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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历

 1925年4月2日，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

1940年（初中毕业） 1944年（高中毕业）



叔父叶企孙

 叶企孙先生是我国

近代物理的先驱，在

测量普朗克常数，在

中国的教育和科研方

面做出过卓越贡献，

对叶铭汉的成长有极

大的影响。



 1944年夏，考取西南联合大学土木系。

西南联大校门 西南联大纪念碑前



 1945年1月至8月，叶先生

爱国抗日心切，参加抗日青

年军，抗战胜利后继续在西

南联大学习。期间结识李政

道，并结下深厚的友谊。

西南联大，1946年



1946年5月，西南联大解散，进入清华大学

物理系学习。

1949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钱三

强先生。



电磁学实验，1946年



1950年7月，应导师安排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

理研究所工作，在王淦昌、萧健领导下进行云室

的研制。

1951年至1958年，作为赵忠尧先生的主要助手，

参加700KeV(V1)和2.5MeV(V2)质子静电加速

器的建造。1958年任V2静电加速器组副组长，负

责V2的运行和改进。



1952年，近代物理所合影



 1962年，在赵忠尧先生领导下，在 反

应研究中，发现 的一个新能级。

 1964年至1971年，四清、文化大革命。

 1972年至1974年，担任静电加速器组长，负责

恢复、改进V2。

 1974年，开展静电加速器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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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成立多丝正比室组，任组长。开

展探测器电子学、数据获取研究。

1977年，成立电子学探测器室，任室主任。

1978年，晋升为研究员。



1979年，参加考察组到美国、瑞士访问。



1980年至1982年，Princeton大学和Utah大学

访问学者。

• 1981年3月，作为代表之一（中方还有朱洪元、谢家麟），

参加李政道发起在Fermilab召开的中美科学家研讨会，讨论

50GeV 加 速 器 停 建 后 中 国 高 能 加 速 器 方 案 。 李 政 道 和

Panofski提出建议建造一台束流能量为2.2GeV的正负电子对

撞机。



Utah Flies Eye， 1982年



1982年3月任高能物理研究所物理一室主任，负责北

京谱仪研制。

1983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准BEPC计划。

1984年2月至1988年8月，任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

1989年，在 双β衰变实验中，得到了新的衰变寿

命下限，该数据被PDG引用，在国内尚属首次。合作

者有游科、祝玉灿、何祚庥、郑志鹏、庆承瑞等。

1989年夏，北京谱仪建成并开始运行。

Ca48



1989年7月至1990年9月，KEK访问学者。

1990年12月至1993年1月，BNL访问学者。

1994年4月，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副主

任。

1995年7月，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7月至1996年7月，DESY访问学者。

1996年至今，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学术主任。



1. V1、V2静电加速器

二、科学贡献

1946年，赵忠尧受中央研究院委托，在美国
购买2.5MeV静电加速器的器材。

1950年底，赵先生几经周折终于回到祖国，
即在近代物理所成立静电加速器组。不久，叶铭
汉调入该组，开始了静电加速器的科学研究，历
时20余年。



V1是一台700KeV质子静电加速器。叶先生负

责离子源和加速器后期总装。当时条件很差，国外

封锁、器材奇缺，大家本着自力更生精神，克服重

重困难，终于于1953年底初步建成。1954年从城

区搬迁到中关村，1955年开始稳定运行。

1956年，何泽慧、陆祖荫在其上测量

的α粒子角分布，成为我国第一个加速器核反应实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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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2为2.5MeV质子静电加速器，从1954年开始建
造，1957年底初步建成。1958年，叶先生担任静电加
速器组副组长（赵忠尧为组长），负责加速器的改进和
运行。由于改进了输电带的传动结构，大大提高了运行
的稳定性。1959年最高电压达到设计指标2.5MV，能
量的重复性达到0.1％，各项指标均达到了当时国际上
同类型的水平。

1959年，他还负责重粒子谱仪的改进工作，提高
了稳定度，为核反应实验做好了准备。



1961年，他和陈鉴璞测量了高气压下电晕针放
电的特性，这有助于电晕针放电分压法的应用。

1963年，叶铭汉和陈鉴璞、夏广昌完成了专著
《静电加速器》，这是国内第一本这方面的专业著
作。

经过文革的动乱后，1973年叶先生受命于V2的
恢复和改进。经过此次改进与大修后，加速器稳定
性大大提高。



1974年与物理所合作，在国内首先开发

了低能加速器在半导体器件制造方面的应用。

用质子轰击半导体，成功地制成双异质结激

光二极管，性能接近国际水平。

此外，他还进行了硅晶体堵塞效应等研

究。



叶先生在这一领域坚持工作二十余年，取得了

建设加速器和探测器的丰富经验，为我国核物理的

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以后的高能物理工作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静电加速器V1 静电加速器V2



和赵忠尧先生合影，1993年



2 . 高能物理探测器前期工作

① 多丝室、漂移室的建造（1975－1980）

1975年，叶先生开始转向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经过仔细
调研，他认为计数器如多丝室、漂移室等已逐渐取代泡室、
流光室成为高能物理探测器的主流。于是萧健和他一起建议，
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多丝室、漂移室，研究室同意并
任命叶先生为组长。

他们很快就完成了多丝室的建造，并利用自己研制的
CAMAC插件和数据获取系统，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在线数据
获取。以后又成功地建造了我国第一个大面积漂移室。



② 北京谱仪的预制研究（1982－1984）

1982年，叶先生任高能物理研究所物理一室主任，

负责BES 的预制研究。他组建了漂移室、飞行时间计数

器、簇射计数器、μ子计数器、在线、离线分析、触发判

选、机械、电子学等小组。他知人善任，任命了各级负

责人，开始了各子探测器的模型建造。

1982年底，完成了BES的初步设计。1984年，各子

探测器模型建造成功，为BES的顺利建成创造了条件。



3 . BEPC/BES的建造

1983年4月，国家批准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

并列为国家重点工程。 1984年10月7日，邓小平和国家

领导人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自 1984年2月起，叶先生开始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长。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调动全所力量，全力以赴投入

BEPC/BES的建造。

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负责BES的建造。



北京谱仪的总设计师

在北京谱仪设计过程中，参考了当时在该能区中最先进
的探测器MARKIII。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在经费受
限制的情况下，尽量做到有所创新或有所特色。

如，扩大了桶部接收立体角，增加了端盖探测器；簇射
计数器有更高的轴向角分辨率；μ子探测器增至三层，可测
到更低动量的μ子；拥有MAKIII没有的中性触发，从而记录
到中性粒子。在设计中曾考虑到使用晶体探测器提高簇射计
数器器的能量分辨率但因经费原因而放弃。



在北京谱仪的加工过程中，叶先生和同事们遇到了许

多困难。谱仪由许多子探测器，如主漂移室、簇射计数器

和磁铁、线圈组成的大型探测装置，要求精度高，材料复

杂，技术难度大，对当时中国的加工水平是一个严重挑战。

叶先生和同事们调查了全国许多工厂，才最终确定了

生产厂家。这些工厂大部分不在北京，有的在交通不便的

三线地区，为了保证加工质量，必须有人驻厂监督。驻厂

人员常年累月在艰苦环境下，远离家人，为谱仪的顺利加

工做出了奉献。



在所里工作的科研及工程人员也是夜以继日地

工作，很少有休假日。当时每人每月只有十五元的

奖金，但大家毫无怨言，只希望按时完成室里安排

的任务，早日建好谱仪。

在叶先生的带领下，北京谱仪人就是以这样的

精神，顺利地完成了部件加工，紧接着又投入到安

装、调试的工作中去。



当时BEPC（1984年）工程的组织情况如下：

工程领导小组：

谷羽（组长， 1986年后为周光召）、林宗棠、
张寿、张百发

所长：叶铭汉 常务副所长：张厚英

副所长：谢家麟， 陈东

工程经理：谢家麟 工程副经理：方守贤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建设领导小组，1984年10月7日



BEPC 协调会议，1986年1月



1988年



叶铭汉和李政道，1983年



叶铭汉和钱三强、张厚英



叶铭汉和王淦昌、丁大钊等，在BEPC



叶铭汉和吴健雄夫妇



叶铭汉和Steinberg，1986年



1984年，CERN，与ALEPH组合作签字仪式



在工程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所、工程领导班子团结一

致，密切配合，带领全所工作人员努力拼搏、艰苦奋斗，

终于在1988年10月16日实现BEPC的对撞，在谱仪亮度监

测器上观察到对撞信号，宣布对撞成功。

1988年10月，BES基本建成并观察到宇宙线事例。10

月24日，邓小平和国家领导人再次来到高能所视察BEPC和

BES。

1989年春，BES安装到BEPC对撞点。6月，BES观察

到 事例，并开始物理取数。/J



北京谱仪正面和侧面



北京谱仪主漂移室在测试中 北京谱仪主漂移室正在拉丝







1987年，高能所组织了多次研讨会，讨论北京谱仪的物理方向



北京谱仪观测到的强子事例图



邓小平、李政道在储存环 1988.10.24 



中央领导在谱仪厅 1988.10.24



1989年7月，BEPC/BES通过国家鉴定。鉴定指

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是目前世界上 能区

峰值亮度最高和束流能散最小的机器。北京谱仪也属

于该能区性能最好的探测器。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和北京谱仪总体调试顺利、性能稳定，各分系统和主

要关键部件可靠，说明设计、制造、安装和调试都是

成功的，是在有效指挥、精心设计制造、严格把关、

细心操作和刻苦奋战下完成的。”

/J



鉴定结果是对工程的客观评价。

BES运行了两万多小时，取得了许多国际一流

水平的物理成果，充分体现了BES的先进性和优势，

说明了BES的设计是合理的 、有前瞻性的。作为总

设计师的叶铭汉功不可没。BES建造、运行及数据

获取、物理分析的经验对以后BESII及BESIII都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在其上培养了一批人材成为我国高

能实验物理的骨干。



1988年8月22日，叶先生在任期届满做述职报告

时说：“回顾在1980年和1981年，八七工程刚下马，

所里不少人对于高能物理所的前途没有信心，对于建

造高能加速器没有信心，怀疑我国是否有条件进行。

四年多来，通过大量实践，通过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和北京谱仪的建造以及全所其他科技工作和各方面的

进展，大家已深信不疑，中国科技人员、工人和管理

人员是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我们所的工作为

国争了光！”



现今，BES合作组已发展成包括中国、美国、

英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日本、韩国等国的

四百多位物理学家参加的国际合作组。其国际影响

越来越大，在该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1990年以来，在τ、Charm领域内取得了

许多国际承认的物理成果。

BES/BEPC已成为国际上该领域重要的实验基

地。



4 . 任所长期间对其他学科的推动

 大力支持谢家麟领导的自由电子激光的起步工作，

为亚洲第一台自由电子激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抓紧计算中心建设，包括计算机机型的选择、确

定采购时机等都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保证

了北京谱仪数据获取和物理分析的顺利进行。



 亲临指导所里的网络建设。1984年，在肖健和叶
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高能所与水科院建立了远程终
端联接。1986年Steinberger建议在中国建设网络
系统，实现在中国本土进行ALEPH数据分析。在叶
先生的大力支持下，高能所与CERN成立了联合工
作组。1986年8月25日，高能所吴为民远程登陆到
CERN，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该事实已被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所承认。这些工作都为1994
年高能所在中国第一个实现互联网联接奠定了基础。



 积极支持宇宙线研究室的工作，如高空气球实验、

羊八井建设及宇宙线实验大楼的建造，为今后的

发展创造了条件。



高空气球自由电子激光



羊八井



5 . 人才培养

叶先生十分关注科技人员的培养，根据

他们的专长安排任务，严格要求，及时检查

工作进展，有问题就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

在言传身教中培养他们。

在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他还亲自带

研究生，指导博士后。



他培养的研究生有：

 硕士生5人：马宇蓓、漆纳丁、周郁、冯忠、
田卫华

 博士生17人：游科、海洋、李悦宽、乔长青、
万冬云，周春兰，张辉，张兰芝、于润升，马创
新，章志明，丰宝桐，李道武，付国涛，唐晓、
赵维



在高能所，指导博士后1人：王宝义（1997年入站）

在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指导博士后26人，名单如下：

（1995年入站）陈江川、金山

（1996年入站）刘靖

（1997年入站）苑长征、胡敬亮

（1998年入站）李海波、董燎原、张吉龙、丁宇征

（1999年入站）黄光顺

（2000年入站）房宗良、郭子金



（2001年入站）莫晓虎、王至勇

（2002年入站）马创新、平荣刚

（2003年入站）房双世、迟少鹏、马忠彪

（2004年入站）李刚、王征

（2005年入站）毛鸿、张建勇

（2006年入站）马海龙、黄飞

（2009年入站）王亮亮

以上这些人大多成为高能物理、核物理的骨干。



6 . 关心中国高能物理事业的持续发展

叶先生对BEPC/BES的发展寄予厚望，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他认为：

BEPC/BES是几代人努力建设起来的，成果来之不易，应保持、
发展这“一席之地”；

BEPC应有足够高的亮度，BES探测器应有很好的性能才能够在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他始终支持τ－c工厂的预制研究，探索未来发展的最佳方

案。于2001年5月联合方守贤、谢家麟、陈佳洱、何祚庥上书路甬祥

院长，阐述BEPCⅡ 建造中双环方案是必要的、可行的，为BEPC改进

方案的最终顺利通过作出了贡献。



在2002年9月召开的“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BESⅢ Project”会议上，叶先

生作为中方委员强烈推荐CsI晶体量能器和超导磁

铁方案。最终BES Ⅲ采纳了这一方案，为今后在其

上获得更好的物理成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还十分关心BEPCⅡ/BESⅢ的建造，提出许

多有益的建议，并为在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倍感欣

慰。



三、总结

1949年新中国成立，叶先生刚好从清华大学毕业。不
久就来到中科院，从事科学研究至今已有65年。65年来，
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心扑在他所热爱的科学事业上。
面对建国初期十分困难的条件，他和他的同事们毫不气馁，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终于建成了我国第一台和第二台
加速器——静电加速器，并在其上开展了核反应及应用实
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又领导了我国第一个高能基地的
建造，并获得巨大的成功。



在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中，他取得了一次又

一次的成功。他是我国自制的最早两台静电加速器

的主要参与者，是我国首个高能物理实验基地的创

建者之一，成功设计和领导建造了我国第一台大型

磁谱仪，为我国的加速器、低能核反应实验、粒子

探测技术和高能物理实验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这

一领域的开拓者。



在祝贺叶先生90岁生日的今天，我们共同回

忆这段历程是为了铭记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巨大

贡献，同时也是为了激励年轻学者，希望他们学习

叶先生为科学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

多年来，我和许多在叶先生手下工作过的同事，

都得到过他的热情指导和关怀，我们利用这个机会

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对生日的祝贺。



叶先生在讨论工作 1989.8









李政道先生的贺信



叶铭汉和朱光亚



于敏、黄祖洽和叶铭汉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他还是

这样的健康和精力充沛。我们衷心地祝

愿他健康、长寿，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

再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