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裂中子源初步设计及概算获得批复
5月12日，中国科学院正式下发《关于散裂中子
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初步设计及概算的批
复》一文，同意散裂中子源项目的初步设计及概算。
此前，中科院于5月4日在高能所召开了散裂中子源项
目的初步设计报告评审会。
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文件中进一步明确了散裂
中子源项目的科学目标、工程目标、主要验收指标、
建设内容及资金等，并希望散裂中子源项目“根据专
家评审意见在下一阶段积极落实相关建设条件。在项
目建设过程中应确保工程的质量、进度和投资控制，
确保工程建设的安全，并加强管理，尽快办理开工手
----------- 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规划图 ----------续，保质保量完成该工程的建设。”
至此，散裂中子源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已先后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下一步项
目组将与设计院配合进行施工图设计并编制开工报告，争取尽早开工建设。
散裂中子源装置将建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项目建设周期为6.5年，建成后将成为发展中国家拥有的第
一台散裂中子源，并进入世界四大散裂中子源行列。

高能所三项科研成果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在4月28日召开的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暨
2011年北京市科技工作会议上，我所 “同步辐射高
温高压实验平台的建设及应用”荣获2009年北京市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500MHz超导高功率输入耦合器”
荣获三等奖，“直接醇燃料电池纳米催化剂的设计、
制造及表征科学” 荣获一等奖（第二完成单位）。
同步辐射高温高压实验平台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利
用同步辐射在DAC中进行高温高压实验研究的装置，
它的建设改变了国内同步辐射高压实验技术长期落后
的面貌。平台面向用户开放至今已稳定运行5年，接
待21个单位的28个用户课题，提供机时6500多小时，
参加实验人员150余名。在实验平台上获得的实验结
果已发表文章100余篇，其中SCI收录73篇。
500MHz超导高功率输入耦合器是对撞机超导高频
系统中的核心部件之一，它承担着功率馈送、真空隔

离等多重功能，其研制技术综合性很强，涉及到微波
功率传输、低温学、机械工程学、真空学、材料科学
等。该耦合器通过了270kW连续波高频功率，这一功
率水平代表了目前国内该领域的最高水平，在国际上
也处于先进行列。该成果可直接应用到BEPCII储存环
超导腔上，为BEPCII的稳定运行增加了保障；其技术
可应用于国内几家加速器实验室高功率输入耦合器的
研制中，如上海同步辐射光源、中国散裂中子源以及
台湾同步辐射光源等，同时也可推广应用于国际上正
在预研的能量回收加速器（ERL）、国际直线对撞机
（ILC）等未来大型、新型加速器的超导腔高功率输
入耦合器上。
2009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共授予283项科研成
果，其中一等奖29项，二等奖60项，三等奖194项。

高能所在超新星爆发研究中取得重要成果
4月26日，美国钱德拉（Chandra）X射线天文台科学中心以“NASA’s Chandra
Finds New Evidence on Origin of Supernovas”(美国航空航天局的钱德拉X射线天
文台发现超新星起源的新证据)为题发布新闻，报道高能所与美国麻省大学等单位合
作，利用美国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观测数据完成的一项有关Ia型超新星爆发的研究成
果。此项成果将发表在5月1日出版的美国天体物理杂志上。
高能所卢方军与美国麻省大学天文系王青德（Q. Daniel Wang）等人合作，通过
分析Chandra X射线天文台对第谷超新星遗迹的观测数据，发现在该遗迹中存在一个
特别的X射线圆弧，经过与其他波段观测结果的比较分析，认为该圆弧很可能起源于
第谷超新星遗迹的X射
超新星爆发的过程中被爆炸抛射物剥离的伴星外层大气。在圆弧以外，还存在一个白
矮星爆炸抛射物缺失的区域，正好对应着伴星对爆炸抛射物的阻挡和减速。这一结论 线 辐 射 合 成 图 像 。 其 中 蓝
色为高能量的非热X射线
曾被众多有关Ia型超新星的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所预言，但这是首个观测证据。
辐射，代表着超新星爆发
根据X射线圆弧的位置，以及早先人们对伴星候选体的观测，卢方军等进一步推
与周围物质的相互作用
导出第谷超新星前身星的双星轨道周期约5天、半径约1千万公里，伴星在爆发中被剥
区，黄绿色的是高温的爆
离了约千分之二个太阳质量的外层大气，同时伴星本体获得了约40公里/秒的加速。
炸抛射物发出的热辐射。

阿尔法磁谱仪（ＡＭＳ０２）成功发射
5月16日美国东部
时间8点52分（北京时
间20点52分）阿尔法
磁谱仪(AMS02)搭载美
国奋进号航天飞机成功
发射升空。北京时间
23点27分AMS02 接通电
源，顺利启动，开始向
永磁体正在进行系统环境 地 面 传 输 数 据 。 完 成
模拟实验
对AMS02的测试和试运
行后，将关闭电源。在奋进号与国际空间站对接后，
AMS02将被安装到国际空间站，长期运行，寻找反物质
和暗物质，精确测量宇宙中同位素的比例。

术研究院1995年至1997年在北京设计、研制和空间环境
模拟测试。它曾作为AMS01的核心设备搭乘发现号航天
飞机与1998年6月2日至12日成功进行了首次飞行，成为
人类送入空间的第一个大型磁体。这个大型永磁体和主
结构采用了创新设计，磁二极矩和漏磁非常小，比美国
宇航局的标准小一个数量级。这个项目获得了2000年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时隔十三年，它再次成功升空，显
示这个大型永磁体和主结构设计先进，性能优良。高能
所和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与法国LAPP实验室和意大
利Pisa大学合作为AMS02成功研制了电磁量能器。它是
AMS02最重的子探测器，重达700公斤，在北京设计和研
制了探测器结构。整个子探测器在北京总装和进行空间
环境模拟测试，是AMS02最早完成的子探测器。

AMS02的核心设备——大型永磁体和主结构由中科
院电工研究所和高能物理研究所，以及中国运载火箭技

参加AMS02合作的国内单位还有东南大学、中山大
学、山东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谱仪ＩＩＩ开始采集ψ（４０４０）数据
5月3日，BEPCII结束了本年度ψ(3770)的运行，升
高对撞能量，将对撞亮度提高到0.5x1033/cm2/s以上，
北京谱仪III（BESIII）开始采集ψ(4040)数据，探测
器的噪音和本底都处于容许的范围内。
ψ(4040)共振态是J/ψ和ψ'的更高一级的径向激
发态，可以用来研究粲偶素能谱、粲偶素跃迁和奇异粲
介子（Ds）的衰变性质。此前，BESI曾于1992年至1994
年间在4.03 GeV处采集了22.3 pb -1的数据，CLEOc在
3.97 - 4.06 GeV扫描了6个能量点共采集了20.6 pb-1的
数据。

在接下来的约一个月的时间内，BESIII计划在4.01
GeV采集500 pb-1以上的数据，其主要物理目标是通过辐
射跃迁寻找粲偶素激发态和类粲偶素粒子（也称XYZ粒
子），同时将利用Ds对产生精确测量Ds的衰变常数和其
他物理参数。
目前，BEPCII的峰值亮度保持在0.5x1033/cm2/s左
右，BESIII已经采集了超过100 pb-1数据，这是在这个
能量点积累的世界上最大的数据样本。这个样本正以每
天约20 pb-1的速度继续增大。

高能所召开２０１１年战略研讨会
4月22日至23日，高能所2011年战略研讨会在京郊
举行。会议主要议题是审议高能所“十二五”规划，并
研讨规划中项目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参加会议的有
研究所领导和院士、学术委员会委员（含青年委员）、
战略研究组成员、研究室（中心）主任及职能部门领导
等。
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柴之芳院士主持开幕式。陈和生
所长针对所“十二五”规划作了解读和评述，指出高能
所“十二五”和“创新2020”的发展重点和工作要点，
并介绍了国际上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认为“十二五”
期间高能所面临着新的重大发展的历史机遇，要坚持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各项目的优先级，
统筹安排，积极部署，实现研究所的跨越式发展。
学术委员会主任陈森玉院士介绍了所“十二五”规
划的编制过程，希望大会专题报告人能够明确每个项目
的实施目标，提出能够获得有显示度成果的具体计划和
方案。
会议安排了17个专题报告，介绍各个项目的具体
计划和“十二五”期间要达到的目标，同时介绍在人
力、经费、资源方面的具体落实途径和想法。报告包括
秦庆的“BEPCII对撞亮度达标”，沈肖雁的“BESIII实

验出成果”，曹俊的“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一期出
成果和二期发展规划”，曹臻的“LHAASO 计划”，卢
方军的“HXMT项目情况介绍”，王焕玉的“嫦娥卫星X
射线探测与国际深空探测态势”，马宇蒨作了“深地实
验室建设与暗物质直接探测”，吕军光的“暗物质探测
研究”，马力的“中国散裂中子源”，潘卫民的“科技
先导专项ADS嬗变系统质子加速器实施方案”，高杰的
“射频超导加速器技术发展”，姜晓明的“北京先进光
源预先研究”，魏龙的“核成像技术规划讨论”，赵宇
亮的“纳米肿瘤药物”，王书鸿的“ERL-FEL 试验装置
初步规划和落实的建议”，董宇辉的“蛋白质结构和功
能研究中心”，张智勇的“环境健康学科规划”。
会上，与会人员针对所“十二五”规划提出修改意
见和建议，并集体原则上通过所“十二五”规划初稿。
陈和生发表总结讲话，他指出这次会议认真务实，
明确了高能所“十二五”发展规划，对重点项目的实施
方案、存在的困难和需要的支持进行了深入讨论，大
部分项目都比较落实。他强调，高能所未来任务繁重，
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挑战，希望全所能够抓住发展机
遇，在“十二五”期间取得更好的成果。

高能所与西部超导公司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5月11日，高能所和西部超导材料有限公司在西安举行了合
作框架协议签署仪式，姜晓明副所长、冯勇总经理分别代表各自
单位签字。协议的签订，开启了目前高能所承担的几项国家大科
学工程所需特殊超导线材的国产化进程，同时为双方后续广泛合
作奠定了基础。
西部超导材料有限公司是我国超导材料制造行业骨干企业，
多次承担了国家重大项目的研制工作和超导材料及其他重要材料
的生产任务。

ＡＤＳ加速器物理初步方案评审会在高能所召开
4月27日，ADS先导专项加速器物理初步方案评审会
在高能所召开。评审专家组由6位海外华人专家和国内
专家组成，美国BNL翁武忠任组长。中科院副院长詹文
龙出席会议。
评审专家组成员和ADS工程领导及顾问听取了高能
所ADS先导专项负责人潘卫民介绍了项目的总体情况，
唐靖宇作的关于评审说明的报告，以及由高能所和近代
物理所组成的ADS联合加速器物理组作的初步物理方案
设计和研究报告。评审组专家针对报告内容和其它物理
设计及相关的技术进行了讨论，并特别针对注入器I和

II的方案选择等关键性问题给出了评审意见。
专家们肯定了ADS加速器物理组的前期工作，并对
如何在时间紧、人员缺和任务重的情况下尽快完成总体
物理设计方案提出了很好的建议，特别是针对ADS加速
器这样一台世界上尚无先例的、具有较高技术风险的装
置，提出了尽量采用相对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积极参与国
际合作等建议。
潘卫民希望ADS物理组进一步改进完善物理设计方
案，力争在今年9月拿出最终的物理设计。

高能所举办第七届“公众科学日”活动

5月14日，高能所东大门彩旗招展，实验区内人
流络绎不绝，科普报告现场气氛热烈，高能所以“探
究物质奥秘 关注环境健康”为主题举办了第七届
“公众科学日”大型科普活动。
本次科普活动响应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和
中国科学院的号召，秉承“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
精神”的一贯宗旨，向社会开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国家实验室、核分析院重点实验室、纳米生物效应与
安全性院重点实验室、粒子天体院重点实验室、计算
中心等研究单元。
上午8：30，开放日准时开幕，科研处赵京伟处
长主持开幕式并致开幕词，姜晓明副所长简要介绍了
高能所的科研情况。特别邀请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
汉为广大物理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介绍了高能所
的辉煌成就和科学家风采。他指出，科学发展对人们
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互联网最初是
为了方便科学研究。
为配合活动内容和主题，本次开放日安排了3个
科普报告：“张闯：高能所和对撞机”、“石伟群：
核能利用与核辐射－日本福岛事故给我们的启示”和
“徐殿斗:环境问题与食品安全”。能容纳300余人
的报告厅座无虚席,听众们津津有味地聆听专家的报

告，在报告后踊跃提问。报告结束后循环播放介绍高
能所的科普录像，帮助参观者更好地了解高能所的情
况。同时，在报告厅门前，展出了院士风采系列展板
和“辐射与安全”专题展板。北京市科委项目资助的
互动展品--北京谱仪模型和有奖问答机器人也在当天
展出，吸引了大批青少年参与互动。
参观人员参观了实验区参观了直线加速器隧道、
BEPC/BES模型、储存环隧道、谱仪控制室、计算中心
大型计算机、同步辐射实验室、核分析实验室、纳米
生物效应实验室、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高能所
安排的讲解志愿者认真引导参观，耐心讲解相关内
容，得到参观人员的一致好评。
开放日全天接待来自十一学校、161中学、建华
实验学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
院研究生院、中科院各兄弟院所、原子能院等参观人
员近1600人。
高能所对本次开放日活动非常重视，对志愿者进
行了专门的讲解和安全培训。所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
为本次活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详细的预案，保障整个
开放活动的安全、有序进行。参加本次活动接待、科
普报告、讲解、引导、安全的志愿者及安全保卫人员
共有130余人。

高能所“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获批
高能所申报的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顺利通过了北京市科委组织的初评、专家会议评审
和现场评审，正式获批，并于5月18日在北京市科委
官方网站上正式公布。
网络安全防护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依托高能
所计算中心和网络安全实验室，跟踪网络安全学科的
国际发展前沿，密切结合我国网络安全防护产业发展
的实际需求，围绕网络安全防护技术领域，进行前沿
性和前瞻性科学问题的创新性研究和自主知识产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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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研发；面向地方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注重基础研究、应用开发和产业化的有机结合，
充分利用首都的资源及地方优势和中国科学院所属研
究所的创新能力优势，服务于“科技北京”的重大战
略。
高能所依托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高能物理的国
际合作，对我国的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是我国最早开展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研究的科研机
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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