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绕月探测工程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进行距月球

200公里环绕探测在我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自2003年

来，高能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探月项目组克服了设计、

研制、试验、定标和数据分析等困难，攻克了多项关键

技术，研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深空探测Si-PIN型X射线

荧光谱仪和太阳监测器，同卫星其他载荷一起，圆满完

成了我国首次月球科学工程任务。探月项目组集体荣获

我国“绕月探测工程”任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高能所探月项目组

荣获我国“绕月探测工程”任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3月29日至30日，高能所召开了2010年工作会议

暨七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全面总结2009年的主要工

作，贯彻落实中科院2010年度工作会议的精神，部署

2010年重点工作。全所工作会议代表、职工代表及部

分职工400余人参加了会议。

王贻芳常务副所长主持开幕式。会上，陈和生所

长作了题为《科学务实 协力创新 跨越发展——2010

年度高能所工作会议报告》的报告，党委书记王焕玉

作了题为《精心培育创新能力 续写高能事业辉煌》

的报告，姜晓明副所长作了2009年高能所科研经费及

财务工作报告，奚基伟副所长作了2009年园区建设工

作报告并就2009年职代会提案落实情况进行了通报，

魏龙副所长作了2009年研发和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报告

及后勤工作报告，工会主席李广谦作了2009年七届二

次职代会（工会）工作报告。 

会议代表分组对大会报告进行了讨论。代表们对

报告内容表示肯定，认为大会报告内容详实，高能所

2009年的工作很有成效，特别是对科研方面的成绩和

未来的发展前景很受鼓舞。同时，会议代表就研究所

战略发展、人才队伍、园区管理、职工收入、精简节

约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30日下午，王九庆副所长主持了大会总结会议。

分各组汇报了讨论情况；职代会常委赵京伟汇报了

2010年职代会提案情况；党委副书记潘卫民表彰了

2009年度各领域获奖的集体和个人。 

最后，陈和生做大会总结，他指出职代会是所领

导与全所职工沟通交流，是职工了解所情、对研究所

工作提出意见与建议的重要渠道之一，只有沟通渠道

通畅才能改进工作，把工作做的更好。他对与会代表

提出的意见与建议表示肯定，对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发表了看法。他希望各单位开展工作时要多规划，解

决问题时要拓展思路，同时希望全所职工多了解研究

所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积极献言献策，共同迎接

新的挑战。

高能所召开2010年工作会议暨七届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2010年国际直线对撞机国际研讨会于3月26日至30

日在京举行。这是国际直线对撞机（ILC）全球研究工

作组（WWS）与设计工作组（GDE）联合召开的研讨会，

来自世界各地高能物理研究机构和大学的近300名粒子

物理和加速器物理专家出席了会议,其中外国科学家200

多人。 

会议中方主席高能所李卫国研究员主持会议并致欢

迎词，高能所陈和生所长介绍了高能所目前各项目的进

展以及中国参与ILC研发、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国际

合作等情况，以及国内粒子物理中长期发展规划。国际

未来加速器委员会（ICFA）主席Atusto Suzuki、GDE主

任Barry Barish、实验研究主任Sakue Yamada等14名专

家作了大会报告，汇报了ILC的最新进展以及相关研究

领域的发展情况。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所长Rolf 

Heuer也通过远程视频介绍了LHC的最新进展、CERN长远

发展及和ILC的关系等。 

为期三天的LCWS与GDE分会报告中，近300个分会报

告涵盖了理论物理学、探测器、加速器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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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器方面的研发和国际合作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中国

科学家将在ILC超导加速技术、阻尼环设计、ATF2及正

电子源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研究。 

3月30日，伴随着LHC7万亿电子伏特的束流成功对

撞，研讨会顺利闭幕。ILC指导委员会主席John Bagger

总结说，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拉开了粒子物

理新时代的序幕。LHC实验将首次探索在万亿能标的物

理现象，它的重大科学成果将有力推动ILC的立项，以

更高的精度研究物质微观和宇观的结构。

高能所召开2010年党委工作暨纪委工作研讨会

国际直线对撞机研讨会在京召开

4月9日至10日，高能所召开了2010年党委工作暨

纪委工作研讨会。大会总结了高能所党委、纪委以及团

委、妇委会过去一年的工作，部署了2010年工作重点。

所党委、纪委委员，各党总支、支部委员及有关人员，

离退休党总支正副书记、各党支部正副书记共计70余人

参加了会议。党委书记王焕玉，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潘卫民，党委委员、副所长姜晓明出席了会议。

9日上午的大会由党办主任李广谦主持。会上，王

焕玉作了题为《提升创新能力 实现跨越发展》的党委

工作报告；潘卫民作了题为《大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为高能所创新发展提供坚强保障》的纪委工作报告；团

委书记许冬、妇委会谢永红分别汇报了所团委、妇委会

2009年工作情况及2010年工作规划；所办王晨芳介绍了

高能所网站建设和宣传工作情况。大会还开展了《党务

组织工作问答》答卷工作，共有72人参加了答卷。

9日下午，与会代表围绕2010年党委、纪

委工作要点，分成党委组、纪委组和离退休组

展开讨论。随后的总结大会由姜晓明主持。会

上，三个小组分别汇报了讨论情况，就加强研

究所创新和竞争能力、提高经费申请水平、人

才队伍建设和培养工作、加强客座和流动人员

管理、职员晋级的改革创新问题、完善考核机

制、青年发展和生活问题、园区规划建设、提

高干部理论修养、加强所领导巡视制度、管理

干部配置问题、推进博展馆建设、课题审计报

告公开问题、党管干部问题、纪委参与招投标工作问

题、强化党支部建设、青年思想教育和学术道德培养、

加强离退休工作、离退休干部按比例成果共享问题、加

强网络建设和社区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和建

议。

潘卫民做大会总结。他回顾了大会的全部过程，认

为本次大会是富有成效的，“对工作是促进，对不足是

提醒”。今后我所党委、纪委将继续加强党建工作，充

分发挥党支部作用，加大宣传工作力度，有效参与招投

标工作，完善和谐园区建设，切实做好青年发展和离退

休工作等。他充满信心地指出，在各总支、支部和全体

党员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我所党的工作一定会进一步

取得新成果，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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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超导磁体技术应用与发展为目的的超导磁体工程中

心正式成立。高能所王贻芳常务副所长、潍坊市陈白峰

副市长为工程中心揭牌。 

科技部基础司沈建磊处长、潍坊市高新区党工委赵

志远书记、中科院大科学工程与核科学处乔润龙处长、

潍坊市科技局及发改委等出席了揭牌仪式，潍坊市高新

区管委会张龙江副主任主持了揭牌仪式。 

该中心是在潍坊市政府和潍坊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

区的支持下，在高能所与山东华特磁电公司多年合作的

基础上落户潍坊的，主要开展工业应用超导磁体的研制

与开发，以建成我国超导磁体的工程技术研发基地，进

行超导磁体产业化。目前，我国超导核磁共振市场为若

干国外大企业所控制，这些国外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垄断

关键核心部件——超导线圈的供应，封锁限制国内企业

向高端产品发展，导致超导核磁共振设备价格高昂。我

国每年需进口约400台医用超导核磁共振成像设备，价值

高达40亿元，严重影响了我国医疗事业和相关产业的发

展，昂贵的医疗设备也是造成患者高额诊疗费用的原因

之一。该中心的成立对打破国外大企业对超导核磁共振

产业的垄断，促进民族产业发展，大幅度降低核磁共振

检查费用有重要意义。 

高能所作为依托大科学装置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所，具有开发与集成的多学科

交叉综合优势。该中心以高能所雄厚的科研实力和先进

的大科学实验设施为依托，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大型

超导磁体研制基础上，通过科研机构和政府、企业的紧

密合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开辟出一条国家大型科研机

构开展应用研发、寻求技术转移的新路径，为我国高新

技术的研发、成果转移、市场占领走出一条新路。 

超导磁体工程中心同时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并召开

了一届一次学术会议。学术委员会由中科院武汉物理与

数学研究所叶朝辉院士、中科院电工所严陆光院士、北

京大学冯义濂教授、中科院高能所张超骥教授、易昌练

教授、清华大学应用超导研究中心主任韩征和教授、中

科院物理所超导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闻海虎研究员等13

位专家组成，叶朝辉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

院地合作促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创新助民族产业发展

中科院高能所超导磁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高效低毒Gd@C82(OH)22肿瘤纳米药物研究取得重要进展

日前，中国科学院高能所“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

性重点实验室”赵宇亮研究组与国家纳米中心梁兴杰研

究组合作研究发现，具有高效低毒抑制肿瘤生长的Gd@

C82(OH)22纳米颗粒，可以促进对顺铂耐药细胞的内吞功

能而有效的增加肿瘤细胞内的顺铂药物浓度；该纳米颗

粒容易进入细胞并通过阻断DNA遗传物质的复制进一步抑

制耐药肿瘤细胞的繁殖。相关研究结果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院刊（PNAS）上on-line发表。该工作的顺利完成，得

益于纳米药物宏量制备技术方面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性实验室在2004年首次发现内

含Gd原子的金属富勒烯三明治纳米结构颗粒可以直接作

为肿瘤的高效低毒化疗药物以来，已经从分子免疫、神

经调控、干细胞分化、血管生成等诸多方面对纳米颗粒

直接作为高效低毒化疗药物的药效和机制，进行了长达6

年多的研究，在国际学术刊物上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研

究成果，逐渐形成较大的国际影响力。

随着纳米药物这个概念的提出，国内外众多研究者

纷纷进入这一领域，不断有关于纳米化疗药物的报道。

但是，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发展携带抗癌药物或作为肿

瘤成像试剂的纳米颗粒载体。赵宇亮和同事们一直在研

究纳米颗粒自身作为新型高效抗恶性肿瘤化疗药物的可

能性和机制，并发展了相关的纳米颗粒表面化学修饰技

术，来实现纳米颗粒的低毒性和高效率。因此，研究工

作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原创新，这也是引起国际同行重视

的一个重要原因。

纳米表面特性影响到纳米颗粒与作用位点如肿瘤细

胞膜等的特异相互作用。负电荷表面往往使纳米颗粒相

对于正电荷或中性表面在体内更易被清除，而中性的表

面更适合用于延长纳米颗粒在体内的循环时间。由于纳

米颗粒的粘附性和小的粒径，有利于提高局部用药的滞

留性，也有利于增加药物与靶位点的接触时间与接触面

积，提高化疗药物吸收的生物利用度。针对这些纳米特

性，目前正在对Gd@C82(OH)22纳米颗粒抗肿瘤效应与机制

进行系统（包括动物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的研究。

相关药效学、毒理学以及代谢动力学的研究工作量

巨大，做出全面系统的生物学评价，还需要大量的研究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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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至24日，离退休工作研讨会在密云召开。所

党委副书记潘卫民，离退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离退办

工作人员共20多人参加了会议。 

潘卫民传达了中科院老干部局2010年工作视频会议

的精神，介绍了2009年我所的工作状况、取得的成绩以及

2010年的发展规划，同时与老同志们就离退休人员现状、

面临的困难、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支部建设、怎样开展工

作等方面进行热烈讨论。 

离退办主任于献根布置了对中组部、人力资源部和

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离退休干部工作的

意见》进一步学习和对照检查等工作，归纳总结了老同志

提出的问题和意见，并介绍了今年离退办主要的工作计

划。党总支书记李惠堂介绍了总支的工作安排。

高能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于3月19日圆

满结束，在基金委集中受理期间，高能所共申请各类基

金项目113项（09年122项，08年82项）。其中面上项目

53项，重点项目5项，青年基金32项，杰出青年7项，大

装置联合基金面上项目11项，大装置联合基金重点项目3

项，其他项目2项。合作申请各类项目49项。在本年申请

中35岁以下的青年占43％（去年37％），已成为申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主要力量。

3月12日至13日，实验物理中心物理软件务虚会在昌

平召开。会议由副所长兼中心主任王贻芳主持，物理组、

软件组职工和室务会成员4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

心议题是如何更好地推进物理、软件工作的开展，加强物

理、软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之上，多

出成果、出好成果。 

王贻芳指出，随着我国经济水平和综合国力的逐步

提高，科学事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在结合我所和实验

物理中心的实际情况把握机遇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面

临的重大挑战，要踏踏实实地做好BESIII的物理分析、软

件工作和大亚湾、散裂中子源的建设工作，为迎接新的重

大项目做好准备。要统一调配好人员，加强合作和人才培

养，促进各项工作的全面、深入开展。BESIII已经取得了

第一批物理成果，但未来的任务还很重，还有很多物理和

软件工作需要深入去做。要明确当前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加强物理和软件人员的沟通，为物理分析工作的全面

开展奠定基础。 

与会人员就加强物理、软件人员的交流和合作，加

强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提出了很多

建设性的建议。与会人员认为改进人才评价体系，完善管

理体系，加强沟通和理解非常重要，需要在下一步的工作

中逐步落实。

 2010年我所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工作圆满结束

 实验物理中心召开物理软件务虚会

3月22日，高能所组织专家组对所工厂大型井式氢气

保护钎焊炉项目进行了验收。

大型井式氢气保护钎焊炉项目为高能所技术支撑

系统建设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它的建成提高了加速管

的研制能力。现该氢气保护钎焊炉的有效加热区达到了

Φ600×4500mm，为研制各种结构的加速器设备以及为后

续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研究服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专家组听取了氢炉项目组关于设备研制和生产调试

的报告，现场参观了整洁的氢气保护钎焊车间和全自动

清洗装置，以及已经焊接成功了的一小批S波段加速管实

物，详细询问了设备在操作中的运行、安全、效率等问

题，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

大型井式氢气保护钎焊炉的完工，一方面巩固了所

工厂在该制造

领域的领先优

势 ， 另 一 方

面，结合高能

所加速器中心

和研发中心的

技术优势，形

成了国内领先

的 加 速 管 设

计、研究、生产、测试、安装的综合研制能力，培养和锻

炼了一支精干高效的技术支撑队伍。

目前相关产品已经在国内外科研机构和部分企业中

稳定运行，并得到了一致好评。

 大型井式氢气保护钎焊炉项目通过验收

 高能所召开2010年离退休工作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