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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裂中子源举行开工动员大会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分析讲习班成功举办

10月25日，散裂中子源（CSNS）举行开工动员大

王贻芳充分肯定了CSNS项目在过去六年取得的突出成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举办的

的用户开始申请XAFS实验，很多

会。大会由CSNS工程常务副经理马力主持，工程经理

绩，并强调了项目异地建设的巨大挑战，提醒大家充

2011年扩展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

用户都是初次接触XAFS技术，对

会后,代表们普遍对讲习班的

陈和生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姜晓明、奚

分认识到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好克服各种困难

（EXAFS）谱分析讲习班于12月7

于实验设计、样品制备和数据处

内容安排、专家讲解和组织工作

基伟、王九庆，中科院物理所副所长冯稷、章综院

的准备。他号召各个部门全体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勇

日至8日在高能所成功举行。

理等方面缺乏经验。特别是对实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讲习班切

士，以及200余名参与工程建设的科技和管理人员，

往直前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完成CSNS项目的建

XAFS是同步辐射装置上用户

验数据的处理长期停留在初步分

实解决了用户EXAFS谱分析中存在

出席了动员大会。此前，于10月20日，CSNS工程在广

设。冯稷代表物理所全体参建人员，表示在项目建设

最多的实验站之一，随着上海光

析的水平上，影响了高水平研究

的实际问题，有助于提高用户的

东省东莞市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期间，将服从工程经理部的指挥，各尽其职，认真负

源的建成和首批光束线的陆续投

成果的产出。在广大用户的迫切

EXAFS谱数据分析水平,同时希望

责，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顺利完成项目的建设。

入使用，北京、上海和合肥的三

要求下，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组织

能够多开设其它方面同步辐射实

举办了此次EXAFS谱分析讲习班。

验技术的讲习班。

陈和生首先做开工动员报告。他介绍了CSNS工程

分析计算问题。

阴和俊视察高能物理研究所

奠基仪式的主要情况，汇报了国家、中科院、广东省

此外，工程副经理兼总经济师奚基伟、总工程师

个同步辐射装置上有3个专用的

和东莞市各级政府对CSNS项目的关心与支持。CSNS是

屈化民、总工艺师林国平，分别介绍了工程经费、采

XAFS实验的线站，此外还有8个线

讲习班专题涉及XAFS基础知

本次讲习班用户报名踊跃，

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装置，是院地合作投资最大

购、招标与验收管理，工程质量管理，设备安装工程

站也能进行一些XAFS实验，能量

识，硬、中、软X射线XAFS实验方

但由于场地和经费所限，只能从

的项目，陈和生强调了建设CSNS的科学和社会意义。

以及土建和公用设施设计要求。加速器中心的刘磊作

覆盖了软X射线、中能X射线和硬X

法和实验条件等内容，并着重讲

近300位报名者中选取50人为正式

在高能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

动硬X调制望远镜研制、嫦娥二号

他号召项目全体建设者真正进入工程建设状态，为

为参建人员代表，做了激情洋溢的发言，表示虽然必

射线段，能够开展多种模式的

解了国际著名的XAFS谱数据分析

学员，他们分别来自中科院16个

焕玉等领导的陪同下，阴和俊首先

的科学数据分析工作、嫦娥三号X

CSNS的建设全力拼搏。他特别鼓励CSNS年轻的建设者

将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有信心按指标、按计划、

XAFS实验，成为国内科研工作者

免费软件IFEFFIT的使用，解决用

研究所、教育部16所高校和其他4

参观了粒子天体物理院重点实验

射线谱仪研制任务等，争取早出多

们，认为这是他们在工作生涯的初始阶段遇到的良好

高质量地完成工程的各项建设任务。

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公共实验平

户EXAFS谱分析的实际问题，切实

个研究单位。另外，应广大报名

室、核分析技术院重点实验室、北

出创新成果。阴和俊还对高能所的

台，为我国材料、能源、生物、

提高EXAFS谱分析水平。讲习班邀

者的需求，本次讲习班还接收了

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中

高技术成果转化工作提出要求。他

环境、医学、考古和国防等相关

请了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专家分

大量的旁听学员，使讲习班的总

心、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院重点实

希望高能所发挥潜力，加强大科学

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同专题讲课，并现场上机实

人数达到了104人。

验室与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

装置研制中衍生的成果和技术的转

近年来。XAFS用户增加很快，特

践，使学员熟悉计算环境和上机

别是有许多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

操作实例，切实解决学员EXAFS谱

实验室，认真听取了科研人员的汇

移转化工作，对PET、CT、ASIC电

报，详细了解了实验室的科研进

子学器件等有深厚技术基础的成

展、成果以及产业化前景。

果，要积极加强与用户的合作，深

锻炼机会，将为今后的发展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贻芳和冯稷分别代表两个建设单位做了讲话。

散裂中子源工程简讯

工作简讯

11月16日，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CSNS中子实验装置及1英寸3He管探测器阵列样
机和3He管电子学与DAQ样机鉴定验收会。专家们认为3He管探测器阵列样机和3He管电子学与DAQ样机的技
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之后，阴和俊与高能所所长王

术；也要密切与企业的合作，把成

党委副书记潘卫民，以及高能所粒

果推向应用，特别是在高端医疗器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Ｋｎｅｉｂ和Ｊａｓｏｎ Ｄｅｎｎｉｓ Ｒｈｏｄｅｓ等国际著名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

子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科研计划处

械研制方面，要锁定高端技术，降

等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

低成本，普惠大众。

１１月１７日，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京区纪委书记杨建国率领考核组对高能所近两年来的反腐倡廉工作
进行了考核。测评大会后，考核组按照“中科院研究所反腐倡廉工作量化评分细化标准”进行了量化考核。

负载鉴定验收会。鉴定组认为，样机性能达到设计指标和要求，建议通过验收。

１１月１８日，高能所成功中标合肥光源重大维修改造项目储存环磁铁聚焦系统。

12月7日，CSNS实验分总体召开了年度总结会议。实验分总体承担了靶站谱仪的设计与建造、

１１月２８日，北京－试验束装置第二轮运行顺利完成。本轮运行历时近１个月，共完成５个用户试验，首

安装及调试任务。会上，各系统汇报了2011年度所承担的工程设计和建造任务的进展、经费的使用和人

目前正在进行的羊八井ＡＲＧＯ实验是中意双方在科技领域内最大的合作项目。

日前，东莞市人力资源局通知，CSNS落户东莞建设人员6人的《东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高端
人才安家补贴申请》获得了终审通过，最高支持额度达20万元。首批资金也已于11月拨付。这标志着高

１２月９日至１１日，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理论物理中心举办了量子色动力学与ＱＣＤ相变研讨会。

能所首次申请东莞地区人才资金补助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CSNS目前已招聘落户东莞的人员近150人。

１２月１６日，魏龙副所长主持召开了行政管理处成立大会。王贻芳所长、潘卫民副书记及相关单位人员
参加会议。会议宣布撤销后勤服务总公司和技术安全处，成立行政管理处；技术发展处更名为技术发展与经营
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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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等高能所目前承担的6个空

一，希望高能所加强空间科学项目

间科学项目的进展情况，潘卫民汇

的管理，从条件保障、理念、工程

报了高能所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的

管理、队伍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向航

情况。

天工程管理的标准看齐。第二，希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高

能所。ＩＮＦＮ创立于１９５１年，在意大利全国境内有４个国家实验室，２０个分所，与高能所的合作有着悠久历史。

力地把工作做好。

阴和俊最后提出两点建议。第

科学研究、高技术产业化等领域的

１２月９日至１０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ＩＮＦＮ代表团在院长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Ｆｅｒｒｏｎｉ的率领下，访问了高

多同事赴东莞工作，分总体和工程经理部必须解决好异地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希望大家有信心、更加努

会上，王焕玉汇报了硬X调制

阴和俊对高能所近几年在空间

次集中接待了空间探测器模型试验。

员管理以及2012年度工作计划和安排。陈元柏副经理指出，2012年将会是更加至关重要的一年，将有更

入了解用户需求，进一步提升技

贻芳、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焕玉、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2月7日，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CSNS/RCS铁氧体加载腔用射频功率源及测试假

大所。他要求高能所下阶段着力推

宙学前沿课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共有２６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做了学术报告。Ｊｅｒｅｍｙ Ｍｏｕｌ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ｔｏｎ，
１１月１６日，石景山区选举委员会老山地区分会发出第七选区当选代表公告，李广谦当选为石景山区第

人员一起，在东莞市大朗镇展开第三轮施工图的联合设计及审核。

俊视察高能物理研究所。

绩可圈可点，是我院有重要影响的

１１月７日至９日，理论和观测宇宙学研究进展国际研讨会在高能所举办。会议围绕暗物质和暗能量等宇

施工图设计是目前散裂中子源工程的关键路线之一，并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为了加快施工
图设计进度，提高设计效率，11月30日至12月17日，散裂中子源工艺技术相关人员与广东省建筑设计院

12月1日，中科院副院长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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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高能所强化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王贻芳表示，将认真落实院领

成果产出为国家做出实质贡献。

能所的战略部署与国家需求相结

导的指示，加强高能所行政管理工

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于英杰

合，大力支持新的学科生长点，在

作的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加

副局长、光电空间处业务主管章骏

空间科学研究领域、高技术产业化

强空间项目组织管理体系的建设和

平，院探月工程应用系统总体部副

方面有很大发展，承担的任务越来

高技术产业化工作，加强安全与保

主任邹永廖和院安保办主任吴立光

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宽，取得的成

密工作,严格安全管理制度,以重大

等陪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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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举办ADS先导专项超导Spoke腔设计评审会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报告”的相关政策建议将提交我国政府
11月15日至17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环境保护部有关领导、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博

11月17日，科技部下发了《关于批准建设心血管疾

持下，实验室将进一步凝炼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升科研

高能所自9月下旬召开ADS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会，

出，要达到设计目标，关键还是电子束焊接的质量、

会（“国合会”）2011年年会在京举行，主题为“经

士、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等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

病等4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高能所与中国科学

水平，加强队伍和实验条件建设、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

确定了ADS先导专项质子加速器物理设计方案及超导

过程质量控制和表面后处理的水平，课题组未来的工

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年会采纳了两条基于本项目研究

技术大学联合申请的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制，努力成为国家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聚集和培养优

Spoke腔的物理参数之后，近日又成功举办了超导

作重点应放在加工和后处理工艺上。

成果的关于我国汞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并将通过国

建设正式获批。

秀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争取在建设期满

Spoke021腔及Spoke012腔设计评审会，对这两种腔型

Spoke012腔设计评审会于12月8日召开。来自美国

后，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物理设计、机械设计以及加工、后处理方案等进行

费米实验室的Leonardo RISTORI博士担任评审委员会主

了评审。

席，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Tsuyoshi TAJIMA博士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汞生产、使用及排放国，为在
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汞污染，以及对全球

合会提交给我国政府。

在两年的建设期内，在中科院、研究所/校两级的支

汞排放的贡献，国合会于2010年设立了“中国汞管理

高能所自上世纪70年代起，利用核分析技术平台

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由高能所柴之芳院士和加拿大

及同步辐射技术平台等先进设施，先后在官厅水库等

环境部前副部长Barry Stemshorn博士共同主持，旨在通

典型汞污染地区开展了包括汞的污染特征、环境健康

BESIII国际合作组会议2011年冬季会议于11月30日

过研究一系列紧迫的汞管理问题，向我国政府提出关

效应、硒汞拮抗效应及其分子机制、以及汞污染防治

于汞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

技术等一系列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等高水平杂志上，受到国内外同

组发言人王贻芳研究员主持。

BESIII国际合作组2011年冬季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Spoke021腔物理设计评审于11月29日举行，评审

以及国内北京大学、近物所和高能所的其他4位专家参

经采用GPU作为计算工具，缓解了计算资源紧缺的问题，

专家组由来自北京大学和高能所的5位专家组成。专家

加了评审。Spoke012腔课题负责人戴建枰研究员介绍

至12月3日在高能所召开，来自全球39个合作单位的近

并在该技术的应用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是，分析

组听取了课题负责人李中泉关于“Spoke021腔总体物

了Spoke012腔的研制背景、研制方案、进度安排等情

200名代表出席会议。开幕式由高能所所长、BESIII合作

方法的改进仍然非常迫切。

理设计”的报告及课题组成员所作的关于“Spoke021

况，课题组还汇报了“Spoke012原型腔电磁场设计”

会上，根据合作组章程轮换或调整了一些管理岗

腔Multipacting仿真结果”的报告，并进行了深入细

和“Spoke012原型腔机械设计”。评审专家组对

与会代表听取了BEPCII夏季检修维护情况、缪子探

位，高能所沈肖雁研究员当选为新的合作组发言人，北

致的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频率为325MHz、β=0.21

Spoke012腔的设计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

测器电子学升级、零度角探测器的安装状态、硬件升级

京大学冒亚军教授当选为合作组代表委员会主席，高能

的Spoke腔的电磁场设计优化比较充分，结果可靠，关

还有较多的设计工作需要细化。最终的评审意见和建

的研究和计划、软件改进，以及大量的物理分析等方面

所李海波研究员被任命为副物理协调人，高能所何康林

键参数的指标为当前国际同类水平。同时专家组也指

议将在12月底前交给课题组。

最近，高能所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ARGO实验

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取数计划，决定在以后的取数计划

研究员被任命为运行负责人，清华大学高原宁教授当选

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501在高于300GeV能区的甚高能

中，要有一定的定量模拟研究，并根据物理目标优化取

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南华大学加入合作组的申请获得批

伽玛射线耀变，该耀变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平均流强

数方案，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取数机时，做出最

准，至此合作组成员单位增加到了49个。

是标准烛光蟹状星云流强的3倍，总显著性达到6倍标

好的物理结果。会议特别讨论了分波分析方法，并决定

今年，BESIII已经有多篇文章发表，更多的文章正

准偏差。期间约10天的高态，流强是其低态时的10

明春召开专题研讨会。BESIII实验获取的高统计、高质

在合作组内部评审。下一次合作组会议将于2012年6月在

倍，总显著性接近5倍标准偏差。

量的数据，对改进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目前BESIII已

苏州大学举行。

年会上，该项目的报告中提出了十条我国涉汞行
业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四条优先行动建议，得到了我国

行的高度重视。

羊八井ARGO实验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501的甚高能伽玛射线耀变

ARGO实验自从2006年7月正式运行以来，已经3次

第十四次中日高能物理合作会议在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召开

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421的甚高能伽玛射线耀变，并

12月12日，第十四次中日

在国际上首次对其甚高能光变进行了长期多波段研
究，但这是首次观测到Mrk501的甚高能耀变。对

的建设计划；散裂中子源项目

高能物理合作会议在日本高能

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的进展等。

国家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在绵阳召开
国家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于10月26日至30日

各自的专业用户群体开展交流与合作，争取早出成

在绵阳召开。参会的180余名代表来自40余家国内外高

果，出好成果。另外，用户们就中子散射的应用做了

校和研究院所，包括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

介绍，包括物理、化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应用，

散裂中子源项目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

CSNS质子束、白光中子源和MU子源的应用，中子散射

学等单位的中子散射装置建设人员，以及各学科研究

在能源、生物、环境方面的应用以及中子散射在工业

领域具有中子研究经验的核心用户。

中的应用。相关的工程谱仪也在会上做了介绍。

会上，参会代表听取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子

会议接收了来自4个科研院所的4位申请人提交的

散射装置建设进展，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总体进展，

CSNS用户专项资助（2012年度）申请报告，项目组将

Mrk501这次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以上的耀变，成像契

活动星系是一类特殊的星系, 其上存在着剧烈的物

加速器研究机构（KEK）召开。

经讨论，双方同意继续在

中国先进反应堆中子谱仪建设进展和未来发展规划，

视评议通过的申请人2012年度获得使用国外已有装置

仑科夫望远镜未见任何报道，再次展示了ARGO实验大

理过程并伴随着猛烈的活动现象，如相对论性高能粒

中方高能所新任所长王贻芳研

已有领域开展合作并积极开拓

以及清华CPHS工程建设与学科发展中期报告等方面的

上的束流时间的情况，由CSNS项目提供部分资助。

视场、全天候、低阈能的优势。

子的加速、高能X 和γ射线等非热辐射、物质的喷射和

究员等一行5人、日方KEK总主

新的合作领域，并达成以下共

介绍。CSNS项目副经理陈元柏介绍了CSNS的总体进展

国家发改委“十二五”候选大科学装置项目

爆发现象等。星系的核心（即活动星系核）是这些现

任Atsuto Suzuki 教授等一行

识：继续加强双方在BEPCII重

和一期的谱仪特点，表示将加强与用户的沟通，组成

LHAASO计划将进一步发挥ARGO实验的优势，并将观测

象和过程发生的主要场所，也是天然的高能粒子加速

11人参加了会议。

大改造方面的合作；继续加强

灵敏度提高30倍，可以在分钟尺度上捕捉类似的耀变

和辐射实验室，而甚高能伽玛射线更是研究星系核心

现象，对活动星系核和伽玛射线暴等时变现象的观测

极端条件下的剧烈物理过程的重要探针。

“自由电子激光和反质子加速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召开2011年年会
12月8日，科技部973项目“自由电子激光和反质
子加速器重大基础研究”2011年年会在高能所举行。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彭以祺、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处处长傅小锋，专家组成员王乃彦、方守贤、陈森
玉、陈佳洱、邝宇平、张焕乔，高能所科技处和项目
组的成员出席会议。
该项目是针对中国参加EXFEL和FAIR国际合作开展
的国际前沿基础研究。项目分为7个子课题，涵盖超导

腔、超导磁铁、大型低温恒温器、高精度超长波荡
器、高精度探测器等多个核技术前沿领域。
来自兰州近物所、北京高能所、宁夏东方钽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课题组分别汇报了年度工作。
专家组认为项目立足国内，着眼于国际前沿，通
过国际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建议科技部进
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使未来的国际合作能够取得更大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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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uki和王贻芳分别简要

双方在物理领域的合作，鼓励

介绍了KEK和高能所的工作进展

双方的物理学家积极参与

以及发展规划。王贻芳指出多年来双方在BELLE实验等方

BESIII和BELLE的物理实验；通过确立相应的项目联系人

面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并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已有合

的方式，继续加强双方在同步辐射研究应用领域和能量

作，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会谈中，双方首先分别介

回收直线加速器研究的交流；中方欢迎日方的物理学家

绍了在加速器领域的科研进展。其后，日方报告了在KEK

参与北方光源的评审工作；加强双方在散裂中子源领域

的ILC科研进展，J-PARC散裂中子源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的合作；日方欢迎中方的技术人员届时参与KEK直线加速

Belle和BelleII的研究进展以及探测器的研发工作；正

器的调试工作；继续推动国际直线对撞机的研发工作并

在开展的宇宙微波背景实验（CMB）情况；光子光源和同

加强双方合作。

步辐射相关研究；能量回收直线加速器（ERL）项目进展

12月13日，中方代表团参观了KEK与KEK散裂中子

等。中方报告了高能所的探测器研发进展；天体物理研

源。在东海散裂中子源，陈和生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

究情况，主要包括与宇宙相关实验、LHAASO项目、深地

的进展并与J-parc人员进行了交流。双方同意在现有的

实验研究等；同步辐射研究和应用的成果以及北方光源

高能所与J-parc的合作协议框架下继续开展相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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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对我国中子散射技术的发展和国家中子源
的建设、应用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TESLA技术国际合作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12 月 5 日至 8 日，TESLA 技术国际合作会议在高能

加速器技术、欧洲自由电子激光项目、μ介子加速器、

所举行。来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

ILC 超导高频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情况。会议还就超导腔的材料、腔体的制造与测试、低温

等的 100 多名加速器技术领域的专家出席了会议。

恒温器的制冷功率控制以及低温恒温器的测试结果和

会议中方主席高杰主持了会议。高能所王贻芳所长

分析等分别进行了专题报告和研讨。

致欢迎词，并介绍了高能所目前科研项目的进展并表示

TESLA 技术合作会议自 2000 年在德国召开，至今共

将会积极参与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研发、大型强子

举办 20 余届，此次会议是首次在中国召开，为中国参与

对撞机（LHC）等国际合作。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 委员

TESLA 技术相关合作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目前，

兼 TESLA 技术合作组主席 Olivier Napoly 、北京大学

国内在 1.3 GHz 超导高频腔的设计与研制、低温恒温器

刘克新教授、高能所潘卫民研究员等 7 名国内外专家分

的研制、超导铌材料的制备等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别作了大会报告，汇报了 1.3 GHz 超导高频技术、ADS

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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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举办ADS先导专项超导Spoke腔设计评审会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报告”的相关政策建议将提交我国政府
11月15日至17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环境保护部有关领导、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博

11月17日，科技部下发了《关于批准建设心血管疾

持下，实验室将进一步凝炼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升科研

高能所自9月下旬召开ADS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会，

出，要达到设计目标，关键还是电子束焊接的质量、

会（“国合会”）2011年年会在京举行，主题为“经

士、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等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

病等4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高能所与中国科学

水平，加强队伍和实验条件建设、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

确定了ADS先导专项质子加速器物理设计方案及超导

过程质量控制和表面后处理的水平，课题组未来的工

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年会采纳了两条基于本项目研究

技术大学联合申请的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制，努力成为国家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聚集和培养优

Spoke腔的物理参数之后，近日又成功举办了超导

作重点应放在加工和后处理工艺上。

成果的关于我国汞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并将通过国

建设正式获批。

秀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争取在建设期满

Spoke021腔及Spoke012腔设计评审会，对这两种腔型

Spoke012腔设计评审会于12月8日召开。来自美国

后，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物理设计、机械设计以及加工、后处理方案等进行

费米实验室的Leonardo RISTORI博士担任评审委员会主

了评审。

席，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Tsuyoshi TAJIMA博士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汞生产、使用及排放国，为在
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汞污染，以及对全球

合会提交给我国政府。

在两年的建设期内，在中科院、研究所/校两级的支

汞排放的贡献，国合会于2010年设立了“中国汞管理

高能所自上世纪70年代起，利用核分析技术平台

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由高能所柴之芳院士和加拿大

及同步辐射技术平台等先进设施，先后在官厅水库等

环境部前副部长Barry Stemshorn博士共同主持，旨在通

典型汞污染地区开展了包括汞的污染特征、环境健康

BESIII国际合作组会议2011年冬季会议于11月30日

过研究一系列紧迫的汞管理问题，向我国政府提出关

效应、硒汞拮抗效应及其分子机制、以及汞污染防治

于汞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

技术等一系列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等高水平杂志上，受到国内外同

组发言人王贻芳研究员主持。

BESIII国际合作组2011年冬季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Spoke021腔物理设计评审于11月29日举行，评审

以及国内北京大学、近物所和高能所的其他4位专家参

经采用GPU作为计算工具，缓解了计算资源紧缺的问题，

专家组由来自北京大学和高能所的5位专家组成。专家

加了评审。Spoke012腔课题负责人戴建枰研究员介绍

至12月3日在高能所召开，来自全球39个合作单位的近

并在该技术的应用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是，分析

组听取了课题负责人李中泉关于“Spoke021腔总体物

了Spoke012腔的研制背景、研制方案、进度安排等情

200名代表出席会议。开幕式由高能所所长、BESIII合作

方法的改进仍然非常迫切。

理设计”的报告及课题组成员所作的关于“Spoke021

况，课题组还汇报了“Spoke012原型腔电磁场设计”

会上，根据合作组章程轮换或调整了一些管理岗

腔Multipacting仿真结果”的报告，并进行了深入细

和“Spoke012原型腔机械设计”。评审专家组对

与会代表听取了BEPCII夏季检修维护情况、缪子探

位，高能所沈肖雁研究员当选为新的合作组发言人，北

致的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频率为325MHz、β=0.21

Spoke012腔的设计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

测器电子学升级、零度角探测器的安装状态、硬件升级

京大学冒亚军教授当选为合作组代表委员会主席，高能

的Spoke腔的电磁场设计优化比较充分，结果可靠，关

还有较多的设计工作需要细化。最终的评审意见和建

的研究和计划、软件改进，以及大量的物理分析等方面

所李海波研究员被任命为副物理协调人，高能所何康林

键参数的指标为当前国际同类水平。同时专家组也指

议将在12月底前交给课题组。

最近，高能所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ARGO实验

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取数计划，决定在以后的取数计划

研究员被任命为运行负责人，清华大学高原宁教授当选

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501在高于300GeV能区的甚高能

中，要有一定的定量模拟研究，并根据物理目标优化取

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南华大学加入合作组的申请获得批

伽玛射线耀变，该耀变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平均流强

数方案，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取数机时，做出最

准，至此合作组成员单位增加到了49个。

是标准烛光蟹状星云流强的3倍，总显著性达到6倍标

好的物理结果。会议特别讨论了分波分析方法，并决定

今年，BESIII已经有多篇文章发表，更多的文章正

准偏差。期间约10天的高态，流强是其低态时的10

明春召开专题研讨会。BESIII实验获取的高统计、高质

在合作组内部评审。下一次合作组会议将于2012年6月在

倍，总显著性接近5倍标准偏差。

量的数据，对改进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目前BESIII已

苏州大学举行。

年会上，该项目的报告中提出了十条我国涉汞行
业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四条优先行动建议，得到了我国

行的高度重视。

羊八井ARGO实验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501的甚高能伽玛射线耀变

ARGO实验自从2006年7月正式运行以来，已经3次

第十四次中日高能物理合作会议在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召开

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421的甚高能伽玛射线耀变，并

12月12日，第十四次中日

在国际上首次对其甚高能光变进行了长期多波段研
究，但这是首次观测到Mrk501的甚高能耀变。对

的建设计划；散裂中子源项目

高能物理合作会议在日本高能

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的进展等。

国家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在绵阳召开
国家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于10月26日至30日

各自的专业用户群体开展交流与合作，争取早出成

在绵阳召开。参会的180余名代表来自40余家国内外高

果，出好成果。另外，用户们就中子散射的应用做了

校和研究院所，包括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

介绍，包括物理、化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应用，

散裂中子源项目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

CSNS质子束、白光中子源和MU子源的应用，中子散射

学等单位的中子散射装置建设人员，以及各学科研究

在能源、生物、环境方面的应用以及中子散射在工业

领域具有中子研究经验的核心用户。

中的应用。相关的工程谱仪也在会上做了介绍。

会上，参会代表听取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子

会议接收了来自4个科研院所的4位申请人提交的

散射装置建设进展，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总体进展，

CSNS用户专项资助（2012年度）申请报告，项目组将

Mrk501这次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以上的耀变，成像契

活动星系是一类特殊的星系, 其上存在着剧烈的物

加速器研究机构（KEK）召开。

经讨论，双方同意继续在

中国先进反应堆中子谱仪建设进展和未来发展规划，

视评议通过的申请人2012年度获得使用国外已有装置

仑科夫望远镜未见任何报道，再次展示了ARGO实验大

理过程并伴随着猛烈的活动现象，如相对论性高能粒

中方高能所新任所长王贻芳研

已有领域开展合作并积极开拓

以及清华CPHS工程建设与学科发展中期报告等方面的

上的束流时间的情况，由CSNS项目提供部分资助。

视场、全天候、低阈能的优势。

子的加速、高能X 和γ射线等非热辐射、物质的喷射和

究员等一行5人、日方KEK总主

新的合作领域，并达成以下共

介绍。CSNS项目副经理陈元柏介绍了CSNS的总体进展

国家发改委“十二五”候选大科学装置项目

爆发现象等。星系的核心（即活动星系核）是这些现

任Atsuto Suzuki 教授等一行

识：继续加强双方在BEPCII重

和一期的谱仪特点，表示将加强与用户的沟通，组成

LHAASO计划将进一步发挥ARGO实验的优势，并将观测

象和过程发生的主要场所，也是天然的高能粒子加速

11人参加了会议。

大改造方面的合作；继续加强

灵敏度提高30倍，可以在分钟尺度上捕捉类似的耀变

和辐射实验室，而甚高能伽玛射线更是研究星系核心

现象，对活动星系核和伽玛射线暴等时变现象的观测

极端条件下的剧烈物理过程的重要探针。

“自由电子激光和反质子加速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召开2011年年会
12月8日，科技部973项目“自由电子激光和反质
子加速器重大基础研究”2011年年会在高能所举行。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彭以祺、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处处长傅小锋，专家组成员王乃彦、方守贤、陈森
玉、陈佳洱、邝宇平、张焕乔，高能所科技处和项目
组的成员出席会议。
该项目是针对中国参加EXFEL和FAIR国际合作开展
的国际前沿基础研究。项目分为7个子课题，涵盖超导

腔、超导磁铁、大型低温恒温器、高精度超长波荡
器、高精度探测器等多个核技术前沿领域。
来自兰州近物所、北京高能所、宁夏东方钽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课题组分别汇报了年度工作。
专家组认为项目立足国内，着眼于国际前沿，通
过国际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建议科技部进
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使未来的国际合作能够取得更大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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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uki和王贻芳分别简要

双方在物理领域的合作，鼓励

介绍了KEK和高能所的工作进展

双方的物理学家积极参与

以及发展规划。王贻芳指出多年来双方在BELLE实验等方

BESIII和BELLE的物理实验；通过确立相应的项目联系人

面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并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已有合

的方式，继续加强双方在同步辐射研究应用领域和能量

作，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会谈中，双方首先分别介

回收直线加速器研究的交流；中方欢迎日方的物理学家

绍了在加速器领域的科研进展。其后，日方报告了在KEK

参与北方光源的评审工作；加强双方在散裂中子源领域

的ILC科研进展，J-PARC散裂中子源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的合作；日方欢迎中方的技术人员届时参与KEK直线加速

Belle和BelleII的研究进展以及探测器的研发工作；正

器的调试工作；继续推动国际直线对撞机的研发工作并

在开展的宇宙微波背景实验（CMB）情况；光子光源和同

加强双方合作。

步辐射相关研究；能量回收直线加速器（ERL）项目进展

12月13日，中方代表团参观了KEK与KEK散裂中子

等。中方报告了高能所的探测器研发进展；天体物理研

源。在东海散裂中子源，陈和生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

究情况，主要包括与宇宙相关实验、LHAASO项目、深地

的进展并与J-parc人员进行了交流。双方同意在现有的

实验研究等；同步辐射研究和应用的成果以及北方光源

高能所与J-parc的合作协议框架下继续开展相关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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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对我国中子散射技术的发展和国家中子源
的建设、应用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TESLA技术国际合作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12 月 5 日至 8 日，TESLA 技术国际合作会议在高能

加速器技术、欧洲自由电子激光项目、μ介子加速器、

所举行。来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

ILC 超导高频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情况。会议还就超导腔的材料、腔体的制造与测试、低温

等的 100 多名加速器技术领域的专家出席了会议。

恒温器的制冷功率控制以及低温恒温器的测试结果和

会议中方主席高杰主持了会议。高能所王贻芳所长

分析等分别进行了专题报告和研讨。

致欢迎词，并介绍了高能所目前科研项目的进展并表示

TESLA 技术合作会议自 2000 年在德国召开，至今共

将会积极参与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研发、大型强子

举办 20 余届，此次会议是首次在中国召开，为中国参与

对撞机（LHC）等国际合作。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 委员

TESLA 技术相关合作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目前，

兼 TESLA 技术合作组主席 Olivier Napoly 、北京大学

国内在 1.3 GHz 超导高频腔的设计与研制、低温恒温器

刘克新教授、高能所潘卫民研究员等 7 名国内外专家分

的研制、超导铌材料的制备等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别作了大会报告，汇报了 1.3 GHz 超导高频技术、ADS

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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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所举办ADS先导专项超导Spoke腔设计评审会

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中国汞管理专题政策研究报告”的相关政策建议将提交我国政府
11月15日至17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

环境保护部有关领导、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博

11月17日，科技部下发了《关于批准建设心血管疾

持下，实验室将进一步凝炼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升科研

高能所自9月下旬召开ADS加速器物理国际评审会，

出，要达到设计目标，关键还是电子束焊接的质量、

会（“国合会”）2011年年会在京举行，主题为“经

士、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等与会领导和专家的高

病等49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通知》。高能所与中国科学

水平，加强队伍和实验条件建设、建立健全运行管理机

确定了ADS先导专项质子加速器物理设计方案及超导

过程质量控制和表面后处理的水平，课题组未来的工

济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

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年会采纳了两条基于本项目研究

技术大学联合申请的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制，努力成为国家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聚集和培养优

Spoke腔的物理参数之后，近日又成功举办了超导

作重点应放在加工和后处理工艺上。

成果的关于我国汞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并将通过国

建设正式获批。

秀科学家、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争取在建设期满

Spoke021腔及Spoke012腔设计评审会，对这两种腔型

Spoke012腔设计评审会于12月8日召开。来自美国

后，顺利通过科技部验收，成为国家重点实验室。

的物理设计、机械设计以及加工、后处理方案等进行

费米实验室的Leonardo RISTORI博士担任评审委员会主

了评审。

席，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Tsuyoshi TAJIMA博士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汞生产、使用及排放国，为在
推进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汞污染，以及对全球

合会提交给我国政府。

在两年的建设期内，在中科院、研究所/校两级的支

汞排放的贡献，国合会于2010年设立了“中国汞管理

高能所自上世纪70年代起，利用核分析技术平台

专题政策研究项目”，由高能所柴之芳院士和加拿大

及同步辐射技术平台等先进设施，先后在官厅水库等

环境部前副部长Barry Stemshorn博士共同主持，旨在通

典型汞污染地区开展了包括汞的污染特征、环境健康

BESIII国际合作组会议2011年冬季会议于11月30日

过研究一系列紧迫的汞管理问题，向我国政府提出关

效应、硒汞拮抗效应及其分子机制、以及汞污染防治

于汞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

技术等一系列研究，研究成果发表在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等高水平杂志上，受到国内外同

组发言人王贻芳研究员主持。

BESIII国际合作组2011年冬季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Spoke021腔物理设计评审于11月29日举行，评审

以及国内北京大学、近物所和高能所的其他4位专家参

经采用GPU作为计算工具，缓解了计算资源紧缺的问题，

专家组由来自北京大学和高能所的5位专家组成。专家

加了评审。Spoke012腔课题负责人戴建枰研究员介绍

至12月3日在高能所召开，来自全球39个合作单位的近

并在该技术的应用方面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但是，分析

组听取了课题负责人李中泉关于“Spoke021腔总体物

了Spoke012腔的研制背景、研制方案、进度安排等情

200名代表出席会议。开幕式由高能所所长、BESIII合作

方法的改进仍然非常迫切。

理设计”的报告及课题组成员所作的关于“Spoke021

况，课题组还汇报了“Spoke012原型腔电磁场设计”

会上，根据合作组章程轮换或调整了一些管理岗

腔Multipacting仿真结果”的报告，并进行了深入细

和“Spoke012原型腔机械设计”。评审专家组对

与会代表听取了BEPCII夏季检修维护情况、缪子探

位，高能所沈肖雁研究员当选为新的合作组发言人，北

致的讨论。专家组一致认为，频率为325MHz、β=0.21

Spoke012腔的设计工作表示了充分的肯定，同时指出

测器电子学升级、零度角探测器的安装状态、硬件升级

京大学冒亚军教授当选为合作组代表委员会主席，高能

的Spoke腔的电磁场设计优化比较充分，结果可靠，关

还有较多的设计工作需要细化。最终的评审意见和建

的研究和计划、软件改进，以及大量的物理分析等方面

所李海波研究员被任命为副物理协调人，高能所何康林

键参数的指标为当前国际同类水平。同时专家组也指

议将在12月底前交给课题组。

最近，高能所羊八井国际宇宙线观测站ARGO实验

的报告。会议讨论了取数计划，决定在以后的取数计划

研究员被任命为运行负责人，清华大学高原宁教授当选

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501在高于300GeV能区的甚高能

中，要有一定的定量模拟研究，并根据物理目标优化取

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南华大学加入合作组的申请获得批

伽玛射线耀变，该耀变已经持续一个多月，平均流强

数方案，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取数机时，做出最

准，至此合作组成员单位增加到了49个。

是标准烛光蟹状星云流强的3倍，总显著性达到6倍标

好的物理结果。会议特别讨论了分波分析方法，并决定

今年，BESIII已经有多篇文章发表，更多的文章正

准偏差。期间约10天的高态，流强是其低态时的10

明春召开专题研讨会。BESIII实验获取的高统计、高质

在合作组内部评审。下一次合作组会议将于2012年6月在

倍，总显著性接近5倍标准偏差。

量的数据，对改进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战。目前BESIII已

苏州大学举行。

年会上，该项目的报告中提出了十条我国涉汞行
业战略与行动计划和四条优先行动建议，得到了我国

行的高度重视。

羊八井ARGO实验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501的甚高能伽玛射线耀变

ARGO实验自从2006年7月正式运行以来，已经3次

第十四次中日高能物理合作会议在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召开

观测到活动星系核Mrk421的甚高能伽玛射线耀变，并

12月12日，第十四次中日

在国际上首次对其甚高能光变进行了长期多波段研
究，但这是首次观测到Mrk501的甚高能耀变。对

的建设计划；散裂中子源项目

高能物理合作会议在日本高能

研究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的进展等。

国家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在绵阳召开
国家中子源多学科应用研讨会于10月26日至30日

各自的专业用户群体开展交流与合作，争取早出成

在绵阳召开。参会的180余名代表来自40余家国内外高

果，出好成果。另外，用户们就中子散射的应用做了

校和研究院所，包括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国

介绍，包括物理、化学和材料科学等领域的应用，

散裂中子源项目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清华大

CSNS质子束、白光中子源和MU子源的应用，中子散射

学等单位的中子散射装置建设人员，以及各学科研究

在能源、生物、环境方面的应用以及中子散射在工业

领域具有中子研究经验的核心用户。

中的应用。相关的工程谱仪也在会上做了介绍。

会上，参会代表听取了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中子

会议接收了来自4个科研院所的4位申请人提交的

散射装置建设进展，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总体进展，

CSNS用户专项资助（2012年度）申请报告，项目组将

Mrk501这次持续时间长达一个月以上的耀变，成像契

活动星系是一类特殊的星系, 其上存在着剧烈的物

加速器研究机构（KEK）召开。

经讨论，双方同意继续在

中国先进反应堆中子谱仪建设进展和未来发展规划，

视评议通过的申请人2012年度获得使用国外已有装置

仑科夫望远镜未见任何报道，再次展示了ARGO实验大

理过程并伴随着猛烈的活动现象，如相对论性高能粒

中方高能所新任所长王贻芳研

已有领域开展合作并积极开拓

以及清华CPHS工程建设与学科发展中期报告等方面的

上的束流时间的情况，由CSNS项目提供部分资助。

视场、全天候、低阈能的优势。

子的加速、高能X 和γ射线等非热辐射、物质的喷射和

究员等一行5人、日方KEK总主

新的合作领域，并达成以下共

介绍。CSNS项目副经理陈元柏介绍了CSNS的总体进展

国家发改委“十二五”候选大科学装置项目

爆发现象等。星系的核心（即活动星系核）是这些现

任Atsuto Suzuki 教授等一行

识：继续加强双方在BEPCII重

和一期的谱仪特点，表示将加强与用户的沟通，组成

LHAASO计划将进一步发挥ARGO实验的优势，并将观测

象和过程发生的主要场所，也是天然的高能粒子加速

11人参加了会议。

大改造方面的合作；继续加强

灵敏度提高30倍，可以在分钟尺度上捕捉类似的耀变

和辐射实验室，而甚高能伽玛射线更是研究星系核心

现象，对活动星系核和伽玛射线暴等时变现象的观测

极端条件下的剧烈物理过程的重要探针。

“自由电子激光和反质子加速器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召开2011年年会
12月8日，科技部973项目“自由电子激光和反质
子加速器重大基础研究”2011年年会在高能所举行。
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副司长彭以祺、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处处长傅小锋，专家组成员王乃彦、方守贤、陈森
玉、陈佳洱、邝宇平、张焕乔，高能所科技处和项目
组的成员出席会议。
该项目是针对中国参加EXFEL和FAIR国际合作开展
的国际前沿基础研究。项目分为7个子课题，涵盖超导

腔、超导磁铁、大型低温恒温器、高精度超长波荡
器、高精度探测器等多个核技术前沿领域。
来自兰州近物所、北京高能所、宁夏东方钽业、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课题组分别汇报了年度工作。
专家组认为项目立足国内，着眼于国际前沿，通
过国际合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建议科技部进
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使未来的国际合作能够取得更大
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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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zuki和王贻芳分别简要

双方在物理领域的合作，鼓励

介绍了KEK和高能所的工作进展

双方的物理学家积极参与

以及发展规划。王贻芳指出多年来双方在BELLE实验等方

BESIII和BELLE的物理实验；通过确立相应的项目联系人

面开展了良好的合作，并期待双方进一步加强已有合

的方式，继续加强双方在同步辐射研究应用领域和能量

作，积极开拓新的合作领域。会谈中，双方首先分别介

回收直线加速器研究的交流；中方欢迎日方的物理学家

绍了在加速器领域的科研进展。其后，日方报告了在KEK

参与北方光源的评审工作；加强双方在散裂中子源领域

的ILC科研进展，J-PARC散裂中子源的研究和应用情况，

的合作；日方欢迎中方的技术人员届时参与KEK直线加速

Belle和BelleII的研究进展以及探测器的研发工作；正

器的调试工作；继续推动国际直线对撞机的研发工作并

在开展的宇宙微波背景实验（CMB）情况；光子光源和同

加强双方合作。

步辐射相关研究；能量回收直线加速器（ERL）项目进展

12月13日，中方代表团参观了KEK与KEK散裂中子

等。中方报告了高能所的探测器研发进展；天体物理研

源。在东海散裂中子源，陈和生介绍了中国散裂中子源

究情况，主要包括与宇宙相关实验、LHAASO项目、深地

的进展并与J-parc人员进行了交流。双方同意在现有的

实验研究等；同步辐射研究和应用的成果以及北方光源

高能所与J-parc的合作协议框架下继续开展相关合作。

3

研讨会对我国中子散射技术的发展和国家中子源
的建设、应用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TESLA技术国际合作会议在高能所召开
12 月 5 日至 8 日，TESLA 技术国际合作会议在高能

加速器技术、欧洲自由电子激光项目、μ介子加速器、

所举行。来自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美国费米国家实验室、

ILC 超导高频技术的最新进展以及相关研究领域的发展

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所、日本高能加速器研究机构

情况。会议还就超导腔的材料、腔体的制造与测试、低温

等的 100 多名加速器技术领域的专家出席了会议。

恒温器的制冷功率控制以及低温恒温器的测试结果和

会议中方主席高杰主持了会议。高能所王贻芳所长

分析等分别进行了专题报告和研讨。

致欢迎词，并介绍了高能所目前科研项目的进展并表示

TESLA 技术合作会议自 2000 年在德国召开，至今共

将会积极参与国际直线对撞机（ILC）的研发、大型强子

举办 20 余届，此次会议是首次在中国召开，为中国参与

对撞机（LHC）等国际合作。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 委员

TESLA 技术相关合作研究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目前，

兼 TESLA 技术合作组主席 Olivier Napoly 、北京大学

国内在 1.3 GHz 超导高频腔的设计与研制、低温恒温器

刘克新教授、高能所潘卫民研究员等 7 名国内外专家分

的研制、超导铌材料的制备等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果，

别作了大会报告，汇报了 1.3 GHz 超导高频技术、ADS

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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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裂中子源举行开工动员大会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谱分析讲习班成功举办

10月25日，散裂中子源（CSNS）举行开工动员大

王贻芳充分肯定了CSNS项目在过去六年取得的突出成

北京同步辐射装置举办的

的用户开始申请XAFS实验，很多

会。大会由CSNS工程常务副经理马力主持，工程经理

绩，并强调了项目异地建设的巨大挑战，提醒大家充

2011年扩展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

用户都是初次接触XAFS技术，对

会后,代表们普遍对讲习班的

陈和生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姜晓明、奚

分认识到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好克服各种困难

（EXAFS）谱分析讲习班于12月7

于实验设计、样品制备和数据处

内容安排、专家讲解和组织工作

基伟、王九庆，中科院物理所副所长冯稷、章综院

的准备。他号召各个部门全体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勇

日至8日在高能所成功举行。

理等方面缺乏经验。特别是对实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讲习班切

士，以及200余名参与工程建设的科技和管理人员，

往直前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完成CSNS项目的建

XAFS是同步辐射装置上用户

验数据的处理长期停留在初步分

实解决了用户EXAFS谱分析中存在

出席了动员大会。此前，于10月20日，CSNS工程在广

设。冯稷代表物理所全体参建人员，表示在项目建设

最多的实验站之一，随着上海光

析的水平上，影响了高水平研究

的实际问题，有助于提高用户的

东省东莞市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期间，将服从工程经理部的指挥，各尽其职，认真负

源的建成和首批光束线的陆续投

成果的产出。在广大用户的迫切

EXAFS谱数据分析水平,同时希望

责，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顺利完成项目的建设。

入使用，北京、上海和合肥的三

要求下，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组织

能够多开设其它方面同步辐射实

举办了此次EXAFS谱分析讲习班。

验技术的讲习班。

陈和生首先做开工动员报告。他介绍了CSNS工程

分析计算问题。

阴和俊视察高能物理研究所

奠基仪式的主要情况，汇报了国家、中科院、广东省

此外，工程副经理兼总经济师奚基伟、总工程师

个同步辐射装置上有3个专用的

和东莞市各级政府对CSNS项目的关心与支持。CSNS是

屈化民、总工艺师林国平，分别介绍了工程经费、采

XAFS实验的线站，此外还有8个线

讲习班专题涉及XAFS基础知

本次讲习班用户报名踊跃，

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装置，是院地合作投资最大

购、招标与验收管理，工程质量管理，设备安装工程

站也能进行一些XAFS实验，能量

识，硬、中、软X射线XAFS实验方

但由于场地和经费所限，只能从

的项目，陈和生强调了建设CSNS的科学和社会意义。

以及土建和公用设施设计要求。加速器中心的刘磊作

覆盖了软X射线、中能X射线和硬X

法和实验条件等内容，并着重讲

近300位报名者中选取50人为正式

在高能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

动硬X调制望远镜研制、嫦娥二号

他号召项目全体建设者真正进入工程建设状态，为

为参建人员代表，做了激情洋溢的发言，表示虽然必

射线段，能够开展多种模式的

解了国际著名的XAFS谱数据分析

学员，他们分别来自中科院16个

焕玉等领导的陪同下，阴和俊首先

的科学数据分析工作、嫦娥三号X

CSNS的建设全力拼搏。他特别鼓励CSNS年轻的建设者

将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有信心按指标、按计划、

XAFS实验，成为国内科研工作者

免费软件IFEFFIT的使用，解决用

研究所、教育部16所高校和其他4

参观了粒子天体物理院重点实验

射线谱仪研制任务等，争取早出多

们，认为这是他们在工作生涯的初始阶段遇到的良好

高质量地完成工程的各项建设任务。

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公共实验平

户EXAFS谱分析的实际问题，切实

个研究单位。另外，应广大报名

室、核分析技术院重点实验室、北

出创新成果。阴和俊还对高能所的

台，为我国材料、能源、生物、

提高EXAFS谱分析水平。讲习班邀

者的需求，本次讲习班还接收了

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中

高技术成果转化工作提出要求。他

环境、医学、考古和国防等相关

请了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专家分

大量的旁听学员，使讲习班的总

心、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院重点实

希望高能所发挥潜力，加强大科学

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同专题讲课，并现场上机实

人数达到了104人。

验室与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

装置研制中衍生的成果和技术的转

近年来。XAFS用户增加很快，特

践，使学员熟悉计算环境和上机

别是有许多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

操作实例，切实解决学员EXAFS谱

实验室，认真听取了科研人员的汇

移转化工作，对PET、CT、ASIC电

报，详细了解了实验室的科研进

子学器件等有深厚技术基础的成

展、成果以及产业化前景。

果，要积极加强与用户的合作，深

锻炼机会，将为今后的发展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贻芳和冯稷分别代表两个建设单位做了讲话。

散裂中子源工程简讯

工作简讯

11月16日，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CSNS中子实验装置及1英寸3He管探测器阵列样
机和3He管电子学与DAQ样机鉴定验收会。专家们认为3He管探测器阵列样机和3He管电子学与DAQ样机的技
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之后，阴和俊与高能所所长王

术；也要密切与企业的合作，把成

党委副书记潘卫民，以及高能所粒

果推向应用，特别是在高端医疗器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Ｋｎｅｉｂ和Ｊａｓｏｎ Ｄｅｎｎｉｓ Ｒｈｏｄｅｓ等国际著名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

子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科研计划处

械研制方面，要锁定高端技术，降

等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

低成本，普惠大众。

１１月１７日，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京区纪委书记杨建国率领考核组对高能所近两年来的反腐倡廉工作
进行了考核。测评大会后，考核组按照“中科院研究所反腐倡廉工作量化评分细化标准”进行了量化考核。

负载鉴定验收会。鉴定组认为，样机性能达到设计指标和要求，建议通过验收。

１１月１８日，高能所成功中标合肥光源重大维修改造项目储存环磁铁聚焦系统。

12月7日，CSNS实验分总体召开了年度总结会议。实验分总体承担了靶站谱仪的设计与建造、

１１月２８日，北京－试验束装置第二轮运行顺利完成。本轮运行历时近１个月，共完成５个用户试验，首

安装及调试任务。会上，各系统汇报了2011年度所承担的工程设计和建造任务的进展、经费的使用和人

目前正在进行的羊八井ＡＲＧＯ实验是中意双方在科技领域内最大的合作项目。

日前，东莞市人力资源局通知，CSNS落户东莞建设人员6人的《东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高端
人才安家补贴申请》获得了终审通过，最高支持额度达20万元。首批资金也已于11月拨付。这标志着高

１２月９日至１１日，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理论物理中心举办了量子色动力学与ＱＣＤ相变研讨会。

能所首次申请东莞地区人才资金补助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CSNS目前已招聘落户东莞的人员近150人。

１２月１６日，魏龙副所长主持召开了行政管理处成立大会。王贻芳所长、潘卫民副书记及相关单位人员
参加会议。会议宣布撤销后勤服务总公司和技术安全处，成立行政管理处；技术发展处更名为技术发展与经营
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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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等高能所目前承担的6个空

一，希望高能所加强空间科学项目

间科学项目的进展情况，潘卫民汇

的管理，从条件保障、理念、工程

报了高能所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的

管理、队伍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向航

情况。

天工程管理的标准看齐。第二，希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高

能所。ＩＮＦＮ创立于１９５１年，在意大利全国境内有４个国家实验室，２０个分所，与高能所的合作有着悠久历史。

力地把工作做好。

阴和俊最后提出两点建议。第

科学研究、高技术产业化等领域的

１２月９日至１０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ＩＮＦＮ代表团在院长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Ｆｅｒｒｏｎｉ的率领下，访问了高

多同事赴东莞工作，分总体和工程经理部必须解决好异地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希望大家有信心、更加努

会上，王焕玉汇报了硬X调制

阴和俊对高能所近几年在空间

次集中接待了空间探测器模型试验。

员管理以及2012年度工作计划和安排。陈元柏副经理指出，2012年将会是更加至关重要的一年，将有更

入了解用户需求，进一步提升技

贻芳、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焕玉、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2月7日，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CSNS/RCS铁氧体加载腔用射频功率源及测试假

大所。他要求高能所下阶段着力推

宙学前沿课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共有２６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做了学术报告。Ｊｅｒｅｍｙ Ｍｏｕｌ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ｔｏｎ，
１１月１６日，石景山区选举委员会老山地区分会发出第七选区当选代表公告，李广谦当选为石景山区第

人员一起，在东莞市大朗镇展开第三轮施工图的联合设计及审核。

俊视察高能物理研究所。

绩可圈可点，是我院有重要影响的

１１月７日至９日，理论和观测宇宙学研究进展国际研讨会在高能所举办。会议围绕暗物质和暗能量等宇

施工图设计是目前散裂中子源工程的关键路线之一，并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为了加快施工
图设计进度，提高设计效率，11月30日至12月17日，散裂中子源工艺技术相关人员与广东省建筑设计院

12月1日，中科院副院长阴和

6

望高能所强化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王贻芳表示，将认真落实院领

成果产出为国家做出实质贡献。

能所的战略部署与国家需求相结

导的指示，加强高能所行政管理工

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于英杰

合，大力支持新的学科生长点，在

作的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加

副局长、光电空间处业务主管章骏

空间科学研究领域、高技术产业化

强空间项目组织管理体系的建设和

平，院探月工程应用系统总体部副

方面有很大发展，承担的任务越来

高技术产业化工作，加强安全与保

主任邹永廖和院安保办主任吴立光

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宽，取得的成

密工作,严格安全管理制度,以重大

等陪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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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会由CSNS工程常务副经理马力主持，工程经理

绩，并强调了项目异地建设的巨大挑战，提醒大家充

2011年扩展X射线吸收精细结构

用户都是初次接触XAFS技术，对

会后,代表们普遍对讲习班的

陈和生院士，高能所所长王贻芳，副所长姜晓明、奚

分认识到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做好克服各种困难

（EXAFS）谱分析讲习班于12月7

于实验设计、样品制备和数据处

内容安排、专家讲解和组织工作

基伟、王九庆，中科院物理所副所长冯稷、章综院

的准备。他号召各个部门全体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勇

日至8日在高能所成功举行。

理等方面缺乏经验。特别是对实

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讲习班切

士，以及200余名参与工程建设的科技和管理人员，

往直前和开拓创新的精神，努力完成CSNS项目的建

XAFS是同步辐射装置上用户

验数据的处理长期停留在初步分

实解决了用户EXAFS谱分析中存在

出席了动员大会。此前，于10月20日，CSNS工程在广

设。冯稷代表物理所全体参建人员，表示在项目建设

最多的实验站之一，随着上海光

析的水平上，影响了高水平研究

的实际问题，有助于提高用户的

东省东莞市举行了隆重的奠基仪式。

期间，将服从工程经理部的指挥，各尽其职，认真负

源的建成和首批光束线的陆续投

成果的产出。在广大用户的迫切

EXAFS谱数据分析水平,同时希望

责，充分发挥团队协作精神，顺利完成项目的建设。

入使用，北京、上海和合肥的三

要求下，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组织

能够多开设其它方面同步辐射实

举办了此次EXAFS谱分析讲习班。

验技术的讲习班。

陈和生首先做开工动员报告。他介绍了CSNS工程

分析计算问题。

阴和俊视察高能物理研究所

奠基仪式的主要情况，汇报了国家、中科院、广东省

此外，工程副经理兼总经济师奚基伟、总工程师

个同步辐射装置上有3个专用的

和东莞市各级政府对CSNS项目的关心与支持。CSNS是

屈化民、总工艺师林国平，分别介绍了工程经费、采

XAFS实验的线站，此外还有8个线

讲习班专题涉及XAFS基础知

本次讲习班用户报名踊跃，

我国迄今为止最大的科学装置，是院地合作投资最大

购、招标与验收管理，工程质量管理，设备安装工程

站也能进行一些XAFS实验，能量

识，硬、中、软X射线XAFS实验方

但由于场地和经费所限，只能从

的项目，陈和生强调了建设CSNS的科学和社会意义。

以及土建和公用设施设计要求。加速器中心的刘磊作

覆盖了软X射线、中能X射线和硬X

法和实验条件等内容，并着重讲

近300位报名者中选取50人为正式

在高能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

动硬X调制望远镜研制、嫦娥二号

他号召项目全体建设者真正进入工程建设状态，为

为参建人员代表，做了激情洋溢的发言，表示虽然必

射线段，能够开展多种模式的

解了国际著名的XAFS谱数据分析

学员，他们分别来自中科院16个

焕玉等领导的陪同下，阴和俊首先

的科学数据分析工作、嫦娥三号X

CSNS的建设全力拼搏。他特别鼓励CSNS年轻的建设者

将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但有信心按指标、按计划、

XAFS实验，成为国内科研工作者

免费软件IFEFFIT的使用，解决用

研究所、教育部16所高校和其他4

参观了粒子天体物理院重点实验

射线谱仪研制任务等，争取早出多

们，认为这是他们在工作生涯的初始阶段遇到的良好

高质量地完成工程的各项建设任务。

开展高水平研究的公共实验平

户EXAFS谱分析的实际问题，切实

个研究单位。另外，应广大报名

室、核分析技术院重点实验室、北

出创新成果。阴和俊还对高能所的

台，为我国材料、能源、生物、

提高EXAFS谱分析水平。讲习班邀

者的需求，本次讲习班还接收了

京市射线成像技术与装备工程中

高技术成果转化工作提出要求。他

环境、医学、考古和国防等相关

请了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专家分

大量的旁听学员，使讲习班的总

心、纳米生物效应与安全院重点实

希望高能所发挥潜力，加强大科学

领域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不同专题讲课，并现场上机实

人数达到了104人。

验室与核探测与核电子学国家重点

装置研制中衍生的成果和技术的转

近年来。XAFS用户增加很快，特

践，使学员熟悉计算环境和上机

别是有许多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

操作实例，切实解决学员EXAFS谱

实验室，认真听取了科研人员的汇

移转化工作，对PET、CT、ASIC电

报，详细了解了实验室的科研进

子学器件等有深厚技术基础的成

展、成果以及产业化前景。

果，要积极加强与用户的合作，深

锻炼机会，将为今后的发展道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贻芳和冯稷分别代表两个建设单位做了讲话。

散裂中子源工程简讯

工作简讯

11月16日，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CSNS中子实验装置及1英寸3He管探测器阵列样
机和3He管电子学与DAQ样机鉴定验收会。专家们认为3He管探测器阵列样机和3He管电子学与DAQ样机的技
术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同意通过验收。

之后，阴和俊与高能所所长王

术；也要密切与企业的合作，把成

党委副书记潘卫民，以及高能所粒

果推向应用，特别是在高端医疗器

Ｊｅａｎ Ｐａｕｌ Ｋｎｅｉｂ和Ｊａｓｏｎ Ｄｅｎｎｉｓ Ｒｈｏｄｅｓ等国际著名学者应邀参加会议并做了专题报告。

子天体物理研究中心、科研计划处

械研制方面，要锁定高端技术，降

等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了座谈。

低成本，普惠大众。

１１月１７日，北京分院党组副书记、京区纪委书记杨建国率领考核组对高能所近两年来的反腐倡廉工作
进行了考核。测评大会后，考核组按照“中科院研究所反腐倡廉工作量化评分细化标准”进行了量化考核。

负载鉴定验收会。鉴定组认为，样机性能达到设计指标和要求，建议通过验收。

１１月１８日，高能所成功中标合肥光源重大维修改造项目储存环磁铁聚焦系统。

12月7日，CSNS实验分总体召开了年度总结会议。实验分总体承担了靶站谱仪的设计与建造、

１１月２８日，北京－试验束装置第二轮运行顺利完成。本轮运行历时近１个月，共完成５个用户试验，首

安装及调试任务。会上，各系统汇报了2011年度所承担的工程设计和建造任务的进展、经费的使用和人

目前正在进行的羊八井ＡＲＧＯ实验是中意双方在科技领域内最大的合作项目。

日前，东莞市人力资源局通知，CSNS落户东莞建设人员6人的《东莞市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高端
人才安家补贴申请》获得了终审通过，最高支持额度达20万元。首批资金也已于11月拨付。这标志着高

１２月９日至１１日，中国科学院大科学装置理论物理中心举办了量子色动力学与ＱＣＤ相变研讨会。

能所首次申请东莞地区人才资金补助项目取得了圆满成功。CSNS目前已招聘落户东莞的人员近150人。

１２月１６日，魏龙副所长主持召开了行政管理处成立大会。王贻芳所长、潘卫民副书记及相关单位人员
参加会议。会议宣布撤销后勤服务总公司和技术安全处，成立行政管理处；技术发展处更名为技术发展与经营
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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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远镜等高能所目前承担的6个空

一，希望高能所加强空间科学项目

间科学项目的进展情况，潘卫民汇

的管理，从条件保障、理念、工程

报了高能所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的

管理、队伍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向航

情况。

天工程管理的标准看齐。第二，希

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高

能所。ＩＮＦＮ创立于１９５１年，在意大利全国境内有４个国家实验室，２０个分所，与高能所的合作有着悠久历史。

力地把工作做好。

阴和俊最后提出两点建议。第

科学研究、高技术产业化等领域的

１２月９日至１０日，意大利国家核物理研究院ＩＮＦＮ代表团在院长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Ｆｅｒｒｏｎｉ的率领下，访问了高

多同事赴东莞工作，分总体和工程经理部必须解决好异地建设所带来的挑战，希望大家有信心、更加努

会上，王焕玉汇报了硬X调制

阴和俊对高能所近几年在空间

次集中接待了空间探测器模型试验。

员管理以及2012年度工作计划和安排。陈元柏副经理指出，2012年将会是更加至关重要的一年，将有更

入了解用户需求，进一步提升技

贻芳、党委书记兼副所长王焕玉、

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2月7日，CSNS工程经理部在高能所组织召开了CSNS/RCS铁氧体加载腔用射频功率源及测试假

大所。他要求高能所下阶段着力推

宙学前沿课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共有２６位国内外著名学者做了学术报告。Ｊｅｒｅｍｙ Ｍｏｕｌ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ｔｏｎ，
１１月１６日，石景山区选举委员会老山地区分会发出第七选区当选代表公告，李广谦当选为石景山区第

人员一起，在东莞市大朗镇展开第三轮施工图的联合设计及审核。

俊视察高能物理研究所。

绩可圈可点，是我院有重要影响的

１１月７日至９日，理论和观测宇宙学研究进展国际研讨会在高能所举办。会议围绕暗物质和暗能量等宇

施工图设计是目前散裂中子源工程的关键路线之一，并已进入最后的攻坚阶段，为了加快施工
图设计进度，提高设计效率，11月30日至12月17日，散裂中子源工艺技术相关人员与广东省建筑设计院

12月1日，中科院副院长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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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高能所强化安全保卫保密工作，
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
王贻芳表示，将认真落实院领

成果产出为国家做出实质贡献。

能所的战略部署与国家需求相结

导的指示，加强高能所行政管理工

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于英杰

合，大力支持新的学科生长点，在

作的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加

副局长、光电空间处业务主管章骏

空间科学研究领域、高技术产业化

强空间项目组织管理体系的建设和

平，院探月工程应用系统总体部副

方面有很大发展，承担的任务越来

高技术产业化工作，加强安全与保

主任邹永廖和院安保办主任吴立光

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宽，取得的成

密工作,严格安全管理制度,以重大

等陪同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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