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四川省甘孜州人民政府、中科院成
都分院在成都签署协议，计划在四川省
甘孜州稻城县海子山建造一座高海拔
宇宙线观测站（ＬＨＡＡＳＯ），以研究
宇宙线的起源。排名 21世纪 11大科
学难题之一的宇宙线起源问题，未来或
许将在四川揭晓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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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空旷的宇宙深处，时时刻刻都有人们

看不见的宇宙线穿行，对宇宙线的观测和研究

是人们探索大自然的重要手段之一。经过 7 年

论证，这个人类历史上耗资第二大的宇宙线观

测站最终落户四川省甘孜州稻城海子山，这是

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的又一里程碑事

件。利用观测站，科学家将“对话”宇宙，破解

宇宙线起源的世纪谜题。

破解宇宙线破解宇宙线““世纪之谜世纪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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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线亦称为宇宙射线，是来自于外太空的

高能带电粒子流，由奥地利科学家韦克多·汉斯

于 1912年首次发现。到达地球的原初宇宙线粒

子的成分主要是多种原子核，可从氢核（即质子）

按元素周期表一直排到铁核，但以氢核居多；还

包括含量很少的中微子、电子、光子等粒子。但

宇宙线中各组分的具体比重尚不清楚。自宇宙

线被发现一个世纪以来，科学家们对其展开了艰

辛的探索，但始终未能揭示宇宙线的起源，宇宙

线来自何方已成为“世纪之谜”。2002 年，美国

国家研究委员会将宇宙线的起源列为在 21世纪

需要解答的 11个宇宙相关难题之一。探究宇宙

线的起源，是海子山观测站项目启动的最基本动

机。探测宇宙线中各组分的比重及随能量的变

化，也是该项目所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研究宇宙线对人类认知宇宙的构成、演化以

及宇宙对粒子的加速机制有重要意义。”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曹臻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宇宙线对于研究

宇宙构成具有重要作用。宇宙线是宇宙构成中不

可或缺的部分，它是来自外太空的高能粒子。对于

太阳系之外遥远的宇宙空间，我们只能通过观测宇

宙线来获取宇宙构成的物质样本。研究宇宙线的

成分和丰度就是研究宇宙到底由哪些物质构成。

“虽然还不清楚宇宙线的成因，但是科学家

发现，宇宙线的寿命、它们在宇宙中运行的时间

和距离等特性会随着宇宙的演化而演化。通过

分析宇宙线的基本性质，我们可以得到关于整个

宇宙演化过程的一些证据。”曹臻说，如果找到宇

宙线的起源位置，比如说确定为某个天体、某个

星系的中央区域或者黑洞等，人们就能更加仔细

的研究宇宙线的源天体的演化历程，进而分析整

个宇宙的演化。

此外，宇宙线每个粒子的能量非常高。迄今

记录到的最高能量的宇宙线粒子的能量达到 3×

1020电子伏特，比人类制造的最大加速器，即欧洲

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产生的

粒子能量还要高约 3000万倍。人类利用现在掌

握的技术，无法在地球上建造一个能把粒子能量

加速到宇宙线能量级别的加速器。倘若我们能够

破解宇宙线的起源之谜，也将揭示这个宇宙加速

器的工作机理，这对人类科技发展意义重大。

研究宇宙线有啥用？

曹臻表示，四川海子山将要建造的观测站将

重点关注宇宙线中的高能伽马射线（γ光子），这

需要在高海拔地区进行观测和研究。宇宙线粒子

进入大气层后会被大气吸收。海拔越高，空气越

稀薄，探测器就能捕获到更多的目标粒子。此外，

大气的吸收也会导致探测器测量结果产生额外的

涨落。因此，海拔越高，测量结果就越精确。国际

上公认的，能够找到4000米以上高海拔站点的地

方只有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和中国的青藏高原。

而青藏高原作为“世界屋脊”，其地理条件比安第

斯山脉更优越，而海子山就地处青藏高原。

除海拔因素外，影响观测站选址的因素还包

括当地的交通、电力、通讯、水资源等多种因素。

他说：“我们经过 7年的科学预研、选址考察以及

为什么选择海子山？

据了解，海子山观测站将安装超大型伽马源

全天普查望远镜和由闪烁体探测器、缪子探测器

组成的巨型宇宙线簇射探测器阵列、宽视场契伦

科夫成像望远镜阵列、簇射芯探测器阵列。

曹臻指出，海子山观测站计划将 5种探测器

集成为一个覆盖一平方公里的复合探测器阵

列。“为精准测定一个到达地球的宇宙线粒子的

包括其能量、电荷种类、到达方向等在内的多重

物理性质，我们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实验探测装置

并组合到一起，对一个事例进行多参数的测量。

尽可能多的捕捉该粒子全部的物理信息。再将

所得到的信息综合分析，才能全面精准的判定所

捕获粒子的物理性质。”

曹臻表示，与自1989年投入运行的西藏羊八井

观测站相比，海子山观测站探测器的规模和性能将

增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而且探测灵敏度大幅度提

高。就宇宙线中光子的探测能力而言，在低能区，海

子山观测站的探测能力是羊八井观测站的30多倍；

在高能区，其则是羊八井观测站的300多倍。

目前国际上能够与海子山观测站比肩的探

究宇宙线的大型科学装置，只有阿根廷极高能

宇宙线观测站、南极中微子天文台和智利切伦

科夫望远镜阵列。与国外类似装置相比，海子

山观测站同样独具优势。曹臻指出，宇宙线中

的中微子和光子不带电，均可以用来寻找源天

体。南极中微子天文台主要探测中微子，海子

山观测站则主要探究光子。“目前，只有智利契

伦科夫望远镜阵列和我国海子山观测站对光子

进行深入研究，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竞争。

但是智利契伦科夫望远镜列阵主要针对低能区，

进行瞄准已知源天体的研究，其优势集中在低能

区。而海子山观测站的优势集中在宽视场的全

天普查和高能区的精确测量。在高能区的观测，

我们比国外要强十几倍。另外，智利契伦科夫望

远镜列阵更多关注天文领域，而我们还能关注高

能物理方面的研究。”

新观测站优势在哪？

曹臻表示，四川海子山观测站投入运行后，

将是我国在宇宙线研究领域里第一次在国际上

占据领先地位。新的探测器系统建成之后将产

生三个世界第一。“就光子探测而言，在高能区，

我们的灵敏度全世界最高。就宇宙线带电粒子

测量而言，我们的能量覆盖等级全世界最高、最

宽广。在利用巡天模式去寻找是否存在光子源

方面，我们的巡天观测普查能力世界最强。在这

三个优势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就

可以产生出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中国的宇宙线研究始于上世纪50年代，但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我们主要是对国际上相关研究进行跟

踪和学习。我们希望能够走到国际前沿，占据世界

领先地位。四川海子山观测站的建成将使我们真

正具备国际领先水平。未来，中国的宇宙线研究将

会在国际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开展宇宙线

研究60多年后，我们终于走到了世界前沿。”

此外，海子山观测站也将会是大学和科研院

所的教学基地。曹臻说，海子山观测站的合作是

建立在一个大合作组的基础之上。在目前 20多

个合作单位中，除中国科学院相关研究所之外，其

余大部分来自大学。各研究所和院校在海子山观

测站内，不仅能够培养高精尖的科研人才，也可以

以此作为教学实验基地，开展物理学、天文学等学

科的教学活动。“海子山观测站将至少运行 20

年。在此期间，我们将为国家培养数百名科研人

才，这对我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意义重大。”

除了观测还能干啥？

近日，传说中的飞行潜艇 Deepflight Dragon正式发布，将亮相本

月摩纳哥游艇展，售价预计高达 150万美元。

Deepflight Dragon是一艘四轴推进双座飞行潜艇，外观似飞船，

有两个座位，每个座位都安装有专属的气泡玻璃驾驶舱。

该潜艇长 5.1米，翼宽 2.7米，最大下潜深度达 490米。与传统的

潜艇不同，Deepflight Dragon 通过借助 4 根推进轴实现升降运动或

水下飞行。此外，如果因故障导致潜艇引擎关闭，Deepflight Dragon

还可以自动浮上水面。

四轴推进
飞行潜艇

拟亮相游艇展

据《每日电讯》报道，早前召开的一次“生物黑客”峰会聚集了各

种各样的“怪人”。这些“生物黑客”通常以科学之名，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天马行空的试验、“改造”和“升级”，比如在皮下植入芯片，或是

在手指里安装磁体等等。那些人这样描述道：“在指尖安装磁体后，

你对这个无形的世界便有了触觉的感知，你能感受到周围的磁场。”

据报道，数月前一起“生物黑客事件”引发关注。一名独立研究

者给自己的眼球中注入血清，以此来获得短暂的夜视能力。这让他

看起来像极了上世纪 80年代科幻电影中的科技怪人。

“生物黑客”
对自己

进行“改造升级”

作为中国史前最大的石头城址，石峁遗址内人们的住房条件如

何？考古专家给出了最新答案：石峁外城东门附近清理出一处规模

较大、保存较好的错落有致院落，其窑洞式住房、高处库房、礼仪性厅

房及石铺地坪和院落门址等结构基本清晰，如此完整而罕见的石砌

院落无疑对于研究龙山文化晚期较高等级人物的居住条件等具有重

要意义。图为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的窑洞式建筑石砌窑门。

陕西石峁遗址
意外发现

大型石砌院落

南非人类学家近日宣布，他们在约翰内斯堡西北大约 50公里处

发现了原始人骨骼化石，该物种此前不为人知。此次发掘共发现骨

骼化石 1550 多块，其中包括头骨、颚骨、牙齿和指骨，它们分别属于

该物种的幼年、成年及老年个体。南非研究人员将这个新人种命名

为“纳莱迪人”。南非金山大学人类学教授李·伯杰说，这是一个“了

不起的发现”，可能会改变学界对人类先祖的认知。初步研究显示，

纳莱迪人生活在距今 250万至 280万年前，身高 1.5米左右，能够直立

行走，手掌、腕关节和脚与现代人相似，但大脑仅相当于一个橙子大

小，上半身结构也较为原始。

新人种化石
或改变

对祖先认知

科技日报讯 9月 13日，2015年“SOTX

索牌”杯北京市民羽毛球挑战赛在北京地坛

体育馆落下帷幕。赛事为期两天，共有 51

支队伍、近 1000 人参与。经过两天紧张激

烈的比赛，朝阳区东湖街道队、海淀区清华

校友队、海淀区北航思源队分别荣获团体赛

冠、亚、季军。

据主办方介绍，目前北京市民羽毛球

挑战赛已经成为一项深受市民喜爱和期盼

的群众性羽毛球品牌赛事，现已连续成功

举办十多届，得到了社会各界和羽毛球爱

好者的肯定。本项赛事由北京市社会体育

管理中心主办，北京市羽毛球运动协会、北

京地坛体育馆、北京睿智翔云广告有限公

司等单位承办。

（雅芬）

2015年“SOTX索牌”杯羽毛球挑战赛落幕
科技日报讯 日前，“利亚德 20 周年庆

典暨新品战略发布会”在京举行。会上，利

亚德推出了超微 P0.9 毫米高清无缝拼墙，

这是市面上第一款实现量产的低于 1 毫米

间距的 LED 显示屏，标志着利亚德全面进

入室内小间距超高清监控领域。

此外，利亚德还推出了控制室领秀综合

播控平台和全新智能电视系统。在当前“互

联网+”背景下，视频会议将成为传统商业会

议的替代品。同时，现代企业的视频会议室

不仅承担企业召开会议、员工培训等功能，

还承担了体现企业形象的重要角色。利亚

德独创的小间距 LED 显示屏产品凭借大尺

寸、无拼缝、低功耗等优势，日渐成为大型企

业视频会议、电教化教学的新宠。

据了解，利亚德每年投入营业收入的

6%—7%用作研发经费，突破了小间距尖

端 技 术 的 多 重 技 术 壁 垒 ，实 现 了 从

P1.9—P1.6—P0.7 的三级跳。目前已经实

现量产全球最小间距 P0.7 毫米超微间距

LED 面板，领先世界。此外，其基于 54 英

寸 LED 电视面板实现“积木式”拼接 LED

电视及电视墙开创了 LED 单元模板拼接先

河，荣获红星设计大奖。 （付丽丽）

利亚德首推超微P0.9毫米高清无缝拼墙
科技日报讯 9 月 10 日，以“环境保护与

公众参与”为主题的第三期美丽中国环境论

坛在山东青岛举行。

在论坛上，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秘

书长刘国正指出，公众参与既是当前做好环

保工作的充分条件，也是必要条件。但目前

国内公众参与的总体现状是对环境问题的

关注度高，但参与程度低、质量效益低。对

此，刘国正建议当前推进公众参与需在提高

认识、权益保障、引导示范、信息公开、知识

普及、畅通渠道上下工夫。

PPG 大中国区工业防护及船舶涂料总

经理陈明良介绍了 PPG 可持续发展策略方

针及目标，以及 PPG 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

创新、可持续性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成功保

护客户的重要资产，达到节能、减少挥发性

有机物的排放和降低对环境影响的目标。

在讲演中，陈明良还演示了 PPG 涂料在全国

各地多个重要建设项目上的应用情况，分享

了 PPG建设美丽中国的业绩。

据悉，该论坛由中国环保部指导，中国

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责任网联合主办，青

岛市环境保护局协办，PPG 工业公司首席赞

助。来自我国环保系统的官员、专家、企业

代表、NGO 组织代表、主流媒体记者等近

100人参加了论坛。 （刘高）

第三期美丽中国环境论坛聚焦公众参与环保

科技日报讯 日前，据从太原铁路局透

露，朔州车务段精心打造科技创新发展平

台，不断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为铁路运

输安全筑起一道坚固的“科技防线”。

截至目前，朔州车务段充分发挥了高科

技设备保安全的作用。“列尾装置调度指挥

系统”对管内的行车、调车及列尾作业进行

实时监控；“行车视频监控系统”采用数字视

频监控技术，对包括全段 36 个车站行车室、

内外动态作业进行全天候监控；“客运视频

监控系统”分别在候车厅、售票厅、出入站

口、站台设置监控摄像机，及时发现安全隐

患，解决安全问题。此外，该段还利用各种

媒体和场合，积极向广大干部职工宣传科技

政策和科技知识，在办公网上开设了“科技

园地”专栏，组织科技信息交流会，对在技术

比武、科技创新中表现突出的一线技术骨干

给予重奖，较好地激发了干部职工的科技保

安全热情。

(刘继德)

太原铁路局朔州车务段科技创新保安全
科技日报讯 2015 年国内汽车市场遇

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即使是被称为“热

土”的 SUV市场，也早就脱离了“卖啥啥香”

的时代。9 月 14 日，北京现代相关负责人

表示，随着市场的进一步细分，以及每个细

分领域的不断演进，北京现代的产品策略

一直在做调整，如今，产品组合如一组拼

图，环环相扣，同时，在富于变幻的产品组

合中，北京现代力图出奇制胜。

北京现代 SUV 家族从 10 年前开始，推

陈出新的脚步就从未停止，从途胜、ix35，到

全新胜达、ix25，再到今年的“新兵”全新途

胜，稳扎稳打的形成了完善的 SUV 产品矩

阵。9 月 5 日，全新途胜以新价格正式上

市，这一价格如同巨石入水激起了大片涟

漪，消费者直呼“很有诚意”。北京现代负

责人表示，早在 2005 年第一款 SUV 上市

时，北京现代就意识到，消费者一定会随着

市场的发展而日渐成熟，需求也会越来越

精细化，现在随着全新途胜的登场，北京现

代 SUV“兄弟连”已经重新整队，再次出发。

（段佳）

北京现代SUV“兄弟连”重新整队

科技日报讯 9 月 7 日，由中铁四局一

公司承建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新疆

（吐鲁番）汽车试验场进场路工程开始开工

建设。这标志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座综

合性汽车试验场正式拉开了施工帷幕。

据了解，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吐鲁

番汽车试验场项目位于世界陆地的最低

点、全国最干最热的区域——新疆吐鲁番

市艾丁湖北岸，预计总投资 8.5 亿元，该项

目建成后将能够完成整车及零部件的冷却

性能试验、高温动力性能实验、耐热性能试

验、空调性能试验、高温异响试验等多项高

温类试验，能够大幅提升汽车的整体性能

和品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吐鲁番汽

车试验场进场路工程是该试验场的首项开

工工程，也是进入试验场的唯一通道，将为

后续的施工打下良好的基础。

据介绍，承建单位中铁四局一公司从

1987年承建了国内第一座拥有高速环道的

汽车试验场——解放军总装备部定远汽车

试验场后，又承建了交通部北京通县、上海

大众、保定长城、重庆长安等十余座大中型

专业汽车试验场和洛阳一拖拖拉机试验

场、常州铃木摩托车试验场两座特种车辆

试验场，并已掌握了多项国内领先的汽车

试验场核心施工技术，积累了丰富的施工

经验，打造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伍，所建汽

车试验场工程先后获得中国建筑工程鲁班

奖 3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大奖 2项。

（文良诚）

新疆首座综合性汽车试验场开工建设

宇宙线起源的探寻之所以如此困难，是因

为宇宙线中绝大部分粒子是带电粒子，它们在

宇宙中飞行的时候总会受到磁场影响发生偏

转，逐渐失去了原来的方向。因此根据地球上

观测到的宇宙线到达方向，很难反推出宇宙线

发射源的方向。而随着宇宙线能量的升高，磁

场对宇宙线的偏转能力也随之减小，所以当宇

宙线的能量高到某一程度时，所观测到的宇宙

线的到达方向能够近似反映其发射源所在的方

向。所以，正是为了逮住这些极为稀少的高能

量宇宙线，必须建设庞大的观测设备。

极高能宇宙线稀少到什么程度呢？在 1 平

方公里的面积上 100 年才可能落下一个。要积

累到足够用于物理分析的统计量，需要建造面

积巨大且能长时间运行的探测器，如著名的俄

歇观测站的探测器覆盖面积达到 3000 平方公

里，但要积累足够多的极高能宇宙线粒子，仍然

需要观测 10年甚而更长的时间。

人类迄今探测到的最高能量的粒子，是落

在美国 Utah沙漠里的探测装置 Fly's Eye附近的

宇宙线粒子, 它的能量是世界最大加速器产生

的质子能量的 4000万倍。像这样的高能粒子并

不容易测到, 平均而言, 一平方公里一个世纪

可以等到一个。

探索宇宙线起源为何这样难？

■相关链接

专家论证，通过对青海、西藏、云南、四川 4 个省

区几十个站址的各种条件进行综合分析，形成了

非常详细的选址评估报告，最终确定四川省甘孜

州稻城县海子山是条件最为优越的站址。稻城

县拥有极佳的观测条件：高海拔、靠近机场、稳定

的电力和通讯条件，以及充足的水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