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逝世
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

资深院士，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全国

委员，空间科学学会原常务

理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原副所长何泽慧先生，因

病于2011年6月20日7时39分

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何泽慧1914年生于江苏

苏州，籍贯山西灵石。1932

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6年到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攻读博士学

位。1940年获得工程博士学位，进入柏林西门子工厂弱

电流实验室参加磁性材料研究。1943年到海德堡威廉皇

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在玻特教授指导下从事原子核物

理研究，首先观测到正负电子碰撞现象，被《自然》杂

志称为“科学珍闻”。1946年，她到法国巴黎和钱三强

结婚，并一起在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法兰西学院原

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工作，合作发现了铀核裂

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她首先捕捉到世

界第一例四分裂径迹），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1948年夏,何泽慧同钱三强一起回国,参加北平研

究院原子学研究所的组建。新中国诞生后，她投入了中

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3年改称物理研究所)的创建工

作，为了建立我国自己的核实验技术基础，选择了制备

原子核乳胶作为研究课题。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她领

导的研究小组于1956年研制成功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的原子核乳胶，对质子、粒子及裂变碎片灵敏的原子核

乳胶核-2和核-3，在灵敏度等主要性能方面达到与英国

依尔福C-2相当的水平，获得1956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

奖金（自然科学部分）三等奖。 

1955年初，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

何泽慧积极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准备工

作。1958年,她担任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为开拓我国

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她不失

时机地安排力量开展快中子谱学的研究，使我国快中子

实验工作很快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 

何泽慧对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以原子能所为基地，在钱三强的领

导和何泽慧等人的指导下，开展了脉冲中子测量、临界

试验物理方案及实验装置的研究，和中子源的研究和试

制。何泽慧领导开展了中子物理、裂变物理与轻核反应

的基础性工作，以获得研制原子弹、氢弹所必需的关键

性数据。1960年，为了将氢弹研究所必需的轻核反应研

究先走一步，钱三强、何泽慧在中子物理研究室内成立

了轻核反应组，建立了实验设备与技术。1963年前后，

何泽慧建议专门成立一个中子标准组来建立中子源强度

和中子通量的标准。几年后，中国有了自己的中子标

准。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些工作基础上改进重建的

两项中子标准，参加了国际比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何泽慧自1964年起担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1965年受

命成立突击队，任总指挥，执行测量氘和6Li核反应数

据的紧急任务，澄清了国外数据的分歧，为中国氢弹研

制方案的选择作出重要贡献。该集体还对轻核反应数据

进行了较系统的测量，为氢弹研制提供了重要数据。

1973年，高能所成立后，何泽慧担任副所长。她

关注发展新的科学生长点，领导开展交叉学科研究，推

动了我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

和发展。在她的倡导与扶持下，高能所通过国内、国际

合作在西藏甘巴拉山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山乳胶

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高空科学气球，并相

应地发展了空间硬X射线探测技术及其他配套技术。 

何泽慧院士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科学事业。她

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擅于从实验现象中捕捉问题，有

所发现和创新。她一贯倡导尽量利用简单的实验条件做

出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她满腔热情地培养爱护年轻人，

在她的带领和影响下，一批年轻人迅速成长为我国原子

核科学和空间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 

1980年，何泽慧当选为中科院数理学部委员。直

到耄耋之年，她仍坚持全天上班，关心着我国高能物理

和核物理事业的发展。1997年，她获得何梁何利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她个人生活极其简朴，平易谦虚，没有架

子。她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苟且附和。她摒弃虚荣和风

头，在荣誉面前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 

何泽慧院士的一生为我国的科教事业做出了重要

贡献，她的功绩将永远记载在中华民族的光辉史册上。

她的逝世，是我国科教界的重大损失。她高尚的爱国主

义情操，孜孜不倦、毕生以求的科学探索精神，严肃认

真、自强不息的工作态度，谦虚谨慎、诲人不倦的治学

态度，是我国后辈科技工作者的楷模。



散裂中子源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

6月24日，散裂中子源（CSNS）工程科学技术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在高能所召开。会议由工程科技委主任方

守贤院士主持，中科院副院长詹文龙，工程科技委副主

任魏宝文、张焕乔、王鼎盛院士和科技委委员共34名加

速器、靶站谱仪和中子散射应用领域的国内著名专家出

席会议，包括12名院士。

高能所所长陈和生致欢迎词，感谢各位专家对CSNS

工程的大力支持，认为工程科技委的成立对于完成工

程建设、积极谋划未来发展、更好地培养和组织用户，

最终在CSNS上获得一流的科学成果至关重要。他还在项

目进展报告中全面系统地介绍了CSNS工程概况、加速器

和靶站谱仪设计方案、预制研究状况、用户情况和工程

管理等十方面内容。中科院物理所的王鼎盛院士介绍了

CSNS谱仪规划和用户概况，他指出，CSNS是面向用户的

大型科学装置，今后如何发展与培养用户，使他们感受

到装置对科研工作的促进作用，是CSNS建设的意义所在

和成败的关键。 

与会专家讨论了CSNS工程建设、谱仪规划和用户

培养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专家们表

示，首期建设的3台谱仪远不能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

应尽早做好后续谱仪的建设规划，努力争取更多用户的

支持，通过与用户合作的方式共建谱仪，解决经费不足

的问题。詹文龙在发言中强调，CSNS的建设要面向国际

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待“创新2020”实施完毕，

CSNS定能走在世界科技前列。 

此外，与会专家还饶有兴致地参观了CSNS工程部分

预制研究项目。他们对CSNS科研人员取得的成果表示赞

赏，认为CSNS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是今年9月份工

程顺利开工的重要保障。 

CSNS工程科学技术委员会是CSNS工程的科学技术和

学科方向的咨询和评议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对于CSNS的

重大科学和技术方案和问题，提供评审和咨询意见。工

程科技委员会下设加速器、谱仪和靶站、中子散射应用

三个分委员会，魏宝文、张焕乔和王鼎盛院士三名副主

任分别兼任三个分委员的主任。

高能所召开庆祝建党九十周年暨第十一次党员大会
6月24日，高能所在国防大学礼堂隆重召开庆祝建

党九十周年暨第十一次党员大会。来自全所各个部门的

一千余名党员、群众到场参会。会议由党委副书记兼纪

委书记潘卫民主持。高能所所长陈和生，党委书记兼副

所长王焕玉，常务副所长王贻芳，副所长王九庆、魏龙

等出席会议。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陈和生首先祝

贺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并汇报了高能所近年来的

科研工程进展、成果和未来发展方向。他号召全所党员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历代高能人科学务实、团结拼

搏、无私奉献的精神，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学科的

国际前沿，认真制定高能所“创新2020”和“十二五”

发展规划，积极部署前瞻性和战略性的前沿项目，积极

部署和实施我所承担的创新先导专项，认真完成大科学

装置的运行和建设任务，为中国高能物理事业和国家科

技创新体系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王焕玉代表所党委向全体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祝

贺，向为高能所发展做出贡献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

士以及全所职工表示诚挚的谢意。他在报告中回顾了中

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和高能所的主要科技成就，阐述

了我所党委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在为科研工作保驾

护航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第一，领导核心坚定，班子建

设成效显著。第二，党员素质优良，模范带头表现突

出。第三，重视党的建设，构建党建长效机制。第四，

推进反腐倡廉，党风建设常抓不懈。第五，建设创新文

化，党群共促和谐大局。他指出，我所党的工作成绩突

出，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党委的工作方式方法有待进

一步创新；个别党支部软弱涣散，需要改进；少数党员

党性意识淡薄，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百姓，有待加强理论

学习和提高等。他鼓励全所上下携手共进，将科学发展

观真正落到实处，认真开展创先争优活动，为深入实施

“创新2020”而努力奋斗！

民主党派代表张闯同志发表了讲话。他在祝贺中国

共产党九十华诞的同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在本职岗位

上努力进取，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自身优势，配合所党

委做好统战工作，为改革创新、和谐奋进的研究所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会上还表彰了高能所2009-2010年优秀共产党员，

并进行新党员宣誓仪式。会议在全场齐唱《国际歌》的

高亢歌声中落下了帷幕。



5月23日至24日，中科院计划财务局会同基础科学

局组织专家对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2010年

运行经费的决算情况及2011年运行计划和经费预算进行

了实地审核。院计财局孔力局长主持会议。审核小组由

等离子体所、上海应物所、合肥同步辐射实验室、近物

所等单位的20多位专家组成，高能所陈森玉院士与等离

子体所万宝年副所长任总组长。 

专家组听取了BEPCII的运行与经费情况报告，审阅

了BEPCII的相关报告及资料，考察了装置的部分现场，

并与运行人员进行了认真沟通。专家组分为四组认真审

定了BEPCII2011年度直接消耗费用、装置维护费、装置

运行维护岗位职数及年度运行计划，并分别提出意见。 

实地审核结束后，专家组提出了具体审核意见，并

对BEPCII的运行经费管理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强调要加

强对装置维护经费分类的理解和科学安排，以及预算制

定和执行的连续性等。鉴于2010年机器研究取得显著的

成效，专家组建议保证加速器机器研究时间，进一步提

高机器性能，为提高效率服务。 

中科院大科学装置运行经费审核专家组到高能所实地审核

BESIII国际合作组2011年春季会议召开
北京谱仪III（BESIII）国际合作组会议2011年春

季会议于6月2日至5日在南京大学成功召开，来自中、

美、德、意、俄、土耳其、巴基斯坦等37个国内外合作

单位的210余名代表出席会议。大会由高能所常务副所

长、BESIII合作组发言人王贻芳主持。 

首天的会议对加速运行状态、BESIII物理取数和

能量测量系统状况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在上半年的取数

中，BEPCII的峰值亮度达到6.5×1032/cm2/s，BESIII物

理取数超过预期目标，BESIII的能量测量系统安装调试

成功，精度达到指标。会议经过讨论初步决定了2011-

2012年度的取数计划。会上，与会代表还听取了硬件升

级的研究成果和计划、软件改进以及大量的物理分析方

面的报告。 

土耳其加速器中心被批准加入BESIII合作组。至

此，BESIII合作组成员单位扩大到49个。根据章程，合

作组任命中科院研究生院郑阳恒教授为新一届物理分析

协调人，高能所沈肖雁研究员为副物理分析协调人，高

能所金山研究员为国际会议委员会主席，个别委员会的

成员及物理分析组的协调人也进行了调整。 

王贻芳在总结报告中肯定了自上次合作组会议以来

取得的进展，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鼓励大家进一步加

快物理分析的速度，在保证高质量文章前提下，提交更

多的物理成果。 

会议决定，BESIII物理软件研讨会于9月15日至18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2012年春季合作组会议于2012年6

月7日至10日在苏州大学召开。

科技部平台中心、国际合作司领导到高能所调研
5月27日，在中科院计划财务局副局长潘锋的陪同

下，科技部平台中心副主任吕先志、科技部国际合作司

处长王蓉芳等一行10人到高能所调研访问。高能所副所

长姜晓明、王九庆等参加了调研。 

吕先志和王蓉芳介绍了调研活动的主要内容，即调

研我国现有大型研究基础设施运行、管理等基本情况和

可开放共享情况，了解科研人员在大型研究基础设施方

面的对外合作需求，提出需开放的具体内容及希望采取

的合作方式和合作机制，同时探讨原有国际合作渠道、

合作方式及效果。潘锋简要介绍了中科院的基础研究设

施的情况，姜晓明介绍了高能所的大科学装置情况及参

加国际合作的情况。 

与会代表就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欧洲大型强

子对撞机实验和欧洲自由电子激光等合作展开了热烈讨

论，集中探讨国际合作的内容和方式以及存在的问题。 

调研会后，来访领导参观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北京谱仪和计算中心。

BEPCII开始今年首轮同步辐射专用光实验
经过5个多月的连续运行，BEPCII完成了2010–

2011年度的高能物理实验。在对撞取数中，BEPCII的峰

值亮度达到6.5×1032/cm2/s，BESIII物理取数顺利完成

并超过了预期目标。 

6月8日，BEPCII正式在专用光模式下为同步辐射

用户供光。加速器在设计值下运行，定时注入。与此同

时，直线加速器还为试验束装置供束，进行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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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周致纳一行访问高能所
6月8日，广东省东莞理工学院党委书记周致纳、

副校长李忠红一行5人访问高能所，与高能所党委书

记王焕玉、副所长奚基伟等领导举行了座谈，双方围

绕散裂中子源工程的进一步合作进行了交流。 

高能所与东莞理工学院自大亚湾工程就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散裂中子源工程落户东莞，为进一步

扩大双方的合作创造了天时地利的优势。按照散裂中

子源的建设的工程进度，在装置基建设施建好之前，

需要提前建立相关的配套实验室，完成设备的调试后

到现场安装。东莞理工学院距离散裂中子源建设地约

6公里，经考察其硬件条件也符合散裂中子源靶站谱

仪建设实验室的相关要求。双方经过协商，初步达

成了在东莞理工学院为3台谱仪分别建立实验室的意

向，此举既支持了散裂中子源的建设，也给东莞理工

学院提供了一个专业实习和开展科研活动的平台，实

现了双方的合作共赢。 

高能所与东莞理工学院联合成立了“中国散裂中

子源机电技术研发联合实验室”等两个联合实验室，

实验室成立以来，高能所派出了职工长期在东莞理工

学院进行科研工作，东莞理工学院对此给予了大力支

持。周致纳书记表示，东莞理工学院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与配合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建设，为实现双方的合作

共赢局面而努力。双方还就研究生培养等问题进行了

讨论。

5月25日，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二研究院二十三

所所长金立亮一行7人访问高能所，双方就进一步加

强技术合作，尤其在高频功率源方面的合作达成共

识，并签署了散裂中子源相关设备的研制合同。 

会上，高能所所长陈和生介绍了高能所的概况和

重大科技成果，金立亮介绍了二十三所的主要情况，

并展示了其主要民品和民用技术。二十三所通讯设备

事业部主任肖海潮汇报了目前已经承担的散裂中子源

7个预研项目的进展和完成情况。金立亮认为，散裂

中子源工程庞大复杂，其涉及的专业深度和广度都非

常大，二十三所参与相关设备的研制，自上而下对此

项工作都给予了充分重视。高能所有扎实的前沿理论

研究功底，而二十三所在工程制造方面经验丰富，双

方通过加强合作形成优势互补，共同为国家大科学工

程做出贡献。 

最后，陈和生和金立亮共同签署了《CSNS/LINAC 

RFQ 4616V4电子管高频功率源研制合同》。

散裂中子源正式被列入国家“十二五”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大科学装置。

高能所促进与航天二院二十三所合作

锕系元素与纳米材料研讨会在高能所成功召开
6月3日，“锕系元素与纳米材料”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高能所召开。该会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

究计划“先进核裂变能的燃料增殖与嬗变”系列学术

活动的一部分。柴之芳院士担任会议执行主席，锕系

元素纳米材料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美国圣母大学的

Peter C. Burns教授作特邀报告，来自国内20余家相

关科研单位和高校的代表与会研讨。 

会上，Burns教授作了题为《The Solid State 
Chemistry of Actinides: From Minerals through Inorganic 
Synthetic Compounds》和《From Uranium Mineralogy 
to Nano-Scale Control of Actinides》的主题报告，系

统介绍了当前锕系无机纳米材料领域的研究现状，重

点报告了他领导的课题组在制备尺度可控锕系纳米材

料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全世界已知的铀酰矿物结构

约有56种，而该课题组在1997-2003期间共发表了41

种铀酰矿物，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高能所赵宇亮、

清华大学李隽、上海交大韦悦周、等离子体所王祥科

等十几位国内专家也介绍了各自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

果。 

近年来，锕系元素纳米材料已成为国际上锕系元

素研究的前沿领域，此类材料在未来先进核燃料循环

系统中具有重要应用前景，在铀矿开采和提纯，核燃

料元件制备及燃烧，乏燃料后处理，以及核废料处置

等各重要环节都可发挥重要作用。以锕系元素纳米材

料构建成的新型纳米核燃料，可充分利用其散热系数

高的优势，从而提高核反应堆的安全系数。

研讨会的召开将有效推动我国在锕系纳米材料领

域的基础研究，促进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