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詹文龙赴西藏考察，并与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丁业现举行会

谈。

28 日的会谈中，丁业现介绍了

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盛大庆典的

情况和 60 年来自治区 GDP 增长

111.8 倍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詹文龙对近年来西藏社会经济的

飞速发展表示了由衷的赞叹，并表

示中科院将继续为西藏的繁荣与

发展做出贡献。

詹文龙介绍了“ 十二五 ”期

间为大力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而规划建设的 16 个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大型高海

拔空气簇射观测站（LHAASO）。他还

介绍了国家天文台将在西藏开展

的多项国际水平的大型研究活动，

引介了青海盐湖研究所与西藏矿

业部门联合开发盐湖资源的科研

成果转化项目。詹文龙特别强调在

保护西部生态屏障的前提下，充分

发挥西藏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

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的重大意义，指出这将培养造就一

批世界一流的研究项目，希望得到

自治区各级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

持。丁业现赞扬了中科院与自治区

长期的互惠合作以及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表示将继续

给予大力支持。双方

对“ 十二五 ”期间

院 地 联 合 共 建

LHAASO 达成了一致。

8月 29 日，詹文

龙一行由自治区政

府副秘书长李秀珍、

拉萨市副市长果果

陪同视察了高能所

羊八井国际宇宙线

观测站。他听取了关

于亚毫米波望远镜

建造、性能和科学目

标的汇报，视察了中

意合作 ARGO-YBJ 和

中日合作 ASγ宇宙线观测阵列，着

重听取了LHAASO预研进展的汇报，

察看了 LHAASO 四种探测器原理样

机阵列的运行状况，了解其与

ARGO-YBJ 探测器开展联合观测的

情况。他对 LHAASO 预研的进展表

示满意。关于阵列规划用地，詹文

龙特别强调了生态保持和恢复的

重要意义，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中

科院在西部生态及其恢复研究方

面的优势，将相关研究机构纳入

LHAASO 合作，尽可能减小设施建设

对生态的冲击效应。

视察结束后，詹文龙与陪同的

各位领导和专家举行座谈。高能所

曹臻研究员首先介绍了 LHAASO 项

目的科学意义、国际地位、建设内

容，以及对提高西藏地区科技水平

和加强科普教育的意义和作用等。

卢红研究员对于高能所与当雄县

政府共同进行选址初勘的情况做

了补充说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由

院地双方尽快成立 LHAASO 用地规

划领导小组，提出合理的 LHAASO

一平方公里选址方案，确保这一院

地共建的“ 十二五 ”规划项目的

立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9 月 22 日至 24 日，散裂中子

源（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

织召开了 CSNS 国际顾问委员会第

三次评审会，来自英国 RAL、美国

ORNL 和 BNL、日本 J-PARC、瑞士

PSI ，以及 CERN 等机构的 19 位国

际知名专家，对 CSNS 加速器和靶

站谱仪的设计进展进行了评审。 

CSNS 经理、高能所所长陈和生

指出，这是首次 CSNS 加速器技术

国际顾问委员会（ATAC）和中子技

术国际顾问委员会（NTAC）一起召

开的评审会，两个委员会的专家可

相互交流讨论，共同优化散裂中子

源的设计。他介绍，自去年国际顾

问委员会评审会召开以来，项目组

根据专家建议，对 CSNS 的设计进

行了优化，修改靶站的维护方式并

保留升级到 500kW 的潜力，相应投

资估算也从 14 亿元增加到 16.7

亿元。目前 CSNS 大部分样机的预

制研究工作已完成，希望专家们对

加速器和靶站的技术设计、项目的

投资估算、人力资源和组织管

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CSNS 常务副经理马力介

绍了项目的总体进展，CSNS 加

速器分总体主任傅世年和实

验分总体主任王芳卫分别介

绍了各分总体的进展情况。随

后，加速器和实验分总体有关

系统的详细进展报告分别进

行。ATAC 的专家听取了直线束流动

力学、RCS 和输运线物理设计、前

端、DTL、射频、磁铁、电源、真空、控

制等系统的 15 个进展报告；NTAC

的专家听取了中子物理、靶体、慢

化器和反射体、氦容器、遥控维护、

实验公用、高通量粉末衍射仪、多

功能反射仪、小角散射仪等系统的

16 个进展报告，并与技术人员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期间，专家

们还参观了 CSNS 预研样机。 

经过认真评审，专家们认为

CSNS 项目组自去年国际评审会以

来，开展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作，并

对上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做了很好

的回应。专家从建设管理、经费、加

速器和靶站谱仪各系统的设计、用

户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

建议。 

陈和生认为专家组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对 CSNS 的设计、建设和

运行非常重要，尤其是专家建议要

考虑 CSNS 的中长期发展，设施投

入运行后产出一流实验成果的重

要性。他表示将认真考虑专家们的

建议，并给出答复，希望专家们继

续支持 CSNS 的设计和建设。

詹文龙视察高能所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

散裂中子源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三次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高能所参加中科院第五届暨京区第十三届职工田径运动会

散裂中子源靶站设计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9 月 5 日，CSNS 靶站设计评审

会在高能所召开。CSNS 工程科学技

术委员会谱仪和靶站分委员会主

任张焕乔院士主持会议，来自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科院物理所、高能所等单位的 16

位专家出席会议。 

高能所所长陈和生指出，靶站

是 CSNS 工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之一。2010 年 5 月召开的 CSNS 第

二届中子技术国际顾问委员会评

审会上，国外专家建议优化靶站的

设计方案，预留进一步提高束流功

率到 500kW 的能力，同时建议靶站

的水平维护改为垂直维护。实验分

总体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国

际顾问委员会上专家提出的

方案。他希望国内有关专家对

方案进行深入评审，提出更多

建设性意见。 

CSNS 实验分总体主任王

芳卫介绍了靶站谱仪的总体

设计进展。各相关系统人员分

别从靶站物理、靶体、慢化器与反

射体、靶站热工、氦容器、屏蔽体、

遥控维护等方面，向专家汇报了靶

站设计的详细情况。专家们充分肯

定了 CSNS 项目组设计工作取得的

重要进展，并从屏蔽设计、废物处

理、氦容器寿命、保护系统、拆装演

练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CSNS 工程副经理陈元柏表示

CSNS 实验分总体将对专家提出的

问题认真考虑，进一步优化相关设

计，同时希望各位专家能一如既往

地支持 CSNS 的设计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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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中科院第五届暨京

区第13届职工田径运动会在丰台体

育中心举行。全院70个单位的4000

多名运动员，以及7000多名观众参

加了此次盛会。高能所派出110余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项目的角逐，

以337.5分的总成绩获得全院团体

总分第四名、京区团体总分第一

名，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在各集体项目的比赛中，高能

所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广播操队伍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整齐划一的动

作荣获一等奖；拔河队伍以顽强的

毅力绝地逆转进入决赛，并以绝对

优势获得冠军；集体跳绳队伍坚持

训练，决赛成绩比预赛有很大的提

升；男女4*100接力、双人百米定

向、双人踢毽等项目中高能所也取

得不错的名次。在个人单项比赛

中，高能所队员面对来自各分院的

强劲对手，不气馁、不放弃，凭借

长期健身的积累和坚韧不拔的精

神，共计54人次在京区获得名次，

29人次在院里获得名次。 

　　通过本届运动会，高能所体育

健儿和啦啦队员们展示了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展现了高能所职工健

身工作的可喜成果。

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
监督站到高能所检查工作

密封源使用与贮存场所项目
完成环保验收

9月7日，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到高

能所检查辐射安全工作。

检查组先后来到3.5MeV质子直线加速器、6MeV

工业CT加速器、中子厅丙级放化实验室、BEPCII辐

射防护值班室和对撞机隧道等地进行现场检查。他

们还检查了BEPCII环境和场所监测数据、辐射安全

防护设施维护与维修工作记录、个人剂量监测数

据、放射工作人员培训情况及放射源台账等。 

通过检查，环保部华北站检查组对高能所辐射

安全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高能所进一步做好辐射

安全工作，为科研工程生产做好安全保障。

9月26日，环保部组织专家对高能所密封源使用

与贮存场所项目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会上，所党委副书记潘卫民对验收专家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国家环保部和北京市环保

局等单位多年来对高能所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的支

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请与会专家严格把关，确保

所辐射防护与安全的各项内容落到实处。 

专家们听取了高能所对该项目试运行辐射防护

情况的汇报和北京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对验收监测

报告的汇报，并对密封源使用与贮存场所进行了现

场检查。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项目竣工环保

验收。



《北京先进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研究勘察报告》通过验收评审

香山科学会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前沿科学和应用”会议召开

ADS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ADS加速器超导腔合作项目启动

BEPCII备用超导腔安装就位

经过近三个月日以继夜的

紧张工作，高能所加速器中心

高频组、低温组和真空组的科

研人员终于完成了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II（BEPCII）备用超

导腔的组装工作。9月26日下

午，备用超导腔被运送至测试

间，并安装就位。

集成组装的完成是BEPCII

备用超导腔项目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为了不影响BEPCII按正

常计划开机，项目组人员在国

庆期间进行了各种管线和控制

环路的连接及调试工作，为下

一步该腔的水平测试提前做好

各种准备。

BEPCII备用超导腔是国内

首只完全自主研制和系统集成

的500MHz超导腔，其关键部件

实现了国产化。高能所在射频

超导技术和系统集成领域努力

发展，正在向国际先进水平大

步迈进。

高能所计算中心举办与香港大学的云计算取证研讨会

8月19日，高能所计算中心举

办了与香港大学的网络安全交流合

作活动。这是今年举办的高能所与

香港大学合作框架下的第三次云计

算安全主题研讨会，研讨主题是云

计算环境下的取证技术。 

研讨会上，香港大学K.P.Chow
教授做了题为“Digital Forensics and 
Cloud”的报告，展望云计算中的取

证与进展，介绍了香港大学的云计

划，并就下一步的工作展开了讨

论,如云计算的虚拟机资源分配、

操作系统平台等。港大博士生

Micheal Kwan介绍了流媒体的取证，

希望运用高能所的云计算实验平

台，对Cloud Media进行实验，研究

其特征，给出今后香港地区保护流

媒体知识产权的取证技术措施。 

高能所许榕生研究员做了题为

“Research on Cloud Security -- A system 
of Check-Monitor-Forensic”的演讲，

介绍了对云计算作业的行为监控与

取证的可能方案，提出移动代理的

概念和实验步骤供大家参考。此方

案充分借助了前几年高能所网络安

全实验室的课题经验的积累，但需

要在云计算的新格局下研究独特可

行的办法。高能所石京燕博士介绍

了网格技术与云计算前期的工作。 

会上还探讨了今后双方人员交

流及项目合作等具体事项。双方均

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争取在云

计算安全领域多出成果。

高能所计算中心相关技术人员

及研究生、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

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研讨。

北京谱仪III实验进展研讨会在大理学院顺利召开
9月23日至26日，北京谱仪III

（BESIII）实验进展研讨会在云南

大理学院召开。基金委数理学部常

务副主任汲培文、物理二处处长蒲

钔，BESIII-tau粲物理研究项目专

家顾问组成员，以及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山

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科院研

究生院的30余名项目组骨干出席会

议。 

会议由BESIII tau-粲物理实验

研究项目的973首席科学家沈肖雁

主持。会上，汲培文常务副主任、

蒲钔处长代表基金委表示将继续大

力支持BESIII的实验研究，同时积

极支持各院校的高能物理研究。项

目专家组组长张焕乔院士、BESIII

合作组发言人王贻芳，对各大学积

极参与BESIII实验研究给予肯定并

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各大学进一步

积极参与BESIII的各项工作，共同

努力做出国际水平的工作，使得

tau-粲物理实验研究在世界高能物

理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与会专家、学者听取了项目总

体进展报告和各课题负责人的课题

进展报告，以及9个专题报告，并

针对项目的进展、关键和热点问题

等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

BESIII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物理成

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项

目组内各单位高能物理队伍的建

设，为国内高能物理实验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各课题组间

的交流，促进了理论与实验队伍的

沟通，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需要解决

的问题，为BESIII得到更多更好的

成果提供了保障。

9月15日至17日，第406次香山

科学会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前沿

科学和应用”在京举行。中科院理

论物理所于渌院士，中科院高能所

陈森玉院士、冼鼎昌院士、姜晓明

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杜祥

琬院士，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屠海令

院士担任会议执行主席。来自中科

院各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各研究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清

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

等高校，美国、日本、法国科研机

构的62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专家们报告了同步辐射

光源装置、线站技术、高能光源在

国家重大需求和极端条件、工业材

料应用等领域的前沿和未来发展趋

势，并就中国未来的高能光源建设

的目标、特点、研究领域、建设指

导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专家们认为，大型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在国家重大需求、工程材料

实时研究、极端条件、前沿科学相

关的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平

台支撑作用，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期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

的科技发展，对建设高能同步辐射

光源提出了迫切的需求，高能光源

的建设不仅将显著提升我国同步辐

射光源的研究支撑能力，还将极大

满足我国在特殊材料、航空航天、

工程材料研究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也使得我国同步辐射装置的能区、

地域分布更加合理。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高能光源

的建设方案应充分考虑国家重大需

求，通过装置建设者和用户共同研

讨落实。低发射度、储存环能量为

5-6GeV的初步设计目前看来是一个

很合理的建设方案。 

与会专家建议中国同步辐射光

源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整体考虑，全

国一盘棋。在组织相关单位和用户

代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上海光源二期工程项目和未来高能

光源的建设目标，分工合作，部署

相关建设和预研工程目标和任务。

同时还要深入细致研讨近期及未来

重大需求，确定未来高能光源的科

学目标和设计方案，以及光束线和

实验站的建设方案。与会专家还建

议，国外先进光源装置都十分注重

实验方法、数据处理等对用户科学

研究工作相关的支撑能力建设，对

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光源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希望国内装置单位予

以高度重视。

8 月 31 日，ADS 合作项目——

“ADS注入器超导Spoke原型腔研制”

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

隆重举行，来自高能所、北京大学及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领导、专家及其他

工作人员近 20 人出席仪式。这标志

着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讨论，高能

所、北大、哈工大在 Spoke 原型腔研

制方面的合作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高能所所长陈和生

全面介绍了 ADS 的科学原理、项目背

景和意义、高能所在中科院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 未来先进核裂变

能 ADS 嬗变系统”中承担的任务、实

施方案和计划等，表达了对北京大学

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参与这一合作项

目的欢迎及谢意。ADS 高能所负责人

潘卫民补充介绍了合作项目的具体

情况。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重离子物理

研究所所长刘克新简略介绍了北京

大学在相关超导腔研制方面的进展

与积累，表示了对本合作项目的鼎力

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树国校长也

表示哈工大很高兴有机会参加 ADS

专项这样富有战略意义的合作项目，

将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项目各项工

作的开展。 

签字仪式后，在哈工大副校长郭

斌等的陪同下，陈和生一行详细参观

了哈工大的现代焊接生产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 并就一些关键技术和

可能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9月 19 日至 20 日，中科院战略

先导项目 ADS 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

会在高能所召开。会议由美国 FNAL

的 Steve Holmes 主持。来自 FNAL、

IPN-Orasy、LBNL、CEA-Saclay、ANL、

IAP-Frankfurt、BNL、MSU、北京大学、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高能所的

13 位专家评委出席会议。高能所陈

和生所长、方守贤院士、王九庆副所

长、潘卫民副书记、马力所长助理及

ADS 加速器分总体和相关系统负责

人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和专家意见。

兰州近物所的有关领导徐瑚珊、赵红

卫和部分系统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 

高能所陈和生所长对专家们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介

绍了高能所的基本情况。随后，潘卫

民全面介绍了“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ADS 嬗变系统 ”的项目背景和整体

发展路线图以及高能所在此项目中

承担的任务、实施方案和计划等。 

会上，高能所唐靖宇研究员介绍

了物理设计的关键问题。高能所和近

物所的 ADS 联合加速器物理组的研

究人员介绍了物理设计的情况，两个

所的超导高频腔的研究人员也分别

介绍了工作进展。 

经过充分讨论，评审专家们对

ADS 加速器物理设计在短时间内取

得的进展表示了肯定，并对物理设计

的各个方面给出了初步的和具体的

建议和评价，同时也对项目关键技术

路线如超导腔型的选取和样机研制、

基础设施的建立等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最终的评审意见约在一个月后提

交给项目组。 

陈和生要求 ADS 研究人员认真

研究专家们的建议，逐一给出答复，

在与专家们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优化

物理设计方案，完善相关设计工作， 

尽快开展关键设备的预研工作。

9月22日，中科院高能所组织有

关单位的专家对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北京先进

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研究勘察报

告》进行了验收评审。专家组一致

同意报告通过验收评审。 

专家组组长由海军工程设计研

究院的秦瑞珍担任，来自海军工程

设计研究院、北京勘察设计研究

院、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地质大学、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

院、中科院高能所的10位专家出席

了评审会。北京先进光源预研项目

负责人姜晓明、地质可研勘察课题

负责人尚彦军、项目组专家刘培

泉、黄开席、阎永廉、王书鸿以及

项目组其他成员等出席评审会。 

评审会上，高能所秦庆研究员

首先向专家组介绍了北京先进光源

预研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光源对土

地情况的基本要求。随后，专家组

成员听取了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尚彦军博士关于北京先进光源地质

勘察工作的汇报，认真审查和评议

了《北京先进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

研究勘察报告》。 

经过充分讨论，专家

组充分肯定了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开展的勘探工

作，认为勘探技术方法合

理、报告资料详实，勘察

工作满足合同要求并符合

相关规范规定。专家组还

提出了进一步增强报告的

可读性、加强物探成果的

综合解释等建议。 

尚彦军表示将充分考虑专家们

的各项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勘察报告，并计划在10月中旬

将最终的勘察报告提交给高能所。 

评审结束后，北京先进光源项

目组成员结合地质勘探结果，就光

源对地质的不均匀沉降和振动方面

的要求与专家组进行了讨论。 

ADS——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系统

国内外 13位专家评委出席

肯定了 ADS加速器物理设计进展

最终的评审意见约在一个月后提交项目组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讨论

高能所、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三方合作

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表示将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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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先进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研究勘察报告》通过验收评审

香山科学会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前沿科学和应用”会议召开

ADS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ADS加速器超导腔合作项目启动

BEPCII备用超导腔安装就位

经过近三个月日以继夜的

紧张工作，高能所加速器中心

高频组、低温组和真空组的科

研人员终于完成了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II（BEPCII）备用超

导腔的组装工作。9月26日下

午，备用超导腔被运送至测试

间，并安装就位。

集成组装的完成是BEPCII

备用超导腔项目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为了不影响BEPCII按正

常计划开机，项目组人员在国

庆期间进行了各种管线和控制

环路的连接及调试工作，为下

一步该腔的水平测试提前做好

各种准备。

BEPCII备用超导腔是国内

首只完全自主研制和系统集成

的500MHz超导腔，其关键部件

实现了国产化。高能所在射频

超导技术和系统集成领域努力

发展，正在向国际先进水平大

步迈进。

高能所计算中心举办与香港大学的云计算取证研讨会

8月19日，高能所计算中心举

办了与香港大学的网络安全交流合

作活动。这是今年举办的高能所与

香港大学合作框架下的第三次云计

算安全主题研讨会，研讨主题是云

计算环境下的取证技术。 

研讨会上，香港大学K.P.Chow
教授做了题为“Digital Forensics and 
Cloud”的报告，展望云计算中的取

证与进展，介绍了香港大学的云计

划，并就下一步的工作展开了讨

论,如云计算的虚拟机资源分配、

操作系统平台等。港大博士生

Micheal Kwan介绍了流媒体的取证，

希望运用高能所的云计算实验平

台，对Cloud Media进行实验，研究

其特征，给出今后香港地区保护流

媒体知识产权的取证技术措施。 

高能所许榕生研究员做了题为

“Research on Cloud Security -- A system 
of Check-Monitor-Forensic”的演讲，

介绍了对云计算作业的行为监控与

取证的可能方案，提出移动代理的

概念和实验步骤供大家参考。此方

案充分借助了前几年高能所网络安

全实验室的课题经验的积累，但需

要在云计算的新格局下研究独特可

行的办法。高能所石京燕博士介绍

了网格技术与云计算前期的工作。 

会上还探讨了今后双方人员交

流及项目合作等具体事项。双方均

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争取在云

计算安全领域多出成果。

高能所计算中心相关技术人员

及研究生、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

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研讨。

北京谱仪III实验进展研讨会在大理学院顺利召开
9月23日至26日，北京谱仪III

（BESIII）实验进展研讨会在云南

大理学院召开。基金委数理学部常

务副主任汲培文、物理二处处长蒲

钔，BESIII-tau粲物理研究项目专

家顾问组成员，以及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山

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科院研

究生院的30余名项目组骨干出席会

议。 

会议由BESIII tau-粲物理实验

研究项目的973首席科学家沈肖雁

主持。会上，汲培文常务副主任、

蒲钔处长代表基金委表示将继续大

力支持BESIII的实验研究，同时积

极支持各院校的高能物理研究。项

目专家组组长张焕乔院士、BESIII

合作组发言人王贻芳，对各大学积

极参与BESIII实验研究给予肯定并

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各大学进一步

积极参与BESIII的各项工作，共同

努力做出国际水平的工作，使得

tau-粲物理实验研究在世界高能物

理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与会专家、学者听取了项目总

体进展报告和各课题负责人的课题

进展报告，以及9个专题报告，并

针对项目的进展、关键和热点问题

等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

BESIII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物理成

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项

目组内各单位高能物理队伍的建

设，为国内高能物理实验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各课题组间

的交流，促进了理论与实验队伍的

沟通，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需要解决

的问题，为BESIII得到更多更好的

成果提供了保障。

9月15日至17日，第406次香山

科学会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前沿

科学和应用”在京举行。中科院理

论物理所于渌院士，中科院高能所

陈森玉院士、冼鼎昌院士、姜晓明

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杜祥

琬院士，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屠海令

院士担任会议执行主席。来自中科

院各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各研究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清

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

等高校，美国、日本、法国科研机

构的62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专家们报告了同步辐射

光源装置、线站技术、高能光源在

国家重大需求和极端条件、工业材

料应用等领域的前沿和未来发展趋

势，并就中国未来的高能光源建设

的目标、特点、研究领域、建设指

导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专家们认为，大型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在国家重大需求、工程材料

实时研究、极端条件、前沿科学相

关的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平

台支撑作用，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期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

的科技发展，对建设高能同步辐射

光源提出了迫切的需求，高能光源

的建设不仅将显著提升我国同步辐

射光源的研究支撑能力，还将极大

满足我国在特殊材料、航空航天、

工程材料研究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也使得我国同步辐射装置的能区、

地域分布更加合理。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高能光源

的建设方案应充分考虑国家重大需

求，通过装置建设者和用户共同研

讨落实。低发射度、储存环能量为

5-6GeV的初步设计目前看来是一个

很合理的建设方案。 

与会专家建议中国同步辐射光

源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整体考虑，全

国一盘棋。在组织相关单位和用户

代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上海光源二期工程项目和未来高能

光源的建设目标，分工合作，部署

相关建设和预研工程目标和任务。

同时还要深入细致研讨近期及未来

重大需求，确定未来高能光源的科

学目标和设计方案，以及光束线和

实验站的建设方案。与会专家还建

议，国外先进光源装置都十分注重

实验方法、数据处理等对用户科学

研究工作相关的支撑能力建设，对

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光源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希望国内装置单位予

以高度重视。

8 月 31 日，ADS 合作项目——

“ADS注入器超导Spoke原型腔研制”

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

隆重举行，来自高能所、北京大学及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领导、专家及其他

工作人员近 20 人出席仪式。这标志

着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讨论，高能

所、北大、哈工大在 Spoke 原型腔研

制方面的合作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高能所所长陈和生

全面介绍了 ADS 的科学原理、项目背

景和意义、高能所在中科院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 未来先进核裂变

能 ADS 嬗变系统”中承担的任务、实

施方案和计划等，表达了对北京大学

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参与这一合作项

目的欢迎及谢意。ADS 高能所负责人

潘卫民补充介绍了合作项目的具体

情况。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重离子物理

研究所所长刘克新简略介绍了北京

大学在相关超导腔研制方面的进展

与积累，表示了对本合作项目的鼎力

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树国校长也

表示哈工大很高兴有机会参加 ADS

专项这样富有战略意义的合作项目，

将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项目各项工

作的开展。 

签字仪式后，在哈工大副校长郭

斌等的陪同下，陈和生一行详细参观

了哈工大的现代焊接生产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 并就一些关键技术和

可能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9月 19 日至 20 日，中科院战略

先导项目 ADS 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

会在高能所召开。会议由美国 FNAL

的 Steve Holmes 主持。来自 FNAL、

IPN-Orasy、LBNL、CEA-Saclay、ANL、

IAP-Frankfurt、BNL、MSU、北京大学、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高能所的

13 位专家评委出席会议。高能所陈

和生所长、方守贤院士、王九庆副所

长、潘卫民副书记、马力所长助理及

ADS 加速器分总体和相关系统负责

人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和专家意见。

兰州近物所的有关领导徐瑚珊、赵红

卫和部分系统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 

高能所陈和生所长对专家们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介

绍了高能所的基本情况。随后，潘卫

民全面介绍了“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ADS 嬗变系统 ”的项目背景和整体

发展路线图以及高能所在此项目中

承担的任务、实施方案和计划等。 

会上，高能所唐靖宇研究员介绍

了物理设计的关键问题。高能所和近

物所的 ADS 联合加速器物理组的研

究人员介绍了物理设计的情况，两个

所的超导高频腔的研究人员也分别

介绍了工作进展。 

经过充分讨论，评审专家们对

ADS 加速器物理设计在短时间内取

得的进展表示了肯定，并对物理设计

的各个方面给出了初步的和具体的

建议和评价，同时也对项目关键技术

路线如超导腔型的选取和样机研制、

基础设施的建立等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最终的评审意见约在一个月后提

交给项目组。 

陈和生要求 ADS 研究人员认真

研究专家们的建议，逐一给出答复，

在与专家们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优化

物理设计方案，完善相关设计工作， 

尽快开展关键设备的预研工作。

9月22日，中科院高能所组织有

关单位的专家对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北京先进

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研究勘察报

告》进行了验收评审。专家组一致

同意报告通过验收评审。 

专家组组长由海军工程设计研

究院的秦瑞珍担任，来自海军工程

设计研究院、北京勘察设计研究

院、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地质大学、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

院、中科院高能所的10位专家出席

了评审会。北京先进光源预研项目

负责人姜晓明、地质可研勘察课题

负责人尚彦军、项目组专家刘培

泉、黄开席、阎永廉、王书鸿以及

项目组其他成员等出席评审会。 

评审会上，高能所秦庆研究员

首先向专家组介绍了北京先进光源

预研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光源对土

地情况的基本要求。随后，专家组

成员听取了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尚彦军博士关于北京先进光源地质

勘察工作的汇报，认真审查和评议

了《北京先进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

研究勘察报告》。 

经过充分讨论，专家

组充分肯定了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开展的勘探工

作，认为勘探技术方法合

理、报告资料详实，勘察

工作满足合同要求并符合

相关规范规定。专家组还

提出了进一步增强报告的

可读性、加强物探成果的

综合解释等建议。 

尚彦军表示将充分考虑专家们

的各项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勘察报告，并计划在10月中旬

将最终的勘察报告提交给高能所。 

评审结束后，北京先进光源项

目组成员结合地质勘探结果，就光

源对地质的不均匀沉降和振动方面

的要求与专家组进行了讨论。 

ADS——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系统

国内外 13位专家评委出席

肯定了 ADS加速器物理设计进展

最终的评审意见约在一个月后提交项目组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讨论

高能所、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三方合作

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表示将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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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先进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研究勘察报告》通过验收评审

香山科学会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前沿科学和应用”会议召开

ADS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ADS加速器超导腔合作项目启动

BEPCII备用超导腔安装就位

经过近三个月日以继夜的

紧张工作，高能所加速器中心

高频组、低温组和真空组的科

研人员终于完成了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II（BEPCII）备用超

导腔的组装工作。9月26日下

午，备用超导腔被运送至测试

间，并安装就位。

集成组装的完成是BEPCII

备用超导腔项目的一个重要里

程碑。为了不影响BEPCII按正

常计划开机，项目组人员在国

庆期间进行了各种管线和控制

环路的连接及调试工作，为下

一步该腔的水平测试提前做好

各种准备。

BEPCII备用超导腔是国内

首只完全自主研制和系统集成

的500MHz超导腔，其关键部件

实现了国产化。高能所在射频

超导技术和系统集成领域努力

发展，正在向国际先进水平大

步迈进。

高能所计算中心举办与香港大学的云计算取证研讨会

8月19日，高能所计算中心举

办了与香港大学的网络安全交流合

作活动。这是今年举办的高能所与

香港大学合作框架下的第三次云计

算安全主题研讨会，研讨主题是云

计算环境下的取证技术。 

研讨会上，香港大学K.P.Chow
教授做了题为“Digital Forensics and 
Cloud”的报告，展望云计算中的取

证与进展，介绍了香港大学的云计

划，并就下一步的工作展开了讨

论,如云计算的虚拟机资源分配、

操作系统平台等。港大博士生

Micheal Kwan介绍了流媒体的取证，

希望运用高能所的云计算实验平

台，对Cloud Media进行实验，研究

其特征，给出今后香港地区保护流

媒体知识产权的取证技术措施。 

高能所许榕生研究员做了题为

“Research on Cloud Security -- A system 
of Check-Monitor-Forensic”的演讲，

介绍了对云计算作业的行为监控与

取证的可能方案，提出移动代理的

概念和实验步骤供大家参考。此方

案充分借助了前几年高能所网络安

全实验室的课题经验的积累，但需

要在云计算的新格局下研究独特可

行的办法。高能所石京燕博士介绍

了网格技术与云计算前期的工作。 

会上还探讨了今后双方人员交

流及项目合作等具体事项。双方均

表示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争取在云

计算安全领域多出成果。

高能所计算中心相关技术人员

及研究生、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单位

的代表也参加了此次研讨。

北京谱仪III实验进展研讨会在大理学院顺利召开
9月23日至26日，北京谱仪III

（BESIII）实验进展研讨会在云南

大理学院召开。基金委数理学部常

务副主任汲培文、物理二处处长蒲

钔，BESIII-tau粲物理研究项目专

家顾问组成员，以及来自北京大

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山

东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和中科院研

究生院的30余名项目组骨干出席会

议。 

会议由BESIII tau-粲物理实验

研究项目的973首席科学家沈肖雁

主持。会上，汲培文常务副主任、

蒲钔处长代表基金委表示将继续大

力支持BESIII的实验研究，同时积

极支持各院校的高能物理研究。项

目专家组组长张焕乔院士、BESIII

合作组发言人王贻芳，对各大学积

极参与BESIII实验研究给予肯定并

寄予很大期望，希望各大学进一步

积极参与BESIII的各项工作，共同

努力做出国际水平的工作，使得

tau-粲物理实验研究在世界高能物

理领域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与会专家、学者听取了项目总

体进展报告和各课题负责人的课题

进展报告，以及9个专题报告，并

针对项目的进展、关键和热点问题

等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认为

BESIII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物理成

果，培养了大量的人才，促进了项

目组内各单位高能物理队伍的建

设，为国内高能物理实验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的贡献。 

会议的召开加强了各课题组间

的交流，促进了理论与实验队伍的

沟通，明确了发展方向和需要解决

的问题，为BESIII得到更多更好的

成果提供了保障。

9月15日至17日，第406次香山

科学会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前沿

科学和应用”在京举行。中科院理

论物理所于渌院士，中科院高能所

陈森玉院士、冼鼎昌院士、姜晓明

研究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杜祥

琬院士，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屠海令

院士担任会议执行主席。来自中科

院各研究所、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各研究所、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清

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吉林大学

等高校，美国、日本、法国科研机

构的62位专家出席了会议。 

会上，专家们报告了同步辐射

光源装置、线站技术、高能光源在

国家重大需求和极端条件、工业材

料应用等领域的前沿和未来发展趋

势，并就中国未来的高能光源建设

的目标、特点、研究领域、建设指

导思想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专家们认为，大型高能同步辐

射光源在国家重大需求、工程材料

实时研究、极端条件、前沿科学相

关的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关键的平

台支撑作用，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期继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

的科技发展，对建设高能同步辐射

光源提出了迫切的需求，高能光源

的建设不仅将显著提升我国同步辐

射光源的研究支撑能力，还将极大

满足我国在特殊材料、航空航天、

工程材料研究等方面的特殊需求，

也使得我国同步辐射装置的能区、

地域分布更加合理。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高能光源

的建设方案应充分考虑国家重大需

求，通过装置建设者和用户共同研

讨落实。低发射度、储存环能量为

5-6GeV的初步设计目前看来是一个

很合理的建设方案。 

与会专家建议中国同步辐射光

源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整体考虑，全

国一盘棋。在组织相关单位和用户

代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合理确定

上海光源二期工程项目和未来高能

光源的建设目标，分工合作，部署

相关建设和预研工程目标和任务。

同时还要深入细致研讨近期及未来

重大需求，确定未来高能光源的科

学目标和设计方案，以及光束线和

实验站的建设方案。与会专家还建

议，国外先进光源装置都十分注重

实验方法、数据处理等对用户科学

研究工作相关的支撑能力建设，对

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光源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希望国内装置单位予

以高度重视。

8 月 31 日，ADS 合作项目——

“ADS注入器超导Spoke原型腔研制”

启动仪式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科学园

隆重举行，来自高能所、北京大学及

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领导、专家及其他

工作人员近 20 人出席仪式。这标志

着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讨论，高能

所、北大、哈工大在 Spoke 原型腔研

制方面的合作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上，高能所所长陈和生

全面介绍了 ADS 的科学原理、项目背

景和意义、高能所在中科院战略性先

导科技专项——“ 未来先进核裂变

能 ADS 嬗变系统”中承担的任务、实

施方案和计划等，表达了对北京大学

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参与这一合作项

目的欢迎及谢意。ADS 高能所负责人

潘卫民补充介绍了合作项目的具体

情况。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重离子物理

研究所所长刘克新简略介绍了北京

大学在相关超导腔研制方面的进展

与积累，表示了对本合作项目的鼎力

支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王树国校长也

表示哈工大很高兴有机会参加 ADS

专项这样富有战略意义的合作项目，

将高度重视并全力支持项目各项工

作的开展。 

签字仪式后，在哈工大副校长郭

斌等的陪同下，陈和生一行详细参观

了哈工大的现代焊接生产技术国家

重点实验室 , 并就一些关键技术和

可能的合作进行了讨论。

9月 19 日至 20 日，中科院战略

先导项目 ADS 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

会在高能所召开。会议由美国 FNAL

的 Steve Holmes 主持。来自 FNAL、

IPN-Orasy、LBNL、CEA-Saclay、ANL、

IAP-Frankfurt、BNL、MSU、北京大学、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高能所的

13 位专家评委出席会议。高能所陈

和生所长、方守贤院士、王九庆副所

长、潘卫民副书记、马力所长助理及

ADS 加速器分总体和相关系统负责

人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和专家意见。

兰州近物所的有关领导徐瑚珊、赵红

卫和部分系统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 

高能所陈和生所长对专家们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介

绍了高能所的基本情况。随后，潘卫

民全面介绍了“ 未来先进核裂变能

ADS 嬗变系统 ”的项目背景和整体

发展路线图以及高能所在此项目中

承担的任务、实施方案和计划等。 

会上，高能所唐靖宇研究员介绍

了物理设计的关键问题。高能所和近

物所的 ADS 联合加速器物理组的研

究人员介绍了物理设计的情况，两个

所的超导高频腔的研究人员也分别

介绍了工作进展。 

经过充分讨论，评审专家们对

ADS 加速器物理设计在短时间内取

得的进展表示了肯定，并对物理设计

的各个方面给出了初步的和具体的

建议和评价，同时也对项目关键技术

路线如超导腔型的选取和样机研制、

基础设施的建立等提出了很好的建

议。最终的评审意见约在一个月后提

交给项目组。 

陈和生要求 ADS 研究人员认真

研究专家们的建议，逐一给出答复，

在与专家们充分沟通的基础上优化

物理设计方案，完善相关设计工作， 

尽快开展关键设备的预研工作。

9月22日，中科院高能所组织有

关单位的专家对中国科学院地质与

地球物理研究所提交的《北京先进

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研究勘察报

告》进行了验收评审。专家组一致

同意报告通过验收评审。 

专家组组长由海军工程设计研

究院的秦瑞珍担任，来自海军工程

设计研究院、北京勘察设计研究

院、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地质大学、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

院、中科院高能所的10位专家出席

了评审会。北京先进光源预研项目

负责人姜晓明、地质可研勘察课题

负责人尚彦军、项目组专家刘培

泉、黄开席、阎永廉、王书鸿以及

项目组其他成员等出席评审会。 

评审会上，高能所秦庆研究员

首先向专家组介绍了北京先进光源

预研项目的基本情况以及光源对土

地情况的基本要求。随后，专家组

成员听取了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尚彦军博士关于北京先进光源地质

勘察工作的汇报，认真审查和评议

了《北京先进光源工程地质可行性

研究勘察报告》。 

经过充分讨论，专家

组充分肯定了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开展的勘探工

作，认为勘探技术方法合

理、报告资料详实，勘察

工作满足合同要求并符合

相关规范规定。专家组还

提出了进一步增强报告的

可读性、加强物探成果的

综合解释等建议。 

尚彦军表示将充分考虑专家们

的各项意见和建议，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勘察报告，并计划在10月中旬

将最终的勘察报告提交给高能所。 

评审结束后，北京先进光源项

目组成员结合地质勘探结果，就光

源对地质的不均匀沉降和振动方面

的要求与专家组进行了讨论。 

ADS——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系统

国内外 13位专家评委出席

肯定了 ADS加速器物理设计进展

最终的评审意见约在一个月后提交项目组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和讨论

高能所、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三方合作

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表示将鼎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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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詹文龙赴西藏考察，并与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丁业现举行会

谈。

28 日的会谈中，丁业现介绍了

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盛大庆典的

情况和 60 年来自治区 GDP 增长

111.8 倍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詹文龙对近年来西藏社会经济的

飞速发展表示了由衷的赞叹，并表

示中科院将继续为西藏的繁荣与

发展做出贡献。

詹文龙介绍了“ 十二五 ”期

间为大力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而规划建设的 16 个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大型高海

拔空气簇射观测站（LHAASO）。他还

介绍了国家天文台将在西藏开展

的多项国际水平的大型研究活动，

引介了青海盐湖研究所与西藏矿

业部门联合开发盐湖资源的科研

成果转化项目。詹文龙特别强调在

保护西部生态屏障的前提下，充分

发挥西藏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

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的重大意义，指出这将培养造就一

批世界一流的研究项目，希望得到

自治区各级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

持。丁业现赞扬了中科院与自治区

长期的互惠合作以及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表示将继续

给予大力支持。双方

对“ 十二五 ”期间

院 地 联 合 共 建

LHAASO 达成了一致。

8月 29 日，詹文

龙一行由自治区政

府副秘书长李秀珍、

拉萨市副市长果果

陪同视察了高能所

羊八井国际宇宙线

观测站。他听取了关

于亚毫米波望远镜

建造、性能和科学目

标的汇报，视察了中

意合作 ARGO-YBJ 和

中日合作 ASγ宇宙线观测阵列，着

重听取了LHAASO预研进展的汇报，

察看了 LHAASO 四种探测器原理样

机阵列的运行状况，了解其与

ARGO-YBJ 探测器开展联合观测的

情况。他对 LHAASO 预研的进展表

示满意。关于阵列规划用地，詹文

龙特别强调了生态保持和恢复的

重要意义，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中

科院在西部生态及其恢复研究方

面的优势，将相关研究机构纳入

LHAASO 合作，尽可能减小设施建设

对生态的冲击效应。

视察结束后，詹文龙与陪同的

各位领导和专家举行座谈。高能所

曹臻研究员首先介绍了 LHAASO 项

目的科学意义、国际地位、建设内

容，以及对提高西藏地区科技水平

和加强科普教育的意义和作用等。

卢红研究员对于高能所与当雄县

政府共同进行选址初勘的情况做

了补充说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由

院地双方尽快成立 LHAASO 用地规

划领导小组，提出合理的 LHAASO

一平方公里选址方案，确保这一院

地共建的“ 十二五 ”规划项目的

立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9 月 22 日至 24 日，散裂中子

源（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

织召开了 CSNS 国际顾问委员会第

三次评审会，来自英国 RAL、美国

ORNL 和 BNL、日本 J-PARC、瑞士

PSI ，以及 CERN 等机构的 19 位国

际知名专家，对 CSNS 加速器和靶

站谱仪的设计进展进行了评审。 

CSNS 经理、高能所所长陈和生

指出，这是首次 CSNS 加速器技术

国际顾问委员会（ATAC）和中子技

术国际顾问委员会（NTAC）一起召

开的评审会，两个委员会的专家可

相互交流讨论，共同优化散裂中子

源的设计。他介绍，自去年国际顾

问委员会评审会召开以来，项目组

根据专家建议，对 CSNS 的设计进

行了优化，修改靶站的维护方式并

保留升级到 500kW 的潜力，相应投

资估算也从 14 亿元增加到 16.7

亿元。目前 CSNS 大部分样机的预

制研究工作已完成，希望专家们对

加速器和靶站的技术设计、项目的

投资估算、人力资源和组织管

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CSNS 常务副经理马力介

绍了项目的总体进展，CSNS 加

速器分总体主任傅世年和实

验分总体主任王芳卫分别介

绍了各分总体的进展情况。随

后，加速器和实验分总体有关

系统的详细进展报告分别进

行。ATAC 的专家听取了直线束流动

力学、RCS 和输运线物理设计、前

端、DTL、射频、磁铁、电源、真空、控

制等系统的 15 个进展报告；NTAC

的专家听取了中子物理、靶体、慢

化器和反射体、氦容器、遥控维护、

实验公用、高通量粉末衍射仪、多

功能反射仪、小角散射仪等系统的

16 个进展报告，并与技术人员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期间，专家

们还参观了 CSNS 预研样机。 

经过认真评审，专家们认为

CSNS 项目组自去年国际评审会以

来，开展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作，并

对上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做了很好

的回应。专家从建设管理、经费、加

速器和靶站谱仪各系统的设计、用

户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

建议。 

陈和生认为专家组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对 CSNS 的设计、建设和

运行非常重要，尤其是专家建议要

考虑 CSNS 的中长期发展，设施投

入运行后产出一流实验成果的重

要性。他表示将认真考虑专家们的

建议，并给出答复，希望专家们继

续支持 CSNS 的设计和建设。

詹文龙视察高能所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

散裂中子源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三次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高能所参加中科院第五届暨京区第十三届职工田径运动会

散裂中子源靶站设计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9 月 5 日，CSNS 靶站设计评审

会在高能所召开。CSNS 工程科学技

术委员会谱仪和靶站分委员会主

任张焕乔院士主持会议，来自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科院物理所、高能所等单位的 16

位专家出席会议。 

高能所所长陈和生指出，靶站

是 CSNS 工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之一。2010 年 5 月召开的 CSNS 第

二届中子技术国际顾问委员会评

审会上，国外专家建议优化靶站的

设计方案，预留进一步提高束流功

率到 500kW 的能力，同时建议靶站

的水平维护改为垂直维护。实验分

总体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国

际顾问委员会上专家提出的

方案。他希望国内有关专家对

方案进行深入评审，提出更多

建设性意见。 

CSNS 实验分总体主任王

芳卫介绍了靶站谱仪的总体

设计进展。各相关系统人员分

别从靶站物理、靶体、慢化器与反

射体、靶站热工、氦容器、屏蔽体、

遥控维护等方面，向专家汇报了靶

站设计的详细情况。专家们充分肯

定了 CSNS 项目组设计工作取得的

重要进展，并从屏蔽设计、废物处

理、氦容器寿命、保护系统、拆装演

练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CSNS 工程副经理陈元柏表示

CSNS 实验分总体将对专家提出的

问题认真考虑，进一步优化相关设

计，同时希望各位专家能一如既往

地支持 CSNS 的设计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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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中科院第五届暨京

区第13届职工田径运动会在丰台体

育中心举行。全院70个单位的4000

多名运动员，以及7000多名观众参

加了此次盛会。高能所派出110余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项目的角逐，

以337.5分的总成绩获得全院团体

总分第四名、京区团体总分第一

名，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在各集体项目的比赛中，高能

所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广播操队伍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整齐划一的动

作荣获一等奖；拔河队伍以顽强的

毅力绝地逆转进入决赛，并以绝对

优势获得冠军；集体跳绳队伍坚持

训练，决赛成绩比预赛有很大的提

升；男女4*100接力、双人百米定

向、双人踢毽等项目中高能所也取

得不错的名次。在个人单项比赛

中，高能所队员面对来自各分院的

强劲对手，不气馁、不放弃，凭借

长期健身的积累和坚韧不拔的精

神，共计54人次在京区获得名次，

29人次在院里获得名次。 

　　通过本届运动会，高能所体育

健儿和啦啦队员们展示了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展现了高能所职工健

身工作的可喜成果。

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
监督站到高能所检查工作

密封源使用与贮存场所项目
完成环保验收

9月7日，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到高

能所检查辐射安全工作。

检查组先后来到3.5MeV质子直线加速器、6MeV

工业CT加速器、中子厅丙级放化实验室、BEPCII辐

射防护值班室和对撞机隧道等地进行现场检查。他

们还检查了BEPCII环境和场所监测数据、辐射安全

防护设施维护与维修工作记录、个人剂量监测数

据、放射工作人员培训情况及放射源台账等。 

通过检查，环保部华北站检查组对高能所辐射

安全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高能所进一步做好辐射

安全工作，为科研工程生产做好安全保障。

9月26日，环保部组织专家对高能所密封源使用

与贮存场所项目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会上，所党委副书记潘卫民对验收专家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国家环保部和北京市环保

局等单位多年来对高能所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的支

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请与会专家严格把关，确保

所辐射防护与安全的各项内容落到实处。 

专家们听取了高能所对该项目试运行辐射防护

情况的汇报和北京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对验收监测

报告的汇报，并对密封源使用与贮存场所进行了现

场检查。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项目竣工环保

验收。



8 月 28 日至 29 日，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詹文龙赴西藏考察，并与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丁业现举行会

谈。

28 日的会谈中，丁业现介绍了

西藏和平解放 60 周年盛大庆典的

情况和 60 年来自治区 GDP 增长

111.8 倍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詹文龙对近年来西藏社会经济的

飞速发展表示了由衷的赞叹，并表

示中科院将继续为西藏的繁荣与

发展做出贡献。

詹文龙介绍了“ 十二五 ”期

间为大力提升我国科技自主创新

能力而规划建设的 16 个重大科研

基础设施项目，其中包括大型高海

拔空气簇射观测站（LHAASO）。他还

介绍了国家天文台将在西藏开展

的多项国际水平的大型研究活动，

引介了青海盐湖研究所与西藏矿

业部门联合开发盐湖资源的科研

成果转化项目。詹文龙特别强调在

保护西部生态屏障的前提下，充分

发挥西藏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

资源优势，积极开展相关科学研究

的重大意义，指出这将培养造就一

批世界一流的研究项目，希望得到

自治区各级领导和部门的大力支

持。丁业现赞扬了中科院与自治区

长期的互惠合作以及所取得的丰

硕成果，表示将继续

给予大力支持。双方

对“ 十二五 ”期间

院 地 联 合 共 建

LHAASO 达成了一致。

8月 29 日，詹文

龙一行由自治区政

府副秘书长李秀珍、

拉萨市副市长果果

陪同视察了高能所

羊八井国际宇宙线

观测站。他听取了关

于亚毫米波望远镜

建造、性能和科学目

标的汇报，视察了中

意合作 ARGO-YBJ 和

中日合作 ASγ宇宙线观测阵列，着

重听取了LHAASO预研进展的汇报，

察看了 LHAASO 四种探测器原理样

机阵列的运行状况，了解其与

ARGO-YBJ 探测器开展联合观测的

情况。他对 LHAASO 预研的进展表

示满意。关于阵列规划用地，詹文

龙特别强调了生态保持和恢复的

重要意义，明确指示要充分发挥中

科院在西部生态及其恢复研究方

面的优势，将相关研究机构纳入

LHAASO 合作，尽可能减小设施建设

对生态的冲击效应。

视察结束后，詹文龙与陪同的

各位领导和专家举行座谈。高能所

曹臻研究员首先介绍了 LHAASO 项

目的科学意义、国际地位、建设内

容，以及对提高西藏地区科技水平

和加强科普教育的意义和作用等。

卢红研究员对于高能所与当雄县

政府共同进行选址初勘的情况做

了补充说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由

院地双方尽快成立 LHAASO 用地规

划领导小组，提出合理的 LHAASO

一平方公里选址方案，确保这一院

地共建的“ 十二五 ”规划项目的

立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

9 月 22 日至 24 日，散裂中子

源（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

织召开了 CSNS 国际顾问委员会第

三次评审会，来自英国 RAL、美国

ORNL 和 BNL、日本 J-PARC、瑞士

PSI ，以及 CERN 等机构的 19 位国

际知名专家，对 CSNS 加速器和靶

站谱仪的设计进展进行了评审。 

CSNS 经理、高能所所长陈和生

指出，这是首次 CSNS 加速器技术

国际顾问委员会（ATAC）和中子技

术国际顾问委员会（NTAC）一起召

开的评审会，两个委员会的专家可

相互交流讨论，共同优化散裂中子

源的设计。他介绍，自去年国际顾

问委员会评审会召开以来，项目组

根据专家建议，对 CSNS 的设计进

行了优化，修改靶站的维护方式并

保留升级到 500kW 的潜力，相应投

资估算也从 14 亿元增加到 16.7

亿元。目前 CSNS 大部分样机的预

制研究工作已完成，希望专家们对

加速器和靶站的技术设计、项目的

投资估算、人力资源和组织管

理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CSNS 常务副经理马力介

绍了项目的总体进展，CSNS 加

速器分总体主任傅世年和实

验分总体主任王芳卫分别介

绍了各分总体的进展情况。随

后，加速器和实验分总体有关

系统的详细进展报告分别进

行。ATAC 的专家听取了直线束流动

力学、RCS 和输运线物理设计、前

端、DTL、射频、磁铁、电源、真空、控

制等系统的 15 个进展报告；NTAC

的专家听取了中子物理、靶体、慢

化器和反射体、氦容器、遥控维护、

实验公用、高通量粉末衍射仪、多

功能反射仪、小角散射仪等系统的

16 个进展报告，并与技术人员进行

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期间，专家

们还参观了 CSNS 预研样机。 

经过认真评审，专家们认为

CSNS 项目组自去年国际评审会以

来，开展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作，并

对上次会议提出的问题做了很好

的回应。专家从建设管理、经费、加

速器和靶站谱仪各系统的设计、用

户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意见和

建议。 

陈和生认为专家组提出的意

见和建议对 CSNS 的设计、建设和

运行非常重要，尤其是专家建议要

考虑 CSNS 的中长期发展，设施投

入运行后产出一流实验成果的重

要性。他表示将认真考虑专家们的

建议，并给出答复，希望专家们继

续支持 CSNS 的设计和建设。

詹文龙视察高能所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

散裂中子源国际顾问委员会第三次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高能所参加中科院第五届暨京区第十三届职工田径运动会

散裂中子源靶站设计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9 月 5 日，CSNS 靶站设计评审

会在高能所召开。CSNS 工程科学技

术委员会谱仪和靶站分委员会主

任张焕乔院士主持会议，来自原子

能科学研究院、工程物理研究院、

中科院物理所、高能所等单位的 16

位专家出席会议。 

高能所所长陈和生指出，靶站

是 CSNS 工程中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之一。2010 年 5 月召开的 CSNS 第

二届中子技术国际顾问委员会评

审会上，国外专家建议优化靶站的

设计方案，预留进一步提高束流功

率到 500kW 的能力，同时建议靶站

的水平维护改为垂直维护。实验分

总体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国

际顾问委员会上专家提出的

方案。他希望国内有关专家对

方案进行深入评审，提出更多

建设性意见。 

CSNS 实验分总体主任王

芳卫介绍了靶站谱仪的总体

设计进展。各相关系统人员分

别从靶站物理、靶体、慢化器与反

射体、靶站热工、氦容器、屏蔽体、

遥控维护等方面，向专家汇报了靶

站设计的详细情况。专家们充分肯

定了 CSNS 项目组设计工作取得的

重要进展，并从屏蔽设计、废物处

理、氦容器寿命、保护系统、拆装演

练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CSNS 工程副经理陈元柏表示

CSNS 实验分总体将对专家提出的

问题认真考虑，进一步优化相关设

计，同时希望各位专家能一如既往

地支持 CSNS 的设计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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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4日，中科院第五届暨京

区第13届职工田径运动会在丰台体

育中心举行。全院70个单位的4000

多名运动员，以及7000多名观众参

加了此次盛会。高能所派出110余

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项目的角逐，

以337.5分的总成绩获得全院团体

总分第四名、京区团体总分第一

名，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在各集体项目的比赛中，高能

所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广播操队伍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整齐划一的动

作荣获一等奖；拔河队伍以顽强的

毅力绝地逆转进入决赛，并以绝对

优势获得冠军；集体跳绳队伍坚持

训练，决赛成绩比预赛有很大的提

升；男女4*100接力、双人百米定

向、双人踢毽等项目中高能所也取

得不错的名次。在个人单项比赛

中，高能所队员面对来自各分院的

强劲对手，不气馁、不放弃，凭借

长期健身的积累和坚韧不拔的精

神，共计54人次在京区获得名次，

29人次在院里获得名次。 

　　通过本届运动会，高能所体育

健儿和啦啦队员们展示了积极向上

的精神面貌，展现了高能所职工健

身工作的可喜成果。

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
监督站到高能所检查工作

密封源使用与贮存场所项目
完成环保验收

9月7日，环保部华北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站到高

能所检查辐射安全工作。

检查组先后来到3.5MeV质子直线加速器、6MeV

工业CT加速器、中子厅丙级放化实验室、BEPCII辐

射防护值班室和对撞机隧道等地进行现场检查。他

们还检查了BEPCII环境和场所监测数据、辐射安全

防护设施维护与维修工作记录、个人剂量监测数

据、放射工作人员培训情况及放射源台账等。 

通过检查，环保部华北站检查组对高能所辐射

安全管理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希望高能所进一步做好辐射

安全工作，为科研工程生产做好安全保障。

9月26日，环保部组织专家对高能所密封源使用

与贮存场所项目进行了竣工环保验收。

验收会上，所党委副书记潘卫民对验收专家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国家环保部和北京市环保

局等单位多年来对高能所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的支

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请与会专家严格把关，确保

所辐射防护与安全的各项内容落到实处。 

专家们听取了高能所对该项目试运行辐射防护

情况的汇报和北京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对验收监测

报告的汇报，并对密封源使用与贮存场所进行了现

场检查。验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项目竣工环保

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