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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超级显微镜”的散裂中子源是
了解微观世界的利器，原本仅英国、美国和
日本三国拥有此设备。CSNS作为我国
“十二五”期间建设的最大规模大科学装
置，将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第一台散裂中子
源，跻身世界4大脉冲散裂中子源行列，
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提供有力支撑，并为
解决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战略需求
的许多瓶颈问题提供先进平台。

这个拥有“火眼金睛”的国之重器究竟
长什么样？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9月1
日，《经济日报》记者来到CSNS园区一探
究竟。

小中子，大装置
国产化率超96%

深入地下17米深处的CSNS加速器
隧道，记者得以窥见这个即将封闭进入试
运行的“庞然大物”——它包括1台8千万
电子伏特的负氢离子直线加速器、1台16
亿电子伏特的快循环质子同步加速器、2
条束流运输线、1个靶站、首批建设的3台
谱仪等。

那么，CSNS何以成为了解微观世界
的“超级显微镜”？这要从微小而神奇的中
子说起。

众所周知，X射线能拍摄人体的医学
影像。而在材料学、化学、生命科学、医药
等领域，科学家们也希望有一种工具，能像
X射线一样拍摄到材料的微观结构。中子
散射技术就是这样一种强有力的工具，能
研究诸如DNA、蛋白质、飞机材料等的内
部结构。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告诉记者，中
子的发现及应用是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
成就之一。由于中子不带电、穿透性强，能

分辨轻元素、同位素和近邻元素，并具有非
破坏性，这使得中子散射成为研究物质结
构和动力学性质的理想探针之一。
“当中子入射到样品上，与其原子核或

磁矩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散射，就可以通过
测量散射的中子能量和动量的变化，研究
各种物质的微观结构和运动规律。”陈和生
院士解释，“做一个形象的比喻，假设面前
有一张看不见的网，我们不断扔出很多玻
璃弹珠，有的穿网而过，有的打在网上，弹
向不同角度。如果把这些弹珠的运动轨迹
记录下来，就能大致推测出网的形状；如果
弹珠发得够多、够密、够强，就能把这张网
精确地描绘出来，甚至推断其材质”。

虽然中子如此微小，但产生强中子束
的散裂中子源却是异常庞大的装置，是各
种高、精、尖设备组成的整体。世界上正在
运行的脉冲式散裂中子源主要有英国的
ISIS、美国的 SNS和日本的 J-PARC，中
国的CSNS是全球第四台。
“CSNS的建设攻克了许多关键核心

技术难题，设备国产化率超过96%。许多
设备的研制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陈和生
院士自豪地介绍。

如此高的国产化率是如何实现的？工
程副总经理傅世年分享了设备研发中不为
人知的故事，“拿加速器技术来说，与国内
外大多数加速器不同，CSNS快循环同步
加速器上的主磁铁真空室不能采用金属材
料，必须采用陶瓷。这种大尺寸陶瓷真空
室技术要求特殊，国外公司要价极高。经
费有限，我们决心自己研制。科技人员同
时与多个厂家合作，几年间反复多次研制，
终于研发出满足设计要求的样机，得知消
息后，国外公司立刻大幅降低了报价”。

天上地下显身手
5年内或开启肿瘤治

疗新时代
历经10年建设，CSNS即将完工，很

快开启了产业化探索的第一步。
8月11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

东阳光集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利用散
裂中子源开展硼中子俘获疗法（BNCT）项
目，有望在未来5年内开启国内肿瘤治疗
新时代。“BNCT是一种利用中子射线治
疗肿瘤的技术，能有效杀死癌细胞而不损
伤周边组织，具有安全性高、定位精确、价
格相对低廉等特点。”东阳光集团董事长张
中能说。

神奇中子是如何定向“引爆”癌细胞

的？东阳光研究总院院长唐新发介绍，首
先，给癌症患者注射一种含硼的无毒药
物。由于硼与癌细胞有很强的亲和力，会
迅速“潜伏”于癌细胞内。此时，利用加速
器产生的中子束照射肿瘤部位，中子就会
被癌细胞内的硼所俘获，并在癌细胞内释
放出杀伤力极强的射线。这种射线射程很
短，只有一个细胞的长度，所以它只杀死癌
细胞，而周围的正常组织则不会受损。

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院士透露，
高能所将充分利用散裂中子源这一研发平
台，结合东阳光集团的肿瘤药研究能力，计
划完成首座商业化BNCT治疗中心建设。

事实上，散裂中子源可以大显身手的
地方远不止生命科学领域。作为多学科研
究的新平台，它在材料科学、化工、资源环
境、新能源等诸多领域都具有广泛应用前
景，可谓能上天入地下海。

为此，陈和生院士举了许多例子。
“1998年 6月，德国一辆城际快车意外出
轨，造成惨重伤亡。最后查出事故元凶竟
然是老化的车轮。而找出原因的，就是英
国的散裂中子源。”陈和生告诉记者，无论
是高铁的轮轨，还是飞机的涡轮机翼里面
都有应力，它决定了高铁和飞机使用寿命
和安全性。但是，这个应力看不到、摸不
着，对它的研究成了避免类似灾难发生的
关键。现在，科学家已经可以在散裂中子
源上测量研究轮轨和机翼的剩余应力，优
化加工工艺，让高铁和飞机更为安全舒适。
“又如，在海底可燃冰的开采中，如果

出现泄漏，后果不堪设想。散裂中子源可
用来研究可燃气体甲烷水合物的形成机制
和稳定条件，其成果将为安全、高效开采利
用可燃冰提供科学依据。”陈和生说。

将建中子科学城
引领粤港澳大湾区产

业升级

中国散裂中子源，有着世界其他3大
散裂中子源所不具备的优势——与制造业
紧密结合。

CSNS所在地广东东莞——地处珠三
角核心区域，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28
家，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态势明
显。“我们期待将国家大科学工程的强大科
技辐射力与珠三角地区强劲的经济实力结
合起来，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和产业
升级作出重大贡献。”陈和生说。

东莞市副市长黄庆辉透露，依托散裂
中子源，东莞市正规划建设总面积约45.7
平方公里的中子科学城。

中子科学城所在区域是广深科技创新
走廊的重要战略节点。目前，该区域已集
聚了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化视野的
高端创新要素，包括CSNS、华为终端总
部等科研创新机构和国际化企业。区域内
还将集聚大量高素质人才，仅华为终端项
目就将进驻 3万研发人员。CSNS建成
后，将吸引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顶尖研究人
员前来科学实验和产业化应用，高峰时，
约600名科学家可以同时开展研究。

如何将制造业优势与散裂中子源的科
技成果转换相结合，形成相关产业的集聚
发展，是东莞目前探索的方向。

黄庆辉介绍，CSNS落户后，带动了
国内特别是大珠三角地区，中子散射相关
科技和工业应用的迅速发展，合作单位包
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工业和信息
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中科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等。根据广东省统一部署，先进
高端材料广东省实验室也将落户东莞，依
托散裂中子源推动材料科技发展。接下
来，该实验室将由华南理工大学、散裂中
子源双方牵头，省市共建，整合中科院高
能所、广东省科学院等科研资源，形成
“前沿研究、应用研究、产业技术研究、
产业转化”全链条研究模式，建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创新高地。

中国散裂中子源进入试运行——

“超级显微镜”：上天入地下海的国之重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郑 杨

8月28日上午10时，位于广东东

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靶站谱

仪控制室内，科研人员凝视着屏幕，紧

张待命。只见工程总指挥兼工程经理

陈和生院士一声指令，从加速器引出

的质子束流首次打向金属钨靶，顺利

获得中子束流。在场的工程人员激动

地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中国散

裂中子源首次打靶成功！中国有了自

己的散裂中子源

▲ 位于地下17米深

处的中国散裂中子源直线

加速器。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 CSNS工程的靶

站谱仪大厅。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位于地下17米深处的中国散裂中子

源环形加速器。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新生

儿日益增多，人们对于儿童食品更加关

注。然而，有报道称，儿童食品含10多种

添加剂，可能会增加儿童肾脏和肝脏负

担。为此，很多家长难免担心、疑惑。

儿童食品里的食品添加剂真的有危

害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得界定哪些食

品是儿童食品。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的

儿童年龄规定。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

约》认为，凡18周岁以下者均为儿童。我

国《〈食品营养强化剂标准〉（GB14880-

2012）问答》中第二十九条对儿童的定义有

明确解释，即已满36个月但不满15岁的个

体。所以，未满15岁的都属于儿童范畴。

不过，从营养需求来讲，由于3岁前的

婴幼儿生理机能处于逐步完善阶段，因此，

其所食用的食品有严格管理规定和相应标

准，这部分标准通常按照婴幼儿食品标准

进行管理。但国家标准对3岁后的儿童食

品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按照普通食品生产

与管理。因此，只有婴幼儿食品是与成人

食品有所区别的单独一类食品。

那么，婴幼儿食品在使用食品添加剂

方面是否有着特殊规定呢？

国际上，包括我国，都有专门针对婴

幼儿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标准。根据我国婴

幼儿相关食品标准中的规定，0至6个月

的孩子为婴儿，6至12个月的孩子为较大

婴儿，而12至36个月的孩子为幼儿。根

据不同年龄阶段，这些食品标准对于食品

添加剂是有特殊规定的。例如，婴幼儿配

方食品及婴幼儿辅食中均规定不得添加人

工色素和香精香料（除香兰素、乙基香兰

素和香荚兰豆浸膏外）。这些规定是与国

际标准一致的，如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

区也对此明令禁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中，很多“儿

童食品”其实是3岁以上儿童食品。由于

其要求与成人食品一样，按政府规定使用

食品添加剂是合法的，也是安全的。再强

调一下，市场上所谓的“儿童食品”，除了婴

幼儿配方食品及婴幼儿辅助食品这些特殊

食品外，其他食品跟成年人食品在食品添

加剂使用方面的要求和规定是一样的。只

要按照政府的规定使用添加剂，是没有安

全问题的。

那么，食品添加剂究竟对儿童有没有

健康危害?

儿童正处在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各

项身体机能仍不完善。近年来，的确有些

研究认为食品添加剂可能对儿童健康产生

影响。比较著名的是2007年英国南安普顿

大学的研究，认为一些色素可能会对儿童

健康不利。

但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经过评估认

为，目前的研究证据并不充分，而且缺乏临

床研究，因此，并不能得出有害的结论。不

过，EFSA也认为，1至10岁儿童确实会有

更高的暴露量和安全风险，出于对儿童健

康的谨慎考虑，应加强对儿童食品监管，加

大对儿童健康的保护。

此外，也有人担心，儿童食品中的添加

剂种类越多就越不安全。其实，食品添加

剂的安全性归根结底要看用了多大量和吃

了多少，与使用的品种数量没有必然联

系。只要符合标准要求，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是有保障的。同时，食品生产企业应

该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范

围和使用量，对于没有加香必要的食品，不

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

因此，作为家长，真正应该担心的是：

孩子从小就养成了以颜色、味道、造型和包

装等选择食品的不良习惯。研究发现，如

果孩子的饮食习惯不好，对他成年以后的

生活和健康都会产生影响。现在市售的绝

大多数“儿童食品”其实跟成人吃的普通

食品没有区别，它们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

食品添加剂，而在于通过味道、颜色、造

型、外包装等吸引孩子，并没有更好的营养

价值，这对于孩子养成良好饮食习惯非常

不利。

所以，家长们不必过多担心食品中添

加剂的安全性，而应该从小教育孩子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尽量使孩子的食品

丰富起来，食物种类的丰富不仅可以使营

养摄入更全面，而且可以降低食品安全风

险；家长也可以与孩子一起学着看营养标

签，了解均衡营养的知识，通过合理膳食促

进孩子健康。

（作者系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

心科技部主任、北京营养师协会会员）

儿童食品使用添加剂安全吗
阮光锋

在日前召开的江苏省桑蚕品种审定会议上，
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蚕业研究所家蚕育种专家吴阳
春副研究员主持培育的“野三元（抗）”“苏超2号”
和“苏豪×钟晔（抗）”3对家蚕新品种通过了专家
评议审定。

其中，“野三元（抗）”是根据江苏省蚕桑生产
对抗血液型脓病和耐农药污染蚕品种的紧迫需
求，以2008年育成的秋用蚕品种“野三元”为基
础，围绕家蚕耐微量菊酯类农药和抗血液型脓病
等关键性状，筛选培育出耐微量菊酯类农药兼抗
血液型脓病的耐粗食高产优质蚕品种。经规模生
产试点，其抗血液型脓病、耐粗食等特性多次得到
验证，已对粮桑间作蚕区安全生产发挥出重要保
障作用。
“苏超2号”是根据我国茧丝绸行业对优质生

丝原料的渴求，利用三眠蚕丝质优的特性，与强健
性多丝量蚕品种进行复合杂交选育，加强眠性、超
优、抗病、高温多湿抗逆性筛选，培育出的能适宜
江苏等省6月至8月续春、夏季、早秋季饲养的高
品位生丝抗性蚕品种。该品种在眠性与茧丝质等
筛选技术方法上有重大突破，经规模生产试点，已
开始规模生产出“超6A”级生丝原料，具有开发高
附加值丝绸精品的广阔市场前景。
“苏豪×钟晔（抗）”是中、日合作育成的春用

多丝量蚕品种，“苏豪×钟晔”在保持高产、优质、
易繁的基础上，杂交导入抗血液型脓病基因性状，
筛选培育出抗血液型脓病的多丝量蚕品种，该品
种在抗血液型脓病与多丝量保持的筛选技术方面
获得重要突破，经规模生产试点，抗血液型脓病及
高产优质特性极其显著，可以满足江苏等省春季
规模推广应用。

据悉，以上3对新蚕品种审定通过后，可在江
苏等省开始大规模推广应用，将对我国茧丝绸行
业品牌创建、优质茧基地建设、“一带一路”蚕桑合
作等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对家蚕新品“显身手”
将对我国蚕桑产业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本报记者 常 理

本报讯 记者沈则瑾报道：近日，创领�心律
管理医疗器械（上海）有限公司（简称“创领�心律
医疗”）生产的RegaTM心系列植入式心脏起搏
器正式获得国家食药监总局（CFDA）批准，成为
国内首个具有国际先进品质的国产心脏起搏器，
将惠及更多中国患者。

植入心脏起搏器是目前唯一能有效降低死亡
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心动过缓治疗方法。据
悉，国内约有100万心动过缓患者，并以每年约
30万至40万新增病例的速度增加。然而，由于
没有完全掌握起搏器的核心技术和缺乏产业化经
验，我国的心脏起搏器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加之价
格高昂，每年仅有约8万患者接受了起搏治疗。

为此，创领�心律医疗不断探索和推动“中国
制造”+“中国创造”之路。此次获批的RegaTM
心系列起搏器，严格遵循生产链相关要求，经20
多道严苛检测达标，其功能和质量完全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我们的心系列起搏器具有自动化、生理性、

小体积的国际化功能和长寿命特点。它们体积仅
为8立方厘米，使用寿命可达10至12年，上市后
可以满足不同病人的需要。”创领�心律医疗
CEO、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王励博士说，创
领心系列起搏器有多款型号可以满足不同患者的
治疗需求，每个型号比同档次进口品牌心脏起搏
器便宜20%至30%。“我们期待心系列起搏器以
国际品质、国内价格，为中国临床医生救治更多患
者提供安全、有效且更具性价比的高端产品和全
程优质服务”。

国产高品质心脏起搏器获CFDA批准

心动过缓患者获福音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获悉，该院技术生物所吴正岩研究员课题组
近期研制出一种可回收的pH控释农药，可显著
提高农药利用率、减少农药使用量、降低农药引发
的农业面源污染。国际化工学界知名期刊《化学
工程》日前发表了该研究成果。

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量达百万吨，但平均利用
率仅为30％左右，且造成污染威胁人畜健康。

近期，吴正岩课题组利用硅藻土、四氧化三铁
等制备出一种复合纳米材料，并以此为载体研制
出一种可控释放、可回收的农药。该农药可通过
pH调控农药释放，使释放速度与需求速度同步。
同时该载体可有效提高农药在植物叶面的附着
力，显著减少流失、提高农药利用率、延长药效期。

利用率高、污染少

我国研制出可回收农药

科学的施药技术是确保农药效果的保障，因

具有效果好、成本低等优势，使用无人机喷洒农药

成为当前新趋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