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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器是中国当代地球物理科学的开拓者，是中国地磁科学的奠

基人，也是地球物理研究所创始人之一。他不论是早年在沙海连天的

西北荒漠的地学考察中，还是抗日战争烽火的艰苦岁月里，不论是在

解放初期建院、建所的繁重工作中，还是在癌魔缠身的最后的日子里，

都是呕心沥血、含辛茹苦、公而忘私、艰辛创业，他把毕生都奉献给

祖国的地球物理科学事业。 

 

一、青少年时代 

 

    陈宗器 1898 年 7 月 27 日生于浙江省新昌县，曾在家乡和宁波等

地读小学、师范学校，毕业后教过几年书。1919 年去日本留学，在

日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洋政府卖国辱权，在巴黎和会上

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他得知后义愤填膺，积极参加旅日留学生的爱国

示威游行。 

    1920 年，他回国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该校工科并入东南

大学)。在校期间他除了努力钻研学业，并同进步师生往来甚密。1924

年，该校校长郭秉文勾结江苏军阀齐燮元；收受捐款并以齐父之名作

为新建图书馆的馆名，引起许多进步师生的反对。郭秉文为了维护他

的专制独裁统治，以经费困难为由先后停办商科，裁并工科，排斥敢



于抵制他的进步教授杨杏佛和柳诒徵，更激起进步师生的反对，形成

一次驱郭的大学潮，年青的陈宗器是这次学潮的积极分子。1925 年 1

月，北京政府教育部下令免去郭秉文校长职务，派胡敦复接任，但学

潮仍未终止，拥郭一派师生继续闹事，直到当年(1925 年)秋，陈宗器

学满毕业，离开了东南大学物理系。 

    毕业后，他从事教育事业八年，开始受聘于庄河师范学校任教，

一年后回到家乡筹办中学，被任命为新昌中学第一任校长。他为了家

乡的教育事业，含辛茹苦，到处奔波，筹措经费，招聘人才，使得学

校教学质量日见提高。可是国民党县党部一再要安插自己的无能之辈

的亲友，经费又不断克扣，他秉公力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胳膊究

竟扭不过大腿。1928 年终于被迫辞去校长职务，去北平清华大学工

程系任教。   

 

二、西北荒原科学考察 

 

    1929 年正当他而立之年，进入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步入我

国地球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他到所后第一件任务便是参加中国西北考

察团。从 1929 年夏到 1934 年夏整整五年的时间里，连续两次走遍了

内蒙、祁连山、柴达木盆地、新疆等沙海连天，荒无人烟，极为艰苦

的地区，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考察任务，开辟了我国西北荒原

的地球科学事业。 

    中国西北考察团，原为德、瑞等外国科学家对我国未开发的西北

地区进行考古、天文、地质、地理、地形测量、气象、动植物等综合

性的科学考察组织。后因我国科学界的强烈反对，当时的政府和外国

科学组织被迫同意同中方科学界共同联合考察。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

所派陈宗器参加该团，主要担任天文和地形测量。 



    1929 年夏，西北考察团原拟取道苏联从塔城进入新疆，但新疆

督办金树仁拒绝该团入境，只好改道从绥远出发经百灵庙西行到额济

纳旗，沿额济纳河南下，经肃州(酒泉)进入祁连山考察。1930 年冬，

他们由敦煌西行至南疆测量塔里木河改道后罗布泊的新位置。1931

年夏去柴达木盆地考察，是年冬返回肃州。1932 年，他们在额济纳

河流域及其终点湖泊苏古诺尔(索里湖)和嗄顺诺尔(嗄顺湖)一带进行

考察。1933 年初，西北考察任务完成启程东返，同年 5 月 8 日抵达

北平。他就地完成考察报告后回到物理研究所。刚回所不久，铁道部

组织绥新公路察勘队，队长系瑞典人斯文赫定，队员共 6 人，中瑞各

半，陈宗器又被聘任该队天文测量工作。他们当年 10 月又由绥远出

发，经百灵庙、额济纳旗到达哈密、吐鲁番等地，对南疆考察。后又

由尉犁乘船沿塔里木河东下，考察新的塔里木河下游情况，并由汽车

队试探去甘肃的公路。1934 年夏，他们到达乌鲁木齐，10 月离开新

疆到甘肃。由敦煌北上考察后经西安东返。1935 年 2 月他回到南京，

完成考察报告后，当年 8 月回到物理研究所。 

    这五年西北荒原的考察，真可谓历尽千辛万苦，正如陈宗器在《罗

布淖尔与罗布荒原》专著中写的“罗布荒原除两极外，可称世界最荒

凉之区域”。书中记述道：“在沿罗布淖尔四围六十万方里以上差不多

与江浙二省相等的面积内，绝无居民。因水量缺少不能耕种及畜牧之

故，使人类不能生存。”他说：“余等在此中旅行四月不足二天，并未

遇见一人”，“在久惯城市生活之居民，益有荒芜冷落和平之感”。关

于那里干旱无水的情景，他在家信中写到：“自三德庙以西一千余里，

尽是戈壁，水草极少，有时行二百里尚不见水草，既多带水也只能供

吃喝，禁止洗涤，牲口有时干渴三、四日，骆驼尚可，马便耐不住，

死了……”他还谈到，冬季常隔夜洗一次脸，二、三星期刷一次牙。

由于无法保护牙齿，后来牙齿全脱落，装上一口假牙。他谈起那里寒

冷的气候说：“北京大雪不过二、三尺，蒙古雪深一丈并非奇事。”他

在家信中写道，“去冬冻伤皮肤，今年三四月治愈，……各色墨水(绘



图用)都已冻破，高价不能得，只得买颜料自配，见水即糊……” 

    他去那里担任天文测量工作，常要夜间露天工作，他写道：“最

近四个晚上，每晚在星光下消磨过，夜间天气已严寒，只有‘断指裂

肤’可形容得……”1932 年 8 月有一天，他在索果卓尔南岸工作，

本来是晴天，下午突然雷电、暴雨、大风、冰雹袭来．三十五分钟内

雨量计即达 26．5 公分。地面是细密泥地，渗水极慢，幔幕内外积水

达 l0 公分。只好迁移帐幕，一直折腾到晚上，电筒又受潮，暗中摸

索，午夜十二时半，喝了一碗黄泥汤，裹着大衣胡乱过了一夜。 

    他们在西北考察中，有时因所带粮食用完，挨饿几天，也有时严

冬露宿数日。他们还多次碰到过土匪、叛军的惊扰。他在 1932 年 8

月 11 日的信中写到：“兵灾匪祸是考察中常有的阻碍，我们已不知担

过几次险，幸而至今未蒙受重大损失。”1930 年 9 月，考察队在肃州

曾遇回匪 10 人，过路商旅，仅以身免。1931 年他们在双城子听到叛

军杀死营长一人，分据要道。1931 年 12 月 7 日。考察队离肃州时，

又听闻途中有土匪，他们过毛目后遂即折入东戈壁，走了三天，再折

回大路，进入蒙古境内，直到 12 月 23 日方安抵额济纳河。还有种种

谣言也给考察队制造许多麻烦。例如 1930 年他们在肃州考察时传出

谣言说，考察队是外国人辟宝来的，说在额济纳河上掘到两对金鸡，

今年去南山是想得仙花，如果仙花被获，肃州即将被洪水淹没，等等

等等。还有一次，额济纳河气象测候所运到发放氢气球的铁筒 16 具，

长 2 米，直径 20—30 公分，被谣传为“俄国人大炮多尊打进来了……”

毛目县长听后大惊，急电向省府告警，考察团二团员被捕入狱，后来

查清楚原来是一场误会，才放了人。 

    长达五年西北荒原科学考察，虽然历尽千难万苦，但他始终以事

业为重，以苦为乐，严格要求自己。他在信中写道：“我不能叫苦，

不能偷懒，这是我的责任……”他在考察的间隙总是抓紧时间读书学

习。他在日记中写道：“闲暇时间的利用是新时代向上的人所必需的，

所以我虽在病倦时只要稍有精力，总是手不释卷，健康时将宝贵时间

虚度，岂不可惜……”他在艰苦的科学考察时仍关心国家大事。当他



看到报章登载日寇发动侵华战争，感慨地写道：“得悉日人暴行，国

都北迁，国事一坏至此，欲自效而无所从，累日来左思右想，食不甘

味，夜不能寐，愤慨万分……’在这五年的考察期间，不幸父母双双

长逝，他虽感良多内疚，但为了祖国的科学事业，坚韧地将悲痛压在

心底。他痛苦地说：“断指裂肤，可以忍受，不能亲视含殓，又如何

能抑制如此哀痛！” 

    五年的辛勤劳动，在未开发的西北荒原取得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地

球科学资料，测出了一些湖泊、河流的准确位置，发现了移动的湖泊，

写出了《罗布淖尔和罗布荒原》、《西北之地理环境与科学考察》、《绥

新勘路报告》等三篇论文和专著，分别公开发表于 1935 年和 1936 年。 

 

三、开创我国地磁科学 

 

    1935 年，他回到物理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地磁观象台开创了

我国地磁测量工作。从 1936 年 3 月开始，他带领陈志强等在我国东

南沿海(从上海到广州共 8 地)进行地磁测量，测点 16 处，这是中国

人自己进行地磁测量的创举。 

    1936 年，他得到国外资助赴德留学，先在柏林大学附属德语班

学习德文四个月，后进入柏林大学自然科学院专攻地球物理学，同时

在波茨坦地球物理研究所巴特(Bastels)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地磁学的研

究。他曾在尼美克地磁台边实习边做地磁实验研究，研究结果用德文

写了一篇论文《Untersuchungen uber die Verwandungsmoglichkeit  

einiger  neuerer  ferromagnetischer Legierungen fur die 

erdmagnetische Messteehnik》1939 年发表在柏林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

的期刊上。 

    经过三年努力他在德国已站住了脚。巴特教授很欣赏他的勤奋和

认真钻研精神，从他个人的发展来说是很有前途的，但他对希特勒法

西斯统治极为憎恨，毅然离开德国前往英伦，进入伦敦帝国学院研究

部应用地球物理部学习地球物理探矿。一年结业后，他考虑到日本帝



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已经烧到祖国的南方，半壁河山受到日寇的蹂

躏，他再也不能留在国外，决然于 1940 年 4 月踏上归途。经法国、

香港、越南，同年 10 月到达广西丹州(属广西省融安县境内)。那时

物理研究所的地磁台已南迁丹州。他回国后被物理研究所任命为副研

究员，负责地磁研究工作。次年，1941 年物理研究所也迁到广西桂

林良丰，他负责筹建雁山地磁台。 

   1941 年，为了研究、观测当年 12 月 21 日的日全蚀，并研究日蚀

与地磁场的关系，他带领陈志强、周寿铭、吴乾章等赴福建省崇安县

进行日全蚀和地磁的观测。参加这一科学实验的还有福建省气象局的

舒盘铭。这次的实验结果，他撰写了《日食、电离层及地磁之相互关

系》1942 年发表在《天气》期刊上。 

    1944 年夏，日军侵华的铁蹄节节南下，其魔爪已伸向广西。正

常工作已一年多的雁山地磁台只得放弃。物理研究所的职工、家属以

及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撤往贵阳，然后入川至重庆北碚。他负责组织

抢运。一路遇到不少险情，在柳州车站头一天刚离开，第二天就被日

机炸毁。他重任在身，忙于奔波于广西、贵州之间，顾不得自己的妻

子、儿女，当时他的长子陈诗文只有七岁，也得自己照顾自己。1944

年底总算安全脱险到达重庆北碚。 

    当时国民党政府对科学工作很不重视，经费十分拮据，但他奋不

顾身，一面筹备建所，一面同陈志强等人对北碚地区开展了详细的地

磁测量。在这段时间，他还发表了《东南观测队地磁报告》、《福建地

磁报告》、《中国境内地磁观测工作之总检讨》等论文报告。 

    在北碚，地质调查所的李善邦在 40 年代初曾领导刘庆龄在西南

后方开展较大规模的地磁测量。陈宗器来到北碚后，极力主张开拓地

磁观测研究工作，找到李善邦商谈如何集中力量开展地磁工作的问

题。李从大局出发，认为将地磁工作并入物理研究所更为有利，他自

己可以专心从事地震工作，便主动将地磁仪器和人员一并交给陈宗

器。刘庆龄也于 1945 年进入物理研究所，成为陈宗器又一名得力助

手。陈宗器悉心指导刘庆龄，按国际通用标准在北碚一带加密地磁测



量点 20 余处。抗战胜利后，在陈宗器的赞许下，刘庆龄等借复员东

返的机会沿长江进行四省一市长距离的地磁测量，又渡海去西沙、南

沙首建磁测点，并在华南、华中、华北多地进行大范围的磁测，为建

国后编制中国首幅地磁图奠定了基础。 

    1946 年，物理研究所迁回上海。1947 年原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

林调离，萨本栋继任所长。萨对地磁工作不太重视，而气象研究所所

长赵九章则认为气象与地磁同属地球物理科学，将地磁部分并入气象

研究所将得到更好的发展，而且赵九章与陈宗器是老朋友，一谈便妥。

物理研究所的地磁部分于 1947 年正式并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迁至南京北极阁。 

    当时，为了加强地球物理科学的学术交流，陈宗器同翁文波、顾

功叙等积极筹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在上海酝酿了两次，一次在翁文

波家中，另一次是陈宗器借用中央研究院的一间会客室。当年 8 月 3

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正式成立，次年借南京大学之址召开了七个学会

的学术年会，选举了理事会，他当选为理事。 

    1948 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淮海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

软硬兼施，一方面胁迫气象研究所南迁，另一方面在南京北极阁附近

修筑工事。为了避免所内的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受到战争的损坏，赵

九章所长同陈宗器、傅承义等商量决定将研究所暂迁上海。到上海后

国民党当局仍不断胁迫将研究所迁往台湾，他同赵九章、傅承义等得

到共识，坚持留在大陆。上海解放前夕，陈宗器被在上海的各研究单

位公推为上海办事处主任。他不顾困难，挺身而出，联络中央研究院

在沪、京各研究所抵制国民党反动派胁迫他们迁往台湾的企图，并组

织各所职工自己起来保卫沪区各研究机构，他还参加了上海大学校长

联谊会以迎接解放。 

 

四、建院、建所中的贡献 

 

    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后，他积极配合上海市军管会接管各研究



单位。当时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他被任命为常委兼上海办

事处主任。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原中央研究院

属下各研究所并入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改为华东办事处，他兼任

秘书处长。他曾向竺可桢副院长建议，组建地球物理研究所。1950

年 4 月，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地震部分和北

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勘探部分合并成立地球物理研究所，

所址仍在南京北极阁，陈被任命为副所长。同年 11 月他又兼任中国

科学院南京办事处主任，12 月兼任上海市军管会徐家汇及佘山天文、

气象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负责接管法国天主教会 1872 年开始

建立起来的天文、地球物理观象台。1952 年 9 月他又调任中国科学

院办公厅副主任、管理局局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的基本建设

和北郊祁家豁子地区的建设规划工作。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承担与

国民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任务(气象、地震等)。为了与各产业部门工

作联系的方便，决定迁到北京。他同赵九章所长紧密配合，精心设计

在北京中关村建起的一幢当时比较现代化的科研大楼。那时候，整个

中关村还是一片旷野，只有物理研究所(即原子能研究所)和地球物理

研究所两幢大楼并排矗立。可是到了 50 年代后期，在中关村已有 100

多幢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初步形成了我国的科学研究中心。 

    他除了在中国科学院担负繁重的工作外，仍兼任地球物理研究所

副所长和地磁研究室主任职务，为开拓和发展我国地磁研究事业煞费

苦心。 

    解放前，从事地磁研究工作的人员极少，只有陈志强、刘庆龄、

周寿铭、胡岳仁等几位先生。解放初期他争取来了一些物理系的大学

毕业生，如周炜、章公亮、杜陵等。为了培植新生力量又从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物理系 55、56 届毕业生中选调了周正高、苏先英、孙传礼、

郑体蓉、刘祖滨等；又从上海同济大学和青岛工学院测量专业毕业生

中调来周锦屏、顾保成、任国泰、薛小桢、徐元芳、刘长发等充实地

磁研究室。让他们一面参加实际工作，一面到北京大学听地球物理专



业课。还选调一些人去苏联有关研究所进修。1958 年北京大学开设

地球物理系之后，陆续选调徐荣栏、蒋孟闵等地球物理系的毕业生充

实。到 1960 年，地磁研究室已形成一个初具规模的研究集体，这些

人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地磁研究工作的骨干力量。 

    原来全国只有佘山一个地磁台，远远不能满足地磁研究工作的需

要，他亲自组织并委派陈志强具体主持筹建北京(白家疃)、广州、兰

州、拉萨、武汉等地磁台。迄至 1958 年已初步建成全国地磁基本台

网。为了装备地磁台，他让刘庆龄研制地磁仪器，从仿制荷兰的 Lacour

式地磁记录仪入手，并加以改进，设计成功 57 式地磁记录仪，并与

有关工厂合作进行小批量生产。这是我国首次用国产的地磁仪器装备

地磁台。他还从德国进口两台大 Aska-nia 地磁经纬仪装备在北京和佘

山地磁台。 

    为了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急需，他亲自组织刘庆龄等将历年野

外地磁测量成果编制成《中国地磁图(1950．0)》，并组织任国泰、薛

小桢等配合军委测绘局在国内开展大范围的野外地磁测量工作。 

    为了开展与地磁学相关的学科，他主持筹建佘山和廊坊两个电离

层观测站，与邮电科学院、武汉大学合作开展电离层的观测研究；他

还主持接收了原属原子能研究所的宇宙线观测项目，在北京白家疃建

成了宇宙线观测站。 

    1956 年他率领中国代表团(团员有朱岗昆、吕保维、陈洪鹗、胡

青等)以观察员的身分去苏联莫斯科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东欧筹备委

员会，之后又参加了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召开的国际地球物理年筹备会

议。在出国期间利用这次机会广泛接触地球物理界的同行学者和参观

了有关学术机构，结交了许多朋友，吸收他们好的经验。这个代表团

是解放以后我国第一个去西班牙的代表团，巴塞罗那各界颇为重视，

当地好几家报馆要来采访。代表团召开了一次小型的记者招待会，大

部分记者还是表示友好的，但也有个别记者提出带有挑衅性的问题，

例如有个记者问道：你们中国为什么只同苏联的科学家友好合作而不

同其他西方的学者友好合作?他义正辞严地反驳说：“记者先生提出这



个问题显然对我国的情况很不了解，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科学家不

仅同苏联的同行友好合作，对东西方任何国家的科学家都愿意友好合

作，我们这次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的国际合作的活动正是有力的说

明……”当地几家西文大报都登载了关于中国代表团的消息，并附有

大幅照片。 

    回国以后，他担任国际地球物理年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兼学术秘

书，花了不少精力主持这项工作。后来因国际地球物理年特别委员会

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我国于 1957 年 6 月严正申明退出活动，

但仍按原制定的观测计划内容施行。 

 

五、同癌魔拼搏 

 

    1958 年，陈宗器因病住进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胃癌，经手术

切除后只休息半年，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当时国内正在搞“大跃进”，

在那股浮夸风的影响下，他那个研究室也在讨论地球物理科学如何面

向生产。一些年轻人提出“要找遍全国磁铁矿”等口号。他认为，从

当时研究室的主客观因素考虑都是不科学的，但如何说服这些热血青

年呢？他既没有违心地去迎合，也没有以领导的权势去压制，而是耐

心地对他们晓之以理，还把全国地球物理勘探最有声望的科学家顾功

叙(当时也兼任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请到室里来，同年轻人一起

讨论，终于说服了同志们，后来把找磁铁矿的课题改列为古地磁学的

研究。 

    他在病中仍不顾病体，日夜操劳筹划在北京郊区建一个电离层台

站。有一天天气特别冷，他带薛小桢等乘上一辆吉普车，携带测量仪

器到北京北郊勘选台址。他顶着凛冽刺骨的寒风，下了车亲自操作，

一直工作到手都冻僵了，他两手呵呵气又继续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

跟助手们谈起他早年在西北荒漠做测量地形时的情景。他说：“现在

情况好多了，党和政府对科研工作给予极大的关怀，给我们提出了很

不错的工作条件，那时要自己背、扛几十公斤的仪器，一走就是几十



公里。北京像今天这样冷也不过零下十几度，而在西北荒原冷起来可

达零下二三十度；旱季没有水，每人限量一天只有一杯用水，包括喝

和用……。” 

    1959 年他癌病复发，不得已又住进协和医院。在病榻上他一直

惦念所里工作的进展，几次问及陈志强、章公亮等合译的贾普曼的《地

磁学导论》一书进展如何？除了自己仍坚持阅读有关地球物理学的最

新文献外，还认真地审改他的学生、助手的论文报告。他曾谈及出院

后他想亲自主持古地磁学的研究。每次同志们去看他，他最关心的是

所内、室内的工作进展。到 1960 年春节前后，他的病情急转直下，

好多天不能起床，话也讲不出。但 3 月 1 日那天，天气晴朗，他心情

特别好，话也讲得多起来，恰巧那天来探望他的人也比较多，谷景林

(当时所办公室主任，所党委负责人之一)也来看他，并告诉他党委已

正式批准他如期转为正式中共党员。他听了很兴奋，握着谷景林的手

说：“我要成为一个正式共产党员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只可惜不能为

党做更多的工作，我死后把我的躯体献给祖国的医疗事业，希望能为

攻克癌症提供微薄的作用……” 

    1960 年 3 月 4 日陈宗器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逝世是中

国地球物理事业的巨大损失，但他那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

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