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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风：太阳黑子、太阳活动周期
与地球上的生命

太阳的表面经常会发生磁喷发，向太空发射大量高能离子。1859年，发生了一

场大规模的太阳活动，其强度超过了以往记录的所有其它活动，而且地球就在

这场磁暴的路径之上。在发生磁喷发几个小时以后，电报线开始飞出火花，坠

落的电报线引燃了大火。设备操作员从电报电键处感觉到了电击，电报纸条化

为灰烬。一个半世纪以后，如果再发生类似的太阳活动，危及到的就不止电报

线和纸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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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行业的工作与太阳息息相关。我

们所勘探和开采的油气都是由古老的、来

源于太阳内部能量的有机物质形成的。在

不太遥远的过去，太阳是令人敬畏的，因

为它控制着我们的生活。如今，对太阳的

熟悉和了解已经消除了我们大部分的崇拜

感。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存是建立

在与这颗太阳系中看似不变的耀眼星球的

关系之上的。

      但是，太阳表面上的稳定性有时会被

其展示出的强大活力所打断。一个例子发

生在1859年9月1日上午。业余天文学家

Richard Carrington从他的私人天文台观

测到太阳表面出现了一大群日斑。突然

间，日斑区域发出了一道耀眼的白光（太

阳耀斑）。1这一耀斑是产生巨大的日冕物

质抛射（CME）的先兆，这一抛射过程

将太阳等离子体喷到太空中。

     这一大群的带电粒子云在不到18小时

的时间内就到达了地球，然后扰乱了当时

最先进的技术——电报。2  日冕物质抛射

和地球磁场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在外露的

电报线上产生了电流。电流在电报线上窜

过，造成其中一些电报线过热，掉到地

上，并引起了火灾。电报机被强大的电流击

中，也使操作员受到了电击。一些报道

称，电报纸着火，电报机在操作员切断电

源的情况下仍然继续接收信息。地球磁场

受到日冕物质抛射影响的干扰，导致指南

针无法正常工作。这些影响不只在地球表

面发生，产生的极光（通常只发生在地球

高纬度地区）还点亮了远至加勒比地区的

天空。

        多数专家认为，1859年的超级太阳

风暴（被称为卡林顿事件），是有史以来

记录的对地球造成直接影响的最大太阳风

暴。500年前的冰芯数据显示了不同强度

磁暴发生的证据，但都没有达到这一次的

强度。3

      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越来越依赖于一大

批对电磁和地磁力敏感的互联系统和设

备。科学家们担心的是，另一场卡林顿式

日冕物质抛射会直接到达地球并造成严重

破坏，破坏电网和控制系统，摧毁通信卫

星，扰乱全球定位系统（GPS），使整

个大陆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1989年，

一场小型的磁暴造成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停

电，也导致美国东北部许多地方发生电力

中断的事故。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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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太阳黑子周期。科学家们对于太阳黑子的数量进行了系统地记录，并对自18世纪以来的太阳黑子活动高峰进行了编号。从最近的几个太

阳黑子周期来看，太阳黑子数接近或超过了200个，最近太阳黑子周期的平均太阳黑子数少于100个。

      研究太阳的科学家认为，预测下一次

卡林顿级事件或任何太阳风暴在何时发生

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太阳耀斑和日冕物

质抛射发生时，科学家们发现很难确定地

球是否位于这些离子流的直接路径上。在

过去的几年里，通过部署卫星对太阳活动

进行监测，提高了对于潜在的破坏性太阳

风暴进行预警的能力。

      虽然科学家无法准确预测何时会发生

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他们已经发现

了太阳黑子数的增加和太阳活动强度及频

率之间的关系。太阳黑子是太阳上的暗区，

并遵循11年的变化周期。在太阳黑子谷

年，可能看不到太阳黑子；在太阳黑子丰

年，太阳黑子数可能大于200个。观察者

从1755年开始对太阳黑子活动进行系统

地记录，对每一周期进行编号（如上图）。

卡林顿事件在第10周期的高峰期发生。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空

间天气预报中心（SWPC）预测，第24

周期将于2013年到达顶峰阶段。4   太阳

在第24周期的活动相对平静，但是随时

存在发生另一次卡林顿事件的可能性。

      本文讨论了太阳活动周期、太阳活动

和日冕物质抛射的概念，空间天气，太阳

风暴监测以及太阳风暴对现代基础设施的

潜在影响，并且评价了目前的预警系统。

不太温和的太阳

     大约五十亿年前，一团直径约为1.6万亿

公里[1万亿英里]的尘埃和气体合并起来形

成了我们的太阳系。5 这一气团被认为是由

超新星爆炸时产生的古老恒星的原始气体

和物质混合而成的。6 重力使这一气团收缩,

颗粒之间 的相 互 吸引又加 速 了收缩的 过

程，从而形成一个致密的中央核心。这一

气团的旋转随着收缩的过程进行加速，而

离心力使得该气团的边缘变得扁平，中心

附近形成了一个凸出部分，并演化成了太

阳。

       太阳的中心持续收缩，并产生热量，从

而使尘埃熔化和蒸发。在发生收缩后1000

万年左右，由于重力的拉力与热气产生的

张力逐渐达到平衡，收缩的速度开始放缓

。内核温度不断上升，开始发生核反应。

热能和压力将电子剥离，留下了大部分由

质子和电子混合形成的等离子体。太阳的

引力继续压缩等离子体，其密度达到了铅

的近十倍，等离子体的温度上升至了1600

万 摄氏度[2900万华氏度]，在此温度下，

聚变反应开始发生。

        在太阳的核聚变反应过程中，氢原子

融合并形成氦。同时，一些原有的质量被

转换成热能和光子。光子向外辐射，首先

穿过辐射区，然后经过亿万次碰撞以后，

到达表层附近的区域，即对流区（右上图

）。光子最终从对流区离开太阳。光子以

光速行进，穿过地球和太阳之间的1.5亿公

里[9300万英里]只需要八分钟左右。

       由太阳发射的光子覆盖电磁波谱的较宽

频率范围，从高能量X射线到无线电波。

地球受到这种能量的不断轰击，但由于地

球大气能够屏蔽大部分的辐射，只有几种

特定频率的光波能够到达地球表面，主要

包括紫外光、可见光和无线电波。

     太阳的核聚变反应、旋转和对流区中不

断移动的等离子体产生了一个自生磁场。

磁场线一般以太阳的旋转轴线为准。该磁

场呈现出偶极性，与地球磁场类似，具有

南北磁极。但是，与地球磁场不同的是，

太阳磁场的两极定期发生反转，与11年太

阳黑子周期峰值的中点保持一致。

     太阳的旋转磁场也会产生一个电流层，

从太阳延伸到数十亿公里以外的太空中。

当磁场极性反转时（对于第24周期而言发

生在2013年夏天），电流层就会变得高度

扭曲。地球在绕太阳旋转时，时而进出该

电流层，可能产生太阳风暴等空间天气状

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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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力线出现在太阳的表面，并形成太

阳黑子。磁力线可以环绕体积相当大的星

球。例如木星，直径为15万公里[9万英

里]，可以很容易地将部分磁场线包含其

中（右下图）。冕环也沿着磁力线在太阳

表面上形成。在太阳黑子高峰期，冕环的

数量增加，磁力线通常变得扭曲。这种扭

曲会蓄积大量的能量，最终以太阳耀斑、

日冕物质抛射和其他活动的形式释放出

来。空间天气也受到这些磁干扰释放能量

的不时影响。

空间天气

      空间天气被定义为可能会影响到空间

或地面技术系统的太空环境状况。8 空间

天气主要受到太阳风携带的来自太阳的能

量的影响，对地球产生直接干扰。太阳风

由带电粒子组成，主要包括质子和电子。

这些粒子从太阳的各个方向发射出来。太

阳风的速度、密度和成分决定了对地球的

关联效应。9  地磁暴、电离层扰动和极光

都是空间天气的表现形式。日冕物质抛射

及相关冲击波是空间天气中的猛烈的部分,

往往会压缩地球磁层，并引发地磁暴。

      地球磁层呈子弹形的泡沫状分布，保

护地球表面免受有害辐射。磁层通过使快

速移动的离子发生偏转，并将其集中在地

球的南北极，来屏蔽这些离子对地球的影

响。范艾伦辐射带能够捕获泄漏到磁层中

的带电粒子，进一步保护地球表面免受有

害电磁辐射的影响。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对于温和的太阳风暴

季节的预测”，《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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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lmeier A：《太阳与空间天气》，第二版，

荷兰多德雷赫特市，Springer出版社，2007年

Feldman U，Landi E和Schwadron NA：“关

于快速和缓慢太阳风的来源”，《地球物理研究

期刊》，第110卷，第A7期，2005年7月：

A07109.1–A07109.12。

    上图显示的是太阳的结构。聚变反应发生在太阳的中央核心。重力作用加速了氢原子核向内、向着

太阳的中心移动，然后融合并形成氦，反应释放出能量。能量以光子和其他基本粒子的形式，通过太

阳的辐射层和对流层，再从光球层释放出来。日冕是太阳的外气层，是一层包围着色球层的等离子体。

太阳表面的特征包括日珥、耀斑、太阳黑子和日冕洞。（插图由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提

供。）

   上图显示的是太阳的磁力线。复杂的磁力线（绿色）可能从太阳表面延伸

到数千公里以外。（图片由美国宇航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科学可视化工

作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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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地球磁层。磁层是由地球磁场产生的、环绕地球的空间区域，是一个会对太阳活动和

空间天气的变化作出反应的动态结构。太阳风将磁层的向阳侧进行压缩，并决定了磁层的形状。一种

超音速冲击波（弓形激波）在地球的向阳侧形成。大部分的太阳风粒子在弓形激波处减速，沿磁鞘的

方向射出。太阳风将地球背向太阳一侧的磁层拉长，将磁层的长度延长达1000个地球半径，产生了

所谓的磁尾。地球的密闭地磁场的外边界称为磁层顶。被困的带电粒子形成的范艾伦辐射带、等离子

体层和等离子体片驻留在磁层内。（改编自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Aaron Kaase提供

的图片。）

  上图显示的是太阳黑子的情况。太阳黑子是太阳上相对于其余部分较暗的区域。在密集的磁场线穿

过光球层的热气体区域形成太阳黑子。这部分磁场产生了一个温度相对较低和颜色较暗的区域，称

为太阳黑子。太阳黑子的黑暗中心被称为本影，本影周围的发光区域是半影。太阳黑子常常成群成

对出现。成对的太阳黑子具有相反的磁极性。（照片由美国航空航天局提供。）

     远离太阳的磁层区域在太阳风的作用下被

拉长，其形状随着空间天气状况而变化（如

左图）。

     空间天气具有对近地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

的潜力。世界气象组织（WMO），作为联

合国的一个机构，建立了一个空间天气跨计

划协调小组（ICTSW），以解除空间天气对

地球上的生命可能造成扰乱的担忧。10来自

20个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的专家参与了该计

划。在美国，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负责监

测地面和空间天气情况。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局（NOAA）空间天气预报中心（SWPC）

对太阳相关的数据进行时刻监控，并对可能

影响卫星、导航系统、电网和通信网络等

技术系统的太阳和地球物理事件进行预测。
11   由于太阳黑子数的增加与太阳风暴的形成

具有相关性，科学家们在太阳黑子丰年保持

着高度警惕。

太阳黑子

   约2800年前，中国天文学家首次记录下了

观测到太阳黑子的现象。1217世纪，望远镜

的发明使人类能够更仔细地研究和记录太阳

发生的变化。关于太阳黑子的可靠和系统记

录可以追溯到18世纪。在19世纪中叶，德国

天文学家Samuel Heinrich Schwabe首先确

定了太阳黑子活动的10年周期规律。瑞士天

文学家Johann Rudolf Wolf随后发现了太阳

黑子活动具有11年的周期变化特点，并发明

了用于量化太阳黑子活动的公式，即沃夫

数，也就是今天仍在使用的公式。13太阳黑子

周期不完全是11年，而在9至14年之间变化。

     在密集的磁力线穿过光球层的热气体区域

会形成太阳黑子，太阳黑子就是太阳表面上

相对于周围温度较低的区域。虽然太阳黑子

看起来比太阳上的其余部分暗淡一些，但是

如果把他们从太阳中移出，它们会比太阳系

中的任何其他星体都要明亮（如左图）。仅

在过去的100年中，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复杂

磁场对于太阳活动的重要性。美国天文学家

George Ellery Hale在1908年首次报道了太

阳磁场。他通过测量太阳大气中原子发出的

光强度和光偏振的变化，确定了太阳磁场的

存在。14   Hale和他的同事证明，太阳黑子含

有强磁场，并且在给定的太阳半球所有太阳

黑子群具有相同的磁极性。此外，黑子极性

还与特定的太阳活动周期内太阳的磁场方向

有关。磁场方向随着每次太阳活动周期的改

变而发生倒转，即在一次太阳活动谷年的北

磁极半球在下一次太阳活动谷年就会变为南

磁极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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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黑子通常的尺寸范围是2500至

50000公里[1500至30000英里]之间，

在太阳上的可见区域不到4%。相比之下,

地球的直径大约是12700公里[7900英

里]。太阳黑子通常持续的时间为几天到

几个星期，而且往往集中在太阳赤道两侧

的两个中纬度带。在太阳活动周期的早期

部分，太阳黑子通常在赤道以北或以南

25°~30°的纬度带。在太阳活动周期

的后期，它们出现在5°~10°的纬度带。

太阳黑子很少出现在大于50°的高纬

度带。

     与太阳黑子相关的强磁场通常产生拱

形分布的等离子体，称为日珥，出现在太

阳黑子上方区域（如右图）。有些日珥可

能会在日表上方悬挂好几天。当这些巨大

的能量环发生扭曲时，它们就在储存能

量，这种能量会猛烈爆发，将日冕物质从

太阳中向外喷出，产生太阳耀斑和日冕物

质抛射现象。

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

     太阳耀斑的能量来源于磁力线的撕裂

和重新连接，在太阳黑子活跃区域的强磁

场往往会产生太阳耀斑（如右图）。这种

强烈而短暂的能量释放过程是我们太阳系

中最具爆发性的事件。在太阳耀斑活动期

间，气温飙升至500万华氏度，大量粒子

和辐射被释放到太空中，但耀斑通常在

20分钟内结束。

关于世界气象组织（WMO）和网上国际空间天

气计划协调组（ICTSW）的更多信息见：“世

界气象组织科技项目”，《世界气象组织》，

http://www.wmo.int/pages/prog/，于2013年8

月1日开通。

关于空间天气预报中心的更多信息见：美国国家

海洋和大气局国家气象服务空间天气预报中心，

http://www.swpc.noaa.gov/AboutUs/index-

.html，于2013年8月13日开通。

Clark DH和Stephenson FR：“对于来自东方

的太阳黑子记录的解释”，《英国皇家天文学会

季刊》，第19卷，第4期，1978年12月，第

387~410页。

Hathaway DH：“太阳周期”，《太阳物理动

态述评》，第7期，2010年：第1~65页。

Alexander D：《太阳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圣巴巴拉市，格林伍德出版社，2009年。

  上图显示的是1999年9月23日拍下的日珥照片。太阳及日球层天文台（SOHO）使用远紫外频率

拍摄到了日珥爆发的这一图像。扭曲的磁力线释放的能量将等离子体抛向日表上方。（图片由SOHO

远紫外成像望远镜（EIT）提供。）

  上图显示的是太阳耀斑。美国航空航天局太阳动力学天文台（SDO）在2013年5月22日拍摄到了

这幅太阳耀斑的图像。图像捕捉到了波长13.1纳米的光线，突出显示了耀斑爆发时物质被加热至极

高温。水鸭色是该波长的典型图像。（图片由美国航空航天局太阳动力学天文台提供。）

10.

11.

12.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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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直径

  上图显示的是在高纬度地区产生的极光。来自太阳风的带电粒子和地磁暴遵循地球磁场线的轨迹，使地球上层大气中的气体产生电离。电离的氧分子

发出绿色至棕红色光；电离的氮排放物为蓝色或红色。2012年1月25日，国际空间站拍摄到了美国中西部上空的北极光（左）。2005年9月11日，美

国航空航天局的图像卫星拍摄到了南极光的照片（右），这是在发生太阳耀斑之后四天拍摄的。极光环绕在南极上空，从地面观察像一道光幕。（照片

美国航天航空局国际空间站和图像科学中心提供。）

     在太阳黑子活动的高峰期，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几个太阳耀斑。当太阳耀斑爆发时，耀斑发

出的紫外光和X-射线以光速传播，到达地球需要大约8分钟。一两天后，高能粒子也可能到

达地球，在极地夜晚的天空产生极光，对无线电通讯造成影响（如上图）。15

    在太阳耀斑活动期间，可能会发生一种更猛烈的反应，即日冕物质抛射（如下图）。当扭

曲的磁力线交叉时，其储存的巨大能量就会向外爆发出来。当释放的能量从太阳表面向太空

抛出大量超高温等离子体时，就产生了日冕物质抛射的现象。

   上图显示的是2011年10月22日从太空拍摄到的日冕物质抛射的图像。美国航空航天局SOHO卫

星上的大角度和光谱日冕仪（LASCO）拍摄到了大量等离子体被抛向火星方向的画面。太阳被一个

磁盘遮挡，以便该仪器的感应器重点关注从太阳表面释放的物质。通过阻挡太阳的直射光，增强了日

冕观测的效果。图中的白色圆圈表示太阳的大小和位置。（图片由SOHO远紫外成像望远镜（EIT）

提供。）

      日冕物质抛射的强度和幅度会发生不同的

变化。大型的日冕物质抛射可能包含9× 

1012 kg[20 × 1012 lbm]的物质，可能会以

每小时几百万公里的速度加速进入太空。等

离子体的行进速度取决于最初释放的能量。

高能量的日冕物质抛射在短短16小时内就能

到达地球，但能量较低的抛射过程可能需要

数天才能到达地球。

      一旦受到日冕物质抛射的影响，地球的磁

层就会发生暂时变形，并且地球的磁场也会

发生畸变。在这种情况下，地球轨道卫星将

受到带电粒子流的损坏，指南针将无法正常

使用，地球本身可能会产生感应电流。这些

地磁暴活动会破坏全球范围内的技术基础设

施。考虑到太阳风暴和日冕物质抛射所带来

的风险，科学家对空间天气进行着实时监测。

   在太阳活动谷年，日冕物质抛射的发生率

预计在每五天一次，而在太阳活动丰年，发

生率为每天3.5次。虽然看起来会对行星带

来频繁的危险，日冕物质抛射指向地球的可

能性是很小的。与太阳和太阳系的浩瀚相

比，地球是渺小的，大部分的太阳风暴都不

会对地球造成危害，或只对地球带来一点侧

击。



        一组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在距离地球约

160万公里[100万英里]的位置，基本上沿着太阳

的方向排列，在拉格朗日点L1监测太阳和太阳风

的情况（如上图）。17   飞船停留在相对于地球环

绕太阳轨道的固定位置，类似于地球静止轨道。

太阳和日光层天文台（SOHO）、先进成分探测

器（ACE）和其他太空设施对太阳表面进行监测,

并从该位置跟踪日冕物质抛射的情况。18   在L1

点的卫星能在日冕物质抛射影响地球之前数小时

内，预测到其将到达地球磁层的信息（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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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了拉格朗日点的情况。科学家们已经确定了与地球环绕太阳轨道相关、且卫星可以保持稳

定轨道的五个点（L1至L5）。这些位置点称为拉格朗日点（绿色），与太阳地球之间的引力势线

（灰线）在此处一同表示出来。这些空间位置对应于引力（红色箭头）和排斥力（蓝色箭头）达到平

衡的区域。威尔金森微波各向异性探测器（WMAP）位于L2位置，距离地球约150万公里[930000

英里]。WMAP飞船在太阳与地球的轴线上，类似于地球静止轨道，但需要通过轨道校正来保持其相

对位置。插图未按等比例绘制。（图片由美国航空航天局WMAP科学小组提供。）

空间天气预报

      对地磁暴引起的近地电磁环境变化非常

敏感的现代技术包括卫星通信系统、全球定

位系统（GPS系统）、计算机网络、电网

和移动电话网络等。现代文明越来越依赖于

这些技术，而空间天气有可能会破坏这些系

统。因此，对空间天气进行准确地预报已成

为当务之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空间天气预报中心（SWPC）是

美国的主要预报中心，并提供信息给国际空

间环境组织（ISES）。ISES是空间天气信

息提供商形成的合作网络，对空间天气进行

监控，提供预报信息，并发出警报。科学家

们利用地面和太空中布置的一系列传感器，

对太空环境中可能发生的会影响地球的活动

进行时刻监控。

Comins NF和Kaufmann WJ：《发现宇宙》，第9版
，纽约，W. H. Freeman出版社，2012年。

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了解严峻空间天气事件的
社会和经济影响：研讨会报告”，华盛顿，国家学术出
版社，2008年5月。

拉格朗日点以意大利法国数学家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
日命名的，是指一个小质量物体在绕一个大质量物体转
动时，能够保持恒定状态的五个位置点。L1点位于地球
和太阳之间的直线上。

关于拉格朗日点的更多信息见：“拉格朗日点”，《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http://map.gsfc.nasa.gov-
/mission/observatory_l2.html，于2013年8月1日开通

15.

16.

17.

    但是，日冕物质抛射确实可能冲击地

球。卡林顿事件并不是唯一一次日冕物质

抛射影响地球的事件。1984年，美国总

统罗纳德·里根在乘坐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飞越太平洋期间就遭遇了一次太阳风暴。

太阳风暴扰乱了高频无线电通信系统长达

几个小时，并隔绝了空军一号与外界的联

系。1989年7月，由于太阳风暴使电网上

的断路器产生过载，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部

分区域停电长达九个多小时。北美地区已

经报道了两百多次相关事件。美国国家科

学院报告称，如果发生一次像卡林顿事件

的太阳风暴，对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的损失

可能介于1至2万亿美元，可能需要4至10

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重建工作。16



56

 

>

>

地球的相对大小

   上图显示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先进成分探测器（ACE）。ACE卫星于1997年8月25日发

射，是NASA空间天气监测设施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驻守在拉格朗日点L1。从这个位置，卫星

记录下太阳、太阳系和银河系产生的辐射。当太阳粒子流被喷射到地球时，ACE上的仪器就会记录

下粒子增加的数量，并将这一信息传递给地面的科学家。然后，科学家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并预

报即将发生的空间天气事件，将警报和警告发给有关组织，并由NOAA SWPC在网上发布。（插图

由NASA提供。）

   上图显示的是SOHO卫星监测的空间天气情况。SOHO卫星（右）于1995年12月发射。SOHO

卫星是欧洲航天局（ESA）和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合作项目，以研究太阳的深层核心至外部日冕的部分

以及太阳风。该卫星重约17.8千牛[2吨]，其太阳能电池板延伸约7.6米[25英尺]。这次太阳爆发（左）

历时四个小时，于2012年12月31日由远紫外成像望远镜（EIT）拍摄。喷出的带电粒子大小为

30.4nm，大部分等离子体回落至太阳表面。地球按比例绘制。（太阳照片由SOHO EIT研究团队提

供，卫星照片由Alex Lutkus提供。）

       SOHO卫星于1995年发射，用于对

太阳进行实时监测（左下图）。该卫星

是NASA和欧洲航天局（ESA）用于预

报空间天气的最可靠的工具之一。该卫

星为为科学家提供相关数据，帮助他们

预测空间天气和评估潜在的后果。大角

度和光谱日冕仪（LASCO）是SOHO

卫星上的12种仪器之一。该仪器记录太

阳日冕物质抛射的图像。空间天气预报

中心（SWPC）采用LASCO提供的数

据，对于即将到来的地磁暴可以提前两

到三天发出预警。

     太阳动力学观测卫星（SDO）由美

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研

制，地点位于美国马里兰州格林贝尔特

市。该观测卫星于2010年2月11日发射，

是美国航空航天局研究太阳及其对空间

天气影响的五年任务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下页）。19   该卫星上载有多种设备，

包括极紫外线变化实验仪和大气成像

仪。日震及磁场成像仪提供太阳表面上

磁场的实时图像，并测量其强度和方

向。太阳磁场的变化和调整是可能产生

爆发的早期迹象，对于预测空间天气和

地磁暴至关重要。卫星上的仪器也可以

表征太阳内部的特征，太阳内部也是产

生磁场的地方。根据该卫星提供的数据，

科学家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太阳活动和

空间天气的情况。

酝酿之中的地磁暴

      虽然地磁暴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

但地磁风暴并不会频繁地扰乱地球上

的活动。太阳风暴有扰乱整个地球的潜

力。现代社会的技术很容易受到空间天

气的影响。引发的感应电流可能会干扰

和破坏现代电力系统，摧毁卫星和通信

系统。对于石油天然气行业而言，地磁

暴会对管道和监控系统产生不利影响，

扰乱钻井时的测量及地质导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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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暗条

磁力线

    上图显示的是太阳动力学观测卫星（SDO）。该卫星（左）于2010年2月发射，是美国航空航天局与恒星共存计划的一部分。该卫星研究太阳的变

化及其对地球和空间的潜在影响。通过检查小范围内的太阳大气，同时捕捉多种波长的带电粒子，该卫星确定太阳磁场是如何产生和构建的，存储的磁

能是如何转化并释放到日光层和太空中的。这张太阳磁力线的图片（右）于2013年6月4日在太阳强烈紫外线下拍摄的，显示出了活跃区域上方升起的

磁力线亮圈。在太阳表面较暗的区域还可以看到太阳暗条。（照片和图片由NASA SDO提供。）

      地磁暴产生的最严重破坏性影响是流经

电力网的地磁感应电流（GICs）。较弱的

地磁感应电流会使断路器跳闸，而较强的

地磁感应电流可以摧毁变压器，并导致大

范围地区内电力组件被熔毁。

     地磁感应电流通过使变压器发生半周期

饱和（变压器的磁芯每隔半个周期发生一

次磁饱和）的方式对变压器造成损坏。每

千米1～2伏的地磁感应电压或5安培的感

应电流足以使变压器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

达到饱和状态。20   工程师们测量出，在发

生地磁暴期间的地磁感应电流高达184安

培。这一电流值远远高于电网过载所需的

电流值。21在发生严重的地磁感应电流事

件时，可能需要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来

修复损坏的设备和恢复大量人口的正常生

活。

        当日冕物质抛射产生的带电等离子体云

与地球大气碰撞时，瞬态电磁波会改变地

球正常稳定的磁场，产生的效应会持续数

天。这种磁干扰可能引起地球表面的电压

发生变化，在具有电位差的接地点之间诱

导产生电流。这种形式的地磁感应电流对

于发电厂和配电变电站的变压器特别不利。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一个给定的电力电网

系统对于太阳风暴产生的扰乱和破坏作用

的敏感性。靠近高纬度地区的电网产生故

障或失效的风险会更大。此外，大地电导

率较低的地区，如火成岩地区，更容易受

到地磁感应电流的影响（如下图）。

关于SOHO卫星的更多信息见：http://sohoww-
w.nascom.nasa.gov/，于2013年8月13日开通

关于ACE探测器的更多信息见：http://www.srl.-
caltech.edu/ACE/，于2013年8月13日开通。

关于SDO观测卫星的更多信息见：http: / /s-
do.gsfc.nasa.gov/，于2013年8月13日开通。

关于地磁感应电流对电网破坏作用的更多信息见
：Barnes PR，Rizy DT，McConnell BW，
Tesche FM和Taylor ER Jr：“电力行业应对地
磁干扰的经验”，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市，橡树
岭国家实验室，ORNL-6665，1991年9月。

Odenwald S：《第23个太阳周期：学会与太阳
风暴并存》，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
年。

18.

19.

20.

21.



   上图显示了电力系统对于太阳风暴的敏感性。位于大地电导率最低区域的电力系统（左，红色和暗黄色）-最容易受到强烈地磁活动影响。这些地区

下方的高接地电阻有利于地磁感应电流（GIC）在输电线路中的流动。北美极光区由于靠近两极地区易受地磁感应电流的影响（数据来自美国地球物理

联合会和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对美国来说，科学家们为现有电力系统制作了一张地图，以确定其对于地磁暴的抵御能力（右图）。如果发生一次比

1989年造成魁北克省电力中断的太阳风暴还要大10倍的太阳风暴，电力系统最易受到威胁的地区已经在图中标出（红色）。蓝线包围着受影响的电力

系统服务的最大人口居住区域（改编自美国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参考文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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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极光地带

1989年3月13日
发生极光区域

美国

墨西哥

加拿大

1 to 10

10–1 to 1

10–2 to 10–1

10–3 to 10–2

10–4 to 10–3

区域电导率：
     S/m

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最高风险

中等风险

互联电网

电网互联可能会加剧大规模电力问题

的影响。在1989年7月产生的太阳风暴

中，报道了许多相关的事件。这些事件包

括美国新泽西州塞勒姆核电站发生变压器

故障，魁北克省电网中断时纽约损失150

兆瓦的电力，以及新英格兰储备电网（电

力供应商组成的协会）损失了1410兆瓦的

电力。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96个供电设施

的服务中断，直到电力公司启动电力储备

才得以恢复 22 。

从太阳发出的带电粒子造成的破坏并不

局限于地面系统。卫星、太空探索车和载人

太空任务都可能会受到太阳风暴的影响，其

中有些强度较弱无法进入地球的磁场。例

如，较弱的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射可能会

产生太阳质子事件（SPE），在地球表面

上基本上看不见。但是，太阳质子事件会导

致地球保护屏障之外的设备产生严重的损坏。

当高能带电粒子与卫星相撞时，电子

会在飞船内产生介电电荷。这种静电荷会

损坏电子电路板，更改和搅混存储的数

据，并影响存储在计算机内存中的控制指

令。尽管这些影响可能会导致卫星故障，

但可以通过简单地重启机载计算机来校正

这些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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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260

261

262

263

264

方
位

：
度

3,600
深度：英尺t

地磁暴

4,7004,6004,5004,4004,3004,2004,1004,0003,9003,8003,700

校正方位
钻孔方位

如果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受到太阳质子

事件（SPE）和日冕物质抛射产生的高能质

子的影响，太阳能电池阵列中的硅原子可能

会移动位置，从而增加太阳能电池的内电阻

，降低电力输出。一次太阳风暴事件就能使

太阳能电池板的使用寿命减少若干年。如果

卫星上用于纠正其方向和位置的姿态控制系

统受到高能粒子事件的损坏，卫星的轨道就

会失去控制，这可能会导致卫星意外和过早

的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23  卫星在通讯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损失可能会影响电视、

有线电视节目、广播服务、气象数据、手机

服务、自动银行服务、商业航空系统和GPS

导航服务等设施。由于太阳风暴产生的卫星

故障和过早失效带来的常规损失估计在数十

亿美元。

太阳风暴产生的后果可能并不局限于对

电力系统的损坏。1989年7月的太阳风暴导

致 了 地 球 磁 层 的 压 缩 ， 将 其 典 型 深 度 从

54000多公里 [33500英里]减低到不到

30000公里[18640英里]，正好在卫星环绕

地球的同步区域内。由于地球大气层受到高

能粒子的攻击，并被太阳风压缩，上层大气

的密度系数增加了5到10。低地球轨道卫星

受到的阻力增加，导致轨道衰减。据美国空

军太空司令部报道，1300多个环绕地球的物

体偏离轨道，降落到低海拔地区。24  1989

年3月13日，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报道了

GOES-7气象卫星的损失情况。大量带电粒

子产生的电路问题导致卫星上大部分的系统

失效。GOES-7气象卫星上的关键太阳能电

池阵工作效率降低了50%。NASA工程师报

道了许多其它卫星发生电气故障、暂时关闭

机载计算机的情况。25   太阳风暴中断了地球

上以及地面控制系统与轨道卫星之间的通信

系统。

石油与天然气管道及其分配系统也是非

常脆弱的。在发生地磁暴的情况下，运营商

可能会立刻失去对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

（SCADA）的控制。运营商还必须考虑与

管道腐蚀速率增加相关的长期影响。用于降

低管道腐蚀速率的阴极保护系统保持相对于

地面的负电位。在太阳风暴发生时，管道中

的地磁感应电流会降低阴极保护的有效性，

这可能会增强长期腐蚀作用。26   影响程度受

到管道特征的影响，包括管道材料、管道直

径、弯曲度、分支、绝缘法兰和绝缘材料的

完整性。

上图显示了地磁暴与定向钻井的关系。定向钻机使用随钻测量工具来确定钻头的方向和位置，

这些测量结果取决于磁力仪和加速度计获得的数据。在发生地磁暴时，磁力仪可能提供错误的

读数。当一名钻井人员在北海上钻井时，发生了一次太阳风暴。随钻 测 量的方位 角 （蓝色）受

到了地磁暴的影响。工程师采用英国地质调查局开发的技术对数据进 行了校正 。 校正后的结果

提供了更精确的井位（绿色）（改编自Clark和Clarke，参考文献28）。

运营商也对大量的石油与天然气定向钻

井表示担忧。钻探工人必须遵循严格的井眼

轨迹计划，控制钻孔相对于油藏的位置，并

且避免与附近的井眼相撞。定向钻井依靠实

时测量仪器来确定和跟踪钻具组合的地下位

置。三轴磁力仪用于测量地球磁场的强度，

三轴加速度计用于校正磁强计数据，包括位

置、运动和方向。回转罗盘使用陀螺仪和地

球自转来寻找地理北，也被安装在测井电缆

上，以便获得精确的井斜测量结果。27   电离

层和地磁层中电流产生的地球磁场干扰会影

响到这些测量结果（如上图）。由于地球磁

场的变化，还可能在地球和海洋中产生镜像

电流。这些外部磁场受到太阳风、行星际磁

场和地球磁心的影响。井位工程师必须敏锐

地意识到地球磁场中的地磁扰动和变化，以

确保找到正确的钻孔位置。28   （见“地磁测

量：定向钻机的实时指南针”，第32页）。

地球的气候也容易受到空间天气和来自

太阳的带电粒子的影响。虽然太阳看起来是

一个恒定的能量来源，科学家已经证明太阳

的基本能量输出在短期时间尺度的变化率为

0.5%，在11年的太阳黑子周期内的变化率

为0.1%。大气科学家认为这一变化会影响

到地球的气候。植物的生长变化就与11年太

阳黑子周期和22年太阳磁变周期相关，这一

点率为已被树木的年轮记录所证实。29

北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NERC）：“地磁扰动对

大部分电力系统的影响”，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

市，北美电力可靠性委员会，2012年2月。

Odenwald，参考文献21。

Alexander，参考文献14。

Odenwald，参考文献21。

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太阳风暴：对管道的潜在

影响”，http://www.zurich.com/ internet/-

main/SiteCollectionDocuments/insight/so-

lar-storms-impact-on-pipelines.pdf，于2013

年9月5日开通。

Ekseth R和Weston J：“通过最先进的地磁测量

法得到的钻井时井眼位置可能比预测值的精确度低

”，IADC/SPE论文128217，在IADC/SPE钻井

大会及展览会上展示，新奥尔良市，2010年2月

2~4日。

Clark TDG和Clarke E：“2001年为海上钻井产

业提供的空间天气预报服务”，《欧洲航天局空间

天气研讨会论文集：展望未来的欧洲空间天气计划

》，荷兰诺德韦克，2001年12月17~19日。

22.

23.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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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世纪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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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一千年中，北半球的温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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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显示的是太阳黑子周期和地球天气的关系。科学家们仍在太阳活动对地球气候和天气的影响方面存在分歧。但是，大部分科学家都认为太阳是地

球的主要热量来源，也是影响地球气候的主要驱动力。一些科学家试图寻找没有观测到太阳黑子的蒙德极小期（上），即17世纪的70年期间，与对地球

（尤其是欧洲）具有较大影响的小冰河期（下）之间的联系。道尔顿极小期是发生在1800年前后的另一个太阳黑子出现较少的时期，对应于低于全球平

均气温的时期。太阳黑子（黑色）的总平均数开始在20世纪增加对应于全球气温的升高。虽然对产生温度变化的其他因素（如火山爆发和二氧化碳浓度

的变化）进行了仔细地研究，一些观察家仍然提出太阳活动是影响气候和温度波动的重要因素。第24个太阳周期的活动可与19世纪前后（而不是20世纪）

的太阳周期相比较。从现在开始的一个世纪中，科学家们也许可以通过寻找以往的规律，来揭示或证实太阳黑子与气候变化的因果关系。

虽然太阳活动周期在过去的300年一直比

较稳定，但在17世纪的70年期间几乎没有观

测到太阳黑子。这一时期被称为蒙德极小期，

又恰逢欧洲的小冰河期。一些科学家推测，这

是太阳和地球气候相联系的证据（如上图）。

30最近，科学家们提出地球气候和太阳变化

之间具有更直接的联系。例如，靠近地球赤道

的平流层风在每个太阳活动周期都会改变风

向。关于这种风向改变是否会影响全球大气环

流模式、天气和气候的研究正在开展之中。31

下次大事件

虽然地磁暴不会频繁发生，但是会对现

代社会的重要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影响。由于

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全球经济活动中的互联技

术，太阳风暴具有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破

坏的潜力。科学界正在努力了解这一威胁的

技术方面的信息和各行业中易受其影响的相

关设施，以更好地应对这一风险。

对于空间天气预报的科学研究仍处于起

步阶段。在一个太阳活动周期开始之前，科

学家还无法准确地预测太阳黑子的数量或预

测地磁暴活动，尽管有些机构已经做出这些

尝试。十年前，在第24个太阳周期开始之前,

一些预报员预测在50年之后会出现最强烈的

太阳活动极大期，而且这一周期可能出现灾

难性的地磁暴现象。32   但是，这些预测都是

错误的。

第24个太阳周期的太阳黑子活动是一百

多年来最低的一次，仅仅是第23个太阳周期

时太阳黑子活动的一半水平。一些科学家推

测，太阳正在进入另一个安静的时期，类似

蒙德极小期。科学家也提出了下列疑问：在

蒙德极小期的全球气候效应与小冰河期的全

球气候类似吗？太阳黑子和地球气候之间有

直接的关系吗？还是这只是暴风雨前的宁

静？即使在太阳活动相对较弱的太阳活动周

期，也可能会产生日冕物质抛射，对地球造

成直接的打击。

1859年卡林顿事件的复发概率估计为

500年一次，1989年魁北克风暴再次发生

的概率估计为150年一次。33   虽然科学家、

工程师和风险管理人员对另一次卡林顿类型

事件的潜在危害非常担忧，他们也会有更多

的工具来帮助他们预测这一事件的发生，并

作出积极的反应。这些工具使科学界对太阳

的活动保持警觉，并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

太阳风暴造成的影响与我们所依靠的电

磁敏感技术系统密切相关。空间天气预报中

心（SWPC）和国际太阳能学会（ISES）

与许多国家和国际伙伴合作，不断提高监测

和空间天气建模的能力。地球绑定和基于卫

星的数据采集系统的进步，以及空间天气建

模和我们对与太阳联系的深入了解，有望在

地球遭遇下一次太阳风暴时降低我们面临的

风险。

关于太阳周期对地球天气的影响的最新研究见：

Meehl GA，Arblaster JM，Matthes K，Sassi F

和van Loon H：“放大太平洋气候系统对于11年

太阳周期影响的反应”，《科学》第325卷，第

5944期（2009年8月）：第1114~1118页。

Weng H：“多尺度太阳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第一

部分：大气环流和极端气候”，《大气科学进展》

，第29卷，第4期（2012年7月）：第867~886页

Weng H：“多尺度太阳活动对气候的影响，第二

部分：在年代际-百年气候变化中的主导时间尺度

”，《大气科学进展》，第29卷，第4期（2012年

7月）：第887~908页。

“太阳风暴预警”，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06年

3月15日），http://www.nasa.gov/vision/uni-

verse/solarsystem/10mar_stormwarning.html

，于2013年8月18日开通。

苏黎世金融服务集团，参考文献26。

29.

30.

31.

32.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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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a Abdallah，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达比陆

上石油运营公司（ADCO）高级采油化学师。

2008年加入该公司，一直致力于结垢与沥青质

缓解策略、腐蚀问题、采出水处理和有效增产策

略。之前曾在斯伦贝谢阿布达比公司担任流体分

析工程师。Dalia持有两项专利，发表过多篇文

章，取得了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顿皇后大学化学

博士学位。

Khaled Al-Hendi，在科威特石油公司（KOC）

（位于艾哈迈迪市）担任钻井与修井监理师。

2006年加入KOC，时任公司代表，负责监管受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战争影响的油井的钻探与维修

工作。Khaled取得了科威特城科威特大学石油

工程学位。

Adel Abdulla Al-Khalaf，多哈卡塔尔石油高级

石油工程师、岩石物理学家，长期从事海上油田

油井完整性方面的工作。之前曾任公司助理石油

工程师，后又任杜汉陆上油田油藏工程师。Adel

取得了美国摩根城西弗吉尼亚大学石油与天然气

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Zaid Al-Kindi，斯伦贝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

达比公司油井完整性领域监督执行员，为驻埃

及、阿曼、巴基斯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管道

完整性和层位封隔项目提供技术支持和培训。

自1994年加入公司以来，负责公司服务质量和

客户管理方面的工作。在此之前，在格拉德雷重

型设备公司负责技术销售工作，还在英国担任过

项目工程师。Zaid取得了伦敦国王学院机械工程

理学学士学位。

Abdulmohsen S. Al-Kuait，沙特阿拉伯达兰市

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萨法尼亚采油公司总监理工程

师。在沙特阿美公司工作超过25年，经手的工程

项目不计其数，长期致力于采油工程和开采作业

方面的工作。Abdulmohsen取得了沙特阿拉伯

达兰市法赫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Mohannad Al-Muhailan，科威特艾哈迈迪市

科威特石油公司深钻工程队负责人。在常规钻井

和高温高压钻井、修井作业以及钻井管理和财务

管理方面有着15年的丰富经验。Mohannad还

曾从事过欠平衡、控制压力钻井作业和从式钻井

作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科威特大学（位于科威

特城）石油工程学位。

Hassan B. Al-Qahtani，沙特阿拉伯达兰市沙

特阿美石油公司萨法尼亚采油公司监理工程师。

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担任石油工程师超过17

年，长期从事油藏管理最佳方法、采油工程和油

田开发方面的工作。Hassan取得了达兰市法赫

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理学学士学位、美国奥斯丁

市德克萨斯大学理学硕士学位；修完沙特阿美石

油工程技术专家发展项目改进型采油专业课程并

毕业。

Karam S. Al-Yateem，沙特阿美石油公司

（沙特阿拉伯达兰市）改造技术智囊团团队主

管，2005年加入公司，担任陆上和海上油田现

场油藏、测试和采油工程师。SPE国际采油作

业委员会会员，著有或合著多篇技术论文，

SPE注册石油工程师。取得了沙特达兰市法赫

德国王石油矿产大学理学学士学位、美国洛杉

矶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智能油田技术与管理专

业理学硕士学位。

Anatoly Arsentiev，斯伦贝谢公司驻俄罗斯伊

尔库茨克市钻井与测量电子组主管，Geomar-

ket*方向与井斜（D&I）校正监督执行员，负责

随钻测量（MWD）和随钻测井（LWD）工具

的预防性维护与修理，专攻D&I测量技术。

2006年加入斯伦贝谢公司，担任电子技术工程

师。在此之前，就职于Insight公司，伊尔库次

克一家医药工程公司。取得了伊尔库次克国立

大学地地球物理专业学位，并在伊尔库次克日

地物理学研究所从事过研究生研究工作。

Khalid S. Asiri，沙特阿拉伯Udhailiyah沙特阿

美公司采气工程监理工程师，负责非常规采气

工程设备和致密气层的内所有非常规增产作业

活动。还从事过公司其他领域的工作，包括采

气工程、气井完井和修井、油藏工程与气体钻

井工程。2002年加入沙特阿美公司，之前就职

于沙特阿拉伯石油和矿产资源部。取得了沙特

利雅得市沙特国王大学石油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SPE会员，SPE沙特阿拉伯分会、沙特工程师

协会会员。

Nausha Asrar，德克萨斯州舒格兰市斯伦贝谢

石油公司高级材料科学家、物资保障与故障分

析经理。目前专门负责井下工具故障分析及材

料测试与评估。2005年加入斯伦贝谢公司，之

前在壳牌全球解决方案公司担任材料与腐蚀专

家。还曾就职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沙特阿拉

伯海水淡化公司以及印度钢铁管理局。Nausha

取得了印度北方邦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化学理

科硕士学位、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学位。

Mohammed A. Atwi，沙特阿拉伯Udhailiyah

沙特阿美公司南加瓦油田工程公司总监理工程

师。在沙特阿美公司10年职业生涯中，先后从

事过采气工程、完井作业、深层气钻井工程和

油藏管理方面的工作。他取得了塔尔萨大学石

油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Syed Aamir Aziz，沙特阿拉伯达兰斯伦贝谢石

油公司高级采油工程师，从事采油测井数据的

处理和说明以及油井完整性监测工作。2002年

开始在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服务公司担任测井

现场工程师，之后担任该公司测井分析师和地

学工程师，负责测井数据的处理和说明。2008

年加入斯伦贝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达比石

油公司。取得了巴基斯坦卡拉奇大学地理学理

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Abderrahmane Benslimani，斯伦贝谢科威

特艾哈迈迪电缆测试公司油井完整性领域副监

督执行员。2004年开始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工

作，担任测井现场工程师，先后在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和中国担任现场作业相关职务，2012

年加入斯伦贝谢科威特公司。取得了阿尔及利

亚阿尔及尔国立理工学院电气工程文凭、法国

蒙比利埃第二大学电气科学和电气工程理学硕

士双学位、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数学与计算机

科学理学硕士学位。

Andrew Buchanan，2009年加入埃尼石油美

国运营公司（位于安克雷奇）担任高级作业地

质师。在此之前在ASRC能源服务公司担任地

质顾问。取得了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里贾纳大

学地理学理学学士学位。目前兼任安克雷奇石

油俱乐部前任会长。

Mohamed Fahim，阿布扎比公司驻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陆上石油作业技术服务部石油工程专

家。在此之前，在埃及苏伊士湾石油公司担任

高级石油工程师。取得了石油工程理学学士学

位，为SPE注册石油工程师。

Carol A. Finn，2006年加入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丹佛地质灾害科学中心担任地磁学

小组负责人，负责美国及其境内13个USGS地

磁观测站的运营和维护工作。在加入USGS前

的10年时间，担任美国空军技术应用中心研究

地球物理学家、美国国防制图局水道/地形测量

中心大地测量师。取得了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

斯大学地球物理学理学硕士学位、斯普林菲尔
德市西南密苏里州立大学地理学理学学士学位。

M. Aiman Fituri，斯伦贝谢卡塔尔多哈电缆测

试公司油井完整性领域监督执行员。担任该职

务以前，负责为岩石物理裸眼井测井和固井评

估提供技术支持。2000年加入斯伦贝谢阿曼公

司，先后在印度、苏丹和埃及担任作业职务，

后调职到卡塔尔。取得了利比亚的黎波里利比

亚大学计算机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David H. Hathaway，天体物理学家，1996

年至2010年担任美国阿拉巴马州亨茨维尔市国

家航空航天局（NASA）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

太阳物理学小组负责人。1984年来到亨茨维

尔市，在此之前担任美国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

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美国新墨西

哥州Sunspot市国家太阳天文台助理研究员兼

助理天文学研究员。取得了美国艾摩斯特市马

萨诸塞大学天文学理学学士学位、博尔德市科

罗拉多大学物理学理学硕士学位和天体物理学

博士学位。著有150多篇论文，持有3项美国专

利，其中包括两项2002年度NASA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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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 Jawale，科威特石油公司（位于科威特

艾哈迈迪市）钻井工程师。工作之初加入位于

印度古吉拉特邦甘地纳加尔市的古吉拉特国家

石油公司，担任金斯顿集团海上高压高温工程

项目的钻井工程师。在该职位上负责勘探钻井

的工程计划与执行。取得了印度普纳市马哈拉

施特拉理工学院石油工程学位。

Oscar Jiménez Bueno，现居于墨西哥比亚

赫尔摩萨市，1984年加入墨西哥国家石油公司

（PEMEX），担任油藏工程师。在公司内担

任多重工程职务，从事资产开发、油藏增产和

生产优化方面的工作，负责的成井产量超过

3180 m3/d（20000 bbl/d）。取得了墨西哥城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石油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和

油藏工程理学硕士学位。

J.J. Kohring，从2010年开始一直担任斯伦贝

谢沙特阿拉伯达兰公司油井完整性领域监督执

行员。1979年加入斯伦贝谢电缆测试公司，过

去15年一直专攻井下生产和油井完整性方面的

工作。担任首席生产工程师，工作足迹遍布中

东、美国、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取得了美

国费尔班克斯市阿拉斯加大学理学学士学位。

Fraser Lawson，加纳阿克拉市图洛加纳石油

公司油井工程监理工程师。在大位移钻井和深

水钻井项目等油井工程方面，有着29年的丰富

经验。取得了苏格兰爱丁堡市赫瑞瓦特大学土

木工程理学学士（荣誉）学位、苏格兰格拉斯

哥市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石油工程理学硕士学

位，英国特许工程师。

Bruno Lecerf，现居德克萨斯州舒格兰市，担

任斯伦贝谢研发设计制造中心高压泵与化学小

组产品设计经理。在此之前，先后担任舒格兰

综合生产力与运输中心酸化解决方案工程师、

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技术中心项目经理。取得了

法国里昂高等化学物理电子学院化学理学硕士

学位、休斯顿大学化学工程理学硕士学位。

Tim Lesko，美国阿肯色州康威市斯伦贝谢可

持续性非常规增长项目突破性推进中心地区技

术工程师。2004年加入斯伦贝谢公司，担任德

克萨斯州舒格兰市高压泵与化学小组产品开发

工程师。2006年调入俄罗斯新西伯利亚技术中

心MaxCO3 Acid小组工作。一直从事页岩纤维

转向、支撑剂导流能力和压裂增产水质等项目

的工作。取得了里弗赛德市加利福尼亚大学化

学物理学理学学士学位、帕萨迪纳市加州理工

学院化学博士学位。

Rodney W. Lessard，在位于印第安那州西拉

法叶的普渡大学完成博士后工作后，于2001年

加入斯伦贝谢公司，担任休斯敦生产模拟和优

化高级研究员。在超高能量的伽玛射线、天文

和油田产品组合领域合著了多篇论文。取得了

卡尔加里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和理学硕士学位，

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实验物理学博士学位。

Jeffrey J. Love，2001年加入USGS，担任地

球物理研究院和USGS驻丹佛地磁研究顾问。

同时还在科罗拉多矿业学院（古登）教授地球

物理学。在英格兰利兹大学，加利福尼亚拉霍

亚市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和巴黎地球物理学

院任研究员。获得了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

校物理学和应用数学学士学位，麻省剑桥哈佛

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Stefan Maus，Magnetic Variation Services

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

校高级研究员；在位于博尔德的美国地球物理

中心有一间实验室。之前曾为德国波茨坦地球

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柏林自由大学担任讲

师。取得了德国慕尼黑大学数学理学学士和地

球物理学理学硕士学位，印度安德拉邦海得拉

巴奥斯马尼亚大学地球物理学博士学位。

Fred Mueller，在位于德克萨斯州学院站的

Network of Excellence in Training公司（

NExT，斯伦贝谢公司所属公司）担任北美工程

师董事。1980年加入Dowell——目前已并入斯

伦贝谢公司，任现场工程师。在斯伦贝谢公司

生产改良优化技术支持系统工作多年，是加州

和南德克萨斯州的油井服务技术经理。在致密

气页岩层固井和液力压裂设计方面的技术和操

作领域经验丰富。在学院站的德州农工大学取

得了工程技术学学士学位。

Shola Okewunmi，休斯敦美国雪佛龙石油公

司定向钻井专项专家，目前在雅加达深海开发

项目中担任高级钻完井工程师。在钻井测量、

地质导向和地层评价中有超过20年的经验。取

得了尼日利亚伊莱-伊费的奥巴费米·亚沃洛沃

大学机械工程学士学位，休斯敦大学维多利亚

分校MBA学位，美国怀俄明州肯尼迪西部大学

工程管理博士学位。

Alejandro Pena，德克萨斯州舒格兰全球化学

和材料组合产品经理。负责增产化学技术创新

的公司策略。获得了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在位

于委内瑞拉梅里达的洛斯安第斯大学担任副教

授。在休斯敦莱斯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博士学位

后，加入斯伦贝谢公司，担任高级化学工程师

。自此在斯伦贝谢公司的南美和北美地区担任

过运营、工程和技术管理方面的多个职务。持

有多项专利，并在多家出版物发表过界面现象

和储层增产技术方面的论文。

Alexandre Z. I. Pereira，巴西石油公司里约

热内卢油井工程小组顾问、化学处理专家。

1987年加入巴西石油公司，就职于坎普斯盆

地作业组，之后调职到里约热内卢作业组，在

巴西石油公司研发中心推动了完井、防腐、除

垢和增产项目的发展。SPE会员，取得了里约

热内卢州立大学化学工程理学学士学位和化学

工科硕士学位。

Benny Poedjono，斯伦贝谢公司北美海上勘

测与风险管理经理、驻德克萨斯州舒格兰市井

筒定位油田数据技术顾问工程师。1982年加

入公司担任电缆测试现场工程师，先后在22个

国家担任管理、技术支持和业务拓展等职务。

过去10年，Benny一直致力于先进的测井技术

和防碰管理。持有多项专利和商业机密，发表

30多篇技术论文。取得了印度尼西亚万隆理工

学院电子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Mahmut Sengul，斯伦贝谢公司驻休斯顿生

产技术顾问。1997年加入公司，担任驻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油藏解决方案经理，期间参加了

提高原油采收率项目的设计。之后担任斯伦贝

谢中东碳服务公司副总裁。加入斯伦贝谢公司

之前，先后效力于土耳其石油公司、美孚石油

公司和阿布扎比陆上石油公司（ADCO）。取

得了土耳其安卡拉中东技术大学石油工程理学

学士学位和油藏工程理学硕士学位。

Fernanda Tellez Cisneros，斯伦贝谢公司驻

墨西哥比亚赫尔摩萨基岩酸化、酸化压裂、水

力压裂高级设计工程师。2007年参加工作，

担任修井现场工程师。取得了墨西哥蒙特雷科

技大学化学工程理学学士学位。

E. William Worthington，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地质灾害科学中

心地磁观测站运行地球物理学家。1988年开

始效力于USGS。期间，曾担任苏联科学院访

问学者、费尔班克斯市阿拉斯加大学地球物理

研究所研究员、USGS费尔班克斯大学地磁观

测站站长。取得了美国图森市亚利桑那大学地

球科学理学学士学位、戈登市科罗拉多矿业大

学地球物理学理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表示斯伦贝谢公司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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