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编辑 郎 冰

联系邮箱 jjrbxzh@163.com

近日，科学界的一场争辩让一个“高
冷”名词——对撞机，意外走进公众视野。

9月 4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
主杨振宁发文称，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
对撞机。随之，以菲尔兹奖获得者、哈佛大
学数学与物理学教授丘成桐和中科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为代表的科学
大咖们提出异议。据此，围绕中国要不要
建大型对撞机的讨论持续发酵。

这个“惹皱一池春水”的对撞机到底
是什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又有何用？日
前，《经济日报》记者独家探访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BEPC），一瞧究竟。

长啥样？
外形酷似羽毛球拍

眼下，中国对撞机正处于舆论的漩
涡。不过，周末的北京西郊玉泉路 19 号乙
院，仍是一如既往的安静。

顺着院内的林荫小道，爬上一段缓坡，
一片不起眼的低矮小楼映入眼帘，这些小
楼的地下隧道就是世界八大高性能加速器
之一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所在地。

秦庆，高能所副所长兼加速器中心主
任、高能粒子加速器学家，在这座神秘的
地下迷宫已工作了近 30 年。“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由注入器、输入线、储存环、北京
谱仪和同步辐射装置等部分组成。”顺着
秦庆手指的方向，记者注意到沙盘上这个
闪着红蓝两种光的大科学装置模型：它犹
如一个横卧的羽毛球拍，类似圆形的球拍
是实际周长 240 米的储存环，球拍的把柄
是实际全长 202 米的直线加速器，球拍的
顶端则是获取对撞数据的核心装置——
北京谱仪。

虽然有些“其貌不扬”，但这个“羽毛
球拍”要对撞的可不是一般的东西，而是
以每秒近 30 万公里的速度（约等于光速
的 99．9999%）运动的正、负电子。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于物质
结构的认知从分子、原子、原子核层次，逐
步深入到更小的结构单元——电子和夸
克。小到灰尘、细胞，大到地球和星系，都
以基本粒子作为起点。然而，这些基本粒
子并不直接组成物质，它先组成了核子，
核子与各种粒子又组成了世间万物。可粒
子的质量从何而来，物质的最小单元是什
么，有没有其他形式的物质⋯⋯这些科学
问题无从得知。

如何揭开这些谜题？需要对微小的基
本粒子进行研究。但这一精细活儿只能让
擅长探索微观物质世界的“超强显微镜”
对撞机来干。

1962 年 ，第 一 台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AdA 在意大利弗斯卡蒂实验室建成，周
长约 4 米，只有桌面大小。次年，美国的普
林斯顿、斯坦福合作的双环对撞机和前苏
联新西伯利亚的 VEP-1双环对撞机陆续
建成。此后，随着粒子物理的发展，对撞机
如雨后春笋出现在各大高能物理实验室。

科学家们这般“前赴后继”其实只为
一解心中的谜团。“人类长期以来一直被

物质的本性、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心
理的作用等四个问题所困扰，其中前三个
问题都与基于加速器（对撞机是加速器的
一种）技术的大科学装置的发展紧密相
关。”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
在 1986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表示。

咋工作？
粒子光速“狂奔”互撞

可是，对撞机到底是如何工作的
呢？在秦庆的带领下，记者走进这座地
下迷宫。

只见两排并列的酷似小火车的装置
向远方蜿蜒着，其上各种纷繁复杂的各色
管线交织在一起。有些不太凑巧，记者来
时已持续运行了 10 个月的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恰逢检修。“正如汽车长时间奔跑
需要休息一样，对撞机工作久了也得歇一
歇，维修保养下。”秦庆解释。

的确需要歇一歇。1972 年，张文裕等
18 位科技工作者致信周恩来总理，提出
建设对撞机的希望。1988 年，总投资 2.4
亿元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式开工运
行。如今，20 多年过去了，这位年事已高

的工作者仍未舍得“退休”。
“这是产生电子的电子枪。”一台巨大

装置前，秦庆将记者拉回现实：正负电子
从直线加速器出来后，经过各自的输运线
后储存在环形的高真空管道内，并在各自
的轨道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狂奔”，科学家
们利用电磁场调整其奔跑方向，补充其损
失能量，使之在指定的位置上对撞。有着
数万个数据通道的北京谱仪，则犹如几万
只眼睛，实时观测对撞产生的“碎片”——
次级粒子并加以研究。

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不过科学家想要
监测到撞出的新粒子或研究次级粒子内
部结构却非易事：接近光速的粒子以每秒
上亿次的频率不间断对撞，有“价值”的对
撞只有几次；同时，粒子相互碰撞的瞬间
产生的新粒子，寿命极其短暂且很不稳
定，很快就会“衰变”或重组。

困难不言而喻，但这样的挑战于物理
学家们而言则是一种乐趣。根据英国物理
学家希格斯 1964 年的猜想，宇宙诞生最
初并没有希格斯粒子（科学家按照粒子物
理学标准模型预言存在的一种粒子），各
种基本粒子都如光子一般，以光速横冲直

撞。宇宙诞生十几秒后，希格斯粒子诞生
并形成“希格斯场”。除了光子，其他的基
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碰撞后，就如同
轻巧的棉花吸饱了水分一般，获得了质
量，而速度则慢了下来。但这个让宇宙产
生质量被誉为“上帝粒子”希格斯粒子到
底存在与否？各国物理学家找了几十年。

2012 年，希格斯粒子在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实验
中被发现，至此，当代粒子物理学的基石
——标准模型预言的所有粒子均被发现。

有何用？
微观模拟宇宙大爆炸

希格斯粒子的“惊鸿一瞥”，似乎为标
准模型画上了一个圆满句号，不过喜欢刨
根问底的物理学家们仍感觉有些“美中不
足”：虽然标准模型在解释对撞机的实验
现象时犀利无比，但它无法解释暗物质、
暗能量、真空能、宇宙演化、宇宙中物质的
正反不对称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

而对希格斯粒子的进一步探索，或有
可能为上述重大问题提供关键性线索，甚
至可能最终解释上述谜团。“借助对撞机
实验继续研究希格斯粒子，或有可能揭示
暗物质的本质，因为暗物质世界与我们的
世界之间，原则上可以通过希格斯粒子进
行‘沟通’。”一些物理学家称。

如何与希格斯粒子抑或其他新粒子
更有效“沟通”？物理学家们将目光再次对
准更高能量的对撞机。因为他们发现对微
观物质结构的研究越深入，研究的粒子越
小，需要的加速能量就越高，选用的对撞
机体积就越大。

“为了解一些粒子内部是否有结构，
‘探针’（基本粒子）的波长要小于被探测
对象的尺度，否则不能深入到内部，因此
必须把粒子加速到几十亿电子伏特以上
才行；另一方面，让基本粒子相互碰撞从
而产生新的次级粒子，同样需要更大能量
的对撞机。”秦庆表示。

现实是，目前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由于能量有限，无法研究陶-粲能区以外
的粒子。规划中的大型环形正负电子对撞
机（CEPC）最大的优势则是大量产生希
格斯粒子。“它将在微观尺度上还原宇宙
大爆炸最初极短时间内的情形，帮助科学
家研究宇宙起源，探索物质深层次结构。”
秦庆称。

当然，除了用于高大上的科学发现，
对撞机在发展过程中也会慢慢惠及民生。
比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就曾经为抗击
与防治 SARS 做出过贡献。在此，中国科
学院院士饶子和利用同步辐射系统在世
界上率先完成了 SARS 病毒蛋白质 DNA
结构的测定，首次获得了其蛋白酶大分子
结构，为医疗机构研究对应治疗药物提供
了最重要的依据和条件。

再如，对撞机应用于肿瘤治疗（放
疗），已有 50 余年的历史，其基本原理是
利用加速器产生的粒子束或射线的电离
作用，最大限度地破坏肿瘤细胞而最少地
影响正常组织，这是当前癌症治疗的三大
手段（放疗、药疗（化疗）、手术）之一。

“还有，用直线加速器产生高能射线，
杀灭肿瘤、为工业食品消毒杀菌、研究蛋
白质的三维结构，等等。”秦庆举例说。

对撞机，“撞”开微观世界之门
本报记者 沈 慧

在《“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中，
未来五年我国转基因发展路线图进一步
明确。新部署透露出哪些信号？我国转基
因技术发展现状如何，产业化之路该如何
走？《经济日报》记者近日就这些问题专访
了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
研究员朱祯。

记者：相比以前，新规划对转基因发

展的部署有哪些变化？我国转基因技术创

新现状如何？

朱祯：《“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
对转基因的部署更具体了。“十二五”期
间，我们更强调加紧研究，然后慎重推广。
而在“十三五”时期明确提出推进新型抗
虫棉、抗虫玉米、抗除草剂大豆等重大产
品产业化，其实是将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
路线图公布于众。

在转基因技术研发方面，我国处于世
界较前列的水平。在本世纪初，我国转基
因技术还只是处在中游，基因不是我们
的，更多的是模仿，同时产业化也没有大
力开展，相当于仅集中在转基因新品种的
培育上。在本世纪十几年里，我国转基因技
术研发取得飞速发展，在基因组学、基因组
测序等生物技术产业链顶端占据了领先地
位，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深圳华大基
因的测序产出能力占全球一半以上。

在基因的分离鉴定方面，早在上世纪
80年代，我们在棉花和水稻上发表的论文

数量就处于世界第一，在小麦、大豆、玉米
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处于世界第二。总之，
从技术环节划分，无论是上游的基因组
学，中游的基因鉴定和分离，还是下游的
品种培育，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由于我国转基因研究分布在大量的
科研单位和高校，研究面更宽，从中可能
有更多更好的发现。另外，我们通过转基
因重大专项的实施，加强了研究单位和育
种单位结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推广
体系。

记者：当前我国转基因发展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什么？

朱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上
的挑战而是产业化。如何把转基因的研究
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产品，这是我
们面对的巨大挑战。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
家，转基因的推手主要是跨国大公司，他
们经验丰富、财力雄厚、全球销售网络发
达。而在我国，企业作为研发主体的能量
相对弱小。我国转基因的研发力量主要集
中在科研院所等研究单位，这一点跟以大
公司为转基因研发主导的西方先进国家
截然不同。此外，消费者对转基因问题不
是很了解，在舆论上没有给予转基因技术
强力支持，这也是推迟我国转基因产业化
的一个重要原因。

转基因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大产业，正
是因为其对农业、生物、环保等很多产业

都有非常大的带动作用。同时，它也会对
有些行业比如农药、化肥等带来负面影
响。转基因面对很多反对的力量，原因之
一，就是因为它触动了商业利益。在早期
的时候，其实公众对于转基因还是表示支
持的，而在本世纪初，太多的不实报道让
很多公众误解了转基因，甚至到了谈“转”
色变的程度。10 多年间，公众态度发生了
如此大的转变，这个现象值得研究。有意
思的是，虽然我国反转基因的声音越来越
多，但根据相关统计，市场上的转基因大
豆油销量却不断提升。

记者：当转基因产业化提速时，如何

进一步把控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

朱祯：转基因技术实际上是常规育种
技术的一个延续，其关键点在于应用了
DNA 重组技术还有转化技术。转基因技
术本身是中性的，安全不安全在于转的什
么基因。如果转一个毒素的基因，那么当
然不安全，但如果只是转了一个无关紧要
的基因来改善品质，自然不会影响安全
性。决定安全与否的并不是使用了什么技
术，即便使用传统育种方法，也有可能育
出有毒品种；即便是常规食品，也会因保
存、制作等因素产生毒素。因此，对于食品
安全性的问题，不能单以技术做定论。有
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已经上市的正规转基
因食品，都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甚至
苛刻的评估和检测，是非常安全的。尤其

是一些抗虫病的转基因食品，相对于打很
多农药的食品，安全性会更高。转基因技
术还可以解决食品中存在的某些安全问
题，比如土豆在炸成土豆条的过程中会形
成丙烯酰胺这种神经毒素，通过转基因技
术，就可以去除掉这种不利因素，让炸土
豆条变得更安全。

记者：当前有哪些转基因的新技术或

产品？

朱祯：转基因除了是保障我国粮食安
全的利器以外，也是改善大众日常生活品
质的重要技术手段。比如，现在的技术可
以增加绿叶蔬菜中的叶酸含量，对孕期妇
女等需要补充叶酸的人群很有好处；还有
为解决维生素 A 摄取不足问题而研发的
转基因大米等。我们想吃到的很多更有营
养、更具风味的食品都可以通过转基因技
术来实现。很多转基因新产品在我国已经
有了一些研究，基本已经成型，如果产业
化环境改善的话很快就能得以推广。

转基因技术除了可以增加食品的营
养性外，也可以实现为一些特殊人群

“量身定做”食品。比如，糖尿病人不能
吃过多的糖类以及碳水化合物，在食用
大米方面会有限制。我国研究人员已经
研制出了一种转基因大米，食用之后产
生不了由于淀粉被消化而生成的糖，不
会引起血糖的急剧升高，对糖尿病人而
言是一个福音。

转基因最大挑战来自产业化
——访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祯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同样体积的铅球和纸球，同时从楼顶自由落下，
哪个先落地？”这是一道经典的物理学问题。但如果使
用全球最前沿的微纳米架构材料技术之后，通过改变
材料结构来提升性能，可使金属材料在拥有原本高强
度、高硬度的同时，大幅减轻重量，未来，这个题目的答
案可能变成纸球先落地。

美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新材料发展，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就创建了全球首个跨学科材料实验室，并
帮助建立了现代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研究成果广泛
应用于集成电路、太空望远镜、喷气发动机等领域。近
年来，“微结构可控材料”项目（MCMA）成为备受关注
的重点项目。

结构工程设计方法的革命性进步，使建造埃菲尔
铁塔这样的建筑成为可能，并引领了摩天大楼时代的
到来。埃菲尔铁塔采用的桁架结构可以像实心结构一
样支撑相同的负重，但结构重量只有实心结构的十分
之一。由此，科学家也想将这种大型工程的结构设计
原理应用到材料微结构（晶粒级别）的构建技术中，以
期显著提升材料性能，并为此启动了“微结构可控材
料”项目。在该项目支持下，2011 年，波音公司下属的
HRL 实验室开发出一种轻质金属镍气凝胶材料。其
具有独特的纳米级多孔及三维网格结构，密度仅为 0.9
毫克/立方厘米，一张该材料置于蒲公英上的图片曾入
选《自然》杂志年度十大图片。MCMA 项目的最终目
标是，能够通过对微结构的控制定制材料，以满足特定
任务需求（如高强度材料、吸能材料等）。

在过去 10 余年里，麻省理工学院（MIT）机械工程
系终身教授方绚莱博士一直从事该领域的深入研究。
他研究的微型晶格纳米架构材料，在全球知名的《麻省
理工学院技术评论》评选的 2015年十项可能改变世界
的技术中，排名第二；其科研团队是目前全球在该领域
的 4 支前沿国际团队之一。如今，基于这项颠覆性技
术而成立的深圳摩方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众多资本
的推动下，产业化正在高速进行中，力争弥补我国在功
能性复合材料领域的空白。

日前，方绚莱接受《经济日报》记者专访时，解释了
这项颠覆性技术。他表示，该技术所用的材料都是以
往所熟悉的塑料、金属和陶瓷等材料，新技术通过改变
材料结构来提升性能，可使材料在拥有原本高强度、高
硬度的同时，大幅减轻重量。

目前，该材料结构的生产主要采用先进的微纳米
打印技术层层构建起来，但规模化生产仍面临难题。
方绚莱表示，希望在不断加大研发的基础上，解决产能
瓶颈，达到规模效应。预计，在 3 至 5 年内，将可以见
到这项新材料的规模化应用。“可以想象，这项技术在
汽车、高铁、医疗等领域都将拥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
景，并会颠覆复合材料的生态体系。”方绚莱说。

据方绚莱透露，该技术由于前景巨大，已引来很多
公司和资本的追逐。在初创阶段，公司即得到了包括
松禾资本在内的国内顶级风险投资企业的大力支持。
华域汽车、中车集团等大型制造型企业也表现出浓厚
兴趣，已与企业展开合作。

数据显示，全球轻量化材料市场规模将从 2014年
的 885 亿美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331 亿美元。业内人
士认为，国内新材料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仍存在较大
差距，颠覆性技术的研发与投资将有助于提升国内新
材料及先进制造业技术水平。

微结构可控材料：

能让纸球先落地
本报记者 王轶辰

▲ 北京正负电子对

撞机（BEPC）全貌。

（资料图片）
▶ 安 放 在 BEPC 储

存环南端对撞区的大型通

用探测器——北京谱仪。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 BEPC 一角。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本报讯 记者刘成报道：位于青岛市李沧区的青
岛尤尼科技有限公司，历时2年多研发成功的3D生物
电自闭症康复仪，有望攻克自闭症治疗这一世界性难
题。目前，这台仪器已被国家专利局授权，并获得欧洲
CE认证。

这项技术的研发起始于一次捐赠。2014 年，尤
尼科技董事长王红向重庆一家自闭症学校捐赠了 3D
打印机及右脑开发课程，在深入接触中，她深深感受
到自闭症儿童及家长的痛苦。作为国家“863”前沿
生物 3D 打印器官专项首席科学家，王红暗下决心：
要努力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让自闭症儿童重归正常
生活。随后，她带领由生物细胞、物理、化学等学科
组成的研发团队开始夜以继日的研究，最终找到了可
以攻克血脑屏障 （自闭症儿童脑神经和脊神经系统在
中药修复中遇到的壁垒） 的方法。

血脑屏障一直是让营养脑神经的中药制剂无法快
速发挥作用的鸿沟。王红和团队发明的自闭症康复
仪，通过特种频率及振动方式，能够激活包裹在
1000 亿个脑神经元周围的神经胶质细胞，并打破相
关血浆和脑细胞以及脑脊液之间的屏障，帮助中药制
剂能够由血液进入脑组织进行修复。

据悉，团队已经经受住考验，在首位接受治疗的
9 岁重症自闭症儿童昕昕身上收到了显著疗效。昕昕
1 岁起患有自闭症，失语 9 年，走路不平衡，智力非
常低下⋯⋯在接受了 8 天的相关治疗后疗效明显。目
前，王红和团队正在尝试为更多自闭症儿童治疗。

青岛一科研团队成功研发 3D 生物电康复仪

自闭症治疗有突破

自闭症脑神经图及 3D 生物电自闭症康复仪。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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