度沙尘活动对大气边界层高度的影

响可以改变大气沙尘的高度分布，后者与大气周日潮汐极大值的高度分布有正相

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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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Equatorial Warming in Martian Upper Atmosphere from 
MAVEN and Multi-Satellite Densities 

 
1 Jiandong Liu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r-
auth) 
2 Peng Han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matics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 Ehouarn Millour (Laboratoire de Meteorologie Dynamique) 
4 Yawen Li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Geomatics Engineering,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Technology) 
5 Haibing Rua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6 Chao Wang (Laboratoire de Météorologie Dynamique) 
7 Shuanggen Jin (Shanghai Astrononomical Observa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artian upper atmosphere warming reflects the energy-material interactions from the 
lower atmosphere layers. In this paper, we show a new event that increases Mars' upper 
atmosphere density in the equatorial region during the winter periods. Firstly, both 
accelerometer-derived density and Neutral Gas and Ion Mass Spectrometer (NGIMS)-
measured atmospheric gases from Mars Atmospheric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AVEN) 
mission show that the winter equatorial region has a secondary warming peak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high-latitude polar warming area. Secondly, the most common 
constituents (CO2, Ar, CO, N2, and O) indicate that the phenomenon extends at least 
up to 240 km during both day and night sides. Furthermore, the topographic-related 
longitudinal structure that emerged in the equatorial sector indicates that the variations 
are more dynamic than we expected. The warming found in this study is suggested to 
be dust-relat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evolution of the seasonal solar insolation. Both 
local factors, heating of the dissipating of the upward small-scale gravity waves, gravity 
waves-altered meridional circulation, and the CO2 IR-thermal effect, may play key 
roles in shaping the warm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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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大气风场光学探测仿真 

Simulation of Measurement of Martian atmospheric winds 

杨娜 1, 余涛 1, 王鼎益 2 

1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2西安交通大学 

主题分类：D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火星作为开展深空探测的重要科学目标，已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针对火

星大气的探测，尤其是对其大气风场的测量，对火星大气物质循环及运输机理研

究及探测器环绕、着陆等均有着重要作用。开展火星大气短波红外辐射大气风场

探测正/反演算法设计及分析计算测试，是保证获取高精度风场数据的关键环节。

对提高我国大气风场测量能力、完善测量全链路及获取高精度大气风场数据意义

重大。本文基于火星大气动力学观测项目（DYNAMO）设计的卫星仪器，模拟

了仪器探测火星大气中 1.27μm 气辉光谱的多普勒频移来观测火星大气风场。文

中详细介绍了拟建的卫星轨道特点、仪器测量方式和仪器设计有关的参数，在模

拟火星大气风场和温度场的基础上建立了仪器正演模型，结合设计的简单的反演

算法验证了正演模型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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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大气风场 1.27 μm 遥感探测技术 

Remote sensing technology of Martian atmospheric wind field by 

observation of 1.27 μm airglow emission  

张淳民 *, 王鼎益, 颜廷昱, 陈泽宇, 陈证亦, 穆廷魁, 贺益凡, 王彦强, 荣飘 

西安交通大学空间光学研究所，西安，710049 

主题分类：行星大气，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为相似的行星。火星大气探测在整个火星探索任务

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迄今为止，尚未有探测器对火星大气风场直接进行全球

测量。若能找到一个科学方法或仪器方案，长期有效地探测火星大气风场和臭氧

信息，将对火星气候、地质、生命探索乃至人类登陆计划，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深

远的科学意义。本研究提出了以高精度、高稳定性、多功能化新一代火星大气被

动光学观察探测技术为载体的先进大气探测手段；构建了火星大气风速、温度、

臭氧全球分布的大气基本动力学参数观测及反演理论与技术体系；对火星大气中

1.27 μm 气辉辐射形成机理与时空分布开展研究，开发了火星大气动力学过程参

数正演模型及反演算法；提出了火星大气风场、温度、臭氧浓度的全方位、多方

向探测模式；设计、研制宽场、消色差、消温差火星静态风成像干涉仪系统，开

展模拟星载探测实验和技术体系验证。为解析火星大气行星尺度动力学过程，理

解火星大气环流和成分传输特征，以及火星大气标准模型动力学过程验证等提供

科学数据源及重要探测手段。为航天器提供充分的火星大气环境预测，为人类火

星探测计划提供观测数据和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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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大气中的水传输 

李陶 1*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大气中的水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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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预选着陆区火星大气高分辨率数值模拟 

High resolution simulations of Martian atmosphere near Tianwen-1 
landing site 

肖静 1, , 周剑超 1, 呼延奇 2, 曲少杰 2, 王业萌 1，张琨 1，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特别行政区）  
2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航天五院，北京）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着陆巡视器从进入火星大气层、下降到软着陆到火星表面的过程（又称

为“EDL”-Entrance, Descending and Landing 过程）是整个飞行任务中的压轴难题

（在以往的 17 次火星着陆尝试中只有 8 次成功）。对火星大气条件（如：密度、

风速、湍流强度等）的准确估计将为 EDL 过程提供重要保障。而目前对火星大

气的观测资料远少于地球，特别是火星沙尘天气过程对气象条件具有显著扰动，

更增加了其不确定性。因此，我们使用适用于火星大气的数值模式 MarsWRF 对

火星全球范围及着陆区附近的大气条件进行了一系列多种起沙方案的嵌套数值

模拟，以获得多种天气条件下火星大气条件分布概率。模拟结果与轨道器 MRO
搭载的 MCS 探测数据及 MCD5.3 再分析数据和 Mars-GRAM 工程大气模式结果

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 

 全球网格区域 D01 能够合理地再现火星全球尺度大气环流特征，如：纬向平

均的温度、环流垂直结构，沙尘活动的季节变化及起沙源地等。天问一号的

EDL 最终选定在沙尘活动的平静期，非沙尘暴活动走廊的 Utopia 平原。 

 区域网格 D02~D05 的结果能够合理地再现出影响预选着陆区的主要天气过

程：热潮汐(Thermal Tide)、行星尺度坡面流、Elysium 山附近的山谷风和局

地午后热对流活动。它们共同造成预选着陆区温度、密度、风场、沙尘分布

等显著的日变化特征。MarsWRF 模式结果在大尺度上与 MCD5.3 再分析数

据类似。但在 D05 区域中，MarsWRF 高分辨率网格（水平格距~3.6km）可

以模拟出类似午后热对流的湍流活动特征。 

 模式插值到降落轨迹的结果和航天五院提供的 MCD5.3 及 Mars-GRAM 多工

况廓线数据相比在距地面 40km 高度以下基本一致：温度和密度偏差均小于

5%，水平风速偏差小于 10 m/s, 均在工程设计误差范围之内。东西风分量垂

直廓线与 MCD5.3 数据基本一致，垂直速度在午后（~14 时）距地面~5km 高

度附近出现±10m/s 的湍流扰动。 

 降低起沙临界值而产生的局地沙尘暴（τ𝑚𝑚𝑚𝑚𝑚𝑚~6）会导致午后距地面 30km 以

下大气的气压和温度下降，空气密度、水平与垂直风速上升（分别为 10~20 
m/s 和~6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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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行星卫星大气化学逃逸 

Atmospheric chemical escape on the satellites of giant planets 

顾浩 1*, 崔峻 1,2,3, 牛丹丹 4 

1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2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

创新中心, 4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外太阳系巨行星卫星由于引力较小，其大气逃逸大多以热逃逸为主。然而对

于一些质量较大的卫星，非热逃逸也对其大气逃逸有不小的贡献。其中比较特殊

的两颗卫星，包括土卫六和海卫一都是以氮气和甲烷为主要成分的大气，它们的

大气拥有丰富的中性化学反应。同时它们都处在对应巨行星的磁层中，因此拥有

丰富的电离源和电离层化学。这些大气和电离层化学反应为其大气粒子逃逸提供

了充足的能量，因此化学逃逸对其大气逃逸的贡献不可忽略。本研究基于完备的

土卫六和海卫一的大气和电离层化学反应链，结合蒙特卡洛数值模拟，分别计算

了这两颗卫星的大气化学逃逸率，并与其他逃逸机制进行了比较。计算结果显示，

对于土卫六，化学逃逸对其大气中的氮逃逸贡献不大，但是对甲烷逃逸贡献可观；

对于海卫一，化学逃逸对其大气中氢和碳逃逸贡献不大，但是对氮和氧的逃逸起

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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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星极地涡旋 

Circumpolar Vortices on Jupiter 
蔡涛 1*, 陈炯林 1, Hans G. Mayr2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Emeritus,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Greenbelt, MD, USA   

主题分类：行星大气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最近朱诺号探测器在木星极地观测到了多个大尺度气旋，这些气旋半径高达

几千千米，并且聚集在极区呈现长期稳定的多边形结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

些多边形涡旋结构是如何形成并保持长期稳定的？目前关于木星大气涡旋的模

型大多采用湿对流驱动的浅层理论，然而基于湿对流浅层理论的数值模型尚未能

从基础上解释木星极地所观测到的多边形涡旋结构。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快速

旋转热对流能够形成大尺度涡旋结构。木星旋转周期较短，并且木星内部释放的

能量足够使木星产生热对流，因此木星极地大尺度涡旋很可能由旋转热对流机制

所驱动，为此我们提出用木星大气的深层对流机制来解释它们的形成。基于木星

大气的深层对流模型，我们利用三维数值模拟成功复现了木星极地所观测到的多

边形涡旋结构。我们发现较强的科里奥利效应是维持木星极地涡旋多边形结构长

期稳定的必要条件。本研究受到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号

0045/2018/AFJ, 119/2017/A3, 0156/201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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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模拟木星平流层准四年震荡的三维模型——基于内部对流强迫 
姓名：连雨辰 
单位：北京大学 
我选择的会议主题为 D——行星大气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通过对 0.01 巴附近的木星上层大气 7.8 微米波段的红外发射谱和甲烷气体浓度变化

进行观测，木星的平流层热结构和风场分布得以确定。这些观测结果证明了木星上层大气存

在着周期为四年左右的东风/西风交替现象，一般称之为准四年震荡(quasi-quadrennial 
oscillation, QQO)。我们通过在三维大气原始方程模式当中添加小尺度各向同性热扰动的方

式模拟木星深层对流对上层大气的作用。该方法激发了木星大气中惯性重力波和赤道波系，

并成功模拟出赤道外区域独立于气压的急流，和赤道区域类似于 QQO 的风场震荡。大气波

谱分析结果表明，重力波对 QQO 动量通量有很大贡献， 强迫热扰动的经向波数会影响大

气波的耗散过程，进而影响波对急流的加速作用。赤道区域的深层(1 巴附近)急流会延长甚

至中断类 QQO 震荡的变化周期，这可能是 2012-2019 木星观测周期中 QQO 延迟现象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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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卫六高层大气波动耗散效应导致的温度变化 

Temperature Variability in Titan’s Upper Atmosphere:  

The Role of Wave Dissipation 

王星 1, 连源 2, 崔峻 3,4, Mark Richardson2 , 吴兆朋 3,4，李静 3 

1澳门科技大学, 2Aeolis Research, Pasadena, CA, USA, 3中山大学, 4中国科学院比

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  D,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基于卡西尼探测器搭载的质谱仪探测的数据显⽰，⼟卫六⾼层⼤⽓的温度变化范

围为 112-175K. 早期研究表明诸多驱动机制包括太阳极紫外辐射、磁层粒⼦沉降

以及焦⽿加热也⽆法解释⼟卫六⾼层⼤⽓⾼达 60K 的温差. 已有⽂献通过简单

估计波的能流，发现波的加热在⾼层⼤⽓热结构占主导地位. 然⽽这种简单估计

⽅法⽆法严格描述⼤⽓重⼒波的传播. 在⼟卫六⾼层⼤⽓中，重⼒波的垂直波长

远⼤于密度标⾼. 因此本⽂结合 WKB 近似来建⽴⾮弹性近似的线性重⼒波模

型，该模型适合研究⼟卫六⾼层⼤⽓的重⼒波传播现象. 研究表明，单⾊波的分

⼦扩散产⽣的波的加热和制冷率⼤于早期⽂献的研究结果. 此外，波扩散导致的

能流能超过太阳 EUV 加热与 HCN 制冷的能流. 与背景⼤⽓参考温度相⽐,重

⼒波的能流导致的均态温度差异⼤于 20K. 该 20K 的温差⼤于由磁层粒⼦沉降

导致的温差，但仍⼩于实际观测到的 60K 温差. 但重⼒波的加热和制冷效应在

⼟卫六⾼层⼤⽓热结构中占主导地位. 后续研究应考虑波破和复合波这两种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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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urnal transport of atmospheric water vapor during major dust 

storms on Mars based on the Mars Climate Database, version 5.3 

Jing Li1,2, ZhaoPeng Wu1,4,5*, Tao Li2,5, Xi Zhang3, and Jun Cui1,4,5 

1Planetary Environmental and Astro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2School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3Department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4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5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Comparative Planetology. 

主题分类：_D__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Recent studies on Martian atmosphere discovered strong dust diurnal variation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during major dust storms, which provided strong evidences for 
the commonly existed meridional transport process driven by thermal tides. Such 
process, if coupled with deep convection, can be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short-term 
atmospheric dynamics for water escape. However, the potential ability of such process 
in altering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moist air has not been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In this work, we perform a pre-research on the horizontal transport of 
water vapor associated with migrating diurnal tide (DW1) at 50 Pa in the upper 
troposphere during major dust storms based on the Mars Climate Database (MCD) 5.3, 
a state-of-the-art database for Martian atmospheric research that has been validated to 
well simulate the relevant short-period atmospheric dynamics. We find westward 
propagating diurnal pattern in the global water vapor front during nearly all the major 
dust storms from Mars Years (MYs) 24 to 32. The statistic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diurnal transport of water vapor during global and A type regional dust 
storms are dominated by DW1. The effect of tidal transport of water vapor varies with 
the types of dust storms in different seasons. During regional dust storms, the tidal 
transport only induces limited diurnal motion of water vapor. However, the horizontal 
tidal wind tends to increase the daytime water vapor abundance at mid-to-low latitudes 
during the MY 28 southern summer global dust storm while decrease during the MY 
25 southern spring global dust storm. The tidal transport process during these two 
global dust storms can induce completely opposite effects on water e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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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尘颗粒大小对火星气候的影响 

Effect of dust particle size on the climate of Mars 

Yemeng Wang1, Kim-Chiu Chow1, 2, Jing Xiao1, 2, Chi-Fong Wong1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Lunar and Planetary Sciences,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PR China. 

2CNSA Macau Center for Space Exploration and Science, Macau, PR China. 

主题分类：  D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Dust particle size is one important property in evaluating the radiative effect of 

airborne dust. However, its effect on the climate of Mars is not clearly understood. In 

the present study, some numerical experiments with the Mars climate model MarsWRF 

have been performed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In these simulations, the ratio of two sizes 

(small and large) of dust particles is changed gradually to investigate the corresponding 

effect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dust mixing ratio, thermal field, and the dynamic field.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following effects on the Martian climate have 

been identified qualitatively. (1) The effect of small dust particles is significant in the 

dust season and mainly in the lower atmosphere. (2) Increasing the ratio of small dust 

particles may increase the heating rate, temperature, westerly wind, and the meridional 

wind associated with the Hadley circulation during the dust season. And decrease the 

easterly wind over the equator. (4)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the ratio of small d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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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les is generally more significant in the second episodic dust period during the dust 

season. This may be due to the longer time of sedimentation for small dust 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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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表面大气压强下的火星辐射环境 

The Martian radiation environment under different surface pressures 

张建 1,2*, 郭静楠 1,2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 E—行星空间环境 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Mars has many valleys, craters and also the highest mountain in the solar system. 
So its atmospheric depths on the surface may change drastically from place to place. 
Landing in a deep crater where the atmosphere is thick provides some benefits to the 
landing system such as more atmospheric drag force, easier deceleration and longer 
descent time. This is the case of the Curiosity rover which carried the Radiation 
Assessment Detector (RAD) that measured the Mars's surface radiation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12 August, the RAD data have been providing 
a direct reference of the radiation environment at Gale crater where the surface pressure 
is between about 650 and 1000 Pascals depending on the time of the day and the season. 
In particular, the RAD data also showed that the surface radiation level changes as the 
surface pressure changes diurnally and seasonally. This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fluence of atmospheric variation on the Mars's surface radiation. In this study, we 
further explore this effect and calculate the radiation level at a few locations on Mars 
with totally different atmospheric depths. For instance, the largest column depth is 
selected for a low altitude at Hellas Planitia with about 1200 Pascal of surface pressure, 
while the lowest pressure is about 80 Pascal for Olympus Mons. 

With this purpose, we use the state-of-art modeling tool -- the Atmospheric 
Radiation Interaction Simulator (AtRIS) which is a GEANT4 based particle transport 
code developed to simulate the propagation of energetic particles through planetary 
atmosphere and regolith. By including primary GCR particles which are protons, 
helium ions and heavier ions of Boron, Carbon, Nitrogen, Oxygen, Neon, Magnesium, 
Silicon and Iron. We investigate how the surface radiation environment varie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on Mars with vastly different atmospheric dep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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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中尺度坡风循环数值模拟及对流特征分析 

Numerical simulation of the Martian mesoscale orographic 

circula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its convection 

characteristics 

王超 1,2,3, 曾祥隧 1,2,3, 童小华 1,2,3, 谢欢 1,2,3,冯永玖 1,2,3, Ehouarn Millour4
 

1 上海市航天测绘遥感与空间探测重点实验室,同济大学  
2教育部探空联合研究中心同济大学测绘遥感与导航定位分中心 
3同济大学测绘与地理信息学院 
4LMD/IPSL, CNRS, France 

主题分类：_D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火星是一个寒冷、干燥的地球，南北半球地形差异大，由于火星大气稀薄，

因此火星表面昼夜变化大，由于地形和热环境的变化，火星存在由于山、谷等地

形导致的局部大气环流，这种大气环流对于火星温度、湿度、沙尘气溶胶分布均

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白天沿坡向上的坡风对于沙尘的垂直分布影响被认为可能会

影响到大气沙尘悬浮层的分布。为了解这一坡风循环在对流上的特点，本研究拟

通过火星大气中尺度数值模式来模拟并分析这一地形导致的大气对流特征，并与

卫星观测进行对比验证。研究将为了解火星坡风循环以及这一循环在全球尺度数

值模式中的物理参数化提供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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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着陆区尘卷风轨迹的初步研究 

The preliminary study of dust devil tracks in the landing area of 

Tianwen-1 mission 

王奕 1, 李勃 1* 

1 山东省光学天文与日地空间环境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空间科学研究院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 E—行星空间环境 ,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预计将于 2021 年 5 月登陆火星。考虑

到科学和工程要求，着陆点确定在乌托邦平原南部。尘卷风是一种热驱动的涡旋，

它将火星表面的物质提起，并将灰尘注入大气，其留下的或明或暗的表面条纹被

称为尘卷风轨迹。火星着陆之前需要开展着陆区的尘卷风对象预先研究，来提取

不同位置的尘卷风产率并计算该位置对应的太阳能帆板清洁周期，同时也为火星

车后续开展综合的气候和物质循环研究提供重要参数。基于高分辨率成像科学实

验(HiRISE)和背景相机(CTX)图像，首先在 11对图像中识别出 237个新形成的尘

卷风轨迹，并测量了它们的长度、宽度和方向。它们的宽频分布遵循-2 微分幂

律。其次，对尘卷风产率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其范围为 0.0001 到 0.1275 

DDT/km
2/sol1，主要受地形和尘暴发生等因素的影响;第三，利用轨道数据计算的

研究区太阳电池板清洁周期为 980~100,000 sols。由于识别不充分，只能将其

视为上限。最后，考虑到太阳帆板清洁重复间隔和尘暴发生概率小于 3%的安全

着陆区域（Yao et al., 2020），图像对 2和 7中的区域被选择为天问一号探测

器的首选着陆点。 

关键词:火星；天问一号任务；尘卷风轨迹；大气；除尘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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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星视角下的系外行星大气 

Exoplanet atmospheres in the view of transits 

陈果 1,2,3*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 2中国科学院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 3中国科学院比较

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_G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目前发现的系外行星已经超过四千多颗，这些覆盖了广阔参数空间的系外行

星亟待精细刻画。行星大气正是了解这些系外行星化学和物理性质的窗口，不但

能为探索行星形成演化历史提供潜在线索，还可用于研判行星宜居性和搜寻地外

生命。然而，在宿主恒星的强背景下，系外行星大气观测所需精度极高、极具挑

战性，需要借助直接或者间接手段，在空间、时域或者速度域上将行星信号与恒

星信号分离开来。凌星法这一间接手段能同时涉及时域和速度域的分析研究，其

可观测的系外行星类型在当前各种方法中最为广泛，有望在不久的将来建立系外

行星族群多样性的整体图景。本报告从凌星法出发，介绍如何基于透射谱搜寻和

证认系外行星大气组分、约束大气参考压强、测量元素丰度和研究大气加热冷却

过程。我将汇报利用西班牙 10.4 米口径大加纳利望远镜（GTC）开展的基于低分

辨率透射谱的系外行星大气组分普查工作，展示包括碱金属原子、氧化钛分子在

内的最新探测发现。我还将汇报利用欧南台 8.2 米口径甚大望远镜（VLT）搭载

的高分辨率视向速度设备 ESPRESSO 获取的最新观测结果。现阶段的低分辨率

分光测光观测和高分辨率多普勒光谱观测各有所长，二者相结合必将能更有效地

刻画系外行星大气的化学、物理和动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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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行星大气光谱的模型研究 

Modelling the Atmospheric Spectrum of Terrestrial Planets 

翟萌 1*, 王炜 1*, 赵刚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主题分类：__G___, __D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天邻”计划（HABITATS，HABItable Terrestrial planetary ATmospheric Surveyor）
是专用于探测和研究宜居带类地行星大气、搜寻系外生命信号的 4 米级空间望远

镜计划。现阶段，为此空间项目进行准确的预研究和可行性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我们基于公开的系外行星大气一维模型，对 G，K 型恒星周围类地行星和

2 倍地球半径行星的透射光谱和反射光谱进行了详细的模拟，分析了不同地面反

射率（不同地表物质）和云霾性质对行星大气光谱的影响。 
水分子是行星宜居性和生命存在的重要探针之一。我们针对不同的恒星参数、

望远镜及设备参数对透射光谱和反射光谱进行了观测仿真，得出了水分子光谱信

号的探测强度和精度，估算了探测水分子所需观测时间。我们发现，提高光谱分

辨率可以提高探测行星大气信号的能力。最后，根据仿真结果，我们提出了望远

镜和仪器的基准参数，分析了天邻望远镜观测类地行星大气的可行性。本报告将

对此空间项目的初步概念研究进行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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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行星大气的近红外观测研究 

The observational study of exoplanetary atmospheres in NIR 

石亚卿 1,2*, 王炜 2,3, 赵刚 3, 翟萌 3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2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 南美天文中

心, 3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 光学天文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D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均可 

摘要正文： 

自 Mayor et al.(1995) 发现首颗热木星 51 Peg b 以来，至今已发现并确认了

4000 多颗系外行星。对系外行星的研究逐渐从搜寻过渡到精确刻画，研究系外

行星大气已成为系外行星发展的重要方向。热木星是最热的一种气态巨行星，其

周期短、轨道近、行星与恒星半径比大等特点使之利于观测，尤其在热辐射相对

显著的近红外波段。凌星法研究热木星大气性质主要是通过观测行星大气的透射

光谱及热辐射谱对其温度轮廓及化学组成进行限制。我们利用 3.5m 地基望远镜

CFHT 的红外相机 WIRCam 在 J 和 Ks 波段观测了热木星 WASP-103b 的两次次

食，对获得的测光数据进行了精细的处理，通过较差测光得到了误差为千分之几

的光变曲线。我们发现 WASP-103b 在 J 波段次食深度为 970ppm±100ppm，即无

明显大气特征，而在 Ks 波段次食深度为 1410ppm±230ppm，认为可能存在 CO₂

吸收特征。综合已公布的数据，我们对 WASP-103b 大气有了更进一步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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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地球视作系外行星：分解与重建分光图像 

Earth as a Proxy Exoplanet: Decomposing and Recomposing Spectral 

Images 

顾理想 1, 胡永云 1 
1 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物理学院, 北京大学, 北京, 100871, 中国;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均可 

摘要正文： 

尽管高度复杂，类地行星的表面信息仍然包含在单点观测的分光光度曲线中。

解析这些光度曲线中所包含的空间信息对于评估随时间变化的地表特征及星球

气候的总体特征至关重要。而这些行星环境信息无论是对于地球生命本身还是系

外行星宜居性的判断都不可或缺。鉴于地球是目前唯一被确认拥有生命的天体，

将其作为一颗系外行星，并分析其分光图像的时间序列，将为寻找宜居系外行星

提供基准。深空气候观测站（DSCOVR）上搭载的地球多色成像相机（EPIC）提

供了进行此类分析的机会。它拥有十个波段，每年提供约 5000 张昼半球图像，

拥有很高的时间分辨率。利用这些数据，通过面积分，我们构建了地球的单点观

测分光时间序列。同时通过对这些分光图像进行分解与重构，地球的多种表面特

征得以从单点分光光度曲线中被提取。我们的分析表明，单点分光曲线的第一与

第四主成分贡献了约 83.23%的光度曲线变化，分别包含有关低云和高云的信息。

与海陆分布有关的地表信息则包含在第二主成分中。具体的陆面类型无法被分辨

（变化贡献小于 0.04%）。 具有真实云分布的地球模型及分解出的光谱特征可以

作为分析类地系外行星光变曲线的基准，并为未来的观测提供谱段选择和采样策

略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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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全球云解析模拟表明潮汐锁相行星上存在云街 

张一啸 1, 魏梦宇 1, 杨军 1* 

1 北京大学 

主题分类：行星大气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云是预测系外行星气候和宜居性最大的挑战之一.  由于缺失实地观测数据, 研
究系外行星云的的最佳解决途径是使用云解析模式, 凭借 其足够高的分辨率来

显式计算对流和云相关过程.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使用准全球云解析模式来模

拟 TRAPPIST-1e 和 K2-72e, 这两颗类地潮汐锁相行星上的云.  相比于之前使

用低水平分辨率并利用参数化过程描述云的大气全球环流模式 (GCM), 我们的

模拟在验证之前 GCM 中预测的星下点附近的积雨云和背阳面的层云的基础上, 
揭示了一种新型的云 -- 云街. 在特定的参数下, 云街能覆盖朝阳面约 70% 的
面积 , 在行星的能量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 .  这些结果能够帮助校准并提升 
GCMs 中的积云对流参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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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加速度对行星气候的影响：辐射-对流平衡试验 

Cloud-resolving Radiative-convective Equilibrium Experiments: 

Effect of Varying Planetary Gravity 

刘伽晨 1,2, 杨军 2* 

1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2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主题分类：___D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辐射对流平衡是了解辐射传输，对流和云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种典型且有效的

方法。本文中，使用这种类型的试验来探究行星重力加速度变化对表面温度的影

响。我们采用云解析模式 SAM，在一个小范围 (96 km×96 km) 内进行分辨率为

1 km 的高分辨率辐射-对流平衡试验。该模型与平板海洋 (slab ocean) 耦合，因

此海面会与大气耦合。在试验中，我们研究了较大范围的重力加速度值，从较小

的 2.9 m/s2 到可称为“超级地球”的较大的 19.8 m/s2。我们发现地表温度是重力加

速度的非单调函数，随重力加速度先升高，后降低。当重力等于大约 6.4 m/s2 时，

会出现地表温度的极大值。地表温度先随重力加速度增加是由于浓积云的反馈作

用，而后地表温度随重力加速度的增加而降低是由于根据克劳修斯-克拉珀龙方

程(the Clausius-Clapeyron relation)，重力加速度的增加会使空气中水蒸气含量减

少，温室效应强度降低。浓积云形成在温度约为 273 K 的高度层上，并且仅在重

力相对较低且气候相对较暖时才存在，其潜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浓积云的反馈

作用和水蒸气含量随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使行星宜居带内边界对应的恒星辐射随

重力加速的增加先降低再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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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行星的云解析模拟 

Cloud Resolving Simulations of Terrestrial Exoplanets 

杨军 1*, 张一啸 1, 魏梦宇 1 

1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主题分类：_D____, __G___, ___I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自 1992 年至今，人类已经确认了 4000 多颗太阳系外行星。这些行星

中，围绕类太阳恒星公转的类地行星和围绕红矮星公转的潮汐锁相类

地行星是搜寻宜居系外行星的重点目标。在预估行星的气候和宜居带

的边界时，最大的难点是云的模拟。本文中，我们将首次采用近乎全

球的云解析模式 SAM 来模拟快速旋转类地行星和潮汐锁相行星的气

候与宜居性。我们将介绍这方面的最新技术和最前沿进展，并讨论云

如何影响宜居带的内边界。通过数据试验，我们确认：云通过反射阳

光，可以显著扩宽潮汐锁相行星的宜居带宽度，使得更多的行星处于

宜居带内。这为宜居系外行星的搜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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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行星 HAT-P-12b 云霾大气的 GTC 凌星透射谱观测 

GTC transit spectroscopy on the cloudy and hazy atmosphere of 

exoplanet HAT-P-12b 

蒋承孜 1,2, 陈果 1* 

1 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行星科学重点实验室,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天文与空

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 

摘要正文： 

系外行星的凌星透射谱描述了凌星深度随波长的变化关系, 刻画了行星晨昏

线附近大气的光谱吸收特征. 然而, 此前对系外行星 HAT-P-12b 的多个天基或地

基的低分辨率透射谱研究并未给出一致的结果, 主要的分歧点在其光学波段的

瑞利散射特征. 在这项研究中, 我们分析了由 GTC 望远镜对 HAT-P-12b 进行的

两轮低分辨率凌星透射谱观测. 我们利用高斯过程提取凌星光变曲线的系统噪

声, 使用嵌套抽样算法估计贝叶斯模型证据和模型参数的后验分布, 从而得到大

气透射谱, 然后联合哈勃空间望远镜在近红外波段观测的凌星透射谱, 反演计算

HAT-P-12b 的一维大气模型. 我们得到的光学透射谱呈现出微弱的钠原子吸收以

及小幅度的瑞利散射特征, 这可以用大气高空的云层覆盖进行解释. 我们对比先

前由 LBT 和哈勃望远镜观测的光学透射谱, 发现行星轨道参数的取值差异并不

能合理解释光学透射谱的特征差异. 我们认为结果上的差异更可能归因于仪器

系统效应和对应数据处理方法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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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行星 WASP-121b Hα 透射光谱的研究 

Atmosphere Escape Inferred from Modeling the Hα Transmission 

Spectrum of WASP-121b 

主题分类：_D____, ___G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摘要正文： 

The escaping atmospheres of hydrogen driven by stellar X-ray and extreme 
Ultraviolet (XUV) have been detected around some exoplanets by the excess 
absorption of Ly-alpha in far ultraviolet band. In the optical band the excess 
absorption of H-alpha is also found by the ground-based instruments. However, it is 
not certain so far if the escape of the atmosphere driven by XUV can result in such 
absorption. In this talk, we will discuss it through modeling the Hα Transmission 
Spectrum of WASP-121b. We present the XUV driven hydrodynamic simulation 
coupled with the calculation of detailed level popul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radiative 
transfer for WASP-121b. Our fiducial model predicts a mass loss rate of 
~1.28×1012g/s for WASP-121b. Due to the high temperature and Ly-alpha intensity 
predicted by the fiducial model, many hydrogen atoms are populated into the first 
excited state. As a consequence, the transmission spectrum of H-alpha simulated by 
our model is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the observation. Comparing with the absorption 
of H-alpha at different observation times, the stellar XUV emission varies in the range 
of 0.5-1.5 times fiducial value, which may reflect the variation of the stellar activity. 
Finally, we find that the supersonic regions of the planetary wind contribute a 
prominent portion to the absorption of H-alpha by comparing the equivalent width of 
H-alpha, which hints that a transonic outflow of the upper atmosphere driven by XUV 
irradiation of the host star can be detected by the ground-based telescope and the 
H-alpha can be a good indicator of escaping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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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海洋行星上海洋环流的深度 

Ocean Circulation Depth on Water-rich Exoplanets

赖燕红 1, 杨军 1

1 北京大学 

主题分类：__D__, __G___, __K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海洋行星是一种表面没有陆地，全球都被海洋覆盖的系外类地行星。海洋行

星的海洋深度可达到几十甚至几百公里深，比地球海洋的平均深度要深得多。我

们使用 MITgcm 研究海洋行星上的风生环流和温盐环流能达到的深度及其与一

些参数的关系。由于没有陆地，大尺度的风生环流主要由 Ekman 抽吸形成的经

圈翻转流和环绕纬圈的洋流（类似地球上的南极绕极流）组成。模拟结果表明，

在具有几十公里深海洋的海洋行星上，风生环流的深度和其在浅海洋上的深度基

本一致，均被垂直层结限制在上层两公里左右。不同风应力、行星自转速率等情

况下，风生环流均很浅。只有当风应力的振荡周期和惯性频率一致时，风应力和

科氏力产生的共振能够将风生环流的能量传到海洋深处。但产生这种共振的区域

非常局限，不会对全球的结果造成影响。我们还讨论了不同的行星自转速率、扩

散系数大小、扩散系数的垂直分布下，海洋行星上温盐环流的深度。结果表明只

有在垂直扩散非常强时，温盐环流才有可能到达海洋的底部，而这在现实情况中

是不容易存在的。总的来说，海洋行星上的海洋环流基本被局限在海洋上层，上

层海洋和深层海洋的营养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不易进行。因此，从海洋环流深度的

角度来考虑，海洋行星反而比地球这种海洋较浅的行星更不适宜居住。

432



慢速旋转的潮汐锁相行星上的洛伦兹能量循环 

Lorenz Energy Cycle on Slow-rotating Tidally Locked Exoplanets 

王爽 1, 杨军 1 

1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主题分类：__D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洛伦兹能量循环(Lorenz Energy Cycle, LEC)是描述大气与海洋的平均态的有

效势能(PM)和动能(KM)与涡动势能(PE)和动能(KE)之间的转化的理论，能帮助

我们深入理解大气、海洋环流和行星热机工作机制。前人的研究表明，地球大气

的大部分能量储存在 PM 中，PE, KE 和 KM 相对较小。最主要的能量转化过程

满足：PM→PE→KE→KM，即：太阳辐射、热带的潜热释放和极地的长波冷却

使大气产生了 PM；中高纬度的斜压过程将 PM 转化为 PE，进一步转化为 KE；
一部分 KE 通过正压过程转化为 KM。 

慢速旋转潮汐锁相行星的气候和大气环流与地球有明显的区别，主要的温差

来自与朝阳面与背阳面的温差，最主要的大气环流则是恒星点和反恒星点之间各

的全球 Walker 环流，因此我们将物理量转化到潮汐锁相坐标下，将前述的气候

和大气环流定义为新的平均态。此时，慢速旋转潮汐锁相行星的大气能量主要储

存在 KE 中，这与该类行星上行星尺度的定常波和超级旋转有关。该类行星的大

气 PM 远比地球小，这与慢自转引起的弱温度梯度(WTG)以及逆温导致的稳定大

气层结有关。该类行星最主要的能量转化过程满足：PM→KM→KE，即：朝阳

面的辐射加热和潜热释放，以及背阳面的冷却使大气产生PM；全球尺度的Walker
环流使 PM 转化为 KM；正压不稳定性使 KM 转化为 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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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氢行星大气的流体动力学逃逸 

Hydrodynamic escape of exoplanet’s atmosphere 

郭建恒 1* 

1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  

主题分类：__D___, __G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密近系外行星在主星的辐射下产生了强烈的流体动力学逃逸行为。这样的现

象也可能出现在极早期太阳系类地行星中。大样本的行星星族模型发现：大概

50%的 Kepler行星候选体经历过大气逃逸，并且包括大气逃逸的大样本模型能够

解释在 1.5个地球半径附近，行星的分布呈现出的双峰结构的观测现象，这是没

有包括大气逃逸的模型无法解释的。然而，目前的研究工作经常使用能量限制公

式或者简化模型描述大气逃逸。事实上，能量限制公式预言的大气逃逸率和理论

计算结果之间存在有严重的偏差。我们发展了一个包括 X 射线（1-100 Å）和极

端紫外辐射（EUV：100-912 Å）驱动的富氢行星大气逃逸机制模型。利用这个模

型，我们计算了广泛参数空间下 1-30 个地球质量的密近系外行星的大气逃逸过

程。我们也发现一些行星大气可以自发的驱动大气的流体动力学逃逸，它们不需

要 XUV辐射的驱动。这些行星的 Jeans逃逸参数一般小于 2。我们也发现一些行

星是由 X射线单独驱动的，这些行具有低质量和高膨胀的特征，具有很低的密度。

最终，我们的结果显示大部分质量较大、密度较高的行星是由 X射线和 EUV辐射

共同驱动的。通过对行星大气逃逸驱动机制的分类，可以对从超级地球到海王星

质量行星的演化过程做出更好的判断。 

请在此输入摘要内容； 

上限为 500 字：中文字体为小四号宋体，英文字体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可包括图、表； 

摘要总长度控制在在 1 页纸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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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木星 WASP-69 b 的光学透射谱 

The optical transmission spectra of the Hot Jupiter WASP-69 b 

欧阳青林 1,2*, 王炜 2,3, 黄家声 2, 翟萌 3 

1 中国科学院大学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2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南美天文中

心, 3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光学天文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D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随着越来越多的系外行星被发现，系外行星领域的研究逐渐由广泛搜寻转为

精细刻画，对系外行星大气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凌星法是研究系外行星大气的

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对行星凌星的过程进行光谱观测，我们可以获得不同波长处

行星的凌星信号，从而得到行星大气的透射光谱。由于掩食信号对与波长相关的

不透明度非常敏感，因此可以用来限制系外行星高层大气的化学组成，并进一步

约束不同成分的化学丰度以及行星大气的形成条件。WASP-69b 是个典型的热木

星，其周期短、轨道近，平衡温度高。由于受到强烈的恒星辐射，它拥有膨胀的

大气，行星吸收型号强，因此适合凌星法观测。我们利用 4 米地面望远镜 SOAR

的光谱仪 GHTS 在光学波段(5000-9000 Å)对热木星 WASP-69b 进行了两次凌星

观测。通过对光谱数据进行精细的处理和分析，我们获得了误差为千分之几的掩

食光变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得到了 WASP-69 b 的大气透射光谱。我们发现其食

深随波长有明显变化，结合系外行星大气模型的反演分析以及其它观测结果，我

们可以对 WASP-69 b 的大气成分进行进一步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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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外行星大气透射光谱反演工具 TauREx 和 PLATON 的对比研究 

A Comparision of Retrieval Tools for Exoplanet Atmospheric Transmission 

Spectra: TauREx and PLATON 

王婉好 1, 刘慧根 1*, 周济林 1 

1 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D,G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study of exoplanet atmospheres has undergone dramatic expansion with several transmission 
spectroscopic observations for transiting exoplanets recently. Grea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atmospheric retrieval over the last decade, but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in quantitatively determine the 
temperature and molecular abundances allowed by the observed data. Here we show an intermodel 
comparison between two retrieval tools: TauREx and PLATON. We present that these forward model 
spectra are in good agreement and discuss the cross-retrievals results between the two suites. To assess 
biases, we use Exo-Transmit, an open-source code for calculating transmission spectra to simulate the 
cloud-free atmosphere of several planet systems with a wide range of sizes, temperatures, and 
atmospheric composition. Then, we retrieve these spectra with global Bayesian retrieval tools TauREx 
and PLATON to infer the most common atmospheric parameters, such as temperature, C/O ratio, 
metallicity, and molecular mixing ratios, respectively. Although the retrieval bias due to different 
forward models cannot be ignored, we find that a high signal-to-noise ratio can considerably decrease 
the degeneracies between mixing ratios and temperature. An unrealistic isothermal approximation of 
the T-P profile leads to odd multimodal distributions of the retrieved chemical abundanc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prior hypothesis for retrieval rather than a constant T-P profile. 
We also use the simulated transmission spectrum from JWST to test the efficiency of the two retrieval 
codes for typical atmospheres of both Jupiter-like and Earth-like exopla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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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锁相行星上的气候系统内部年代际振荡 

Internal Climate Decadal Oscillation on Tidally Locked Planets 

曾耀萱 1, 杨军 1* 

1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北京，100871 
*email: junyang@pku.edu.cn 

主题分类：D, K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红矮星系统中的潮汐锁相行星是目前观测到的最常见的系外行星。过去的工

作研究了潮汐锁相类地行星上的大气、海洋、海冰动力学，并且在全耦合的模拟

实验中发现了周期为数十年的年代际振荡现象。然而，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这种

振荡的影响和机制。由于 1:1潮汐锁相行星接收到的辐射没有任何变率，这种振
荡只能来源于气候系统的内部变率。利用全耦合的全球环流模式 CCSM3和简单
的概念模型，我们发现这种振荡出现在两种不同的气候态之间：一种气候态下有

有很强的向东的环赤道急流，同时昼夜半球热力差异较小；另一种气候态下赤道

区域向东的海流局限在昼半球，同时昼夜半球热力差异较大。我们发现这种振荡

的机制与赤道急流从昼半球到夜半球的热力输送，夜半球的长波冷却，以及海冰

形成的盐析过程有关。在振荡过程中，观测到的行星光变曲线也会发生变化，给

未来对于系外类地行星的观测提出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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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锁相行星上的飓风 

Hurricanes on tidally locked terrestrial planets 

闫明羽 1, 杨军 1,* 

1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主题分类：__D__, __G__, __K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红矮星周围潮汐锁相行星是寻找宜居行星的主要目标，在这类行星上是否可

以形成飓风对于理解其气候与宜居性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使用高分辨率大气环

流模式对于潮汐锁相行星上是否可以形成飓风进行探究，具体检验了行星自转周

期、表面温度及大气成分的影响。研究表明，在一部分潮汐锁相行星上可以产生

飓风，如红矮星周围宜居带内边界附近行星的朝阳面和背阳面都可以产生飓风。

当大气成分与地球相似时，可以使用地球上的飓风理论进行分析。对于宜居带中

间部位和外边界附近的行星, 飓风很少或者基本没有。另外，由于平均分子量所

产生的浮力效应，当行星大气的分子量小于水蒸气时，则不会产生飓风。这些结

果对于探究潮汐锁相行星的降水、海洋混合、气候以及大气可观测特征等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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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锁相宜居行星的理想二维云解析模拟 

Idealized 2D Cloud Resolving Simulations for Tidally Locked Habitable Planets 

宋祁钰 1, 杨军 1*, 李成 2, 罗航 1, 付仕佐 3, 4 

1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北京，100871，2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

分校，加利福尼亚州，94720，美国，3 湿润亚热带山地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福

州，350007，4 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福州，350007 

*email: junyang@pku.edu.cn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云对于行星气候和宜居性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研究系外行星以及太阳系行

星中最具挑战性的部分之一。过去使用全球气候模式（GCM）进行的数值模拟表

明，对于表面覆盖海洋的同步旋转（即自转公转周期比为 1:1）的潮汐锁相行星，

其星下点（恒星直射点）附近区域会产生强的辐合对流，进而产生高光学厚度的

云。这些云可以有效冷却行星表面，并扩大宜居带。然而，这些研究的一个明显

不足是根据地球情形对云进行参数化，而人们并不清楚同样的参数化方法是否适

用于系外行星。本课题中，我们使用二维高精度（水平分辨率 2 km）的云解析模

式（CRM）来模拟潮汐锁相类地行星的大气环流。我们发现，星下点区域被深对

流云所覆盖，背阳面被低云所覆盖，这两部分由全球尺度的沃克环流相联系。行

星表面均匀增温或增加昼夜半球间温差将使深对流和云的宽度增加，增加辐射冷

却强度亦将使深对流和云的宽度增加。这些变化趋势可以基于湿静能和弱温度梯

度近似的理论定性地解释。比较 CRM 和 GCM 的结果，我们发现这两种类型的

结果之间存在一些相似性（也存在一些差异），因此，尽管 GCM 对于对流和云

的参数化有待改善，本研究也增加了我们使用 GCM 进行系外行星研究的信心。 

 

图 1：云水含量瞬时分布。星下点在 x=0 处，上图展示全域（-20,000 km < x < 20,000 km），

下图展示中心区域（-2,000 km < x < 2,0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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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汐锁相的太阳系外类地行星上的臭氧层及生命信号探测 

The Ozone Layer Over Tidally-Locked Terrestrial Exoplanets and 

Biosignature Detection 

罗杨程 1,2, 胡永云 1*, 杨军 1 

1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2现单位：加州理工学院地质与行星科学

系, * 通讯作者：yyhu@pku.edu.cn 

主题分类：__D___, _G____, __I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臭氧在 9.6 微米处有强烈的吸收带。对于凌星的类地系外行星来说，如果探

测到了它们的透射光谱中的这条吸收带，我们就得到了这些行星的大气中存在氧

气的证据，而氧气的存在说明这些行星上可能存在太阳系外光合生命。在这项研

究中，我们用三维气候光化学耦合模式来模拟红矮星宜居带中潮汐锁相类地行星

上的臭氧层。我们使用了四种光谱，包括太阳光谱、两颗紫外活跃的红矮星的光

谱、以及一颗紫外不活跃的红矮星的光谱。我们定量研究了这些行星上臭氧层的

观测效应，以及臭氧层对这些行星地表的紫外宜居性的作用。 

我们的模拟表明，如果一颗紫外活跃的红矮星周围的类地行星上的氧气含量

和现代地球大气中的氧气含量相近，那么这些行星大气中的臭氧总量也与地球大

气中的臭氧总量相近。即使大气中的氧气浓度降低两个数量级，这些系外行星上

也会存在明显的臭氧层和安全的地表紫外环境。这些臭氧层可以带来 40 千米的

大气有效高度，从而可以在 9.6 微米处由光度精度超过 10-5的光谱仪探测到。相

反，紫外不活跃的红矮星周围的类地行星上的臭氧层非常稀薄以至于无法被探测

到，这些行星也没有宜居的地表紫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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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地形对高层大气热结构的影响 

Martian Topography Effects on the Thermal Structure of the Upper 

Atmosphere 

陈一定 1*, 刘立波 1, 乐会军 1, 张辉 1, 张瑞龙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Non-migrating tides are excited on a rapidly rotating planet as a result of the 
nonlinear modulation of zonal inhomogeneities near atmospheric lower boundary, 
such as topography, to the solar forcing. Topography modulated non-migrating tides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variability and dynamics of the Martian upper atmosphere 
(both neutral and charged) owing to the large topography fluctuations and thin 
atmosphere on Mars. As seen from sun-synchronous orbits, non-migrating tide 
influences on the Martian atmosphere manifest as planetary scale longitude variations, 
which were investigated mainly using neutral density and ionospheric height 
measurements in previous studies. In this study neutral scale height (Hn) and peak 
electron density (NmM2) and height (hmM2) of the M2 layer retrieved from the MGS 
radio occultation measuremen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concurring longitude 
variations of these parameters. ~20% longitude variations of the thermal structure in 
the lower thermosphere are presented for the first time using Hn. Longitude variations 
of NmM2 are also presented more clearly than before, they can reach ~8%. The 
wave-3 and -2 are dominant components in longitude variations of hmM2, NmM2, and 
Hn. The wave-3 is just secondary in the topography though it shows direct relevancy 
to the wave-3 of the upper atmosphere, implying discrepant exciting and propagating 
efficiencies of various topography modulated waves. The wave-3 phases of hmM2, 
NmM2, and Hn a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The phase difference between Hn and 
hmM2 indicates tide vertical propagation (unlike stationary waves), since Hn and 
hmM2 depend on the thermospheric states at different height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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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电离层中大尺度不规则体结构的统计分析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medium to large scale irregular structures in 

the Martian ionosphere 

田蓉 1，姜春华 1*，杨国斌 1，张援农 1，赵正予 1 
1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空间物理系 

通信作者： 姜春华， Email: chuajiang@whu.edu.cn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的卫星观测结果表明，在火星电离层 130-160 km区域中存在大量不规

则体结构。而火星电离层这一高度区域，类似于地球电离层中的 E层区域，称之

为火星电离层发电机区域。本文利用 MAVEN 卫星于 2015 年 1 月到 2019 年 12 月

对火星 5 年的电离层观测数据（200 km 以下），统计分析了火星电离层中大尺

度（~50 km-~200 km）不规则体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太阳活动之间的关联性。

研究结果表明，火星电离层中尺度不规则体结构主要发生在火星地磁场较弱的北

半球，在南半球的强磁场区发生率较小，当磁场方向与地面平行时更容易发生电

离层不规则体结构，且主要发生在晨昏侧（天顶角 75。-105。之间）。在白天火星

电离层不规则体出现频率与太阳活动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而晨昏侧和晚上相关

性较弱。在~170 km-~200 km的区域，火星中尺度不规则体结构和太阳火星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而在~170km以下，两者的相关性较弱。 

关键词： 火星电离层 电离层不规则体 太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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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极区电离层千米尺度垂直波动结构 

Kilometer-scale vertical wave structure in the polar Martian 

ionosphere 

万欣 1, 钟嘉豪 1, 崔峻 1,2, 熊超 3，王慧 3 

1 中山大学,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武汉大学 

主题分类：_E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地球电离层在偶极子磁场的约束下存在多种尺度的波动结构，而火星电离层

的背景磁场为岩石圈的剩余磁场，磁场强度相对于地球显著偏弱，那么在火星电

离层是否存在波动结构呢？MGS 卫星运行期间提供了超过 24 个月的连续掩星

事件观测，采集了 5600 余条火星极区电离层电子密度剖面数据。我们从中提取

了电离层电子密度在垂直方向上的各波长分量的波动结构，统计学分析发现主导

的垂直波动结构的波长尺度在千米量级。这一波动出现在剩余磁场极弱的北半球

极区，呈现一定的太阳经度、地方时和海拔高度依赖。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在

磁场约束极其微弱的北半球，太阳风与电离层直接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丰富

的波动结构，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尚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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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electrons in terrestrial planetary ionospheres 

 

曹雨田 1*, 崔峻 1, 吴晓姝 1 

1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D, 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Photoelectrons, which are produced by solar Extreme ultraviolet and X-ray ionization 
of various neutral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lanetary upper atmosphere. The 
ionization process generates well-defined, unique features in the photoelectron energy 
distribution, characterized by several distinctive peaks at particular energies related to 
the He II 30.4 nm line and the dominant neutral in the ionosphere. The measured 
distinctive peaks in photoelectron spectra not only help to determine the spacecraft 
potential but also contribute to deriving the planetary ambipolar electron field. In 
addition, the shape of the photoelectron intensity is reported to be modulated by 
inelastic collisions between photoelectrons and atmospheric neutrals. Despite produced 
exclusively on the dayside, photoelectrons have also been observed on the nightside. 
The observations are favorably interpreted by the scenario of photoelectron transport 
along cross-terminator magnetic field lines. In this study, we review the photoelectron 
observations in several terrestrial planetary ionospheres and provide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recent ionospheric photoelectr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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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火星日侧光电子边界的自动识别方法 

An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method for the dayside photoelectron 

boundary of Mars 

王誉棋 1,2*，曹雨田 3，范开 1,2，牛丹丹 5，崔峻 3,4，魏勇 1,2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与行星物理实验室，2中国科学院大学地

球与行星科学学院，3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大气科学学院，4比较行星学卓越中心，

5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所 

 

主题分类：__E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 

摘要正文： 

火星光电子是由太阳极紫外辐射和 X射线电离火星上层大气而形成的，是表

征太阳风与行星大气相互作用的不可或缺的指标，对行星高层大气的动力学和化

学具有重要意义。火星日侧光电子分布通常具有一个明显的边界，即光电子边界。

火星光电子边界可表征行星大气成分与太阳风成分的分界，其高度受火星地壳磁

场以及外部太阳风条件影响而变化。然而，目前对光电子边界的识别仍停留在手

动挑选阶段，这为研究火星光电子边界的分布与变化引入了大量人为误差。本研

究设计了一种自动识别火星日侧光电子边界的方法，将 20-30eV光电子峰的出现

与高能太阳风电子通量快速下降作为识别标准，设定三个有阈值的识别参数作为

约束，分别为峰值参数（PE）、面积参数（AR）和有效参数（EP）。自动识别结

果 80%与肉眼识别一致，并更有利于识别肉眼难以分辨的模糊光电子边界。自动

识别结果显示，火星光电子边界分布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火星地壳磁场可以有效

地抬高光电子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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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MAVEN卫星观测对火星电离层中光电子蝴蝶状投掷角

分布现象的研究 

Photoelectron Butterfly Pitch Angle Distributions in the Martian 

Ionosphere Based on MAVEN Observations 
罗琼 1，曹雨田 2，倪彬彬 1*，崔峻 2,3，曹兴 1，顾旭东 1，付松 1，项正 1 

1武汉大学电子信息学院空间物理系，武汉，430072 
2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珠海，519082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合肥，230026 

主题分类：___E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近火空间中超热电子的投掷角分布是严格受周围磁场拓扑结构控制的，基于

此，为了加强对火星电离层和磁场结构的认识，本文对其中光电子蝴蝶状投掷角

分布现象进行了研究。电子蝴蝶状分布表现为通量在 90°附近有极小值、在较低

投掷角达到峰值。本文使用了 MAVEN 卫星上 SWEA 仪器测量的 2014 年至 2019

年期间 700 km 高度以下 18~60 eV 光电子通量随投掷角变化的数据，结合 MAG

测量的磁场数据，对不同能级的蝴蝶状分布现象及特性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表

明，（1）火星电离层中光电子蝴蝶状分布现象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主要发生

在夜侧壳磁场异常区，这与前人基于 MGS 卫星对 115 eV 电子蝴蝶状分布现象

的统计结果相吻合；（2）蝴蝶状分布现象在~24 eV 时发生次数最多，这与火星电

离层中光电子能谱在 20~30 eV 的通量峰值相呼应，此外，随着能级的增加，日

侧 400 km 高度以上空间区域内该现象的发生率呈增长趋势，在~57 eV 时达到峰

值，这可能与日侧来自太阳风的电子在高能级时占比增多相关；（3）尽管蝴蝶状

分布现象在中等磁场强度（~15 nT）、水平磁力线（磁仰角<45°）附近发生次数最

多，但发生率在磁仰角>45°时更高。本文的分析结果证实和加深了当前对火星磁

场拓扑结构的认识，加深了对火星地壳源影响火星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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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日侧电离层不同离子对 2017 年 9 月 10 日 X8.2 太阳耀斑的响

应 

Species-dependent Response of the Martian Dayside Ionosphere to 

the X8.2 Solar Flare of 10 September 2017 

李子川 1,2*, 崔峻 3,4, 顾浩 3 

1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China;  
2School of Astronomy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Planetary Environmental and Astrobiological Research Laboratory (PEARL), School of 
Atmospheric Scienc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Guangdong 519082, China;  
4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Comparative Planet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Hefei 230026, 
China;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绕火卫星MAVEN记录到了2017年9月10日发生的X8.2太阳耀斑事件。该耀斑是

近5年来绕火卫星记录到的最强耀斑爆发事件，该事件使火星大气在短短数十分

钟内接收到了三倍于平静太阳活动时期的太阳极紫外及X射线波段的辐射。为我

们研究火星电离层对太阳极端事件的响应提供了宝贵的机会。我们利用该耀斑爆

发时软X射线峰值1.67小时后测量的150公里以上的火星日侧电离层离子密度数

据，发现火星日侧电离层离子对该事件呈现不同的响应。相比于耀斑爆发前：（1）

CO2
+，O2

+密度在150-300km间升高，300km以上密度变小；（2）O+，HCO+/N2H+

密度在200km以下密度基本不变，200-300km间密度明显升高，300km以上密度变

小；（3）HO+，H2O+密度基本无变化。（1）、（2）中离子成分的密度升高是

源于耀斑期间辐射通量增强引起的火星大气电离率的增加，在高高度上密度的下

降可能与逃逸流量的增加有关。（2）中的离子在低高度密度变化不明显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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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产生的O+，HCO+/N2H+会与CO2快速反应，而耀斑的爆发会通过加热大气增

加CO2密度，导致O+，HCO+/N2H+在电离层底部快速消耗。（3）中离子的产生受

H2密度调控，而H2密度与大气环流相关，不随短时辐射增强的而增大。总之，火

星日侧电离层不同离子成分会对太阳耀斑爆发产生不同的响应，具体的变化趋势

则由相关离子的物理、化学过程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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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极区电离层上空的“太空台风” 

A space hurricane over the Earth’s polar ionosphere 

Qing-He Zhang1, *, Yong-Liang Zhang2, Chi Wang3, Kjellmar Oksavik4, 9, Larry R. 
Lyons5, Michael Lockwood6, Hui-Gen Yang7, Bin-Bin Tang3, Jøran Idar Moen8, 9, Zan-
Yang Xing1, Yu-Zhang Ma1, Xiang-Yu Wang1, Ya-Fei Ning10, and Li-Dong Xia1 

1Institute of Space Sciences, Shandong University, Weihai, China, 2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 USA, 3Center for Space Science and Applied Research, CAS, China, 
4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Bergen, Norway, 5Department of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6Department of 
Meteorology,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7Polar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 Shanghai, China, 
8Department of Physics, University of Oslo, Norway, 9The University Centre in Svalbard, Norway, 
10School of Microelectronic,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s Email: 
zhangqinghe@sdu.edu.cn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In Earth’s low atmosphere, hurricanes are destructive due to their great size, strong 
spiral winds with shears, and intense rain/precipitation. However, disturbances 
resembling hurricanes have not been detected in Earth’s upper atmosphere. Here we 
report a long-lasting space hurricane in the polar ionosphere and magnetosphere during 
low solar and otherwise low geomagnetic activity. This hurricane shows strong circular 
horizontal plasma flow with shears, a nearly zero-flow center, and a coincident cyclone-
shaped aurora caused by strong electron precipitation associated with intense upward 
magnetic field-aligned currents. Near the center, precipitating electrons were 
substantially accelerated to ~10 keV. The hurricane imparted large energy and 
momentum deposition into the ionosphere despite otherwise extremely quiet conditions. 
The observations and simulations reveal that the space hurricane is generated by steady 
high-latitude lobe magnetic reconnection and current continuity during a several hour 
period of northward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and very low solar wind density and 
speed. This study shows large and rapid deposition of solar wind/magnetosphere energy 
and momentum into the ionosphere around the magnetic pole unlike the expectation 
during extremely quiet geomagnetic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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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se study of lowlatitude nighttime enhancement in East Asia sector 

 

The electron density in the ionosphere decreses after sunset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solar radiation, but occasionaly increses, which is called ionospheric 

nighttime enhancement. In this study, we analyzed the total electron 

content(TEC) data from a BeiDou geostationary orbit(GEO) receiver network and 

manually scaled ionograms from ionosondes to investigate the lowlatitude 

nighttime enhancement in East Asia sector. The observations from ionosondes 

and GEO satellites have some different features. The enhancement of TEC has 

limited spatial extent and longitudinal variation. Meanwhile, there are time shif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EC enhancements along longitude. And the altitudinal 

variation isn‘t accompanied by latitud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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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电离层热层的南北不对称性 

The north-south hemisphere asymmetry of the Martian ionosphere 

and thermosphere 

乐会军 1,2*, 刘立波 1,2, 陈一定 1,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 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D__, __E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Based on Maven's NGISM neutral composition and Langmuir probe electron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data, we statistically analyzed the climatic variations of the 
Martian thermospheric neutral density and ionospheric electron density and 
temperature, and found that thermosphere density showed significant north-south 
hemisphere asymmetry. In winter and summer, it mainly comes from the north-south 
asymmetry of solar zenith angle.The observational data still show significant north-
south asymmetry in equinox season. Under low solar radiation conditions, 
thermosphere density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hile under relatively high solar radiation conditions, thermosphere 
density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In 
additio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ncreases non-linearly with the increase of solar 
radiation, while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creases linearly.The electron density in the 
Martian ionosphere also shows significant north-south asymmetry in seasons. The 
electron density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ern, and the 
electron temperatur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is lower than that in the northern. 
These ionospheric and thermospheric asymmetries are likely to be related to the 
significant north-south terrain difference or the north-south asymmetry of the remaining 
magnetic field on Mars. Further observations and simulation analysis are needed to 
confirm the north-south asymmetry of the upper atmosphere of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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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行星电离层对耀斑响应的模拟研究 

晏茂东 1,2, 雷久侯 1,2, 党童 1,2 

1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E—行星空间环境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金星和火星电离层一直是行星科学的研究热点，二者与地球电离层的对比研

究将促进我们对地球近地空间环境演化的认识。本报告将介绍一维金星和火星电

离层模型的构建，该模型自洽求解了光化学、动力学和电动力学过程，结果与以

往研究相符。进一步，我们基于该一维模型，对比研究了地球、金星和火星电离

层对 2017年 9月 6日 X级耀斑的响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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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olar Rotation on the dayside Martian ionosphere 

S. -Q. Wu, J. Cui, Y. -T. Cao, H. -Y. Lv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some studies of the solar rotation effects on the Martian thermosphere and 
ionosphere. Forbes et al. [2006] studied the solar rotation effects on the Martian 
thermosphere and compared the results with Earth’s thermosphere, using the neutral mass 
density data at 390 km altitude. Nielsen et al. [2006] reported the presence of a solar rotation 
periodicity in the Martian ionospheric NmM2 with a period of ~26 days. Venkateswara Rao et 
al. [2014] reveals the presence of solar rotation effects in the Martian ionospheric electron 
density at all altitudes (90–220 km), NmM2, and total electron content under the three solar 
activity conditions, which are in phase with the solar EUV fluxes. The earlier studies are 
confined to the rotation effects on electron density and neutral mass density. 
We investigate further the effects of solar rotation on the dayside Martian ionosphere in terms 
of both the peak ion density and the solar ionizing flux, of which the former is measured by 
the Neutral Gas and Ion Mass Spectrometer (NGIMS) and the latter measured by the Solar 
EUV Monitor, both on board the 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MAVEN) spacecraft. 
According to our analysis, the NGIMS-derived peak densities of O+, C+ and CO+/N2

+ are 
observed to fluctuate with a period of the solar ionizing flux. A similar phenomenon is also 
revealed by the SWEA-derived photoelectron intensities at fixed altitu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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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际磁场对火星电离层电流的数值研究 

Numerical Research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on Martian Ionospheric Current 

张绍华 1、葛亚松 2、杜爱民 2、张莹 2、罗浩 2、张铁龙 3 

 

1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2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太阳风与火星相互作用产生感应磁层，行星际磁场（IMF）被压缩渗透到火

星电离层，对带电粒子的动力学过程起控制作用。基于火星气候模型（LMD-GCM）

获取的电离层粒子/离子参数和火星-太阳风相互作用磁流体模型获取的磁场参

数，研究了火星电离层日侧的磁场强度可能对于火星电离层发电机区高度范围、

电导率及电流分布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电离层发电机区产生的电流变化对火星

表面观测站 Insight 磁场变化的影响规律。 

 

 

 

455



火星剩磁对于氧离子逃逸的影响及其物理机制研究 

李仕邦 1, 吕浩宇 1*, 曹晋滨 1, 崔峻 2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中山大学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摘要正文： 

火星大气逃逸是导致火星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其逃逸过程及机制

是目前火星探测与研究的焦点问题。然而火星南半球剩余地壳磁场的存在对于火

星电离层及离子逃逸有着重要影响且其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本报告旨在探究火星

地壳磁场对于氧离子逃逸的影响并试图给出其物理原因解释，所采用的方法是基

于典型太阳风以及剩磁模型条件下的多组份多流体 MHD全球数值模型，该模型对

火星电离层重要离子组份分别计算输运方程，结合离子光化学反应方程与磁感应

方程从而对太阳风与火星相互作用过程进行全球数值模拟研究。本模型能够自恰

的产生火星电离层，重现火星弓激波，磁堆积边界等大尺度结构，通过加入真实

的火星地壳磁场模型并比较不同高度处火星南北半球氧离子密度及其通量分布

的结果发现剩磁对于氧离子的逃逸具有双重影响，即在高度较低处抑制离子逃逸

在高度较高处促进离子逃逸。通过对氧离子进行受力分析，进一步解释剩磁双重

作用的物理机制。本报告将对 MHD模型进行详细介绍的同时通过分析模拟结果加

深对火星地壳磁场拓扑结构影响离子逃逸物理机制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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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高空物理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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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星电离层的尘暴响应以及迷你磁层与电离层耦合 

研究的进展 

 

秦珺峰 1，邹鸿 1，叶雨光 1，王劲松 2，Erling Nielsen3 

1. 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北京大学 
2. 国家空间天气预警中心，中国气象局 

3. Max-Planck Institute for Solar System Study, Germany 

 

摘要： 

作为太阳系内最接近地球的行星，火星电离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未来

人类进一步探测火星环境和利用火星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尘暴和火星壳磁场形

成的迷你磁层是影响火星电离层的重要因素。本团队基于 MGS 卫星的观测结

果，研究了一个局域尘暴对火星电离层的影响，并利用本团队提出的反演算

法，获取了电离层主峰值高度处的中性大气密度变化，并利用一个简单光化平

衡模型对中性大气变化对电离层的影响进行了量化评估。该结果表明局域尘暴

可以通过火星大气环流迅速影响北半球中高纬区域的中高层大气密度，进而导

致电离层剖面的整体抬升。这一结果可以进一步推动对尘暴过程中火星大气层

与电离层的耦合的理解。另外，火星迷你磁层与电离层的耦合也是研究热点之

一。本团队利用欧空局“火星快车（MEx）”的数据研究了火星夜侧壳层磁场区域

的电离层 TEC 结构，首次发现了 cusp 区域的 TEC 双峰现象，证明了这种现象

和光电子日-夜侧输运/磁重联/电场加速等火星磁层中的物理过程有关。该研究

从一个新的视角展现了火星电离层-磁层耦合的物理图像，为揭示火星夜侧等离

子体环境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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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粒子沉降期间火星夜间电离层的响应：初步结果 
 
作者：邹梓成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摘要：使用 MAVEN 搭载的 SEP、SWEA、SWIA、NGIMS 的联合观测数据，我们分析了夜
间火星电离层对带电粒子沉降的响应。在从统计上来看，在 200km 以下，可大量通过与高
能粒子碰撞电离产生的离子成分（CO2^+和 O+）与超热电子有较高的相关，出现频次最高
的相关系数可达 0.6-0.7；而主要通过离子化学反应生成的离子成分（O2^+）则相关性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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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夜侧高能电子空洞与热电子耗散事件的统计研究 

Statistical study of energetic electron depletion and total electron 

content depression in the nightside Martian ionosphere 

牛丹丹 1, 崔峻 2*, 曹雨田 2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2中山大学 

主题分类：__行星大气___, _行星空间环境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高能电子沉降电离中性大气通常被认为是火星夜侧电离层的主要形成机制。这些

高能电子的来源既包括太阳风高能电子，也包括沿磁力线从日侧电离层输运过来

的光电子。火星夜侧电离层中两个重要观测特征是高能电子空洞和热电子耗散。

但是对于这两者发生的控制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依然比较缺乏且不

够深入。在本工作中，我们对上述问题做了一系列的系统性研究，包括： 

（1）高能电子空洞的发生如何随着内部（背景大气、地壳磁场）和外部条件（太

阳风动压）变化； 

（2）热电子耗散结构的自动识别以及热电子耗散事件的发生特点； 

（3）热等离子体耗散和高能电子空洞事件发生的一致性。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1）高能电子空洞更容易在水平磁场以及低太阳风动压的区域被观测到； 

（2）热电子耗散事件的发生率高达 33%，且在强磁场区域发生的几率更高耗散

的程度更大； 

（3）与理论预测相反，这两种结构的发生在统计上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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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地行星电离层环境模拟装置设计、建设 

刘宇 1,2*,雷久侯 1,2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

心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针对类地行星空间环境研究的需求，综合国内外同行的研究需求和建议，在

类地行星宜居性演化先导项目支持下，我们对 KSPEX 装置新一轮全面升级。升

级后的装置长 7.5 米，最大直径 1 米；具备以下原创特色： 

1）多状态等离子体。依据研究需求，实验装置可以同时产生类太阳风动态等

离子体和类地球（行星）空间环境静态等离子体，实现太阳风等离子体和地球（行

星）空间环境相互作用过程的模拟；

2）多离子组分。考虑到电离层离子组分复杂，设计了真空气压差分结构，可

在同一实验环境中产生不同离子组分，如类太阳风 H+和电离层 O+；与国际其他

类型实验装置相比，更接近真实空间环境；

3）多磁场位形。 研制了 10 组形态各异的磁场线圈（其中一组位于真空室

内），具备模拟太阳风行星际磁场、行星内禀磁场和感应磁场等多种磁场位形的

能力；

4）多探测手段。设计建设了光谱、质谱、高速成像、能量分析和探针等多种

探测方法，兼顾等离子体物理和化学过程监控、探测，满足地球及类地行星电离

层与磁场相互作用对电离层形态、结构和光化学及等离子体过程研究需求。

总之，装置的设计建设充分考虑了地球及类地行星电离层的特点及研究需求，

具有明显的原创特征，有望为国内外地球和行星电离层研究提供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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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卫六（泰坦）高层大气环境的地面模拟研究 

Analysis of a microwave discharge used for dissociation of CH4/N2: 

simulation of Titan's atmosphere 

凌艺铭 1,2, 刘宇 1,2*, 雷久侯 1,2 

1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主题分类：D—行星大气, E—行星空间环境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在化学演化、有机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中，土星的卫星土卫六(泰坦)被认为

是太阳系中最有趣的天体之一。泰坦大气中的有机成分被认为和生命的起源有潜

在的联系，从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泰坦大气中富含的 N2，CH4成分在太阳辐射和

高能粒子驱动下将发生强烈的有机化学反应。但是由于缺少足够观测手段和数据，

目前对上述等离子体参与下的大气化学过程还不是很清楚。我们基于实验室已有

的空间等离子体地面模拟设备，利用光谱仪、残余气体分析仪、静电探针等仪器，

开展上述过程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为行星电离层的光化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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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题：E 行星空间环境 

金星三维电离层-磁层多流体耦合模式的构建与边界层过程研究 

党童 1，雷久侯 1，张彬铮 2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香港大学 

金星是距离地球最近的行星，与地球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研究金星电离层磁

层的空间环境变化，对认识地球的发展演化规律以及火星等其他类地行星的宜居

性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价值。目前国际上的金星磁流体力学模式大多为单流体模

式，模型的空间精度也还不足。本报告将介绍多流体、高精度的三维金星电离层

-磁层耦合模式的构建，并研究金星金星边界层磁场、密度、速度分布的精细结

构，分析金星边界层变化的区域分布、时空尺度及色散关系，探究不同太阳风条

件下金星边界层 KH 不稳定性的变化特征，揭示边界层过程影响离子逃逸的物理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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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电离层磁通量绳的多流体 MHD 模拟 

Multi-fluid MHD studies of the ionospheric magnetic flux ropes at 

Mars 

谢良海 1, 李罗权 2, 李磊 1, 张艺腾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2台湾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学研究所 

主题分类：__E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We use a multi-fluid MHD model to study the formation of small-scale magnetic flux 
rope (MFR) in the ionosphere of Mars. It is found that a straight flux tube can turn into 
a twisted MFR during its sinking into the lower ionosphere, caused by the differential 
compression at different parts of the tube. Further studies show that such a MFR is not 
force-free structure, in which there is always a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to balance the 
magnetic force.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ionospheric ions inside the MFR can be 
squeezed out from the two ends of the MFR, with an outflow flux of about 3.5×107 
cm-2 s-1, which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for the ion escape from Mars.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both the sinking speed and the ratio of the ion gyroradius to the tube radius 
can affe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FR. A MFR can be more quickly formed for a larger 
sinking speed, but it can be also more quickly filled by the ambient ions. Oppositely, 
the MFR is more difficult to be filled when the ratio of the ion gyroradius to the tube 
radius is smaller. Once the MFR get filled, the compression is prevented by an outward 
pressure gradient force, and both the field strength and the rope helicity begin to 
decrease. Our results can explain the different altitude dependences of MFRs observed 
at Mars and Ve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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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热层电离层耦合模式：初步结果 

  

任志鹏 1 2 3 4* 刘耘博 1 4 万卫星 1 魏勇 1 4 乐新安 1 2 3 4*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 北京市/朝阳区 100029 

2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空间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北京市/朝阳区 

100029 

3 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朝阳区 100029 

4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北京市/怀柔区 100049 

  

   火星一直是行星物理学研究的重点对象。由于大气化学成分等物理参数的

差异，火星热层和电离层表现出与地球截然不同的，因此也是火星研究的热点

之一。研究火星热层和电离层，有赖于开展对电离层/热层耦合系统的实验观测、

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等综合研究工作。热层-电离层耦合理论模式把电离层与热

层作为一个统一整体来分析和建模，是进行热层-电离层耦合过程模拟的基础。

基于热层-电离层耦合理论模式的数值模拟可以突破实验观测的限制，又能够比

理论分析更为全面细致地重现电离层/热层的各种物理和化学过程，在电离层/

热层的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为了为火星电离层与热层数值模拟奠定基础，以火星的电离层与热层耦合

系统为核心目标，以国内的地球电离层热层耦合模式 GCITEM-IGGCAS为基础，

开展电离层与高层大气耦合理论模式研究以及相关的数值模拟方面的工作，构

建火星的电离层-高层大气耦合理论模式。该火星电离层-高层大气耦合理论模

式计划采用高度坐标系，纬度-经度分辨率为 5度*7.5度，在垂直方向上把

70~300 km的火星电离层-高层大气分为 35个等高面，模拟其高层大气的 4种

主要中性化学成分（CO2、CO、O 和 N2）的数密度、6 种次要中性化学成分（Ar、

He、O2、NO、N(4S)和 N(2D)）的数密度、日侧电离层的主要离子（CO2+、CO+、

O2+、O+、N2+和 NO+）和电子的数密度、中性温度和中性风的三维时空分布。

目前该模式的模拟结果与已有的火星观测和模拟基本一致。 

465



类地行星大气二次逃逸 

Atmospheric secondary escape on the terrestrial planets 

顾浩 1*, 崔峻 1,2,3, 牛丹丹 4 

1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2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3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

创新中心, 4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行星大气逃逸是决定其演化方向和宜居性的重要过程。目前太阳系类地行星

的中性大气逃逸主要是由非热逃逸主导的。非热逃逸粒子的能量来源是行星大气

中的各种非热过程，包括大气溅射，大气光化学等。这些被加速的粒子在逃逸（或

者运动）过程中有可能会背景大气中的其他低能粒子（特别是质量较轻的粒子，

如氢、氦原子）发生碰撞并导致这些粒子的逃逸，这一过程称为二次逃逸。由于

二次逃逸有雨一次高能粒子的碰撞激发，因此这一过程与一次粒子的能量，一次

粒子与逃逸粒子的相对质量都密切相关。目前，二次逃逸对于类地行星中性大气

逃逸的贡献一直被很多现有工作所忽略。本研究以火星和金星为例，基于蒙特卡

洛模拟的方法计算其大气中氢、氦、氧等成分的二次逃逸率，并与其他逃逸过程

进行比较。计算结果显示，对于火星氦原子的二次逃逸是其氦逃逸的主导机制，

并且氢和氧的二次逃逸对总逃逸的贡献约为 20%；对于金星，其氢原子、氢分子

和氦原子的二次逃逸是主导逃逸机制。 

 

466



!"#$%&'()*+,-./01234

Calculation of Io’s atmospheric chemical escape based on Monte 

Carlo simulation 

黄旭 1, 顾浩 1, 崔峻 1 

1 中山大学 大气科学学院 行星环境与宜居性实验室 

!"#$%&&'&&&()&&&*&&)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0123456%口头报告)

789:%)

木卫一（Io）是木星四颗伽利略卫星中最靠近木星的一颗。它的引力很小，

气体容易被剥离开星体，所以其大气层极为稀薄。由于木卫一处在木星磁层中，

所以其大气的主导逃逸机制一直被认为是木星磁场高能粒子引发的溅射逃逸。然

而，木卫一距离木星非常近，受到木星强大潮汐力的作用，它拥有非常强烈的地

质活动。这些地质活动形成了木卫一独特的由 SO2主导的大气以及丰富的化学反

应，而这些反应过程中产生的高能中性粒子可能是木卫一大气逃逸的一个重要来

源。本研究基于蒙特卡洛方法模拟了木卫一的中性大气化学逃逸过程，计算得到

逃逸粒子（包括 O、O2、S、SO、SO2和 S2）的产生率、逃逸概率和逃逸率。根

据计算结果，我们发现木卫一的大气化学逃逸过程主要由光解反应、中性-中性

反应、离子-中性反应和离解复合反应引起， O和 S是主要的逃逸粒子，O2的逃

逸也十分可观，而 SO、SO2和 S2的逃逸则很少。对比其他逃逸机制的逃逸率，

我们发现化学逃逸对木卫一大气逃逸的贡献在其地质活动剧烈时期是非常重要

的。本研究有助于学术界更清晰的了解木卫一的大气逃逸过程以及火山活动在其

大气演化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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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绕飞雷达探测的电离层效应与校正方法 

王龙祥 1 叶红霞 1 金亚秋 1 

电磁波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复旦大学, 200422, 上海，中国 

摘要：2020 年 7 月中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发射，轨道高度约 265-800km。火星的电离层

结构包括 M2 层（120km）、M1 层（100-110km）、流星体层（85km）以及由宇宙射线和高能粒

子沉积形成的假定的等离子层 EP 层（35km），次表层雷达信号必然两次途径很大范围的电离

层区域。轨道器上的次表层探测雷达的低频模式用于探测地下分层结构，分两个频段交替工作，

其工作频段分别为 10-15MHz、15-20MHz，与火星电离层的等离子体频率非常接近，雷达宽带

信号必然受到电离层的严重影响。因此，火星电离层对于天问一号 SAR 信号影响的定量研究

对于雷达回波距离向和方位向处理以及进一步的地下结构探测至关重要。本文以(100.8E, -34S)
的 MARSIS 电离层探测数据为例，如图 1(a)所示。基于 Chapman 模型重构的该区域电子密度

垂直分布如图 1(b)，其电子密度分布在距离火星表面 117km 处达到最大值（约1.231011），垂

直路径上积分的总电子密度 TEC≈0.65TECU。根据该电子密度分布，以地表一个点目标为例

仿真了电离层影响下的雷达回波并进行脉冲压缩处理，如图 2(a)所示，发射信号频率为 10-
15MHz，脉冲宽度T = 120μs。可以看出：电离层引起的一阶相位引起了约 1679m 的偏移，二

阶项引起了大于 1500m 的展宽散焦，三阶项引起约 20dB 的副瓣增强。火星磁场分布不均匀，

在火星的南半球尤其南极地区磁场强度超过 150nT（F. Duru, 2006），会对线极化电磁波产生法

拉第旋转效应，其大小与电磁波频率、电离层电子密度和磁场大小有关，图 2 给出了天问探测

频率范围内的法拉第旋转角以及与磁场强度的关系，从图 2 可以看出天问一号高频模式下法拉

第旋转角远小于低频模式，而低频模式下在强磁场区法拉第旋转角较大。 

  

        (a) 电子密度能谱高度分布               (b) 电子密度的高度分布.       (c) 电离层各阶相位对脉冲压缩的影响 

Figure 1. 火星电离层对雷达回波脉冲压缩的影响 

                     
Figure 2. 火星电离层引起的法拉第效应 

2017.4.17(100.8E,-3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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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芳婷  唐荣欣  袁凯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  南昌大学 

主题分类：E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带宽扫频步进式雷达的模糊函数 

模糊函数是雷达信号分析研究和波形设计的有效工具，它仅有发射波形决

定，反应雷达工作在最佳接收模式下点目标响应，参数估计性能，目标分辨能力

以及杂波抑制能力。然而经典的模糊函数主要基于单频雷达构建。在空间探测中，

为获取顶部电离层至内磁层关键区域等离子体密度更加清晰和距离更远的三维

空间变化和运动信息，拟采用步进宽带式扫频雷达，步进式宽带扫频雷达是重要

的主动观测设备之一，其发射脉冲的频率从一个频率到另一个脉冲增加一个固定

的频率增量，有效带宽则可视为脉冲串中从第一个脉冲到最后一个脉冲的频率偏

移量。然而其扫频步进工作方式使得其模糊函数的构建与传统雷达有所不同。另

一方面，星载步进式宽带扫频雷达，如 RPI,MARSIS,DSX 等，其工作环境中充斥

着不均匀的空间等离子体。雷达信号一发射即进入不均匀色散介质中传播。因此，

星载扫频步进雷达的模糊函数需要结合其工作环境构建。本工作主要借鉴单频雷

达模糊函数的构建方式，引入频率步进和空间环境影响，构建适用于星载空间等

离子体成像雷达的模糊函数，为星载等离子体成像雷达的波形设计提供了理论基

础和未来行星电离层，木星磁层等深空等离子体电磁环境探测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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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风与火星日侧电离层的实验室模拟 

姓名：金融 
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火星日侧的不同动量、能量和磁场的等离子体相互作用，形成了复杂的边界层。由于火
星缺乏全球磁场，火星的电离层直接和太阳风相互作用，形成感应磁层和电离层的边界层，
同时由于火星存在岩石磁场，这也会影响当地的电离层密度和结构从而影响边界层的诸多结
构和性质。另外在火星的边界层，太阳风粒子和电离层粒子、磁场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
的波动和不稳定性。边界层的这些特征受到太阳风和火星磁场的调控，影响着日侧的离子逃
逸等诸多问题，然而这些问题的具体机制仍充满争议。 
 相较于卫星观测次数少，重复性低，实验室模拟对于研究边界层的相关性质和其背后的
物理机制方面有着参数诊断齐全和可重复性高的优势，大量的数据和齐全的参数，比如等离
子体的密度、温度和离子的能量以及光学成像设备对于动态过程的直接观察，都有助于更好
研究和揭示边界层的物理现象和其背后的物理机制。 
 研究会在实验室还原火星日侧电离层与太阳风相互作用过程，并通过调控火星磁场大小
与位形研究不同区域的边界层特性；通过改变太阳风动压大小模拟不同速度太阳风对于边界
层的干扰。同时对边界层的不稳定性现象加以分析，研究能量的来源和传输机制，以及这些
过程对日侧逃逸的影响。 
 本实验在科大空间等离子体实验装置 KSPEX 上进行，在长 1.8m，直径 1m 的真空腔体
内，在轴向同位置处，上方是可以产生稳态等离子体的热灯丝源，密度可达到109𝑐𝑐𝑐𝑐−3，前
方是考夫曼等离子体源，用来产生高能量的离子，用来模拟太阳风等离子体，离子能量可以
达到 1000ev；有可轴向移动且旋转 90 度的磁场线圈用来模拟火星的岩石磁场；有可以三维
移动的探针多探针用来探测区域的电子密度、温度以及波动信息；离子能量分析仪用来检测
离子能量分布和变化从而寻找边界层的确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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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火星电离层磁场扰动 MAVEN观测结果分析 

王小川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摘要 

得益于较为丰富的观测手段和高精度长时间的等离子体密度观测数据，地

球电离层区域的等离子体扰动已有较为详细的研究（包括观测和模拟）。而火星

电离层区域的等离子体特性和地球 E区类似（𝜈i > Ωi，𝜈e < Ωe，其中𝜈i , 𝜈e, Ωi , Ωe 分

别表示离子-中性粒子碰撞频率，电子-中性粒子碰撞频率，离子回旋频率和电子回旋频

率），即离子未磁化，电子磁化。但由于火星没有全球的偶极场，仅有零散的地

壳剩磁和太阳风吹拂的“悬挂”磁场，预计火星电离层等离子体扰动的表现与

地球 E区会有所区别。火星电离层区域等离子体β值接近 1，这与地球等离子

体低β值不同，火星电离层等离子体密度的扰动将伴随着磁场扰动一起出现，

在最近的观测中也有证实，因此可能可以使用高精度的磁场探测数据观测火星

电离层的等离子体密度扰动。 

MAVEN 探测器提供了大量火星电离层的观测数据，本文分析了 2017年全年

的 MAG磁场数据，得益于它高精度的磁场探测仪 MAG，发现了在晨昏线附近

150km左右的小尺度磁场扰动，这些扰动与等离子体密度扰动密切相关，与前

人研究相似。另外还发现了在火星电离层日侧区域，磁场扰动的发生频率有所

增加，发生的高度也位于更高的电离层区域（180km以上），扰动的尺度也有明

显的增大，这可能是不同的太阳风环境造成的结果，其是否与局地等离子体密

度扰动相关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将结合太阳高能粒子（SEP），太阳风

电子分析仪（SWEA）和太阳风离子分析仪（SWIA）等数据，进一步分析日侧磁

场扰动与太阳风环境之间可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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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底部 TEC 的研究 

A Research of Martian Bottomside TEC 

张彤彤 1, 刘立波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D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目前对于火星电离层的研究主要是研究 M2、M1 峰高和峰值密度以及 TEC
的变化，对于火星底部 TEC（BTEC)（即 M2 层峰值高度以下电子密度的积分）

的研究较少。研究 BTEC 随太阳天顶角（SZA)、太阳辐射通量（F10.7)和经纬度

的变化对于深入了解火星电离层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主要利用火星全球勘探者号（MGS）中的 5600 个电子密度剖面数据。

发现 BTEC 与 Ch(Xp,SZA）平方根的倒数和 F10.7 存在线性关系。利用

MoMo(Bergeot et al.,2019)作为对比，在天顶角固定的情况下，火星底部电子密度

积分对于 TEC 的贡献随着太阳辐射通量的增大而减小，但 BTEC 的绝对值随

F10.7 的增大而增大，M2 层峰高有较小的下降，峰值密度明显增大，因此可能是

由于太阳辐射增大，光电离产生率增大，大气加热膨胀导致顶部电子密度增加更

为显著。在北半球发现在同一地方时，消除 SZA 和 F10.7 变化对其的影响，BTEC
存在经度波动，而且随着纬度增大波动出现西移，分析表明可能与地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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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大气主要离子波动的 MAVEN 观测研究 

MAVEN observations of wave activities in major Martian ions 

黄莹莹 1,2*, 崔峻 2,3, 牛丹丹 4 

1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2中山大学行星环境与宜居性研究实验室, 3中山大学大

气科学学院, 4哈尔滨工业大学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实验室 

主题分类：_D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动力学过程是影响火星大气粒子逃逸的机制之一。本研究采用 MAVEN 观测

的火星 160-500 km 离子密度数据，研究了主要离子成分随时间的变化特性。采

用频谱分析方法，提取了不同大气离子的波动参数特性，并分析了波动过程对离

子逃逸的影响。 

 

 

473



Magnetic control of total electron content depression in the nightside 

Martian ionosphere 

曹雨田 1*, 崔峻 1, 吴晓姝 1 

1 中山大学大气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E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报告 

摘要正文： 

Thermal electron depression and energetic electron depletion are two well-known 
features of the nightside Martian ionosphere. While the latter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in the past, there is no report of systematic and firm identification of the former 
and accordingl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is unknown. Applying an automatic 
procedure to the Mars Express total electron content (TEC) measurements, we are able 
to identify a large number of TEC depressions which amounts to one third of the 
available nightside measurements. Similar to the observation of energetic electron 
depletion, TEC depression is more frequently observed near strong magnetic fields, 
where the degree of TEC reduction is also more pronounced. Contrary to our 
expectation, there is no clear tendency for the collocation of the two features, though 
they are physically related as Solar Wind electron precipitation is known to be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onization on the nightside of M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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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电离层离子成分对 2018 年全球性沙尘暴的响应 

Species-dependent Response of the Martian Ionosphere to the 2018 

Global Dust Event 

牛丹丹 1, 崔峻 2*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2中山大学 

主题分类：__行星大气___, _行星空间环境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Global dust storms (GDS) are an important dynamical phenomenon of the Martian 
lower atmosphere but are known to have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Martian 
middle/upper atmosphere and ionosphere. Despite extensive studies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how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artian ionosphere is modified during the 
GDS has only been studied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Here we presen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observations of the compositional variation of the Martian ionosphere 
during the GDS in 2018, using the ion density measurements made by the Neutral Gas 
and Ion Mass Spectrometer onboard the Mars Atmosphere and Volatile Evolution. At a 
representative altitude of 170 km, the variations of ionospheric species during the GDS 
show either enhancement (CO2

+, Ar+, HO2
+, H2O+, H2

+, ArH+) or depletion (O2
+, O+, 

N2
+/CO+, OH+). Despite the apparent diversity, the observations are mostly 

understandable within the established framework of ionospheric chemistry on Mars, 
which furth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variation of ion species during the GDS is a good 
diagnostic of the variation of relevant neutral species in the thermosphere. In particular, 
the observed ionospheric variation strongly supports a scenario that H2O is 
substantially enhanced in the Martian thermosphere during the GDS. However, the 
variations of O2

+ and H2
+ are inconsistent with predictions from ionospheric chemistry 

and require further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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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重力场模型发展及在月球内部结构研究中的应用 

Lunar gravity field models develop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lunar interior structure research 

李斐 1，鄢建国 1，郝卫峰 2，邓青云 1，叶茂 1，郑翀 1 
1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2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中心 

主题分类：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本报告首先综述了月球重力场模型发展历程。基于绕月卫星跟踪技术的三种模

式，即地面跟踪模式、高低跟踪模式和低低跟踪模式，将月球重力场的发展历

程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各阶段跟踪模式的主要原理、技术特点以及所获取

的具有代表性的重力场模型，并对这些模型的精度特征进行了评述。进而，通

过分析不同阶段重力场模型所获取的月球重力异常特征和精度、不同阶段重力

场模型的定轨精度，阐明了空间跟踪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月球重力场模

型的精度。针对目前月球内部结构研究现状，综述了月球重力场在月球内部结

构研究中的重要性，包括对月球内部分层结构、月核状态与大小、下月幔熔融

区粘滞性特征、月球壳层密度结构、月球浅层典型地质特征区域构造特征等方

面，表明了当前阶段，月球重力场在月球内部结构研究中的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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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浅表场地条件的跨尺度月震波数值模拟 

Multiscale lunar seismic wave simulation considering site effects 

张磊 1,2*, 张金海 1,2 , 张翔 1,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 __C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震波是探测月球深部结构的最主要手段之一，然而现有的数值模拟方法无

法直接考虑月震波跨尺度差异大、地表起伏剧烈、浅表月壤散射强、持续时间长

等因素的影响，制约了对月球形成和演化过程等科学问题的深入研究。 

本文基于谱元法和有限元法开发了跨尺度月震波数值模拟方法，并在全球尺

度和区域尺度之间设置交界层，基于傅里叶插值技术发展跨尺度波场上采样方法，

从而高效率地模拟月球浅表的地形地质条件对月震波的影响。 

基于该方法，本文对比研究了全月球-区域尺度下月震波传播特征和规律，分

析了月震震源参数、全月球速度结构的差异等因素对月震波传播的影响；在区域

尺度上进一步研究了起伏地形，包括月表撞击坑、火山引起的起伏地形，对月震

波的放大效应；以及月表浅层的地质条件，包括溅射堆积物、玄武岩和松散溅射

物的堆积次序等，对月震波的散射作用。 

本文弥补了当前跨尺度月震波数值模拟方面的不足，可增强实测月震波信号

对内部结构的约束，为月球壳幔等深部圈层结构的探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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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L1范数的优化有限差分方法 

The Optimal 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based on the L1 norm 

苗中正 1*, 张金海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_K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有限差分法已被广泛应用于波场数值模拟问题中，然而其数值精度和计算效

率受到由网格离散所引起的数值频散的制约。相比于 L2或 L∞范数，L1范数能对

目标函数施加更紧致的约束（尤其是在低波数区间和中波数区间）。受此启发，

我们提出一种利用 L1范数优化有限差分系数以压制频散噪声的方法。首先，我

们基于空间频散关系，利用 L1范数构建目标函数，其次我们将其离散化化并转

化为受限 L1范数最小化问题，并用交替方向乘子法求解该问题。结果表明，相

比于基于 L2或 L∞范数的优化方法，该方法所得的有限差分系数在低波数区域有

着更小的误差。因此，利用该方法可以获得累积误差更小的高精度地震波场模拟。 

在给定有限差分方法空间阶数（M=8）的条件下，我们对比了基于 L1范数，

L2范数以及 L∞范数约束下的优化有限差分系数的 2 维绝对误差响应（图 1）。可

以看出，相较于其他方法，基于 L1范数约束下的优化有限差分系数在低波数区

间和中波数区间有着最小的绝对误差。 

 

图 1 基于 L1 范数，L2 范数以及 L∞范数约束下的优化有限差分系数的 2 维

绝对误差响应。 

理论分析和数值实验表明，该方法的累计误差优于已有的常系数优化方法,具
有更高的精度，特别适合长时程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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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绕射波分离的玉兔二号测月雷达数据速度分析及高精

度成像 

Velocity analysis using separated diffractions for lunar penetrating 

radar obtained by Yutu-2 rover 

李超 1*, 张金海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__ 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_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玉兔二号月球车搭载的测月雷达（LPR）成功采集了月球背面的雷达数据，

使探测月壤和浅表精细结构成为可能。高精度的偏移成像是地质解译的基础，而

准确的速度模型是提升精度的关键。传统获取速度模型的方法通常假设月球浅表

为水平层状介质，难以刻画横向速度变化介质。绕射波双曲线拟合可以基于绕射

波建立速度模型，但依赖于绕射波的强度，对于深部弱能量的绕射波无能为力。 

本文采用地震勘探领域发展的速度建模方法建立了嫦娥四号着陆区的速度

及介电常数模型。首先，我们利用平面波分解方法将掩盖于强能量反射波之下的

微弱绕射波分离出来，分别获得绕射波剖面和反射波剖面。然后，我们使用分离

出来的绕射波进行聚焦速度分析，并获得二维速度模型和相对介电常数模型。根

据相对介电常数的变化，可将月球浅表0～50m致分为三层： 0～15m为月壤层； 

5m～25m为物质过渡带层，该层物质由月壤逐渐变为溅射物；25～50m为溅射物

层。 

研究结果表明，剔除绕射波的偏移结果比未分离绕射波的偏移结果具有更加

清晰的地下结构，有利于地质解译。我们的方法获得了精确的速度估计，这对于

高精度偏移至关重要；此外，该速度模型能够有效约束不同深度的介电常数范围，

为区分月表不同物性提供了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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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浅层介质速度随时间变化特征 

Temporal velocity variations of the lunar shallow medium 

郁畅 1, 姚华建 1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地球和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_C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 均可 

摘要正文： 

月球是地球的唯一卫星，也是人类最容易到达和了解最多的星球之一。通过在其

表面进行各种科学观测，为人类未来在其他星球上进行进一步探索与研究打下较

为坚实的基础。 

目前对于月球表面的介质性质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了解，但对于浅层介质的时变

特征的了解则相对而言较少。由于月震波在月球浅层介质中衰减较慢，且有着较

强的散射，因此月震波尾波对于浅层介质的充分采样使得我们有机会监测到介质

中的较小的速度变化。我们利用美国 Apollo 计划中布设的四组地震台站

(S12,S14,S15,S16)获取到的连续观测数据，在经过拼接，去均值，压制异常数据，

滤波等预处理后，以一小时长度的时窗计算自相关并叠加得到了较为稳定的每天

的自相关函数，然后通过小波互谱的方法测量得到了台站附近介质不同频带的月

震波传播速度相对变化结果，其相对变化的幅值达到 10^-4-10^-5 之间。对比 S15
台站记录到的温度变化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着很明显的对应关系，因

此我们推测，月球表面温度变化引起的热应变改变了浅层介质的应力状态，从而

使得浅层介质的波速发生了周期性的变化。同时借助于已知的月球热力学参数，

我们对速度变化结果进行了初步的拟合。 

本研究得到的结果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于月球浅层介质性质的理解和认识，同时

也证明了 Apollo 月震仪数据可以在新方法下的帮助下挖掘出新的信息。同时由

于月球上干扰因素较少，我们可以较为清楚的分析热应变对于介质速度变化带来

的影响，为未来去除地球以及其他星球上热应变带来的干扰，更好的反映台站附

近其他因素导致的介质速度变化特征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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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核内的氢元素：结构与分配及其地球物理学意义 

Hydrogen in the Earth’s Core: Structure, Partition and Its 

Geophysical Implications 

杨华 1, 张飞武 1* 

1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81 

主题分类：__C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H 是太阳系中最为丰富的元素，被认为是地核中的主要轻元素之一。确定地

核温压条件下 Fe-H 合金的稳定性对于认识地核的组成，结构及演化具有重要意

义。我们利用高压结构预测方法（USPEX），在 300 GPa 下确立了一系列 Fe-H 二

元结构：Fe（P63/mmc），FeH（Fm3m），Fe3H5（P4/mmm），FeH3（Pm3m），Fe3H11

（C2/m）和 FeH6（C2/c）等，并在内地核温度（5000-6000 K）条件下进一步研

究了它们的热稳定性。高压下铁晶格中的 H 原子使其结构从 hcp 相变为 fcc。晶

格中的 H 还使得 fcc-Fe 的磁性稳定到更高的压力（从~ 10 GPa 稳定到~ 40 GPa）。
因 Fe 的自旋转变，使得 fcc-FeH 的体积膨胀（ΔV）明显减小（~ 30％），在地核

的 P-T 条件下，fcc-FeH 晶格以每个 H 原子~ 0.8 Å3 的速率膨胀，根据这个体积

膨胀速率和地核的密度缺陷，估算外地核和内地核中的H含量分别约为 0.62-1.23 
wt.％和 0.10-0.31 wt.％，这表明在地球形成的过程中，约有 110 倍的海洋水已被

带进了地球内部。这一结果可能预示着地球上的水“与生俱来”。此外，根据我们

重新估算得到的地核中可能存在的 H 含量的最大值，我们发现 H 的存在会引起

相对较低的地核温度—CMB 处的温度比我们以前认为的低~ 600 K。Fe-H 的地

震特性计算还发现：1 wt.％的 H 能使铁的密度降低 7.6％，并使得压缩波（Vp）

和剪切波（Vs）的波速分别增加 2.3％和 1.5％，这一结果预示着需要通过考虑地

核内可能存在的其他轻元素（如 C, Si, O 等）来共同制约和满足关于地核地震波

观测数据，以进一步明确地核的地球化学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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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球内部成分与温度：基于第一性原理计算 

Lunar composition and thermal state: insights from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邓忻 1, 吴忠庆 1,2* 

1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_C_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也是离地球最近的天体。了解月球的内部结构

对于我们理解认识太阳系，特别是地月系统的形成与演化至关重要。当前基于月

震以及遥感的观测与研究能够给出月球内部初步的一维波速、密度等信息，但是

对于月球内部成分与结构还不太清楚。结合月球内部的波速模型和月幔中可能存

在矿物的高温高压弹性数据，可以约束月幔的成分，对认识月球深部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利用基于密度泛函理论的第一性原理计算方法计算得到的上地幔主

要矿物（橄榄石、斜方辉石、单斜辉石以及石榴子石）在高温高压下的高质量弹

性数据，结合目前已有的月球内部一维波速与密度模型，反演得到月球内部的矿

物组成、铁含量以及温度。反演得到的波速与密度与输入模型吻合很好，反演结

果的参数空间较小，且一些参数间体现出明显的相关性。本研究为认识月球内部

物质组成与地月系统的形成与演化提供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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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全国行星科学大会摘要 

主题：，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月震波传播特征数值模拟研究 

 

王彦宾 1 姜祥华 2 

 

1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2中国地震台网中心 

 

地震学方法是研究地球内部结构最有效方法之一，它在月球内部结构确定中

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月球是太阳系除地球之外人类获得表面震波观测资料

的第一个天体。1969-1972 年期间，Apollo 登月计划在月球近地表面（正面）布

设了由四台月震仪组成的观测台阵，这些仪器一直工作到 1977 年，记录了超过

12500 个月震资料。和典型的地震观测波形相比，月震波形表现出非常大的差异，

它由强烈的散射和振荡信号组成，持续时间很长，振幅衰减很慢。地震记录上通

常观测到的各种体波和面波震相，在月震波形上看不到或者非常微弱。 

对复杂全月球模型来讲，通过数值方法模拟月震波的传播过程，对于理解月

震波传播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基于最新的全月球模型，采用基于交错网格的

伪谱和有限差分混合算法求解二维柱坐标系下的波动方程，开展了复杂全月球模

型中月震波传播的数值计算工作。对全月球模型 P-SV 和 SH波场的模拟结果表明，

合成月震图很好地预测了直达 P 和 S 波的到时，以及直达波和各种后续次生震相

强烈振荡的波形特征。我们模拟研究了非均匀上月壳对月震波的散射效应，发现

上月壳中速度扰动所引起的散射能有效地产生强烈持久的尾波，证实了上月壳介

质存在着很强的非均匀性，这与月球持续遭受天体撞击以致浅层比较破碎的推断

一致。通过比较模拟波形与真实月震图的相似程度，发现上月壳中速度扰动的标

准差应该在 3%到 5%之间，很可能接近于 3%。为了深入认识引起月震尾波的物

理机制，我们分别考察了上月壳的 Q 值和波速对尾波的影响，认为月震尾波是

由上月壳中的散射、高 Q 值和低波速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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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月海磁异常反演的月球壳幔结构和古磁场特征研究 

Research on the lunar crust-mantle structure and paleomagnetic field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inversion of lunar mare magnetic 

anomalies 

作者：王弘毅 1，姚硕 1（通讯作者），李泽林 2，马铮 1，郑元满 1，姚长利 1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河北工程大学 

主题分类：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研究月球月海的磁异常特征和壳层结构对了解月球岩浆活动和月球古磁场

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工作旨在通过分析月海区域的磁异常来探究月球古磁场的强

度和磁极分布，揭示月球磁性侵入岩的全球分布特征。研究所用的月表磁场 0.2

度网格模型来自于 Kaguya 和 Lunar Prospector 探测器的轨道磁场测量结果。在数

据处理上，先采用针对强剩磁条件下的磁异常幅度三维反演算法，获得地下剩余

磁化强度的分布。再通过磁异常定向三维反演算法，通过输入多组月球古磁场的

倾角和强度，计算同一区域岩石的视磁化率。两种反演结果进行比较，岩石磁性

分布最接近时对应的即为相应地质年代的月球古磁场的强度和方向。反演的深度

约束为月球发电机存续期间的居里面深度即 60 公里。目前的研究结果已经揭示

了绝大部分月海磁异常区地下磁性岩石的三维分布情况，剩余磁化强度主要在

0.1~0.6 A/m,磁性岩石埋深约为 30~60km。参数设置以及部分月海的地质定年结

果支持在 3.5~3.8Ga 之间的月球古磁场强度为 2~100μT。根据偶极磁场的磁倾角

与磁纬关系，本工作计算得到了 18 个与磁异常对应的古磁极位置，在各个经度

位置上几乎均有分布，纬度上集中在 45°N 以北的区域，3.5~3.8Ga 期间的磁极位

置可能发生过显著移动。地下磁异常体的位置与月表凹陷的对应关系可用于推测

火山岩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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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 2 号探月雷达探测月球风化层的自组织特征 

Self-organ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unar Regolith Detected by 

Yutu-2 Lunar Penetrating Radar 

张翔 1,2,3*, 吕文敏 1,2,3, 张磊 1,2, 张金海 1,2, 林杨挺 1,2, 姚振兴 1,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研究院, 3中国科学院

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_C_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以往的研究大多倾向于将月球风化层简化为横向均匀介质。嫦娥四号测月雷

达探测结果表明，月壤风化层并非完全均匀，仍然存在微弱的反射。“玉兔二号”

月球车在月球背面进行了长距离的高密度探测，收集了大量的雷达数据，这使得

探索月球风化层的弱非均匀结构成为可能。本文采用自组织模型对月球风化层和

其下部的溅射层的反射模式进行建模，研究了月壤的弱非均匀属性。经过一系列

数值实验，得到了与嫦娥四号探月雷达观测数据比较接近的数值模拟结果，并对

指数自组织模型的控制参数范围提供了半定量约束。结果表明，月壤风化层的均

方根扰动约为 5%，相关尺度约为 15 cm。此外，溅射层顶部每平方米约有 1-2
块岩石，且岩石直径约为 20-30 厘米。这些参数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月球风

化层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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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绕射波孤立分析嫦娥四号着陆区局部介电常数分布 

Analysis of permittivity distribution in Chang’E-4 landing site using 

diffraction isolation 

吕文敏 1,*, 张金海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主题分类：  C  ,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嫦娥四号实现了人类探月历史上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测月雷达作为重要载

荷之一，其数据所携带的信号特征是我们了解月下组分构造的关键信息。随着测

月雷达的前进，雷达天线会持续向月下发出并接收信号。在信号传播过程中，若

遇到孤立的介电常数异常体（如真空腔或散落的玄武岩块体等），在雷达记录中

会表现成双曲线形态的绕射波（图一），该双曲线的形态受电磁波传播速度（等

同为介电常数）的控制。 

目前已有的分析介电常数的方法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一维介电常数变化规律 
[Olhoeft and Strangway, 1975; Heiken et al., 1991]，但是平层介质远不能表征复杂

的月下环境；二是双曲线拟合法 [Feng et.al, 2017]，但是实际雷达剖面信噪比低

且绕射波形态并不规则；三是偏移成像评价 [Zhang et.al, 2015]，但是电磁波十分

敏感，偏移结果的判断不够准确。我们提出了一种改进的评价介电常数的方法，

主要步骤包括绕射波孤立、偏移成像和偏移聚焦评价。该方法融合了双曲线拟合

法和偏移法的优势，且避免了噪音和周围信号的干扰。我们首先把方法应用在单

个绕射波上来验证方法的可靠性，而后对局部雷达剖面上每个可信的绕射波进行

了一系列处理，最终得到了嫦娥四号着陆区局部介电常数分布图（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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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测月雷达工作示意图 

 

图二 嫦娥四号着陆区局部介电常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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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着陆区月壤岩石定位及属性分析 

Rock location and properties of lunar regolith in Chang'E-4 

landing site 

宋汉杰 1，李超 2，张金海 2，吴兴 1，刘洋 1,3*，邹永廖 1 

1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2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3中国科学

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C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月壤的结构分析可以为月球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丰富的信息，其中岩石的位置

和性质分析是测月雷达(Lunar Penetrating Radar，LPR)资料解释的关键步骤，而

电磁波的地下速度又是地层划分、岩石位置估计和岩石性质计算的关键参数。因

此，如何通过 LPR 高频资料准确提取月壤层的速度分布，是进一步确定月壤层

中岩石的位置和介电常数等信息的关键环节。 
玉兔二号月球车上搭载的双频测月雷达系统，工作频率分别为为 60MHz 

(CH-1)和 500MHz (CH-2)，其中高频天线又包含两个通道(CH-2A 和 CH-2B)，分

辨率可以达到 0.3m，为了解月壤层的精细结构提供了绝佳的机会。本文基于 LPR
高频双通道数据，利用相似性分析与共炮检距散射点速度分析方法，估算了嫦娥

四号着陆区的月壤层速度结构，并进一步获得了月壤层介电常数的分布。 
将 CH-2A 和 CH-2B 数据的回波振幅截取前~150 ns，并利用倾斜滤波进行初

步处理后，计算数据的局部相关性，基于此获取的散射波顶点位置，利用共炮检

距散射点速度分析方法可以获得对应岩石的叠加速度。采用图像样条插值方法，

得到月壤层岩石的叠加速度分布，计算层速度后，可根据层速度分布获得沿玉兔

二号探测器路径下的相对介电常数，如图 1 所示。 

 

图 1.玉兔二号探测器沿线地下（a）速度和（b）相对介电常数分布的估算。 

地下速度和相对介电常数是计算其它物理性质的重要参数，在不考虑回波功

率衰减的情况下，利用月表结构的相对介电常数，可以获得月壤的其他物理属性，

这对月壤地质解释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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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验室到火星：冰流变实验研究进展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綦超 

水冰（1h 相）广泛存在于地球与行星环境中。在地球上，冰形成了冰川与冰原。随着全球气候变

化的加剧，这些冰体在当前与未来地球环境下的运动与全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在火星上，冰与

岩石颗粒混合形成了极地冰盖与永久冻土层。这些冰可以为我们揭示火星水的演化历史，并成为

未来火星科考站的水源。在木星与土星的冰卫星上，冰覆盖着这类星球的表面，形成了冰地壳。

如果冰地壳内部存在对流，将可能形成类似地球一样的板块构造。而在冰地壳的构造可以揭示是

否存在下表面海洋，这种海洋是太阳系内除地球之外最有可能存在生命的地方。随着我国近年在

深空探测领域不断投入，火星水源是否可为未来提供宜居环境和冰卫星是否存在宜居环境等科学

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因此亟需开展对行星冰的研究。 

由于火星和冰卫星都距离地球十分遥远，因此行星科学研究存在着天然的困难，即采样与观测。

在没有样品、只有有限观测的情况下，实验室实验研究可以大幅促进行星冰的研究。近年来，我

们在冰流变实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1. 利用变形实验，得到了多种冰的晶格优选定向

（CPO）的形态，并解释了其成因。这些 CPO 的形态均在地球天然冰中有发现，可以帮助理解

这些冰体的变形历史。同时这些 CPO 的形成又对冰的粘度有着影响，可以促进特定方向上冰体

的流动。2. 利用实验得到了固体颗粒杂质对冰的流变的影响，修正了含杂质冰的流变律。通过将

新的流变律与观测到的火星极地冰盖的流动速度对比，推测了火星冰盖可能含有 94%以上的冰。

3. 在实验中发现，曾被广泛认为是位错蠕变的变形机制极有可能是一种对晶粒尺寸敏感的晶界滑

移蠕变机制，这一发现将大幅修正我们对冰的流变性质的认识。这些实验室研究结果，都可以与

地球南极冰体相对照来检验，又可以成为模拟的依据，从而外推到行星冰体中，深化我们对行星

地质活动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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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表面高频背景噪声的 H/V 分析 

H/V analysis on the high frequency ambient noise on Mars’ surface 

肖万博 1*, 王彦宾 1 

1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 

主题分类：__ 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均可 

摘要正文： 

火星理化性质、物质组成和内部结构都与地球近似，因此火星探测对于研究

地球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2018 年 11 月 26 日，“洞察”号（InSight）
火星探测器在火星表面的埃律西昂平原（Elysium Planitia）着陆，并首次直接将

地震仪布设至火星表面。“洞察”号的地震观测已经持续了超过两个地球年，监测

到了数百个火星震事件，为研究火星表面土层结构、火星壳结构和火星核的发现

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宝贵资料。 

然而，火星的气象环境导致表面地震背景噪声与地球差异较大。目前发现由

风引起的登陆器自振会极大地影响高频段的地震观测。为了研究火星表面高频段

背景噪声的特征，本文首先将水平垂直谱比法（HVSR）应用于“洞察”号的短周

期（SP）地震数据，发现背景噪声的 H/V 曲线在 1 Hz 以上呈现多峰特征，且 H/V
最高峰与气温的周期性变化存在相关性，表明短周期记录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较

大。为了说明 H/V 曲线的多峰为登陆器自振所引起，本文进一步模拟了短周期

数据受登陆器自振影响所产生的高频波场，其频谱和 H/V 曲线与实际数据的结

果吻合较好。此外，目前发现的火星震的强度还不足以引起地下结构的响应。本

文的分析是首次对火星高频背景噪声的分析，为研究火星表面环境噪声的高频特

征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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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的上地壳速度结构 

代明伟 1,2, 孙道远 1,2*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主题分类： C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 均可  

摘要正文： 

 

洞察号火星探测任务旨在了解火星的内部结构以及测量火星上的构造活动

性特征，进而研究火星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其携带的高精度火震仪自 2019 年 1
月以来共记录到了 492 个低频和高频火震事件以及 794 个超高频事件。我们选取

其中质量较好的 5 个低频事件，结合 PCA 方法和接收函数测量了不同频率下直

达 P 波的入射角度。在对这些事件的射线参数进行误差估算的基础上，获得了视

剪切波速随频率变化的关系。通过蒙特卡洛反演，我们得到了洞察号仪器下方上

地壳 S 波波速。结果显示火星上地壳的 S 波速度约为 2.4km/s，上下地壳的分界

面位于 10-15km 深度处。通过入射角约束得到的剪切波速比接收函数的结果稍

大，意味着火星地幔的速度可能比之前预估的更大。结合反演得到的 S 波波速，

我们同时拟合了直达 S 波的入射角度，获得了 Vp/Vs 比值的范围，进一步对火

星地壳的矿物成分提供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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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深度学习的火星 SEIS VBB glitch 的快速检测与去除 

GlitchNet: Fast SEIS VBB glitch detection and removal algorithms 

based on deep learning 

许午川 1, 祝奇文 1, 赵里 1 

1 北京大学 

主题分类：C, K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均可（倾向于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Glitch 是火星 SEIS VBB 地震仪记录中一种频繁的非火星震信号，可以用仪器对

加速度阶跃的响应来描述，其在原始记录中，其表现为上升快下降慢。单个 glitch
持续时间约为 25 到 30 秒且与其振幅大小无关。Glitch 对很多的地震学分析都有

较大的影响，因此，去除这些 glitch 是很有必要的。传统的 glitch 检测和去除方

法（如 MPS，UCLA 方法）效率较低，且效果不够理想。我们通过 MPS 和 UCLA
算法，获得了 glitch 和 noise 的训练样本，基于深度学习方法，分别建立了一个

5 层卷积神经网络（CNN）模型用于 glitch 的检测和一个自编码网络（Autoencoder，
AE）模型用于 glitch 的去除。我们的 glitch 检测模型可以很好地覆盖人眼识别出

的明显的 glitch，而 glitch 去除模型相较于传统方法可以引入更少的 DC 分量，

因而去除 glitch 后的波形更加平滑。我们的模型相对于传统方法效率高出很多，

检测和去除 glitch 的速度是 UCLA 算法的 20 倍以上，是 MPS 算法的 100 倍以

上。对长时间数据很友好。此外，AE 同样可以用于 glitch 的识别，并对火星信

号的非监督分类提供了一种思路。 

主要参考文献： 

Perol, T., Gharbi, M., & Denolle, M. (2018).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for 
earthquake detection and location. Science Advances, 4(2), e1700578. 
https://doi.org/10.1126/sciadv.1700578 

Scholz, J., Widmer‐Schnidrig, R., Davis, P., Lognonné, P., Pinot, B., Garcia, R. F., et al. 
(2020). 392 Detection, Analysis, and Removal of Glitches From InSight’s Seismic Data 
From Mars. Earth and Space Science, 7(11). https://doi.org/10.1029/2020EA001317 

Valentine, A. P., & Trampert, J. (2012). Data space reduction, quality assessment and 
searching of 403 seismograms: autoencoder networks for waveform data: Autoencoder 
networks for waveform 404 data.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189(2), 1183–
1202. https://doi.org/10.1111/j.1365-405 246X.2012.0542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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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火山内部结构和古磁场特征研究 

Magma Chamber under the Martian Volcano and the Signatures of 

Ancient Martian Dynamo Magnetic Field 
马铮 1，姚硕 1*，李泽林 2，Langlais,B.3,郑元满 1，姚长利 1，张世红 1，胡腾 1

1.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河北工程大学 3. Laboratoire de Planetologie et
Geodynamique, Universite de Nantes, Universite d'Angers, CNRS, Nantes, France

主题分类：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火山的岩浆来源深度对认识壳幔系统具有重要科学价值。此外，火星

火山下部的磁性岩浆岩携带的剩余磁化强度记录了火星古磁场的强度和方向，

具有重要的磁场演化研究价值。本工作采用基于MGS和MAVEN在轨磁测的最

高分辨率的火星壳层磁层模型，通过对诺亚纪火山Peneus开展磁异常三维反演

来研究地下磁性岩石分布和火山内部结构；根据磁异常模量反演和定向反演的

相似性获得火星古磁场的方向和强度范围；依据火山表面年龄推测磁场发电机

的停止时间；依据偶极磁场的磁纬与倾角的关系，获得不同地质年代可能的磁

极位置。研究结果显示，火山下部的磁性岩浆来源于壳幔边界，剩余磁化强度

约为0.1-0.4 A/m，容量约为105 km3, 类似地球的爆发型火山。在约37.5亿至40亿
年前，火星曾具有偶极磁场，古磁场强度约为5000-50000 nT。发电机磁场存在

期间的居里面深度约为10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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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orthogon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daily magnetic 

variations at the Martian surface: InSight Observations 

H. Luo1,2, Y. S. Ge1, 2, *, A. M. Du1, 2,Y. Zhang1, 2, S. Q. Sun1, 2, L. Zhao1, 2, L. Tian1, 2, S. 

Y. Li1, 2, Tielong Zhang3,4, C. T. Russell5, Yanan Yu6 

1Key Laboratory of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29, China 

2College of Earth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Macao,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Space Research Institute,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Graz, Austria 

5Department of Earth and Space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CA, 

USA, 

主题分类：E-行星空间环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Distinguishing different sources of magnetic field variations at InSight is quit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dynamic processes in the Martian ionosphere as well as the 

coupling between the solar wind and the Martian induced magnetosphere. Recent 

studies based on magnetic field measurements from InSight have suggested that the 

daily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in the magnetic field at the Martian surface mainly came 

from neutral wind-driven ionospheric dynamo currents and their seasonal variations. 

However, dominant features of the daily and sol-to-sol vari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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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are not clarified. In this paper, magnetic field variations in a sol as well as 

during nearly a whole Martian year from InSight observations were decomposed using 

the natural orthogonal components (NOC). Results show that the first eigenmode, 

corresponding to the solar quiet variations contributed by averaged ionospheric dynamo 

currents, has an amplitude peak at morning sectors and remarkable seasonal variations. 

The second and higher eigenmodes, which manifests the clear quasi-Carrington rotation 

periodicity, represent disturbed components that may be stimulated by variations in the 

draped interplanetary magnetic field (IMF) and/or the Martian ionospheric electron 

density. Different from their counterparts at the Earth, the amplitude of the first 

eigenmode is comparable with the summation of second to fifth ones, showing that the 

quiet and disturbed daily variations are of considerable contribution to the total daily 

variation. By increasing our understanding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daily and sol-to-

sol variations, the decomposition of Martian surface magnetic field variations would 

provide monitoring on the Martian ionospheric curr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solar wind 

conditions in the near-Mars space, which will be greatly enhanced when combined with 

incoming “Tianwen 1” Martian surface field measu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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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磁场演化和碰撞发电机 

Evolution of planetary magnetic fields and collision driven dynamo 

魏星 

北京师范大学 

主题分类：___C__, __F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

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

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报告包括两个工作。第一个工作通过磁流体力学方程的简化和行星内部结

构的演化结果，估算行星磁场的演化，这个工作对理解行星早期磁场有帮助。

另一个工作关于小天体碰撞产生的磁流体发电机，这个工作对理解小行星的磁

场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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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地壳磁场的全球模型与局地模型 

Global and regional model of the Martian crustal field 

李欣舟 1, 2, 高佳维 1, 2, 戎昭金 1 2, 3*, 魏勇 1, 2, 3, 石振 1, 2,余涛 4，万卫星 1, 2, 3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地球与行星重点实验室 

2 中国科学院大学地球与行星科学学院 

3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空间环境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4 中国地质大学 

主题分类：__C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不同于地球，火星不具有一个全球性的偶极子磁场，但是具有较强的分布不

均的壳磁场。火星壳磁场与太阳风相互作用会在火星周围形成一个迷你的感应磁

层，从而影响火星与太阳风相互作用过程，进而影响火星的水逃逸以及火星环境

演化。2021 年，中国火星探测器将抵达火星地表，预计着陆地点在 (20°- 50°
W, 20°- 30°N) 的区域。准确的磁场模型能给出着陆区磁场估计值，不仅可以

为着陆区磁场环境研究做铺垫，而且可以更进一步理解火星地壳磁场本身。本次

报告将展示关于火星磁场建模的两个工作。通过综合 MGS 与 MAVEN 卫星数据，

我们分别使用等效偶极子方法和球谐方法对火星壳磁场进行模拟。等效偶极子模

型为三层不同埋深的等效偶极子模型，主要用于模拟中国火星车拟着陆区域火星

地表的壳磁场情况；球谐模型使用了拉普拉斯方程求解磁势，在数据选择和方法

上提出改进，适用于火星全球地壳磁场在卫星观测高度的预测。我们的模型相较

现存的壳磁场模型在误差上有了改进，可以得到火星壳磁场更精细的结构，为火

星探测任务的磁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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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核和火星核的热导率研究：来自实验和第一性原理计算

的约束 

Studies on the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the lunar and Martian cores: 

constraints from experiments and first-principal calculation

尹远 1*, 王林 2, 翟双猛 1, Yingwei Fei 3，刘耘 1, 4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德国拜罗伊特大学巴伐利亚地质研究所, 3美国卡

内基科学研究院地球和行星科学实验室，4成都理工大学行星科学国际研究中心 

主题分类：_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 _,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与地球相似，火星和月球具有大小不同的金属核，其热输运性质（电阻率、

热导率）是控制行星生长演化的重要参数。已有的研究表明，月核和火星核的主

要化学组成是铁，并含有少量的轻元素（如 S，P，Si，C），但其输运性质（电阻

率、热导率等）仍缺乏限定。在此，我们通过实验测量和计算模拟方法获得了纯

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的电阻率和热导率。首先，我们在 5 GPa 和 2000 K 以内测

量了纯铁和铁磷体系（含约 3 wt%的磷）的电阻率，并推算出热导率。其次，我

们通过实验测得 26 GPa 压力以内，室温条件下纯铁电阻率随压力变化的关系；

并通过第一性原理计算得到了纯铁在 34 GPa、45 GPa 压力和室温条件下的电阻

率和热导率。在高温高压实验中，我们使用了两种电阻率测量方法：准四线法和

四探针范德堡法。在第一性原理计算中，我们采用了 FPMD 方法，并结合 Kubo-

Greenwood 公式得到了纯铁在高温高压条件下，由电子-声子散射产生的电阻率

和热导率。根据魏德曼-弗朗兹定律，我们计算发现在纯铁核或含少量磷的条件

下，月球核幔边界的热导率可能在 29-34 W/m/K。结合前人的研究结果，我们推

测火星在纯铁核条件下，其内核到外核的电阻率在 80-60 μΩ∙cm，对应的热导率

在 82-85 W/m/K。针对火星核的热结构研究，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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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火星浅表雷达数据的信号去噪与增强方法 

Method of Signal enhancement and Denoising based on Mars shallow 

subsurface radar data 

房鹏 1*, 张金海 1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行星与地球物理重点实验室 

主题分类：__A___, ___C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火星次表层为火星壳层表层以下的部分，记录着火星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历史

信息。对火星次表层的探测和研究，可以为了解火星的物理特性和构造组成，探

寻火星生命，研究火星的地质演化历史提供科学依据。火星次表层雷达探测数据

可以反演研究岩石圈特性、水冰厚度、火星气候及地质演化过程等，由介电常数

值可推断该层介质的物理特性，是否存在水冰等重要信息。目前主要有两种火星

浅表雷达探测方式：星载环绕轨道探测雷达和火星车上搭载的探测雷达。前者有

代表性的 SHARAD 和 MARSIS 探测雷达，后者有美国毅力号火星车搭载的

RIMFAX 以及中国天问一号“祝融”火星车搭载的低频探测雷达。但受限于仪

器设备精度和火星特殊的气候和地质环境，对得到的浅表探测雷达数据进行解译

存在两个主要困难。一是雷达数据背景噪声较强，一般表现为斑块形式的高斯白

噪声，在这种噪声背景中提取有效信号，进而识别火星地下结构对数据处理手段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二是受风蚀作用，火星地表高程起伏明显，地表粗糙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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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数据受杂波影响较大。针对以上两点问题，我们开发了一种基于火星浅表雷

达数据的信号去噪与增强方法，首先使用火星地表高程数据进行正演模拟，之后

使用正演模拟的结果作为约束，对地下杂波进行识别并剔除，最后使用一种结构

增强滤波方法进行去噪。实验表明方法对于火星雷达数据具有很好的处理效果和

很强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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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木卫一热管构造的动力学条件反演 

Inversion of dynamic conditions for maintenance of Io’s heat-pipe 
tectonics

章清文 1, 刘耘 2, 3 

1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比较行星学卓越创新中心, 3成都理工

大学行星科学国际研究中心

主题分类：__C__,__A__,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

成及动力学，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地质记录表明，太阳系内各类地天体的早期构造运动可能非常活跃并对其内

部的冷却和分异过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异常强烈的火山作用、极高的地表热流等

观测结果表明，木卫一具备与众多类地天体早期演化阶段相似的动力学条件，处

于以大规模火山作用主导其全球尺度构造运动的热管构造体制下，是研究类地天

体早期构造演化的难得样本。根据长期观测和研究，人们对热管构造的特征和性

质已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对其发生和维持的动力学条件仍未明确。鉴于木卫一热

管构造依赖其上地幔内快速的物质-热量交换，推测影响软流圈熔融的内生热率、

制约岩浆上升过程的岩石圈密度是该构造体制能否维持的关键因素。对此，采用

理论计算和数值模拟手段，建立了木卫一上地幔温度和岩浆-岩石圈密度演化模

型，结合蒙特卡洛法反演了有利于维持热管构造的地幔内生热率范围和岩石圈密

度结构，为太阳系类地天体早期内部温度演化、物质分异和构造体制演变提供了

理论支撑。

图 1：木卫一的热管构造示意图 (a) 及其上地幔地温特征示意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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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ovskite mixing in the hot lower mantle: A source of LLSVPs?? 

Joshua Muir1, 张飞武 1* 
1中国科学院 地球化学研究所 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贵阳 550081 

主题分类：__C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The lower mantle is generally thought to consist of primarily three phases- 
magnesium silicate perovskite (MgSiO3) in the form of bridgmanite, calcium silicate 
perovskite (CaSiO3) and ferropericlase. Of these the two perovskite structures have 
near identical chemical and crystal structures and thus at some point must form a single 
phase (CaMgSi2O6). The formation of such a phase could have profound effects on the 
seismic, rheological and conductive properties of the lower mantle. 

Despite the potential importance, this phase mixing has received scant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A few experimental studies have established that phase mixing is unlikely 
to occur with pure CaSiO3 and MgSiO3 at geotherm temperatures but the effect of 
different compositions, higher temperatures (such as in hotspots) and extreme pressures 
of the CMB are largely unknown. Thus in this work we examined the mixing of these 
phases using 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 as a function of pressure, temperature and 
composition. 

We find that mixing does not occur between the two phases except in iron-rich or 
hot parts of the deep lower mantle. We estimate the seismic effects of this transition and 
find a small ~ 2% decrease in shear wave velocity and a small increase ~ 0.75% in bulk 
wave velocity. This is seismically significant and is similar to the seismic properties 
estimated for LLSVPs which also have elevated temperatures that woul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a single perovskite phase. Thus we conclude perovskite phase mixing is a 
possible explanation for the seismic properties of LLSV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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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巨行星内部结构与物质成分研究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nterior composition of gas giant planets

倪冬冬 1,2 

1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2国家航天局澳门太空探索与

科学中心

主题分类：__C___, __D___, __K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 均可

摘要正文： 

Jupiter and Saturn, as gas giant planets, are the two largest planets in our Solar System. 
The Juno spacecraft acquired science observations of Jupiter on 27 August 2016 and 
since then has measured Jupiter’s gravitational field to high precision.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a dilute core is helpful to interpret Juno's gravity field. The Cassini 
spacecraft measured Saturn’s gravitational field to high precision using five of the 22 
Grand Finale orbits. The gravity measurements reveal larger values for the gravitational 
harmonics J6–J10 with respect to the predictions by typical rigid-body interior models. 
These new gravity data provide excellent observational constraints on the interior 
models of Jupiter and Saturn. We aim to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interior 
composition of Jupiter and Saturn within a similar picture from the Juno and Cassini 
Grand Finale missions. Combined with current knowledge of their compositions and 
thermal states, interior models of gas giant planets are constructed and uncertainties in 
their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are investigated in detail. I will introduce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is study and highlight som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The Chinese space 
agency has been planning to launch an exploration of the Jupiter system around 2030. 
It is expected that our studies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in proposing scientific 
objectives of the mission for the Jupiter system. 

Most related references: 

1. Dongdong Ni. Understanding Jupiter’s deep interior: the effect of a dilute core.
A&A 632, A76 (2019)

2. Dongdong Ni. Understanding Saturn’s interior from the Cassini Grand Finale
gravity measurements. A&A 639, A10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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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reference states on Jupiter’s dynamo simulations 

袁龙辉 1,2, 林玉峰 2, Chris Jones3

1 香港大学, 2南方科技大学, 3利兹大学 

主题分类:__C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Jupiter’s magnetic field is thought to be generated in the deep metallic hydrogen through 
the so-called dynamo action, yet the detailed dynamic process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Numerical simulations have produced Jupiter-like magnetic fields, albeit different control 
parameters and reference state models were use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reference state models based on ab initio calculations and based on 
the polytropic equation of state on Jupiter’s dynamo simulations. In doing so, we perform 
five anelastic convection dynamo simulation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In each 
group of simulations, different reference states are used while other control parameters 
and conditions are set to be identical. We find that the reference state model can be very 
influential for the simulations in which the buoyancy force is dominant over the Lorentz 
force. In this regime, different dynamical outcom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effective 
buoyancy force 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reference states. For simulations in which the 
Lorentz force is dominant over the buoyancy force, however, dynamo actions tend to be 
insensitive to different reference state models. If Jupiter’s dynamo is in a strong field regime, 
i.e., the Lorentz force plays a dominant role, our nume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Jupiter’s
internal reference state, which remains poorly constrained, may play a minor role in the
dynamo process of the pl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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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态巨行星的失控膨胀 

On the Runaway Inflation of Gas Giant Planets

侯强 1, 魏星 1*, 林潮 2,3 

1北京师范大学, 2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 3清华大学 

主题分类：__C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短周期气态巨行星在主星作用下往往受到强烈的照射和潮汐耗散作用，两者

都会为行星提供额外的能量注入，这会导致行星膨胀到较大的尺寸。一旦注入的

能量大于某个值，行星会在极短时间内经历快速的膨胀过程，这最终可能会造成

行星物质的损失。我们研究了这种膨胀过程并发现它会为类木行星的半径给予一

定的限制。

Short-period gas giant planets tend to be suffered from intense irradiation and tidal 
dissipation which can inject extra energy into planets and then they can inflate to a large 
radius. Once the extra energy exceeds a critical value, there would be a ultra-short 
period that planets go thorough runaway inflation which might finally cause great mass 
loss. We investigate this kind of inflation and have found some constraints on the radii 
of Jupiter-mass plan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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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星旋转促使超级地球的原位生成 

In situ formation of super-Earth driven by the planetary rotation 

钟微 1, 余聪 1

1 中山大学 

主题分类：__C___, __D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Kepler's observation shows that many of the detected planets are super-Earths. 
They are inside a range of critical masses. Planets within this range would trigger 
runaway accretion and then grow to be gas giants. Thus, super-Earths can be formed by 
restraining runaway growth of gaseous envelopes. We employ a rapidly rotating model 
to determine whether rotation drives a super-Earth forming. The centrifugal force, 
induced by spin, will offset a part of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and deform the planet. 
Tracking the change in structure, we find that the temperature at the radiative-
convective boundary (RCB) is approximate to the boundary temperature. Since rotation 
reduces the radiation energy densities in the convective and radiative layers, RCB will 
penetrate deeper. The cooling luminosity would slow down. Under this condition, the 
evolutionary timescale can exceed the disk lifetime (10 Myr), a super-Earth would be 
formed. In the dusty atmosphere, even a lower angular velocity can also promote a 
super-Earth forming.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rotation can slow down the planet's 
cooling and then generate a super-Earth. 

请在此输入摘要内容；

上限为 500 字：中文字体为小四号宋体，英文字体为小四号 Times New Roman 

可包括图、表；

摘要总长度控制在在 1 页纸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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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星深部环流结构的重力场与感应磁场联合反演 

A Joint Determination of the Structure of Saturn’s Deep Zonal Flow 

via Gravitational Field and Induced Magnetic Field Data

袁龙辉 1，孔大力 2,* 

1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 2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主题分类：__C__, __D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土星分子氢氦层比木星要厚很多，因此其赤道区域的南北对称环流速度高、

深度大、范围广，并且内部环流与大气表面风的动力学一致性比较高，更加接近

“深模型”。在高纬度地区，大气风场与内部环流的动力学特征差别较大，更加

接近“浅模型”。为了更有效地约束整个土星分子氢氦层中地流体动力学结构，

采用重力场和感应磁场综合反演的方法，对南北对称环流和南北反对称环流分量

模型进行联合自洽求解。结果显示：土星分子氢氦层环流深度可能达到 0.129 个

土星半径（约 7800 千米）；南北对称环流与反对称环流在赤道区域符合旋转对流

理论预测的强度对比；而在高纬度地区，则首次给出完整的环流结构模型；得到

的土星环流模型既符合卡西尼飞船得到的重力场数据，也满足土星的热流测量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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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倾角数据定量评估轴向偶极子假设 

Assess the geocentric axial dipole assumption quantitatively with 

inclination  

徐凯华 1,2,3, 魏勇 1,2, 何飞 1,2, Ross Mitchell1 , 陈思 1,2, 王誉棋 1,2 

1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中国科学院大学, 3利兹大学 

主题分类：__c___, __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ime-averaged magnetic field of Earth is usually considered as a geocentric axial dipole 

(GAD) approximately, although it is still hard to conclude how much time is required 

for a good GAD field assumption. However, it is important to tes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GAD assumption, especially when the time during which magnetic field is averaged is 

not long enough. Spherical harmonics analysis is a powerful tool to study the dipole 

and non-dipole terms of the time-averaged field which can test the GAD assumption 

directly, while modelling with the paleomagnetic data to obtain the Gauss coefficients 

is not such an easy work. Here we introduce a new approach to characterize the 

proportion of the axial dipole term in the time-averaged field with root mean squared 

inclination anomaly (RMS∆I). The proportion of axial dipole term is described by axial 

dipole ratio (ADR), the percentage of power in axial dipole to that in the whole field on 

the surface of Earth, which could convert to AD/NAD by the equation AD/NAD =

ADR
1−ADR

. We utilize geodynamo simulations of the geomagnetic field with different axial 

dipole proportion to establish an empi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RMS∆I and ADR.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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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test the RMS∆I with different paleomagnetic models and find consistency between 

this new parameter and ADR. Finally, applying the new method to the GEOMAGIA50 

dataset shows that ADR derived from GEOMAGIA dataset correspond closely with 

that from GGF100k spherical harmonic model. The new method thus provides an 

accurate estimation of axial dipole proportion of the time-averaged field with only 

paleomagnetic inclination data. Therefore, with this approach inclination anomaly has 

the ability to assess the GAD assumption quantitatively for a given time-averaged 

magnetic field and has the potential to reconstruct the morphology of the paleomagnetic 

field in deeper geological history and shed new light on future studies of 

paleo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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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行星／月球数值历表 

A new planetary and lunar numerical ephemeris

田伟 1* 

1 上海历元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主题分类：__C___, __F__, __J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 

摘要正文： 

作为太阳系动力学参考框架，高精度行星/月球历表在基本天文学、行星科学

和深空探测中起着重要作用。报告将介绍一套自主研制的历表解算平台和在该平

台上通过拟合 1913-2018 年之间不同观测类型的深空探测数据（比如光学观测、

无线电/雷达测距和 VLBI 等）生成的行星/月球历表 PETREL19（Planetary and 
lunar ephemeris of Li-yuan）。经过初步分析，首版本 PETREL19 的解算精度与美

国 JPL 历表 DE430、法国 IMCCE 历表 INPOP17a 和俄罗斯历表 EPM2017 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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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实验限定水星内、外核边界 Si 和 S 分配行为 

High-pressure experimental constraints of partitioning behavior of Si 

and S at the Mercury’s inner core boundary  

 

Renbiao Tao（陶仁彪）†，*, Yingwei Fei1 （费英伟） 

Earth and Planets Laboratory, Carnegie Institution for Science, 5251 Broad Branch Road, NW, 

Washington DC 20015, USA 

†Present address: Center for High Press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dvanced Research, Beijing 100094,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rbtao@pku.edu.cn  

主题分类：_C, _____, _____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口头报告/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The partitioning of light elements between liquid and solid at the inner core boundary (ICB) 
governs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 and density deficit between the outer and inner core. 
Observations of high S and low Fe concentration on the surface of Mercury from MESSENGER 
mission indicate that Mercury is formed under much more reduced conditions than other 
terrestrial planets, which may result in a Si and S-bearing metallic Fe core. In this study, we 
conducted high-pressure experiments to investigate the partitioning behavior of Si and S 
between liquid and solid in the Fe-Si-S system at 15 and 21 GPa, relevant to Mercury’s ICB 
condition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almost all S partitions into liquid. The partitioning 
coefficient of Si (DSi) between liquid and solid is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the S content in liquid 
(XS

liquid) as: log10(DSi) = 0.0445 + 5.9895 * log10(1-XS
liquid). Within our experimental range, 

pressure has limited effect on the partitioning behavior of Si and S between liquid and solid. 
For Mercury with an Fe-Si-S core,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nner and outer core 
is strongly dependent on the S content of the core. The lower S content is in the core, the smaller 
compositional difference and density deficit between the liquid outer core and solid inner core 
should be observed. For a core with 1.5 wt% bulk S, a model ICB temperature would intersect 
with the melting curve at ~17 GPa, corresponding to an inner core with a radius of ~16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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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月雷达高频数据的平面波与绕射波分离 

宋汉杰 1* 

1 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 

主题分类：C 

展示类型：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测月雷达（Lunar Penetrating Radar, LPR）是嫦娥三号和四号玉兔月球车的重

要探测载荷，通过发射和接收高频电磁波来获取月球次表层结构信息。LPR 接收

到的波有多种类型，其中绕射波往往被忽略，但 LPR 绕射波场中包含了大量的

月球次表层的精细构造信息，特别是对于断层和高分辨率的小目标。因此，如何

从不同类型的波场信息中分离绕射信息，是有效利用 LPR 高频数据的一个重要

研究方向。本文采用平面波分解滤波方法分离 LPR 数据中的绕射波场，首先将

LPR 高频数据转换成倾斜场，然后对倾斜场中的非绕射波进行滤波，以期达到分

离绕射波的目的。

图 1：(左) 正演模拟波场；(右) 绕射波场分离 

图 1 显示了使用平面波分解滤波方法的多散射点模型的正演结果，以及相应

的的绕射波场分离结果，该方法通过计算和滤波反射波的斜率，可以有效地抑制

反射波，从而突出测月雷达记录中的绕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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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区统计意义上地震日周期性中的统计间隔边界问题 

The boundary of the statistical interval for earthquake diurnal 
periodicity in Japan 

Jinbo Zheng, Jinhai Zhang* 
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日本地震的发震时刻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日周期性，

该周期在 00:00-6:00 区间比较清晰。然而，完备地震目录的数量通常不足，如

何选择合适的采样间隔和确定合适的震级范围对于后续的统计工作至关重要。日

本布设了高密度的宽频带地震仪，自 2002 年以来开展了连续观测，是进行地震

周期性检验的最佳数据集。我们以本岛下方 30公里以上、本岛周边 30公里以内

的地震目录作为研究对象，并按照震级进行分选和测试，以确定不同震级范围下

地震日周期性的最小统计时间间隔。分析结果表明，在 1级以上地震区间，最小

时间间隔是 10分钟；在 2级以上地震区间，最小时间间隔是 15分钟；在 3级以

上地震区间和 4 级以上地震区间，由于地震数量较少未能观测到地震日周期性。 

 

Figure.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the M1.0+ earthquake events. (a1) - (d1) The seismic data of 

the M1.0+ earthquakes with a time interval of 10 min (a1), 15 min (b1), 30 min (c1) and 48min (d1); 

(a2) - (d2) The time-frequency spectrum of (a1) - (d1); (a3) - (d3) The stacked spectrum of (a1) –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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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变化与流体变化的耦合机理及其在川滇地区地震前兆研究

中的应用 

Coupling mechanism of stress variation and groundwat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earthquake precursors research in 

Sichuan and Yunnan regions 

杨秋野 123，张艳 123*，符力耘 1234，张旺 123，胡俊华 123，黄辅琼 5，曹呈浩 123 
YANG Qiu-ye123, ZHANG Yan123*, FU Li-yun1234, ZHANG Wang123, HU Jun-hua123,  
HUANG Fu-qiong6, CAO Cheng-hao123 

1.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球与行星物理院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3.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29

4.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青岛 266580

5.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北京 100045

1.Key Laboratory of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o. 19, Beitucheng Western Road, Beijing 100029, China.

2.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Innovation Academy for Earth Science, Beijing 100029, China.

4.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School of Geosciences, Qingdao, Shandong 266580, China.

5.Chongqing Earthquake Agency, Chongqing 401147, China.

6.China Earthquake Networks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摘要 诸多研究表明，地下流体物理化学性质的变化是地震短临前兆的有效指标。川滇地区

是地震前兆反应的敏感区域，前人的诸多研究表明地震前很多地震观测台站有明显的水位、

水温、水氡、应变、电磁场等前兆异常。应力变化是影响孕震和地震触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流体观测包含有区域应力-应变场和断层活动的信息。本文通过总结梳理认为，解释地震导

致的地壳变形时不仅需要考虑静态弹性应变，还需要考虑浅层地表孔隙压（流体）变化导致

的同震体应变变化的影响。此外，通过总结发现除了需要研究地下流体和应力变化的耦合机

理外，还需要结合含水层介质特征物性参数，并结合与应力变化密切相关的水温、水化、土

壤气等数据的收集分析，才可能为探究地震孕育的前兆异常做机理分析铺垫。并且，多个参

量的综合观测可以增强地震前兆的可信度以及大家进一步深入探究地震前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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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ts of studies show that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variations of the groundwater could 

be effective precursor indicators for the short-term and impending earthquakes. As 

studied, Sichuan and Yunnan are sensitive districts with relatively obvious earthquake 

precursors, wher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water level, water temperature, Radon, 

strain as well as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are observed in the seismological observation 

stations before earthquakes. The variation of the stres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generation and occurrence of earthquakes, while the variation of 

groundwater contains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regional stress-strain field and fault 

motion. After the summarization, we find the variation of co-seismic volume-strain 

change induced by the pore-pressure (fluid) change in the shallow surface as well as 

the static strain change should be considered when analyzing the crustal deformation 

induced by earthquakes. In addition, we find except for the study of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he change of water level and the stress variation, we also need to 

calculate and analyze the physical parameters of the aquifer, and we need to incorporate 

the analysis of water temperature, water chemistry, soil gas and so on, which connect 

with the stress variation tightly. Those comprehensive factors together might lay 

foundation for the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mechanism of the abnormal precursors about 

earthquakes. Besides, comprehensive analysis based on multi-parameters could 

promot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earthquake precursors, and could enhance the confidence 

of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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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场对巨行星内部纬向流的影响 

Effects of magnetic fields on zonal flows inside giant planets 

薛姗姗, 林玉峰

南方科技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系 

主题分类：___C__, __F___, __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木星和土星的内部与太阳相似，即由 H-He 混合物与一个小的固态岩石内核

所组成。外层的主要成分是氢气分子，导电性较低。而在内层的高压环境下，氢

被压缩成为具有自由电子的金属氢流体。巨行星的发电机就位于其对流液态金属

氢氦核中。发电机作用主要基于电流的电磁感应效应，由导电流体在原有磁场中

的运动所引起。目前主要认为，对于无磁场对流模型，主要的力平衡是科里奥利

力和压力梯度之间的平衡。而对于发电机模型，磁场对纬向流和内部对流也起着

重要的动力学作用，系统主导力平衡是科氏力、压力梯度与洛伦兹力项之间的平

衡。然而，磁场所带来的力学效应在行星流体受力平衡中所产生的影响尚且没有

定论。 

本文使用了一个自洽的数值行星发电机模型，其中内部发电机区域的慢速对

流与外表面附近的强纬向流可以共存。模型径向电导率能够随深度发生改变，并

表明纬向流能够延伸至一个深度，在这个深度上洛伦兹力与雷诺应力达成力平衡。

文章通过对发电机模型以及无磁场旋转对流模型展开数值模拟并进行比较，从而

探究不同参数设置下磁场对巨行星内部纬向流所产生的影响及其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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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动对行星发电机的作用

The effect of precession on the planetary dynamos

程瑞, 林玉峰

南方科技大学 地球与空间科学系

主题分类：__C___, __F___

(请在以下主题中选择，3 项以内) A—行星表面地质过程，B—陨石与天体化学，C—行星

固体物理和内部结构，D—行星大气，E—行星空间环境，F—行星系统形成及动力学，

G—系外行星的发现、刻画和普查，H—小天体和尘埃，I—天体生物学，J—未来深空探

测计划及设备支持, K—其它

展示类型(二选一，或均可)：展板展示

摘要正文：

地球磁场以及其他行星磁场被认为是通过发电机作用产生的。根据磁流体发

电机的原理，当地球的液态外核在最初的微弱磁场中运动，像磁流体发电机一样

产生电流，电流产生的磁场又使原来的弱磁场增强，外核物质与磁场这样的相互

作用，使原来的弱磁场不断加强。发电机理论描述了旋转，对流和导电流体可以

在一个很大的时间尺度上保持磁场的过程。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地核热导率估

算值比以前认为的要高，说明对流无法为地球发电机提供足够的能量，而进动驱

动的流动不稳定性可以为地球发电机提供动力，这意味着地球的进动可能是地球

发电机的能量来源之一。除了地球发电机外，早期的月球发电机也被认为或许是

由进动维持的。

为了研究地球磁场及其他行星的磁场的产生，我们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单独

的对流，分析其产生的流场和磁场，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增加进动。通过对比不

同的庞加莱数产生的流场和磁场，我们发现进动强度的增加会使流体的运动变得

复杂，进动对于流场的环向分量影响更大，随着进动强度的增大，磁场的环向分

量会逐渐超过其极向分量；在弱进动的情况下，磁场仍能够保持偶极场的状态，

但是随着进动强度增大，偶极场会变为多极场。

520



Unexpected far-field hydrological response to a gr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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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and Planetary Physics,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No. 19, Beitucheng Western Road, Beijing 100029, China 

b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c Institutions of Earth Scienc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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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Key Laboratory of Deep Oil and Ga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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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rmeability, an important crustal property that controls transport processes in 

Earth's shallow crust, is known to change during large earthquakes, with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on the groundwater resources and contaminant transport. Analysis of the 

response of groundwater in wells to Earth tides has been increasingly used to detect 

such changes, but often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sponse changes are possibl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scertain its hydrological implications. Here we use data from a 

groundwater well in North China to illustrate the use of barometric response as a 

method to resolve this uncertainty. The tidal response of water level in this well 

shows abrupt coseismic increases of both phase shift and amplitude ratio after the far-

field great 2011 Mw 9.1 Tohoku earthquake, which may be interpreted either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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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ge increase in the horizontal permeability of a confined aquifer or as an occurrence 

in the vertical permeability of an unconfined aquifer. Using data for the water-level 

response to barometric pressure we show that the aquifer was confined both before 

and after the Tohoku earthquake; thus the coseismic changes of the tidal response in 

this well are more likely to be due to an increase in the horizontal permeability. 

Interpretation of the tidal response shows a hereto unidentified change of poroelastic 

property in the far field of an earthquake, which stayed constant for ∼4 years after the 

earthquake until silt-cleaning in the well interrupted data collection. Thus the dynamic 

shaking during the Tohoku earthquake may have caused permanent deformation in 

the shallow crust at epicentral distances >15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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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 

杨钧泰

现代天文学家对太阳系的形成，大多赞同“原始星云盘的假说”。但其主要缺点是
对太阳系的几个重要自然现象无法合理说明，并对其形成过程存在着太多的随机性和偶
然性。 

针对这些缺点，作者从另一个视角探讨了太阳系形成的原因和机制，提出了“太阳
系产生于太阳内部的一次强烈喷发”的新假说。  

新假说由两部分组成：（一）根据物理原理，对太阳的内部结构进行了‘再认识’，
从而为八大行星的特征和形成奠定了基础；（二）探讨了太阳系形成的全过程。 

新假说建立在现代天文学对太阳系充分地科学观测基础上。它能科学地说明太阳系
的实际状况并对太阳系形成的过程能体现出必然性的结论；它也能合理地解释“原始星
云盘假说”至今无法解释的重要自然现象。它高度符合由长期科学观测得到的太阳系实
际情况。 

新假说在以下几个重点问题上，不同于现代太阳内部结构学说和“原始星云盘的假
说”： 

（1） 太阳核心的热核反应自动维持平衡的机制；
（2） 太阳内对流层对流的机制；
（3） 日冕层产生特高温的机制；
（4） 月球和火星的卫星形成的机制；
（5） 气体行星换位的假说；
（6） 小行星带和库伊珀小行星带形成的机制。
新假说具有充分地说服力，相信读者阅读后，会认识到“原始星云盘的假说”难于

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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