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开始获取数据
8月15日，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

在京宣布，位于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内的实验装置经过

历时四年的建造，在地下100米深、距反应堆仅360米

的近点实验大厅内，安装就位的两个中微子探测器已

经探测到来自核电站反应堆群的中微子。这标志着大

亚湾国际合作组对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的测量迈出

了第一步，实验结果很可能会对宇宙中为什么物质多

于反物质提供线索。 

中微子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基本粒子，质量非常微

小，不带电，太阳、宇宙线、核电站等都能产生大量

中微子，甚至于人体极为微弱的天然放射性，每天也

会产生大量的中微子。它极难被探测，几乎不与物质

发生相互作用，可以轻松地穿过人体、建筑，甚至地

球，不带来任何影响。中微子有三种类型，或者称之

为“味道”，即电子中微子、μ中微子和τ中微子。

它们可以通过振荡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 

大亚湾实验是对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的测

量。在这种振荡模式中，主要由电子中微子组成的混

合态转变为主要由τ中微子组成的混合态。这是最后

一个未知的混合角，称为θ13（西塔一三），其数值

的大小决定了未来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并且

与宇宙中“反物质消失之谜”有关。大亚湾实验的科

学家们预计，要实现测量θ13到百分之一的精度的实

验目标，大约需要两年的取数时间。 

由于科学意义重大，国际上曾先后提出了8个实

验方案。由我国科学家提出的大亚湾实验方案具有独

特的地理优势和独到的设计，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支

持。美国能源部放弃了支持本国的两个实验方案，转

而支持美国科学家加入大亚湾实验的合作。自2006

年起成立的大亚湾国际合作组，目前已发展为由来自

6个国家和地区的39个研究机构，250名研究人员组

成。实验的中方经费由科技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

学基金委、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共同

支持，在我国开创了国家、地方与企业共同支持基础

科学研究的先河。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对大亚湾反应堆

中微子实验的建设给予了宝贵支持。该实验是中美在

基础研究领域规模最大的合作之一，是美国能源部在

国外投资第二大的粒子物理实验项目。（下转二版） 

曹健林一行访问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
8月17日，科技部曹健林副部长莅临高能所羊八

井宇宙线观测站，参加设在此站的国家天文台西藏羊

八井观测站（毫米波望远镜）的揭牌仪式，并参观了

高能所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 

曹健林在听取了站上科研人员的汇报后，特别

关心羊八井观测站在国际宇宙线研究中的地位和取得

的科研成果，针对观测站两大国际合作实验运行经费

严重不足的问题，他立即询问了科技部基础司、国际

合作司的陪同领导，希望通过多方协调加以解决。他

勉励科研人员继续努力，伴随国家经济的发展，抓

住机遇，利用西藏的地理优势，独立自主地从多个波

段观测研究宇宙的奥秘，为解开宇宙线起源的世纪之

谜努力攻关，争取“十二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LHAASO项目的早日立项，为国际宇宙线的研究和西藏

科教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藏自治区李秀珍副秘书长、科技部基础司张先

恩司长、科技部遥感中心廖小罕主任、科技部高新司

杨显武副司长、科技部国际合作司马林英副司长、西

藏自治区科技厅马胜杰厅长等领导陪同访问。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第十六届年会于8月

10日至12日在京郊怀柔召开。来自高能所、中国科技大

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中科院近物所和应物所等相关

合作单位的12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高能所陈和生所长在开幕式上作了“稳定高效运

行，攀登亮度高峰”的报告，充分肯定了本运行年度取

得的成绩。他还指出，今年夏季检修任务极为繁重，要

求各系统全力以赴确保进度和质量。他希望加速器中心

认真分析薄弱环节，分析制约实现高亮度的瓶颈，深入

研究和落实进一步大幅度提高亮度的方案，争取早日达

到理论设计亮度1×1033cm-2s-1，并满足同步辐射用户的

需求。他还要求加速器中心认真调整组织管理、人才队

伍和学科布局，部署未来的发展，进一步落实矩阵式管

理，努力完成所承担的CSNS和ADS等任务。 

所党委致大会贺信，对全体工程科技人员为BEPCII

稳定高效运行做出的不懈努力予以高度肯定，

并希望大家继续发扬团结拼搏、敢打硬仗的团

队精神，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高能所大科

学工程及各项工作中去。 

会议报告有BEPCII调束和运行、2010-

2011年度直线加速器运行与改进、中国散裂中

子源工程进展、BESIII 2010-2011年度运行、

2010-2011年度BSRF开放运行总结等，合肥光

源、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和上海光源的代表也作

了交流报告，介绍调束、运行和改进方面的经

验，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ADS、BEPCII备用

腔研制、ILC国际合作项目分别汇报了进展。 

在分组报告会上，BEPCII加速器物理、运行、高

频、束测、控制、功率源、微波、电源、磁铁、机械、

真空、低温、防护等各系统的代表，分别就一年来本系

统运行调试结果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

出暑期检修计划和下一阶段的改进方案。各分会场围绕

与BEPCII调试、运行、改进相关的议题，展开了热烈讨

论，系统之间充分交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高能所王九庆副所长在大会总结中强调BEPCII是高

能所的重中之重，是关系到高能所未来发展的生命线，

BEPCII关键技术的研发是高能所持续发展的不竭源泉。

他希望大家要拓宽途径，做创新2020的加速器；深入沟

通，谋划“十二五”；集思广益，扎实推进，不断攀登

亮度高峰，支撑推动国家的科技创新。

BEPC第十六届年会在京召开

（上接一版）“这是一个非凡

的成果，来自全球数百位科学家和

工程师八年的努力——四年的计划

准备和四年的建设。”大亚湾实验

合作组发言人、高能所常务副所长

王贻芳说，“我们集体努力，建设

了一个地下实验装置，探测来自反

应堆的中微子，目标是寻找一种新

型的中微子振荡并对它进行精确测

量。” 

“从大亚湾获取的第一批数据

使我们可以开始测量这个未知混合

角，并最终将振荡幅度测量至1%的

精度以内。”来自美国能源部劳伦

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大亚湾合作

组发言人陆锦标说，“这个精度比

现在的测量结果高出一个数量级，

而且远比正在进行中的其它实验精

确得多。实验结果将对解释中微子

在宇宙大爆炸后最早的一段时期内

基本物质的演化，以及为什么今天

宇宙中物质比反物质更多做出重大

贡献。” 

大亚湾实验地理位置优越，紧

邻世界上最大的核反应堆群之一，

并且紧邻高山，非常适合对θ13进

行精确测量。它通过8个全同的探测

器来获取数据，探测器放置在附近

山底下的三个地下实验大厅中。 

距大亚湾反应堆360米的一号

实验大厅最早开始投入运行，距岭

澳反应堆约500米的二号大厅今年秋

天将开始运行，最远的三号大厅，

离核反应堆群约两公里，也会在

2012年的夏天开始取数工作。 

大亚湾实验是一个中微子“消

失”的实验。周围的反应堆产生了

海量的电子反中微子。两个近点大

厅中的探测器将会测量这些中微子

的初始通量，而远点大厅的探测器

将负责寻找预期中的通量减少。 

每个中微子探测器为直径5

米，高5米的圆柱形，装满透明的液

体闪烁体，总重110吨。当捕捉到中

微子时，液体闪烁体将发出微弱的

闪光。高灵敏度的光电倍增管安装

在探测器的内表面，放大并记录这

些闪光。 

实验大厅位于深山底下，以

屏蔽宇宙线。探测器放置在水池之

中，以屏蔽周围岩石层的放射性。

中国与美国领导了大亚湾反

应堆中微子实验，同时还包括来

自俄罗斯、捷克、中国香港和台湾

的合作者。国内单位包括中科院高

能所、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山

东大学等15个科研院所和院校。中

方由来自中科院高能所的王贻芳任

项目经理，美方由来自劳伦斯伯克

利国家实验室的比尔·爱德华兹任

项目经理、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

的史蒂夫·科特尔任首席科学家。



赫斯公众报告会在高能所召开

8月11日至18日，第32届国际宇

宙线大会（ICRC2011）在京召开。会

议由高能所主办，国际纯物理和应用

物理学会(IUPAP)以及基金委、中科

院、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赞助。来

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50名代表

参加了会议。这是我国首次举办国际

宇宙线大会（ICRC）。

会议特邀国际知名学者做了7个

大会邀请综述报告和7个大会总结报

告。会议亮点报告共17个，其中2个

来自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的中

意、中日实验。此外还有约450个口

头报告和600个展板报告，其中包括

中国代表的30多个口头报告和40多个

展板报告，是历年来报告数量最多的

一次。与会代表就自ICRC2009以来的

研究成果和进展进行了广泛交流，很

多都是最新和最高水平的成果。 

我国的宇宙线研究自1951年以

来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1972年

在云南高山站的观测中曾获一个可能

的重质量和长寿命粒子的事例，在西

藏羊八井国际合作中经过20余年的努

力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即将发展的项

目，已在国际宇宙线学界获得广泛关

注。本次会议成为向国际宇宙线学界

展示中国工作的重要窗口，在大会的

总结报告中，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得到

了高度肯定。

ICRC是由IUPAP下属的宇宙线委

员会(C4)指导举办的每两年一次的国

际系列会议，是国际宇宙线学界规模

最大、最重要的国际会议，首届会议

召开于1947年。大会议题广泛，涵盖

宇宙线高能物理、宇宙线天体物理、

太阳和日地空间高能物理等，研究的

问题涉及宇宙线的起源、粒子物理、

宇宙学等前沿学科的实验和理论解

释，研究的宇宙线粒子的能量跨度从

太阳宇宙线（~109电子伏特）直到极

高能区（1021电子伏特），能量跨度

达到1万亿倍。 

东莞市召开散裂中子源项目工作协调会
8月19日，东莞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冷晓明在大朗创意产业园出席

散裂中子源项目专项协调会，协调解

决散裂中子源有关问题。会议由东莞

市政府朱斌华副秘书长主持，东莞财

政局、市供电局、大朗镇委镇政府的

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高能所奚基伟副所长在会上介

绍了工程进展情况，并提出希望解决

的问题。冷晓明指出，散裂中子源

项目按照原定计划，将于近期开工建

设，为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

相关单位要加紧协调，尽快解决供电

管线改迁、道路标高、边角地青苗补

偿、水管改迁等问题。冷晓明还实地

考察了散裂中子源项目施工现场。他

要求市有关部门要加强与高能所、大

朗镇政府的协调沟通，确保散裂中子

源项目下一阶段的建设顺利开展。 

散裂中子源项目一期工程的场

坪及地基处理工程已基本完成，边坡

支护工程也进入扫尾阶段。目前，广

东省设计院正和高能所的工程技术人

员进行施工图的联合设计，散裂中子

源开工报告也已上报给中科院，开工

报告一经批复，工程即将顺利开工。

第32届国际宇宙线大会在京召开

8月15日，第32次国际宇宙线学

术大会系列报告——赫斯报告会在高

能所举行。高能所谭有恒研究员作了

题为《宇宙线与高山观测》的报告，

用宝贵的历史照片和精美的卫星图片

介绍了历史上及现今仍活跃着的宇宙

线高山站，回顾了我国依托云南高山

站开始宇宙线研究的历史，并展望了

高山宇宙线研究的将来。

石景山区学协会、街道科协、

科普基地负责人及科技骨干教师，中

国科普博览科技观光团、北京理工大

学、中科院研究生院、高能所以及其

他大中院校的学生和社会公众200余

人参加了报告会，近150人参观了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精彩

的科普报告、与大科学装置的近距离

接触都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会后

不少公众留下来与谭有恒研究员讨

论，展示了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宇宙线是一种来自宇宙的高能

粒子流，既是可以轰开原子核坚固堡

垒的微观“炮弹”又携带着宇宙起

源、天体演化、空间环境和太阳活动

等宇观信息，是一种不请自来、普天

同降的宝贵科学资源。自1912年赫斯

乘热气球发现宇宙射线以来，研究宇

宙线本身和萃取其携带信息的努力就

从未中断过，中国科学家也做出了重

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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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之行 文化之旅——记先进集体代表和优秀个人枣庄之行
高能所2009-2010年优秀党支部代表、优秀党

员，创新文化先进集体代表、先进个人，优秀团干

部、优秀青年一行32人，于8月19日至21日赴山东枣

庄参观学习。 

枣庄地区有光荣的爱国主义历史，抗日战争期

间，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在此爆发，铁道游击队的传奇

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同时，它作为墨子、鲁班的故

乡，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 

大家参观了海峡两岸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台儿庄纪念馆。纪念馆内的各种展览

再现了大战发生的历史背景和悲壮场面，

在解说员饱含深情的讲解中，大家深深为

中国人民坚贞不屈、浴血奋战的抗战精神

所感动。铁道游击队旧址的参观，则让大

家了解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队

伍的英雄事迹，深深为先烈们保家卫国、

不怕牺牲的英勇精神所感染。在李宗仁史

料馆中，大家全面了解了李宗仁先生的一

生，尤其是他挥师御倭和回归祖国前后的

爱国壮举，使大家受到一次爱国主义教

育。此外，大家还参观了墨子纪念馆，在

这座世界唯一的专门研究墨子文化、收集

墨子资料、展示墨子研究成果的场馆内，

大家对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墨学有

了较多了解，对墨子在政治、军事、科技方面的思想

和成果感到惊讶，为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感

到自豪。 

枣庄之行既是一次爱国之行，又是一次文化之

旅，大家不仅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洗礼，还体

验到了悠久流长的历史文化，为大家牢记作为科研工

作者的使命，献身科研、报效祖国提供了精神动力。

工作简讯
8月11日，石景山区科委隆重召开了“石景山区科技工作会暨园区建设推进大会”，会上为2011年批准成

立的5个区重点实验室和5个创意工作室授牌，高能所申报的“核技术无损检测与分析实验室”名列其中。 

8月17日，高能所团委举行“支部交流年”活动的第三期科普报告，2010级博士于福升做了精彩报告“自

然界的积木——夸克、电子的那些事儿”，来自全所的近70名年轻人参加。高能所团委从去年开始举办“支部

交流年”和“青年读书年活动”活动，对青年职工尽快了解研究所的整体工作状况和各研究室的科研工作情

况，促进学术交叉创新和交流发挥了积极作用。

8月17日，一年一度的高能所职工游泳比赛在所游泳池如期举行。比赛按年龄分为男、女甲乙丙丁8个组

别，共有36个单项和2个集体项目，全所15个单位共计120多人报名参加了各项比赛的角逐。

8月18至22日，高能所计算中心党支部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团委主办的“重返革命圣地，弘扬革命精神”

主题实践教育活动，并派人前往甘肃会宁县明德小学开展了捐资助学活动。活动期间，参加活动的青年同志还

举办了科普进校园活动，走访并慰问了八路军老战士，参观了红军长征会师博物馆，重温了入党誓词。

8月25日，高能所赴美国散裂中子源（SNS）考察归来的技术人员，与100多名参与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建

设人员交流了参观学习的情况，从靶站、机械、电气、辐射防护和通用设施等方面总结了学习经验，以及将来

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