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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
（LHAASO）即将全面开工建设——

寻 迹 宇 宙 信 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佘惠敏

应急测绘:

擦亮“科学救灾”眼睛
本报记者 徐 红

它是我国海拔最高的大科学基础设
施，投资超过 10 亿元，将在方圆 1.36 平方
公里的雪域荒原上安装近万个世界最先进
最灵敏的探测器，一探世纪难题——高能
宇宙线起源。
它的名字叫“拉索”
（LHAASO），全称
为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于 2015 年 12 月
获批立项，最近通过了初步设计报告评审，
即将全面开工建设。
想知道“拉索”有多么“高富帅”吗？6
月初，
《经济日报》记者奔赴“拉索”站址四
川稻城海子山采访，为您带回第一手的
见闻。

宇宙溯源 信使有痕
宇宙线是一种来自宇宙的高能粒
子流，
携带着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
观 信 息 ，是 传 递“ 宇宙大事 件 ”的信
使。高能宇宙线的起源是一个一直未
获解决的世纪难题，
“ 宇宙加速器”在
哪里？是什么加速原理？
“ 拉索”的科
学目标就瞄准了这里。

们将之形象地称为粒子
“阵雨”
。
在方圆 1.36 平方公里、布下近万探测
器的
“拉索”，
将探测到这样的
“阵雨”，
科学
家们将通过
“阵雨”的详细数据追溯出高能
宇宙线粒子的特征，再追溯高能宇宙线粒
子的
“源”，也就是
“宇宙加速器”，从而研究
高能宇宙线的产生机制。
现在，宇宙中有 180 多个天体是科学
家们发现的候选源，科学家们要从中找到
各种证据，证明其中谁才是真正的
“宇宙加
速器”。
“超新星爆发、黑洞爆发、巨大星系
之间的碰撞等，都可能是我们要找的
‘源’，
我们希望找到多个‘宇宙加速器’，这样才
能 更 好 地 研 究 高 能 宇 宙 线 的 起 源 。”曹
臻说。

百年求索 三代神器
高山实验是宇宙线观测研究中必
不可少的研究手段。中国的高山宇宙
线实验室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上世
纪 50 年代建立的云南落雪山宇宙线
实验站；1987 年建设的西藏羊八井国
际宇宙线观测站；
目前即将开建的“拉
索”
是第三代。
作为太阳系以外唯一的物质样本，宇
宙线及其起源是人类探索宇宙及其演化的
重要途径。在宇宙线被发现之后的一百年
间，与之相关的探索与研究已经产生了数

者介绍，中国的高山宇宙线实验室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
上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云南落雪山宇
宙线实验站，是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
验室，先后安装了多板云室、磁云雾室和大
云室组，为我国粒子物理研究奠定基础。
1987 年，高能所开始在西藏羊八井建
设国际宇宙线观测站，此中建设的中日合
作广延大气簇射阵列（ASγ）和中意合作全
覆盖探测阵列（ARGO-YBJ），是国际四大
超高能 γ 天文和超高能宇宙线研究阵列
之一。
第三代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就是目前
在建的
“拉索”
。
“在羊八井开始阶段的中日合作项目
中，
我们主要是向日本人学习，采用对方的
方案和设备；在 90 年代末的中意合作项目
中，
我们已经跟意大利人平起平坐，共同研
发探测装置，
共同开展重要的科学研究；
现
在的‘拉索’项目，则完全是中国科学家设
计引领，并吸引了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瑞
士等多国科学家参与的国际前沿大科学工
程。”罗小安介绍，通过与宇宙线领域研究
强国日本、意大利近 30 年的长期合作，我
国已经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
提出的“拉索”项目，建成后将占据三个世
界第一：世界最高的高能伽马射线探测灵
敏度，其功能是判断一个源是否为宇宙加
速器；世界最灵敏的甚高能伽马射线巡天
探测，可以对全天区扫描，发现更多源；世

构成？
我国科学家在蓝图中将
“拉索”探测器
阵列设计为三个部分：由 5195 个电磁粒子
探测器和 1171 个缪子探测器组成的地面
簇射粒子阵列；78000 平方米水切伦科夫
探测器，分为 3000 个探测单元；12 台广角
切伦科夫望远镜。
在这些探测器施工过程中，哪些地方
难度最大？
“拉索”工程办主任、中科院高能物理
所副研究员白云翔告诉记者，在设施建设
过程中，既有工程实施的挑战也有技术上
的创新。
“我们要建造面积相当于 2.5 个水
立方的‘中央大水池’——包含 3000 个探
测单元的 7.8 万平方米的水切伦科夫探测
器。这个水池要完全密闭，既要做好内防
水，
也要做好外防水，确保优质的洁净水不
泄露，还不能被外界渗漏进来的水所污
染。此外，避光也是很大的挑战，水切伦科
夫探测器要对单光子级别的光信号进行研
究，
必须屏蔽所有自然光，
才能捕捉进入其
中的每一个高能伽马光子踪迹。”
在技术上也有多个创新。比如观测基
地方圆 1.36 平方公里的阵列里，布置了上
万路探测器，要做到每路探测器的时间保
持同步就是一大难点。
“宇宙线高能粒子以
光速来临，与空气碰撞后形成粒子阵雨洒
落到探测器上，阵雨落下的整个过程仅持
续纳秒量级，假如有 1000 个探测器被击
中，每个探测器都有 1 个时间记录，记录精
准度要达到 0.1 纳秒内。”白云翔说，单个
场部分工人在
探测器探测精度定在 0.1 纳秒内不难，但
这么大范围内，这么多路探测器定时精度
保持在这个水平上，
这是
“拉索”的突破。
然而，这些难关都是必须攻破的，攻破
科研团队部分成员和施工现
难关，
“拉索”才有竞争力。
宇宙线研究在国际上是热门，其三个
本报记者
主要分支分别是欧美和中、日的伽马天文
学实验，美国为首的南极中微子实验，
以及
站址大石上合影
多国合作的巨型极高能宇宙线实验。
“拉
索”属于伽马天文学实验，
是三个分支中最
佘惠敏
成熟的领域，
国际竞争十分激烈。
目前，在这一领域，
美国在结束第二代
摄
的 MILAGRO 实验之后，从海拔 2700 米移
师 4100 米的高山站址，借此将灵敏度提高
十几倍，开始了 HAWC 实验，已于 2015 年
界最宽广的宇宙线能量测量范围，具有宽
初完成建设任务。欧洲提出了更加宏伟的
广能量覆盖度的宇宙线能谱和成分精确测
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CTA）计划，已经列
量装置，可对解开宇宙线起源之谜形成强
入欧洲天体物理发展路线图，将耗资 2 亿
有力的冲击。
欧元对现有实验升级换代。
从 设 计 指 标 看 ，在 高 于 10TeV（10^
12eV，
万亿电子伏特）的能量区域，
“拉索”
众志成城 面向前沿
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探测灵敏度是世界之
由 5195 个 电 磁 粒 子 探 测 器 和
最，比欧洲 CTA 计划的灵敏度还要高十几
1171 个缪子探测器组成的地面簇射
倍；在几百 GeV（10^9eV，十亿电子伏特）
粒子阵列；78000 平方米的水切伦科
的能区，
“拉索”的甚高能伽马射线巡天普
夫探测器；12 台广角切伦科夫望远镜
查灵敏度也是世界第一，高于美国 HAWC
……为将“拉索”的设计蓝图变为现
实验 3 到 4 倍。
实，
建设者们攻坚克难，
在工程实施和
“拉索”项目建设周期为 4 年，投入运
技术创新上不断突破。
行后科学寿命在 20 年以上。
挑战宇宙线起源的世纪之谜，中国
“拉
“拉索”的探测基地将由哪些主要装置
索”即将报到！
LHAASO

LHAASO

。

在平均海拔 4410 米的四川稻城海子
山
“拉索”观测基地上，
记者看到，这里基本
还是一片荒原。2000 多亩的观测基地范
围内，主要是高山草地。许多大块的石头
错落散布其间，中心区有清澈的小河缓缓
流过，看似与周边的雪域荒原连为一体，
并
没有什么不同。让这片区域显得不一样的
是，
几条正在修建的道路和水渠边，有四川
路桥集团的工人们基础作业的忙碌身影。
记者采访得知，基建工作从去年 7 月就已
经开始，目前，电建、土建等基建工作进展
顺利，为即将动工的“拉索”主体项目建设
奠定了基础。
为什么要在如此高海拔的荒原无人
区，
建设一个这么大的探测基地？
“拉索”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曹臻给记者讲了一个
“宇宙无限、信使有痕”的科普故事。
“探索宇宙的起源与演化是人类智慧
的永恒驱动力，我们希望通过宇宙线这个
信使来了解宇宙。”曹臻说，自 1912 年人类
发现宇宙线以来，研究宇宙线的努力从未
中断过。
宇宙线是一种来自宇宙的高能粒子
流，携带着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空间环境
和太阳活动等宏观信息，是传递
“宇宙大事
件”的信使。这些高能粒子主要是原子核，
还包括少量电子和光子。
宇宙线粒子的动能跨越 14 个数量级，
不同的能量反映了不同的起源。太阳宇宙
线的能量最低，大约以 10^10（10 的 10 次
方）eV（电 子 伏 特）作 为 起 点 ；从 10^11
eV 到 10^18eV 的宇宙线主要起源于银河
系内；
而能量高于 10^18eV 的宇宙线，主要
来自于银河系外的广垠宇宙。
“宇宙线的能量可以很高。”曹臻介绍，
宇宙中存在能量极高的宇宙线高能粒子，
可以达到 10^20eV 以上，而北京正负电子
对撞机这样的人工粒子加速器仅能加速出
10^9eV 的高能粒子，前者的能量比后者高
1000 亿倍左右。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是一个一直未获解
决的世纪难题，
“宇宙加速器”在哪里？是
什么加速原理？
“拉索”的科学目标就瞄准
了这里。
为什么
“拉索”要建这么大？因为宇宙
线能量越高越稀少，
建得足够大，才能捕捉
到足够多可供研究的高能宇宙线样本。
“‘ 拉 索 ’的 主 要 工 作 能 区 是 10^12
eV 到 10^18eV，一个典型的事例发生率是
每平方米每年 1 个事例，它有 100 万平方
米，一年可测量 100 万个事例。而能量高
于 10^18eV 的银河系外高能粒子，大约每
年每平方公里 1 个，
‘ 拉索’每年只能捕捉
到一个左右。”曹臻说。
进入地球大气层的高能宇宙线原初粒
子会与空气中的原子核相碰撞，连续发生
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产生大量次
级粒子，衍生出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多粒子
事件——广延大气簇射（EAS）。科学家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 的设计方案效果图
的设计方案效果图。
。

伴随着巨大的轰鸣声，Z-5 型无人直升机在
地面应急队员操控下腾空而起，飞赴灾区侦查灾
情。在测控方舱车内，
操控手不时发出指令，操控
无人机航拍灾区高清影像和视频，并同步回传在
屏幕上；
在救灾前线指挥部，
应急测绘队员利用拍
摄的灾区视频，快速编制出灾后影像专题图，为研
判灾情、决策指挥提供客观、科学的重要依据……
应急救灾，测绘先行，应急测绘已彰显出对科
学救灾的支撑作用。在日前举行的 2017 年四川
省级抗震救灾综合演练上，作为应急测绘领域的
国家队，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成功参与其中，自
主研发的无人机集群灾情地理信息获取系统（简
称获取系统）首次实现了与省、市、县三级应急救
灾部门的联动。据悉，该系统首创异构无人机集
群应急测绘体系，
实现了灾情地理信息的
“实时获
取、高速传输、智能处理、迅捷服务”，已成功在各
类自然灾害以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测绘保障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保障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近年来，四川省接连遭受地震、泥石流等自然
灾害侵袭。重大灾害发生后，灾区第一张灾后影
像是获取精准灾情信息、抢夺救灾黄金时间的关
键。对于应急测绘来说，无人机航摄是快速获取
与及时提供这幅“生命影像”的重要手段，被誉为
科学救灾的“眼睛”。然而，在气候状况复杂的四
川，影像获取可谓难上加难。
“业界将四川视作高
科技产品的试验场。”测绘专家告诉记者，一般的
无人机在四川高寒高海拔区域“水土不服”，如果
不是特制机，
连起飞都困难，
更别说完成高精度测
绘任务了。
如何克服气候与地理环境影响，
快速、高效获
取灾区清晰影像，是应急测绘的关键一环。为攻
克这一难题，获取系统的研制人员在多机协同航
线规划、高海拔作业等应急测绘关键技术上取得
突破，获得 9 项无人机专利。
应急测绘拼的是智慧、能力和速度。据四川
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应急保障中心副主任程多
祥介绍，获取系统还突破了四川省高原、山地等复
杂条件下，普通低空无人机飞行困难的技术瓶颈，
高效集成了无人机、大飞机、卫星等多种测绘技术
手段及装备，将飞行高度从海拔 3000 米提升至
海拔 5900 米，
这是目前无人机飞行的最高纪录。
技术方面，通过机载电台和地面监控站电台
的通讯频率差异化配置，无人机获取系统还实现
了同空域多架次无人机协同航摄，大幅提升了应
急状态下的空域资源利用率和成果提供使用速
度，为抢险救灾争取了大量宝贵时间；此外，采用
自动化、并行处理、远程管理等技术，影像快速拼
接出图效率提高了 10 倍以上……
“这套系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
外技术空白。”我国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孙家栋
称赞说。

枚诺贝尔奖牌，但人类始终没有发现宇宙
线的起源。这使得宇宙线起源问题成为自
然科学在 21 世纪所面临的若干基本问题
之一，在欧、美科学决策机构提出的 6 个或
11 个 本 世 纪 基 础 科 学 难 题 中 ，均 位 列
前五。
“拉索”正是瞄准这一重大科学难题而
提出的，但并非好大喜功的一蹴而就，
而是
经过了几代中国高能物理学家们数十年的
积累。
高山实验是宇宙线观测研究中能够尽
可能减小大气层的吸收效应的地面探测手
段，其规模可以远大于大气层外的天基探
测器，成为甚高能和超高能伽马天文及宇
宙线观测中必不可少的研究手段。
中国科学院高能所副所长罗小安向记

无人机在执行精确测绘任务。 （资料图片）

提升细胞治疗行业质量管理

国内首家专业人体免疫
细 胞 库 获 AABB 认 证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
深圳合一康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其人体细胞银行获得
全球先进输血和细胞治疗联盟（AABB）认证证书，
标志着国内首家专业人体免疫细胞库获得细胞治
疗行业质量管理国际权威认证。
创 立 于 1947 年 的 AABB 原 为 美 国 血 库 协
会，于 2005 年更名为全球先进输血和细胞治疗联
盟，是全球从事输血及细胞治疗行业的国际权威
认证组织，其认证具有全球行业最高标准。
“AABB 标准在很多方面要求比较高。”合一
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罗晓玲介绍，比
如对供体的传染病筛查，会要求检查更多的传染
性病毒。此外，实验室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上岗
培训和能力认定；
制备设备和工艺必须经过验证，
并对整个体系关键数据进行电子化管理……
“我
们旨在以最严格质量标准确保产品和服务品质与
质量安全，主动规范细胞行业生产作业标准，以期
对国内细胞治疗行业质量管理起到积极的示范和
推动作用。”罗晓玲说。
据悉，近十年来，细胞技术在癌症治疗、再生
医学等领域展现出良好的应用前景，我国细胞治
疗技术获得了高速发展。然而，相关监管政策和
行业标准制定一直滞后于行业的快速发展。因
此，
制定细胞制剂的制备标准和操作规范，建立一
系列的技术应用管理规范和建立安全有效的技术
评价机制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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