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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UMNCOLUMN
暑假作业是采风暑假作业是采风

   几场台风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带走了稍些夏季的暑气。立秋之后，广州   几场台风匆匆的来，又匆匆的走，带走了稍些夏季的暑气。立秋之后，广州

的天气竟真的不那么酷暑难耐，不经意的暴雨过后，平添了许多秋意。的天气竟真的不那么酷暑难耐，不经意的暴雨过后，平添了许多秋意。

    听播客里讲，日本中小学生会被布置一门特殊的暑假作业：做一份自由研究。    听播客里讲，日本中小学生会被布置一门特殊的暑假作业：做一份自由研究。

这是个由学生自主寻找主题，实现深度研究的过程。播客里面提到，有人的主这是个由学生自主寻找主题，实现深度研究的过程。播客里面提到，有人的主

题是：《季风题是：《季风 ——as always——as always》，意思是每到暑假就会研究季风；《计算心理学》，意思是每到暑假就会研究季风；《计算心理学

视角下的不平等与幸福感》、视角下的不平等与幸福感》、  《甲醇重整制氢燃料电池模电及设计》《甲醇重整制氢燃料电池模电及设计》;; 也有一些也有一些

明显逗乐的内容：比如《在咖啡馆养猪的可行性》、《炸薯片的放射性测定》、明显逗乐的内容：比如《在咖啡馆养猪的可行性》、《炸薯片的放射性测定》、

《锁骨显形计划》。《锁骨显形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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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组里由于项目需要，男生们几乎全部出动，分头前往各个不同类型的   今年，组里由于项目需要，男生们几乎全部出动，分头前往各个不同类型的

采样点，采集大气样品。这怎么不算采风呢！同做大气采样的我也给老师们申采样点，采集大气样品。这怎么不算采风呢！同做大气采样的我也给老师们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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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了想去学习一下，在高温假初就麻溜的跟着我同门带领的队伍体验了一把。  请了想去学习一下，在高温假初就麻溜的跟着我同门带领的队伍体验了一把。  

出野外这份工作本就辛苦，需要力气大耐力足的男生们担起重任，也多亏他们出野外这份工作本就辛苦，需要力气大耐力足的男生们担起重任，也多亏他们

贡献力量组里项目才能正常运转。贡献力量组里项目才能正常运转。

   采集大气样品格外需要看老天爷的面子，一旦下雨就没法开展，错过了这个   采集大气样品格外需要看老天爷的面子，一旦下雨就没法开展，错过了这个

日期的样品在时间序列上很难补上。采样那天，广州的小雨若有若无，但天上日期的样品在时间序列上很难补上。采样那天，广州的小雨若有若无，但天上

的雷声倒是不停，我们趁着雨停的片刻，马上支棱起采样的伸缩杆，打开泵，的雷声倒是不停，我们趁着雨停的片刻，马上支棱起采样的伸缩杆，打开泵，

开始计时。采到一半，雷声越发紧密，我们看看旁边楼顶的避雷针，又看看伸开始计时。采到一半，雷声越发紧密，我们看看旁边楼顶的避雷针，又看看伸

缩杆的高度，都捏了把汗。该死！这典型的教科书版引雷！雨又下起来，建初缩杆的高度，都捏了把汗。该死！这典型的教科书版引雷！雨又下起来，建初

马上安排：“快拿伞给仪器打上！”大家心知肚明，人淋点雨可没啥，这仪器马上安排：“快拿伞给仪器打上！”大家心知肚明，人淋点雨可没啥，这仪器

要是进水，采不了样，才是最大的损失。在反复紧张的情绪中，采样时间过的要是进水，采不了样，才是最大的损失。在反复紧张的情绪中，采样时间过的

格外快，雨也停了，第一个点的采样就这样顺利结束。格外快，雨也停了，第一个点的采样就这样顺利结束。

同门建初在进行采样记录同门建初在进行采样记录

    我们又一刻不停的前往下一个背景采样点，小雨又下起来，经过第一个点    我们又一刻不停的前往下一个背景采样点，小雨又下起来，经过第一个点

的采样，我已经知道步骤是怎样了，我们三人又快又好的采完了这个点的样品。的采样，我已经知道步骤是怎样了，我们三人又快又好的采完了这个点的样品。

我们紧赶慢赶的前往最后一个采样点，此刻天空已经完全放晴，进了山里，空我们紧赶慢赶的前往最后一个采样点，此刻天空已经完全放晴，进了山里，空

气都显得清新许多，雨后的天空太阳辐射格外强烈，晃的人睁不开眼，两位男气都显得清新许多，雨后的天空太阳辐射格外强烈，晃的人睁不开眼，两位男

生纷纷穿戴上防晒服和帽子。采样等待过程中，极目远眺，绿色绵延直到山的生纷纷穿戴上防晒服和帽子。采样等待过程中，极目远眺，绿色绵延直到山的

那头。我们来的这面山恰好是鲜有人烟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居民居住的地方，那头。我们来的这面山恰好是鲜有人烟的一面，而另一面则是居民居住的地方，

据说已经开发了许多的民宿和农家乐。    据说已经开发了许多的民宿和农家乐。    



   除了大气采样之外，本期跬步集还有李静师姐团队的树   除了大气采样之外，本期跬步集还有李静师姐团队的树

轮采样经历，照片之丰富，恍如自己也置身丛林中。还有轮采样经历，照片之丰富，恍如自己也置身丛林中。还有

扬之师兄浅谈扬之师兄浅谈 PCAPCA 和和 PCoAPCoA 等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语言等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语言

易懂，非专业相关也读起来毫无压力，只不过我相信除了易懂，非专业相关也读起来毫无压力，只不过我相信除了

用女性身材样貌举例之外，还应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用女性身材样貌举例之外，还应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终点不是奖励，这个旅程才是奖励。只有这样想，才能   终点不是奖励，这个旅程才是奖励。只有这样想，才能

抓住每一个自由的瞬间。自由研究的过程是奖励，研究季抓住每一个自由的瞬间。自由研究的过程是奖励，研究季

风是，夏季采风也是。把实现研究目标的幸福感融入在每风是，夏季采风也是。把实现研究目标的幸福感融入在每

分每秒，怎么还会觉得辛苦呢。分每秒，怎么还会觉得辛苦呢。

                                           主编雨薇                                           主编雨薇

终 点 不 是 奖 励， 这终 点 不 是 奖 励， 这
个旅程才是奖励。个旅程才是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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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李静

TRAVELTRAVEL
《2022 年的夏天》之野外考察录《2022 年的夏天》之野外考察录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持续高温，酷暑难耐，是我国近50年以来最热的夏天。    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持续高温，酷暑难耐，是我国近50年以来最热的夏天。

就在这样一个季节，课题组的野外考察活动按期启动了。就在这样一个季节，课题组的野外考察活动按期启动了。

   7 月初，森林考察小组自广州南下，依次奔赴中山、珠海和汕头等地，于山   7 月初，森林考察小组自广州南下，依次奔赴中山、珠海和汕头等地，于山

林间、海岛上和森林中开启了热火朝天的考察之旅。第一次组织野外考察的我，林间、海岛上和森林中开启了热火朝天的考察之旅。第一次组织野外考察的我，

内心忐忑，生怕考虑不周，于是在出发前两周，就开始搜集安全、急救等野外内心忐忑，生怕考虑不周，于是在出发前两周，就开始搜集安全、急救等野外

考察相关的注意事项，整理成册，并逐条准备。考察相关的注意事项，整理成册，并逐条准备。

    8 日一早，考察小组整装出发，中午前顺利抵达考察的第一站：中山市长    8 日一早，考察小组整装出发，中午前顺利抵达考察的第一站：中山市长



跟着向导进山跟着向导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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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这里位于闹市区的僻静处，大大小小的山林，给人一种回归田园的感觉。江村。这里位于闹市区的僻静处，大大小小的山林，给人一种回归田园的感觉。

向导，是进山的重中之重，经过一番寻找和攀谈，我们找到了和蔼的陆阿叔。向导，是进山的重中之重，经过一番寻找和攀谈，我们找到了和蔼的陆阿叔。

陆阿叔是广西人，在中山打工很多年。阿叔屋后的山坡上，有我们要找的树木，陆阿叔是广西人，在中山打工很多年。阿叔屋后的山坡上，有我们要找的树木，

大家小试牛刀，上去探查了一番。但由于准备不足，孙彦敏老师的鞋在下坡时大家小试牛刀，上去探查了一番。但由于准备不足，孙彦敏老师的鞋在下坡时

开胶掉底，而他备用的只有一双凉鞋，于是孙老师仅靠一双凉鞋撑过了当天的开胶掉底，而他备用的只有一双凉鞋，于是孙老师仅靠一双凉鞋撑过了当天的

考察。考察。

和我们聊天的陆阿叔和我们聊天的陆阿叔



帅气的孙老师帅气的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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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我们 2 点正式上山，我们一行人在山坡上曲折行进。遇到的松树树龄都  下午我们 2 点正式上山，我们一行人在山坡上曲折行进。遇到的松树树龄都

不是很大，木质很硬。大家头戴防蛇斗笠或防晒帽，喷着驱蚊水和驱蛇灵，一不是很大，木质很硬。大家头戴防蛇斗笠或防晒帽，喷着驱蚊水和驱蛇灵，一

路用木棍敲敲打打，生怕蛇出没。阿叔笑我们太谨慎，一边和我们聊着天，一路用木棍敲敲打打，生怕蛇出没。阿叔笑我们太谨慎，一边和我们聊着天，一

边拿着砍柴刀在前面开路。荆棘丛生的山林里，砍柴刀是必备工具，还好出发边拿着砍柴刀在前面开路。荆棘丛生的山林里，砍柴刀是必备工具，还好出发

前李军老师和孙老师都有叮嘱。为了防蚊虫蛇蚁等，每个人都长裤长衫，除了前李军老师和孙老师都有叮嘱。为了防蚊虫蛇蚁等，每个人都长裤长衫，除了

扬之，这个号称山里长大的孩子，偏爱牛仔短裤。扬之，这个号称山里长大的孩子，偏爱牛仔短裤。

   越往上走山路越崎岖陡峭，我们只好沿小溪而上。山里的小溪，没有在我的   越往上走山路越崎岖陡峭，我们只好沿小溪而上。山里的小溪，没有在我的

预料中，却平添一种乐趣。溪边没有平坦的岸，开始还能踩着石头前进，做到“人预料中，却平添一种乐趣。溪边没有平坦的岸，开始还能踩着石头前进，做到“人

在河中走，却能不湿鞋”，后面却只能蹚水而行，登山鞋便浸成了水鞋。这时在河中走，却能不湿鞋”，后面却只能蹚水而行，登山鞋便浸成了水鞋。这时

候最开心的是孙老师，凉鞋完胜！水很急，溪路很坎坷，为了保持平衡不摔倒，候最开心的是孙老师，凉鞋完胜！水很急，溪路很坎坷，为了保持平衡不摔倒，

脚腕默默的扛下了所有。就这样一路踉踉跄跄，我们逐渐接近山顶。山势变得脚腕默默的扛下了所有。就这样一路踉踉跄跄，我们逐渐接近山顶。山势变得

愈发陡峭，我们真的变成了爬山，手脚并用的攀爬，坡上的藤枝成了我们的救愈发陡峭，我们真的变成了爬山，手脚并用的攀爬，坡上的藤枝成了我们的救

命稻草。终于能直立行走了，孙老师喊着一声“快走！”，只见他深一脚浅一命稻草。终于能直立行走了，孙老师喊着一声“快走！”，只见他深一脚浅一

脚地快速前行，原来路上有火蚁出没。这时孙老师的凉鞋，扬之的七分裤……脚地快速前行，原来路上有火蚁出没。这时孙老师的凉鞋，扬之的七分裤……

酷酷的黄师傅酷酷的黄师傅

   在山顶完成考察后，大家筋疲力竭，天也快黑了。我们抓紧时间，顺溪而下。   在山顶完成考察后，大家筋疲力竭，天也快黑了。我们抓紧时间，顺溪而下。

孙老师走在最前面，不慎一脚踩空，扭伤了脚，大家赶忙上前搀扶。还好没有孙老师走在最前面，不慎一脚踩空，扭伤了脚，大家赶忙上前搀扶。还好没有

很严重，使用备好的跌打损伤喷雾进行了简单处理后，我们继续赶路。终于顺很严重，使用备好的跌打损伤喷雾进行了简单处理后，我们继续赶路。终于顺

利下了山，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山脚水田边，有很多蜂箱，大家悄悄快利下了山，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山脚水田边，有很多蜂箱，大家悄悄快

速走过，不成想还是惊动了蜜蜂。黄小明师傅走在最后，被蛰伤了手臂。我们速走过，不成想还是惊动了蜜蜂。黄小明师傅走在最后，被蛰伤了手臂。我们

赶紧做了急救处理：酒精湿巾消毒，镊子夹出蜂针，挤出毒液，涂抹风油精。赶紧做了急救处理：酒精湿巾消毒，镊子夹出蜂针，挤出毒液，涂抹风油精。

然而，黄师傅的手臂还是肿了一大块，只能等其慢慢消解。然而，黄师傅的手臂还是肿了一大块，只能等其慢慢消解。



考察记录考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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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收拾得当，回到车里之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找到旅店，短暂的换装   一切收拾得当，回到车里之后，大家才松了一口气。找到旅店，短暂的换装

休整，吃完晚饭已是 9 点多了。大家穿着旅店的一次性拖鞋，急急忙忙冲到快休整，吃完晚饭已是 9 点多了。大家穿着旅店的一次性拖鞋，急急忙忙冲到快

打烊的商场，每人买了一双速干鞋。回想这一天：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发，略显打烊的商场，每人买了一双速干鞋。回想这一天：雄赳赳气昂昂的出发，略显

狼狈的结束，还好考察任务顺利完成，一切值了。狼狈的结束，还好考察任务顺利完成，一切值了。

   中山考察任务完成的第二天，我们便直奔珠海香洲港，向东澳岛进发。在香   中山考察任务完成的第二天，我们便直奔珠海香洲港，向东澳岛进发。在香

洲港码头，真正体验了盛夏的骄阳似火。没有想象中的浪花一朵朵，只有走向洲港码头，真正体验了盛夏的骄阳似火。没有想象中的浪花一朵朵，只有走向

码头那两百米的暴晒。在高温的水泥地面与火辣阳光的双重炙烤下，我们犹如码头那两百米的暴晒。在高温的水泥地面与火辣阳光的双重炙烤下，我们犹如

行走在火焰山中的取经人。尽管如此，游客们上岛的热情丝毫不减，一艘大船，行走在火焰山中的取经人。尽管如此，游客们上岛的热情丝毫不减，一艘大船，

座无虚席。在海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东澳岛。座无虚席。在海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抵达东澳岛。

珠海香洲港码头风景珠海香洲港码头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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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疫情原因，除了本岛居民，其他人都要进行严格报备。滞留码头的游客   由于疫情原因，除了本岛居民，其他人都要进行严格报备。滞留码头的游客

多有急躁和埋怨之声，还好详细报备之后，顺利登岛。岛上的交通工具，只有多有急躁和埋怨之声，还好详细报备之后，顺利登岛。岛上的交通工具，只有

电瓶车，景区常见的那种，上车十元，远的地方二三十。岛上的人说，是为了电瓶车，景区常见的那种，上车十元，远的地方二三十。岛上的人说，是为了

保护环境，所以很少有烧油的车。这项措施很有远见，必须点赞，不过费用确保护环境，所以很少有烧油的车。这项措施很有远见，必须点赞，不过费用确

实高了些。实高了些。

东澳岛最繁华的街道东澳岛最繁华的街道

   岛上最多的树种叫木麻黄，酷似松树，对气候变化不敏感，没有年轮，木质   岛上最多的树种叫木麻黄，酷似松树，对气候变化不敏感，没有年轮，木质

很硬。松树在岛上很少见，且由于松线虫和海风常年的侵蚀，树龄超过很硬。松树在岛上很少见，且由于松线虫和海风常年的侵蚀，树龄超过 2020 年的年的

更是罕见。在岛上蜜月阁附近，就有分布着一些更是罕见。在岛上蜜月阁附近，就有分布着一些 10-2010-20 年的松树，但是有些已经年的松树，但是有些已经

枯死。而枯倒的树，被虫蚁啃食，早已中空。枯死。而枯倒的树，被虫蚁啃食，早已中空。

枯倒的马尾松枯倒的马尾松 被暴风雨折断的臂膀被暴风雨折断的臂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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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澳岛是以旅游为特色的岛屿，沿海的路都修的很好，维护的也好。只是施   东澳岛是以旅游为特色的岛屿，沿海的路都修的很好，维护的也好。只是施

如旅店、沙滩等的旅游设施还比较少。如旅店、沙滩等的旅游设施还比较少。

   上岛后，会有一种淡水危机感，一方面是矿泉水卖的更贵，另一方面是岛上   上岛后，会有一种淡水危机感，一方面是矿泉水卖的更贵，另一方面是岛上

更热、辐射更强，早上一出门便是汗流浃背。由于缺乏经验，上岛第二天出门，更热、辐射更强，早上一出门便是汗流浃背。由于缺乏经验，上岛第二天出门，

每人只带了一瓶 500ml 的水，结果不到两小时，水已喝完。而岛上除了港口处，每人只带了一瓶 500ml 的水，结果不到两小时，水已喝完。而岛上除了港口处，

基本没有商店和自动贩卖机。大家还是坚持把岛的东海岸考察完后才回去补充基本没有商店和自动贩卖机。大家还是坚持把岛的东海岸考察完后才回去补充

水分。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高温天气，体内水分大量流失后，不仅要水分。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是：高温天气，体内水分大量流失后，不仅要

喝水，更要喝运动饮料，补充微量元素。可是我后知后觉，直到下了岛，大家喝水，更要喝运动饮料，补充微量元素。可是我后知后觉，直到下了岛，大家

体力不支，才意识到这一点，真是汗颜。体力不支，才意识到这一点，真是汗颜。

劳动前的清新照劳动前的清新照

岛上的天涯海角岛上的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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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行人又当起了背包客，徒步 3小时，完成了西海岸的考察。虽然没   下午，一行人又当起了背包客，徒步 3小时，完成了西海岸的考察。虽然没

有找到目标树种，但是被沿途的海景所征服，西海岸全是石子路、石阶，游客很少，有找到目标树种，但是被沿途的海景所征服，西海岸全是石子路、石阶，游客很少，

幽静美好。扬之、建初和我看见什么都新奇，一路走走停停。黄师傅怕天黑前幽静美好。扬之、建初和我看见什么都新奇，一路走走停停。黄师傅怕天黑前

走不回大路，便一路前行，让我们不得不追赶他的脚步。在东澳岛上，有很多蛇，走不回大路，便一路前行，让我们不得不追赶他的脚步。在东澳岛上，有很多蛇，

甚至有眼镜蛇等毒蛇，一般白天还比较安全，但太阳下山后，西海岸的安静小甚至有眼镜蛇等毒蛇，一般白天还比较安全，但太阳下山后，西海岸的安静小

路上就会有蛇出没了。大家去东澳岛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路上就会有蛇出没了。大家去东澳岛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

劳动照劳动照 忙碌完之后的星辰与大海忙碌完之后的星辰与大海

西海岸的石阶路西海岸的石阶路西海岸的夕阳西海岸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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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想静静的看着只想静静的看着

   海岛生态与陆地有很大不同，各种新奇的花花草草，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花   海岛生态与陆地有很大不同，各种新奇的花花草草，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花

蜘蛛和人面蜘蛛。开始只在路边看到花蜘蛛，张牙舞爪的腿、凶猛的花纹，活蜘蛛和人面蜘蛛。开始只在路边看到花蜘蛛，张牙舞爪的腿、凶猛的花纹，活

脱脱的恐怖片，让人不由得退避三舍。后来在西海岸又发现了人面蜘蛛，当你脱脱的恐怖片，让人不由得退避三舍。后来在西海岸又发现了人面蜘蛛，当你

被海景迷住，忍不住向前远眺时，人面蜘蛛的出现会令你望而却步。建初师弟被海景迷住，忍不住向前远眺时，人面蜘蛛的出现会令你望而却步。建初师弟

童心未泯，遇到大蜘蛛时，他总要上前端详，还要再拿个树枝去戳。童心未泯，遇到大蜘蛛时，他总要上前端详，还要再拿个树枝去戳。

花蜘蛛花蜘蛛

人面蜘蛛人面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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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用树枝戳蜘蛛的建初师弟正在用树枝戳蜘蛛的建初师弟 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花？

   上岛第三天，考察了码头对面的山，至此，我们的足迹遍布了东澳岛。下午   上岛第三天，考察了码头对面的山，至此，我们的足迹遍布了东澳岛。下午

大气监测站的运维工程师梁工上岛，带我们去参观了站点。监测站位于岛东部大气监测站的运维工程师梁工上岛，带我们去参观了站点。监测站位于岛东部

的山顶上，求子泉附近，位置绝佳，很是适合作为珠三角观测的海上背景站。的山顶上，求子泉附近，位置绝佳，很是适合作为珠三角观测的海上背景站。

帮平阳拍了站点的八方位图后，便下了山。与岛上的老乡和做绿化的工人聊天，帮平阳拍了站点的八方位图后，便下了山。与岛上的老乡和做绿化的工人聊天，

才知道，为了避开高温暴晒，他们都是早上四五点开工，上午十点便收工。而才知道，为了避开高温暴晒，他们都是早上四五点开工，上午十点便收工。而

我们都是每天八点出工，看来真是赶了个晚班。我们都是每天八点出工，看来真是赶了个晚班。

东澳岛大气监测站东澳岛大气监测站

    第四天一早坐船出岛，下船后，大家普遍状态不佳。幸运的是，终于有车坐了。    第四天一早坐船出岛，下船后，大家普遍状态不佳。幸运的是，终于有车坐了。

刚要出发，车子却打不着火，检查之后才发现是电池问题。孙老师比较有经验，刚要出发，车子却打不着火，检查之后才发现是电池问题。孙老师比较有经验，

找了停车场的保安帮忙搭线，才顺利启动。可刚出了码头，车又熄火了！堵在找了停车场的保安帮忙搭线，才顺利启动。可刚出了码头，车又熄火了！堵在

路中央，我们急忙下去推车，并对后面的车表示歉意。意外的是，路上竟没有路中央，我们急忙下去推车，并对后面的车表示歉意。意外的是，路上竟没有

一辆车按喇叭，甚是感激。后来了解到，珠海为打造旅游城市，规定不能鸣笛，一辆车按喇叭，甚是感激。后来了解到，珠海为打造旅游城市，规定不能鸣笛，

必须点一波赞。还好前面不远处就能停车，找了路人一起帮忙，才把车推进停必须点一波赞。还好前面不远处就能停车，找了路人一起帮忙，才把车推进停

车场。再联系附近的修车厂，送电池过来，问题最终解决。车场。再联系附近的修车厂，送电池过来，问题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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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野外考察，经历宝贵，长见识，长经验，团队协作，互帮互助。人晒黑了，这一次野外考察，经历宝贵，长见识，长经验，团队协作，互帮互助。人晒黑了，

身体也更健康了。身体的维生素身体也更健康了。身体的维生素 DD 指标从指标从 4040 飙升到飙升到 120120，妈妈再也不用督促我，妈妈再也不用督促我

晒太阳了。之前还有键盘手（腱鞘炎），竟也奇迹般的好了。每天早早出门，晒太阳了。之前还有键盘手（腱鞘炎），竟也奇迹般的好了。每天早早出门，

晚上忙完倒头便睡，甚是充实。现在觉着，每个搞科研的人，每年都应至少来晚上忙完倒头便睡，甚是充实。现在觉着，每个搞科研的人，每年都应至少来

一次野外考察，让身体有个大的调整。一次野外考察，让身体有个大的调整。

          出野外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赘述，流水账就写到这里吧。这个夏天采出野外的故事还有很多，不再一一赘述，流水账就写到这里吧。这个夏天采

样的伙伴们，多多给雨薇投稿吧。样的伙伴们，多多给雨薇投稿吧。

正在给电池拍照的黄师傅正在给电池拍照的黄师傅



1414

莫扬之莫扬之

ANALYSISANALYSIS
从冗余到精华，典型降维分析在从冗余到精华，典型降维分析在
数据分析中的应用：数据分析中的应用：
以 PCA，PCoA 和 NMDS 为例以 PCA，PCoA 和 NMDS 为例

              随着分析技术的发展，我们通过各种先进分析技术获得的数据量也日益增长，随着分析技术的发展，我们通过各种先进分析技术获得的数据量也日益增长，

数据和信息过度复杂是分析处理多变量数据最大的挑战。例如，若数据集有数据和信息过度复杂是分析处理多变量数据最大的挑战。例如，若数据集有 2020
个变量，如何了解其中所有的交互关系呢？高中数学排列组合的章节告诉我们，个变量，如何了解其中所有的交互关系呢？高中数学排列组合的章节告诉我们，

当试图理解各个变量与其它变量的关系时，将需要考虑当试图理解各个变量与其它变量的关系时，将需要考虑 C(20,2) = 190C(20,2) = 190 对相互关对相互关

系，需强调这仅仅只有系，需强调这仅仅只有 2020 个变量，就有如此复杂且刺激的相互关系！在日常的个变量，就有如此复杂且刺激的相互关系！在日常的

多变量数据分析中，通过描述每个变量的属性，以反映数据整体特征是不太行多变量数据分析中，通过描述每个变量的属性，以反映数据整体特征是不太行

得通的事情。这时候就要引入降维的思想，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及探索其内在规得通的事情。这时候就要引入降维的思想，对数据进行分析以及探索其内在规

律。对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使用的降维分析手段有多种，本文以最为常见的律。对庞大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使用的降维分析手段有多种，本文以最为常见的

PCAPCA，，PCoAPCoA 和和 NMDSNMDS 为例进行简单的介绍。为例进行简单的介绍。

1. 主成分分析1.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PCAPCA）是基于特征向量的线性无）是基于特征向量的线性无

约束排序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数据降维技巧，能够将大量相关变量转化为一组约束排序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数据降维技巧，能够将大量相关变量转化为一组

不相关变量，这些无关变量称为主成分（不相关变量，这些无关变量称为主成分（Principal ComponentPrincipal Component，，PCPC），可用于替），可用于替

代原始的大量相关变量，进而简化分析过程。例如，使用代原始的大量相关变量，进而简化分析过程。例如，使用 PCAPCA 将将 2020 个相关的个相关的

变量（其中可能存在冗余）分解为变量（其中可能存在冗余）分解为 2-32-3 个无关的主成分，并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个无关的主成分，并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

据集的信息，通过这据集的信息，通过这 2-32-3 个主成分即可有效判断所有变量的潜在结构，以及表征个主成分即可有效判断所有变量的潜在结构，以及表征

样本的特征。因此在多元统计中，样本的特征。因此在多元统计中，PCAPCA 应用非常广泛。应用非常广泛。

          下面以选美选秀为例子，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主成分分析，为了通俗易懂，下面以选美选秀为例子，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主成分分析，为了通俗易懂，

其中有些解释可能不太符合其中有些解释可能不太符合 PCAPCA 的数学原理，但大差不差。的数学原理，但大差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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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一个典型直观的 PCA 分析例子图 1：一个典型直观的 PCA 分析例子

            如图如图 11 所示，平时在观看各种选秀选美节目的时候，网络上对每位选手的所示，平时在观看各种选秀选美节目的时候，网络上对每位选手的

评价就是各种变量，如大眼睛、皮肤白、大饼脸和大长腿等等。那么将这些观评价就是各种变量，如大眼睛、皮肤白、大饼脸和大长腿等等。那么将这些观

测变量（测变量（X1-X10X1-X10）进行线性组合，并按照主成分所解释的方差排序，我们就可）进行线性组合，并按照主成分所解释的方差排序，我们就可

以选取其中方差解释率最大的成分以选取其中方差解释率最大的成分 (PC)(PC) 以代表这些观测变量之间的复杂线性关以代表这些观测变量之间的复杂线性关

系。而在这个选美的例子中，系。而在这个选美的例子中，1010 个观测变量则可以压缩为代表身材的个观测变量则可以压缩为代表身材的 PC1PC1，和，和

代表容貌的代表容貌的 PC2PC2。其实当这些信息进入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我们也通过这些变。其实当这些信息进入我们的大脑的时候，我们也通过这些变

量的进行一个组合，大致判断选手们长得好不好看，身材标不标准，这其实就量的进行一个组合，大致判断选手们长得好不好看，身材标不标准，这其实就

是是 PCAPCA 最为原始的思想起源。最为原始的思想起源。

       PCA       PCA的算法在本文就不过多描述，简单答的说，就是以尽量少的主成分（的算法在本文就不过多描述，简单答的说，就是以尽量少的主成分（PCPC））
构建一个新的坐标体系，使得样本在新坐标体系上的投影最大，如下图所示。构建一个新的坐标体系，使得样本在新坐标体系上的投影最大，如下图所示。

图 2. PCA 分析的主成分坐标旋转思想，其中 X1 和 X1 为原始坐标，图 2. PCA 分析的主成分坐标旋转思想，其中 X1 和 X1 为原始坐标，
Y1 和 Y2 为旋转后构建的新主成分坐标Y1 和 Y2 为旋转后构建的新主成分坐标



            对一般的数据而言，对一般的数据而言，PCAPCA 分析主要有两个应用，其一为观察研究样本的相似分析主要有两个应用，其一为观察研究样本的相似

或相异程度，简单的来说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新的主成分坐标对所研究的样本（样或相异程度，简单的来说简而言之就是通过新的主成分坐标对所研究的样本（样

品）进行分类。我们继续以上面选秀选美为例子。我们对六位选手的品）进行分类。我们继续以上面选秀选美为例子。我们对六位选手的 X1-X10X1-X10 特特

征进行了征进行了 PCAPCA 分析，并且将这六位选手在新主成分对应的坐标重新投影画图。分析，并且将这六位选手在新主成分对应的坐标重新投影画图。

通过观察研究六位选手在通过观察研究六位选手在 PCPC 轴上的投影（坐标点）差异，我们就可以将选手们轴上的投影（坐标点）差异，我们就可以将选手们

进行简单的划分。例如下图所示，通过这个简单的进行简单的划分。例如下图所示，通过这个简单的 PCAPCA 分析，大致上我们可以分析，大致上我们可以

发现女神级别的选手会聚在右上角，而如花级别的选手则在集中于左下角。将发现女神级别的选手会聚在右上角，而如花级别的选手则在集中于左下角。将

研究样本在研究样本在 PCPC 轴上进行投影，其实就是在新体系（轴上进行投影，其实就是在新体系（PCPC 轴）中对研究样本进行轴）中对研究样本进行

评价，因此这种图也很形象的被称为得分图（评价，因此这种图也很形象的被称为得分图（score plotscore plot）。）。

图 3：典型 PCA 分析得分图图 3：典型 PCA 分析得分图

     PCA     PCA 分析的第二个应用就是描述变量结构，即压缩变量和研究原始变量与分析的第二个应用就是描述变量结构，即压缩变量和研究原始变量与

PCPC 轴的相关性。我们同样以上述的选美选秀为例子进行一个通俗简单的讲解。轴的相关性。我们同样以上述的选美选秀为例子进行一个通俗简单的讲解。

选手们的选手们的 X1-X10X1-X10 变量其实都可以视为一个坐标体系（即一个箭头），但是由于变量其实都可以视为一个坐标体系（即一个箭头），但是由于

以以 1010 个变量来对选手们进行一一对比划分是一件十分复杂且费神的事，这时候个变量来对选手们进行一一对比划分是一件十分复杂且费神的事，这时候

就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同类归一压缩，提取其中的精华。在就有必要对这些变量进行同类归一压缩，提取其中的精华。在 PCAPCA 分析中，对分析中，对

多个变量进行压缩的关键，就是找出与变量直接的相关关系，用少数几个多个变量进行压缩的关键，就是找出与变量直接的相关关系，用少数几个 PCAPCA
主成分集合来代替其中高度相关的变量，并用作进一步的分析。在主成分集合来代替其中高度相关的变量，并用作进一步的分析。在 PCAPCA 的载荷的载荷

图（图（loading plotloading plot）中，可以通过变量箭头的长度和与）中，可以通过变量箭头的长度和与 PCPC 轴之间的夹角，来判轴之间的夹角，来判

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在我们的例子中，断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在我们的例子中，A4A4 腰、大长腿、水桶腰和腰、大长腿、水桶腰和

200kg200kg 这四个变量被压缩为了这四个变量被压缩为了 PC1PC1（身材），而大眼睛、皮肤白、月球皮肤和大（身材），而大眼睛、皮肤白、月球皮肤和大

饼脸则被精华简化为了饼脸则被精华简化为了 PC2PC2（容貌）。一般来说，变量与（容貌）。一般来说，变量与 PCPC 轴的夹角为锐角，轴的夹角为锐角，

则说明他们之间为正相关。例如下图中则说明他们之间为正相关。例如下图中 PC2PC2 与眼睛和皮肤白的夹角为锐角，则与眼睛和皮肤白的夹角为锐角，则

说明容貌漂亮的人往往是大眼睛和皮肤白的；反之，夹角若为钝角，则表示他说明容貌漂亮的人往往是大眼睛和皮肤白的；反之，夹角若为钝角，则表示他

们之间为负相关，例如们之间为负相关，例如 PC1PC1 与水桶腰的夹角成钝角，则说明身材差的人往往与水桶腰的夹角成钝角，则说明身材差的人往往 1616



都拥有水桶腰。同样，图中变量之间夹角的角度也可以应用于研究各个变量之都拥有水桶腰。同样，图中变量之间夹角的角度也可以应用于研究各个变量之

间的相关关系。图中间的相关关系。图中 A4A4 腰与大长腿的夹角成锐角，则说明腰与大长腿的夹角成锐角，则说明 A4A4 腰的人往往拥有腰的人往往拥有

着大长腿（只是举例说明，不代表实际情况）；着大长腿（只是举例说明，不代表实际情况）；A4A4 腰与腰与 200kg200kg 几乎为几乎为 180°180°，这，这

就说明这两个特征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同时出现，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存在。就说明这两个特征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可能同时出现，两者是相互矛盾的存在。

上述的夹角理论除了可以应用于上述的夹角理论除了可以应用于 PCAPCA 分析之外，其实在多维分析，如分析之外，其实在多维分析，如 PCoAPCoA，，

NMDSNMDS 和和 RDARDA 分析中均大差不差。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画图分析的过程中，分析中均大差不差。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画图分析的过程中，

可能存在着使用不同标尺的情况，使得夹角还有箭头的含义有所不同。可能存在着使用不同标尺的情况，使得夹角还有箭头的含义有所不同。

图 4. 典型 PCA 分析载荷图图 4. 典型 PCA 分析载荷图

      PCA      PCA 分析除了可以对样本内在变量进行压缩简化，并且进行分类之外，还可分析除了可以对样本内在变量进行压缩简化，并且进行分类之外，还可

以将主成分与环境（外部）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厘清样本属性与环境变量之间以将主成分与环境（外部）变量进行相关分析，厘清样本属性与环境变量之间

的关系。我们还是以上述的选美选秀为例子，以收入水平为典型环境变量（红的关系。我们还是以上述的选美选秀为例子，以收入水平为典型环境变量（红

色虚线），将其拟合至色虚线），将其拟合至 PCAPCA 分析的坐标体系中，通过下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分析的坐标体系中，通过下图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女神们的收入水平往往会更高。然而，在现实分析中，有很多人往往会将环境女神们的收入水平往往会更高。然而，在现实分析中，有很多人往往会将环境

变量（本例子的收入水平）与内部属性变量（本例中的变量（本例子的收入水平）与内部属性变量（本例中的 A4A4 腰、皮肤白和大眼睛腰、皮肤白和大眼睛

等）全部打包到一起，进行等）全部打包到一起，进行 PCAPCA 分析。这样是否可行，结论是否可靠，往往就分析。这样是否可行，结论是否可靠，往往就

没那么多人考虑了。没那么多人考虑了。

2. 主坐标分析2. 主坐标分析
          主坐标分析（主坐标分析（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Principal Coordinates Analysis，，PCoAPCoA）是一种探索和可视化数）是一种探索和可视化数

据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方法，这其实就是类似于据相似性或相异程度的方法，这其实就是类似于PCAPCA分析的第一个应用，即分类。分析的第一个应用，即分类。

虽然名称和功能与虽然名称和功能与 PCAPCA 分析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与分析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它与 PCAPCA 分析在数据处理思分析在数据处理思

想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个差异在于想上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这个差异在于 PCAPCA 分析注重于寻找能最大程度反应分析注重于寻找能最大程度反应

样本规律的坐标系，研究样本在新坐标系上的相对位置；而样本规律的坐标系，研究样本在新坐标系上的相对位置；而 PCoAPCoA 分析则更强分析则更强

调样本之间的距离，其在新坐标上的投影实际上是样本之间的距离投影。调样本之间的距离，其在新坐标上的投影实际上是样本之间的距离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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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与环境变量进行拟合的 biplot PCA 图图 5. 与环境变量进行拟合的 biplot PCA 图

          简单的说，如果将每个样本看成空间中的一个小球，小球在空间中根据相似简单的说，如果将每个样本看成空间中的一个小球，小球在空间中根据相似

程度分布，程度分布，PCAPCA分析就如同拿着一盏灯照向这些小球，分析就如同拿着一盏灯照向这些小球，  将小球投影在一个平面上。将小球投影在一个平面上。

不断调整光源照射角度，找到能够最大程度展示小球在空间中原本分布状态的不断调整光源照射角度，找到能够最大程度展示小球在空间中原本分布状态的

平面，该平面上小球投影的画面即平面，该平面上小球投影的画面即 PCAPCA 分析结果（图分析结果（图 6a6a）。）。PCoAPCoA 分析同样采分析同样采

用降维的思想对样本关系进行低维平面的投影，不同的是，用降维的思想对样本关系进行低维平面的投影，不同的是，PCAPCA 分析是对样本分析是对样本

变量信号的直接投影，而变量信号的直接投影，而 PCoAPCoA 则是先基于样本之间的变量信号，使用不同距则是先基于样本之间的变量信号，使用不同距

离算法获得样本的距离矩阵，再将样本距离矩阵的进行投影。因此，离算法获得样本的距离矩阵，再将样本距离矩阵的进行投影。因此，PCAPCA 图形图形

是一种同时反映样本与变量信息的是一种同时反映样本与变量信息的 biplotbiplot，而，而 PCoAPCoA 图形则是一类仅对样本距离图形则是一类仅对样本距离

矩阵进行降维的非矩阵进行降维的非 biplotbiplot，即只反映了分类情况，没有变量信息。，即只反映了分类情况，没有变量信息。

图 6. (a) PCA 与 (b) PCoA 异同的简单图示图 6. (a) PCA 与 (b) PCoA 异同的简单图示

      PCoAPCoA 分析的核心在于计算样本间的距离，或相似分析的核心在于计算样本间的距离，或相似 // 相异程度。常见的距离相异程度。常见的距离

类型有：类型有：JaccardJaccard、、Bray-CurtisBray-Curtis、、UnifracUnifrac 等大约等大约 3030 种方法。选择不同距离类型，种方法。选择不同距离类型，

获得的结果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根据样本和变量特征进行谨慎选择。获得的结果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需要根据样本和变量特征进行谨慎选择。

在日常生活中，为我们所熟悉的距离为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即欧氏距离，在平在日常生活中，为我们所熟悉的距离为两点间的直线距离，即欧氏距离，在平

面直角坐标系中可用勾股定理进行计算（图面直角坐标系中可用勾股定理进行计算（图 77）。前面提到，尽管）。前面提到，尽管 PCAPCA 通过输通过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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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原始测量数据用于计算，但本质上代表了样本间的欧几里得距离。因此可知，入原始测量数据用于计算，但本质上代表了样本间的欧几里得距离。因此可知，

对于对于 PCoAPCoA，若输入的距离测度为欧几里得距离，则，若输入的距离测度为欧几里得距离，则 PCoAPCoA 将产生与基于变量协将产生与基于变量协

方差矩阵的方差矩阵的 PCAPCA 相同的结果。尽管在算法本身上，相同的结果。尽管在算法本身上，PCoAPCoA 与与 PCAPCA 之间起源于独之间起源于独

立的过程，但立的过程，但 PCoAPCoA 的优越性在于它理论上可基于任意的距离测度执行运算，的优越性在于它理论上可基于任意的距离测度执行运算，

因此可以更灵活地处理复杂的数据。因此可以更灵活地处理复杂的数据。

图 7.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欧式距离及其计算方法图 7. 在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欧式距离及其计算方法

    那么又该何时使用    那么又该何时使用PCAPCA，何时使用，何时使用PCoAPCoA，以及如何制作，以及如何制作PCAPCA和和PCoAPCoA图呢？图呢？

答案取决于你看你自己的对数据的分析需求，以及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如果答案取决于你看你自己的对数据的分析需求，以及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如果

研究是为了描述变量结构，那么研究是为了描述变量结构，那么PCAPCA是最佳选择；若是为了描述样本之间的差异，是最佳选择；若是为了描述样本之间的差异，

这就涉及到一个距离矩阵选择和运算量的问题。这就涉及到一个距离矩阵选择和运算量的问题。PCAPCA 基于变量信号矩阵就意味基于变量信号矩阵就意味

着着 PCAPCA 分析的矩阵维度是就等于变量数目。换句话说，你要分析的样本如果要分析的矩阵维度是就等于变量数目。换句话说，你要分析的样本如果要

做做 PCAPCA 分析，那么一般来说有多少个变量就有多少个维度分析，那么一般来说有多少个变量就有多少个维度 (2(2 个物种就是在二维个物种就是在二维

空间上分布，空间上分布，33 个物种就是在三维空间上分布个物种就是在三维空间上分布 ))。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PCoAPCoA 基于样本基于样本

间的距离矩阵就意味着间的距离矩阵就意味着 PCoAPCoA 分析的矩阵维度与样本数目相关。如果你要分析分析的矩阵维度与样本数目相关。如果你要分析

的样本做的样本做 PCoAPCoA 分析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有分析的话，那么一般来说有 nn 个样本就至多有个样本就至多有 n-1n-1 个维度，即个维度，即 n-1n-1
个距离。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进行说明，当有个距离。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进行说明，当有 55 个样本，每个包含有个样本，每个包含有 100100 个个

变量时，如果选用变量时，如果选用 PCAPCA，需要对，需要对 100100 个纬度进行降维分析，而个纬度进行降维分析，而 PCoAPCoA 则只需要则只需要

对对 5-1=45-1=4 个纬度进行降维处理。显然在此种情况下进行个纬度进行降维处理。显然在此种情况下进行 PCoAPCoA 分析更能节省分析分析更能节省分析

计算资源。然后，在算力强大的今天，做计算资源。然后，在算力强大的今天，做 PCAPCA 和和 PCoAPCoA 基本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基本都是分分钟的事情，

不妨不妨 22 个都可进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个都可进行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33..非度量多维标度（非度量多维标度（NMDSNMDS））
            非度量多维标度（非度量多维标度（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on-metric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NMDSNMDS）分析，是）分析，是

PCoAPCoA 的非度量替代方法。的非度量替代方法。NMDSNMDS 排序目的不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样本之间给定的排序目的不是最大限度地保留样本之间给定的

原始距离，而是反映样本之间的顺序关系。它尝试在预先设定数量的排序轴中原始距离，而是反映样本之间的顺序关系。它尝试在预先设定数量的排序轴中

排序样本，目标是保持这些样本排位关系不变。排序样本，目标是保持这些样本排位关系不变。NMDSNMDS 弱化了对实际距离数值弱化了对实际距离数值



的依赖，更加强调数值间的排名的依赖，更加强调数值间的排名 ((秩次秩次 ))，例如三个样本的两两相似性距离，，例如三个样本的两两相似性距离，(1,2,3)(1,2,3)
和和 (10,20,30)(10,20,30) 在在 NMDSNMDS 分析上的排序一致，那么它们所呈现的效果相同。分析上的排序一致，那么它们所呈现的效果相同。

        NMDSNMDS 是一种迭代方法，在对相同数据进行重新分析时可能返回不同值（但是一种迭代方法，在对相同数据进行重新分析时可能返回不同值（但

差异非常小，可忽略），而差异非常小，可忽略），而 PCoAPCoA 的返回值是唯一的。的返回值是唯一的。NMDSNMDS 不是基于特征向不是基于特征向

量提取的排序方法，不以排序轴承载更多的变差为目的。量提取的排序方法，不以排序轴承载更多的变差为目的。NMDSNMDS 需要在一开始需要在一开始

就要指定维度（轴）的数量，如预设就要指定维度（轴）的数量，如预设 2-32-3 个排序轴，计算过程中将根据已定义好个排序轴，计算过程中将根据已定义好

的轴数分配对象坐标。而的轴数分配对象坐标。而 PCoAPCoA 则基于特征向量提取，维度（轴）的数量由数则基于特征向量提取，维度（轴）的数量由数

据集的固有属性决定，获得样方排序后再根据特征值等信息自定义确定选择的据集的固有属性决定，获得样方排序后再根据特征值等信息自定义确定选择的

轴数。因此相较之下，轴数。因此相较之下，NMDSNMDS 排序图可以任意选择、中心化或倒置。并且如果排序图可以任意选择、中心化或倒置。并且如果

NMDSNMDS 和和 PCoAPCoA 应用于同一数据（距离矩阵），在相同的轴数下（如应用于同一数据（距离矩阵），在相同的轴数下（如 NMDSNMDS 设设

定定 22 个轴，而个轴，而 PCoAPCoA 提取前提取前 22 轴），轴），NMDSNMDS 比比 PCoAPCoA 通常能够获得更少的失真通常能够获得更少的失真

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对象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 NMDSNMDS 是迭代算法，因此通常需要消耗更多的计算是迭代算法，因此通常需要消耗更多的计算

资源。特别是在大样本数据量时，可能受到计算资源的限制，迭代次数有限，资源。特别是在大样本数据量时，可能受到计算资源的限制，迭代次数有限，

最小化应力函数可能并未真正最小化。最小化应力函数可能并未真正最小化。

   上面说了这么多，说白了   上面说了这么多，说白了 NMDSNMDS 是一种随机迭代的算法，通过应力函数值评是一种随机迭代的算法，通过应力函数值评

判，值越低越好。（1）一般而言，一个有代表性的判，值越低越好。（1）一般而言，一个有代表性的 NMDSNMDS 的应力函数值不要的应力函数值不要

大于 0.2；（大于 0.2；（22））NMDSNMDS 分析并不像分析并不像 PCAPCA 和和 PCoAPCoA 分析那样，是一类基于特征向分析那样，是一类基于特征向

量提取的排序方法，每一个主成分都有相应的方差解释率，因此我们会发现在量提取的排序方法，每一个主成分都有相应的方差解释率，因此我们会发现在

NMDSNMDS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不同排序轴的组合都要相应的看一看，正如下图分析的过程中需要不同排序轴的组合都要相应的看一看，正如下图88所示。所示。

图 8. 典型的 NMDS 分析，文章在此分析中将纬度设定为 3，图 8. 典型的 NMDS 分析，文章在此分析中将纬度设定为 3，
并对维度 1vs. 纬度 2 和维度 1vs. 维度 3 进行了分析（来源并对维度 1vs. 纬度 2 和维度 1vs. 维度 3 进行了分析（来源
DOI: 10.1038/NGEO2440）DOI: 10.1038/NGEO2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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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比于二三十年前，现在做研究得益于先进的分析技术，我们能够从单一分   相比于二三十年前，现在做研究得益于先进的分析技术，我们能够从单一分

析中获取的数据量也越来越大。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思考，这些庞大数据通过析中获取的数据量也越来越大。但是，我有时候也会思考，这些庞大数据通过

一些先进统计算法得出来的结果，与二三十前那些简单仪器和简单统计方法得一些先进统计算法得出来的结果，与二三十前那些简单仪器和简单统计方法得

出结论是否有所不同？现在随着以出结论是否有所不同？现在随着以 RR 和和 PythonPython 为首的大众化计算机语言的流行，为首的大众化计算机语言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行“大数据”分析，各类先进算法不断涌现，有时候难免越来越多的人可以进行“大数据”分析，各类先进算法不断涌现，有时候难免

有选择困难。依我看来，数据统计分析是一种工具，在选择时当然要选择一把有选择困难。依我看来，数据统计分析是一种工具，在选择时当然要选择一把

能为自己所用的，自己熟悉的，并且能够创造增量的工具。毕竟，在文章中应能为自己所用的，自己熟悉的，并且能够创造增量的工具。毕竟，在文章中应

用不熟悉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做分析的时候痛苦，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快乐，而用不熟悉的统计分析方法，在做分析的时候痛苦，写文章的时候也不快乐，而

且极其容易就被审稿人一眼看出破绽！估计你读完本文，也能看出我对文中哪且极其容易就被审稿人一眼看出破绽！估计你读完本文，也能看出我对文中哪

种算法更为熟悉。种算法更为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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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REVIEW
森林土壤中天然有机氯的循环森林土壤中天然有机氯的循环

   有机氯化合物是现代化工生产的重要原料，早期人们认为其主要通过人工合   有机氯化合物是现代化工生产的重要原料，早期人们认为其主要通过人工合

成产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天然形成是有机氯的重要来源途径。天成产生，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天然形成是有机氯的重要来源途径。天

然形成包括生物氯化和非生物氯化两种途径：前者通过微生物和动植物的生物然形成包括生物氯化和非生物氯化两种途径：前者通过微生物和动植物的生物

作用合成有机氯，而后者则是由矿物转化无机氯为有机氯。森林土壤中富含矿作用合成有机氯，而后者则是由矿物转化无机氯为有机氯。森林土壤中富含矿

物和有机质，且微生物活动旺盛，为有机氯的天然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因物和有机质，且微生物活动旺盛，为有机氯的天然形成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因

此森林土壤被视为氯循环最活跃的环境之一。此森林土壤被视为氯循环最活跃的环境之一。

    外部氯主要以    外部氯主要以ClCl--的形式进入森林土壤，输入途径包括大气沉降和植物输入。的形式进入森林土壤，输入途径包括大气沉降和植物输入。

在大气沉降中，在大气沉降中，ClCl-- 进入森林土壤的通量约为进入森林土壤的通量约为 8.1±0.7 kg/ha/year8.1±0.7 kg/ha/year，在近海地区，，在近海地区，

该数值会进一步升高。相较于大气沉降，植物输入为土壤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该数值会进一步升高。相较于大气沉降，植物输入为土壤提供了绝大多数的

ClCl--，总输入通量约为，总输入通量约为 21.9 kg/ha/year21.9 kg/ha/year，其中以降水冲刷输入占主导，约占，其中以降水冲刷输入占主导，约占 60%60%。。

（图（图 11）。）。

图 1. 森林土壤氯通量估算及其转换（Svensson et al., 图 1. 森林土壤氯通量估算及其转换（Svensson et al., 
202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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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壤中，   在土壤中，ClCl-- 经过各种卤化酶的催化和氧化还原反应被转化为有机氯，同经过各种卤化酶的催化和氧化还原反应被转化为有机氯，同

时在脱卤酶的作用下，有机氯也被转化成时在脱卤酶的作用下，有机氯也被转化成 Cl-Cl-，该过程被称为矿化。但在土壤中，，该过程被称为矿化。但在土壤中，

氯化反应的数量和速率远高于矿化反应，因此土壤中氯元素主要以有机氯的形氯化反应的数量和速率远高于矿化反应，因此土壤中氯元素主要以有机氯的形

式存在，有机氯的浓度远大于式存在，有机氯的浓度远大于 Cl-Cl- 的浓度。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有机氯呈降低的浓度。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有机氯呈降低

的趋势，而的趋势，而 Cl-Cl- 呈增加的趋势。腐殖层是土壤中有机氯转化最活跃和有机氯浓度呈增加的趋势。腐殖层是土壤中有机氯转化最活跃和有机氯浓度

最高的区域，主要是由于植物凋落物在腐化的过程形成了大量有机质，在微生最高的区域，主要是由于植物凋落物在腐化的过程形成了大量有机质，在微生

物的作用下，物的作用下，Cl-Cl- 与有机质反应形成大量有机氯。与有机质反应形成大量有机氯。LeriLeri 等人发现植物凋落物腐烂等人发现植物凋落物腐烂

过程中可生成大量的脂肪族有机氯和可溶性芳香族有机氯，其中脂肪族有机氯过程中可生成大量的脂肪族有机氯和可溶性芳香族有机氯，其中脂肪族有机氯

约占土壤中总有机氯的约占土壤中总有机氯的 1/61/6，该值远高于先前研究中估计的植物凋落物对总有机，该值远高于先前研究中估计的植物凋落物对总有机

氯的贡献。矿物层中有机氯浓度较低，但该层厚度较大，所以赋存的有机氯大氯的贡献。矿物层中有机氯浓度较低，但该层厚度较大，所以赋存的有机氯大

于腐殖层，矿物层中的有机氯主要是小分子可溶性有机氯，易被浸出带入地下于腐殖层，矿物层中的有机氯主要是小分子可溶性有机氯，易被浸出带入地下

水中水中 ,, 或发生自然脱氯反应，因此土壤矿物层可被视为地下水中有机和或发生自然脱氯反应，因此土壤矿物层可被视为地下水中有机和 ClCl-- 的重的重

要来源。要来源。

图 2：土壤中无机氯和有机氯循环 (Gustavsson et al., 2012)图 2：土壤中无机氯和有机氯循环 (Gustavsson et al., 2012)

   有机氯的自然形成过程主要受环境和微生物因素影响。环境因素包括温度、   有机氯的自然形成过程主要受环境和微生物因素影响。环境因素包括温度、

OO22 含量、有机质含量、含量、有机质含量、ClCl-- 浓度、水含量及浓度、水含量及 pHpH 值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影响值等因素。，这些因素通过影响

氯化反应的基本条件和微生物活性从而影响有机氯的形成。微生物因素包括微氯化反应的基本条件和微生物活性从而影响有机氯的形成。微生物因素包括微

生物的数量和活性，在氯化反应条件适宜的条件下，微生物的数量越多和活性生物的数量和活性，在氯化反应条件适宜的条件下，微生物的数量越多和活性

越好，则生成的有机氯也越多。在土壤环境中有机氯的形成主要受有机质含量越好，则生成的有机氯也越多。在土壤环境中有机氯的形成主要受有机质含量

的影响，有机碳的含量与有机氯的产量呈正比。但也有研究表明树种也是影响的影响，有机碳的含量与有机氯的产量呈正比。但也有研究表明树种也是影响

有机氯形成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由于植物可调控有机质含量、有机氯形成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由于植物可调控有机质含量、pHpH 值及根系活动值及根系活动

等环境因素从而影响有机氯的形成。等环境因素从而影响有机氯的形成。

图 3：影响土壤氯化的因素（Gustavsson et al., 2012）图 3：影响土壤氯化的因素（Gustavsson et al.,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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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研究已对陆地的氯循环有了初步的了解，发现了陆地生态系统中有机   过去的研究已对陆地的氯循环有了初步的了解，发现了陆地生态系统中有机

氯的自然形成无处不在，且在土壤中的有机氯的含量往往超过氯的自然形成无处不在，且在土壤中的有机氯的含量往往超过 ClCl--。虽然森林土。虽然森林土

壤作为为氯循环最活跃的环境之一，但目前对其内部中有机氯的形成、转化和壤作为为氯循环最活跃的环境之一，但目前对其内部中有机氯的形成、转化和

迁移等过程、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及其气候影响的认识还很薄弱，未来还需迁移等过程、与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及其气候影响的认识还很薄弱，未来还需

要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将加深我们对含氯有机污染物的形成及其在环境中要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将加深我们对含氯有机污染物的形成及其在环境中

赋存的认识，并对这些污染物的治理提供一些启示。赋存的认识，并对这些污染物的治理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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