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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和日本东京大学宇宙线研究所共同主持
的西藏羊八井 ASgamma 实验团队宣布：
一些迄今人类已知来自宇宙的最高能量
光子——伽马射线到达地球，能量超过
100TeV（eV:电子伏特，是能量的单位，
代表一个电子经过 1 伏特的电位差加速
后所获得的动能。TeV 表示万亿电子伏
特，1TeV 即 10 的 12 次方电子伏特），最
高达 450TeV，比此前国际上正式发表的
最高能量高 5 倍以上。相关论文已被《物
理评论快报》推选为高亮点论文，并将于7
月下旬正式在线发表。这一地球之外的神
秘未知超高能量的光力量，来自何方，又
有何奥秘？经济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该实
验团队的相关专家。

来自外太空的宇宙线

1912 年，奥地利物理学家维克托·赫
斯带着自己设计的仪器，乘坐热气球，飞上
了5300米的天空。因为这次大胆而疯狂的
实验，这位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来自地球外
的“神秘力量”——宇宙线,它们每天都像
雨一样落在地球上，密密麻麻，悄无声息。

后来，科学家们发现宇宙线是来自宇
宙空间的高能粒子流。可到底是什么加速
源头让宇宙线能够加速到如此高能量，并
以接近光速射向地球？100 多年过去了，
宇宙线的起源仍是未解之谜。目前科学界
普遍认为，在银河系主要有几种加速源头，
比如超新星遗迹、黑洞、脉冲星风云等。

这次观测到莅临地球的“贵客”，经科
学家分析确认，来自大名鼎鼎的蟹状星
云。蟹状星云距离地球6500光年左右，是
位于金牛座的超新星遗迹。在望远镜中，
这片星云形如一只横爬的螃蟹而得名，因
其在全电磁波段均具有较高亮度而备受
关注。它的能量来源则是位于其中的高速
旋转的脉冲星，即蟹状星云脉冲星。

早在公元 1054 年，北宋天文学家就
详细记录了一次超新星爆发事件。而本次
科学家发现的宇宙伽马射线，就是来自该
超新星爆发留下的遗迹——蟹状星云。

向着科学的高峰不断攀登，近年来，科
学家已经从射电、光学、X射线直至伽马射
线的整个电磁波段，对蟹状星云开展了详
细的观测和研究。但是，随着光子能量的
增加，蟹状星云的光子流强越来越低，数
量越来越少，观测也越来越困难。此次新
发现的超高能伽马射线由此更显宝贵。

“通过监测超高能伽马射线，推断其
加速能量来源，可以进一步了解宇宙天体
的起源和演化。”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

学学院教授陈阳表示。

迄今最高能伽马射线

一般来讲，绝大部分宇宙线是带电粒
子，在银河系磁场中传播时会发生偏转，
这是由于它们的抵达方向并不代表其加
速源头的真实位置。既然如此，何以判定
此次新发现的宇宙伽马射线源自赫赫有
名的蟹状星云？

原来，到达地球表面的那些五花八门
的宇宙线，99%以上是带电粒子，但宇宙
伽马射线却是个特殊的存在：伽马射线呈
电中性，不受磁场偏转，能直指其产生的
源头。鉴于此，科学家们决定通过观察不
带电不会偏转的中性粒子——伽马射线，
来研究它的加速源头。“超高能量的伽马
射线是由高能带电粒子产生的，其观测是
研究高能带电粒子加速过程及其发生的
极端环境的独特途径，是探索极端宇宙的
重要探针之一。”陈阳说。

不过，探测伽马射线也非易事。根据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黄晶
的说法，超高能伽马射线的流强太低，不
到普通宇宙线的 1%，而且全都淹没在宇

宙线的背景中了。“但超高能量的伽马射
线在经过大气层时，会与大气作用产生空
气簇射，随着大气深度的增加，簇射会存
在一个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利用这一现
象，科学家们将观测站建在了海拔 4300
多米的西藏羊八井地区。

“羊八井的高度和大气活动十分有利
于做宇宙线成分和能谱的测量，尤其是
100TeV 级以上的超高能宇宙线。因为，
海拔高地区大气的遮蔽作用小，更适合探
测伽马射线产生的簇射，有利于捕捉伽马
射线。”黄晶解释。

此前，国际上探测到的最高能量伽马
射线为75TeV，由德国的切伦科夫望远镜
HEGRA 实验组观测到。有部分物理理论
认为，伽马射线不可能加速到100TeV以
上。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努力，此次，中日
合作 ASgamma 实验团队发现了 24 个
100TeV 以上的伽马射线事例，超出宇宙
线背景5.6倍标准偏差。其中，能量最高的
高达 450TeV。这一发现，标志着人类对
超高能伽马射线的天文观测首次进入到
100TeV 以上的观测能段。物理学家们认
为，该成果是人类“揭开宇宙线起源之谜
途中的一个里程碑”。

“这些 100TeV 以上的伽马射线，可
能是更高能量的电子与周围宇宙微波背
景辐射光子发生逆康普顿散射的结果。而
超高能电子、正电子则在蟹状星云的脉冲
星风云中产生。正是这些超高能的电子赋
予伽马射线能量，让这些伽马射线加速到
100TeV 以上，到达地球并被我们实验所
观测到。”由此，黄晶等人推断，蟹状星云
是“银河系内天然的高能粒子加速器”，与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人工电子加速器（加速
电子最高能量0.2TeV）相比，它的电子加
速能力至少高了上万倍。

“利器”升级助力科学发现

本次重大天文现象的发现在科学界
引起很大反响。这个成果与西藏羊八井
ASgamma 实验的 30 年不懈坚持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西藏羊八井 ASgamma 实
验位于海拔 4300 多米的西藏羊八井地
区，1990年一期阵列建成并开始运行。后
多次升级改造，在银河系宇宙线的探测研
究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发现。

2014年，合作组成员在现有 6.5万平
方米宇宙线表面探测阵列下面，新增加了
有效面积达3400平方米的地下缪子水切
伦科夫探测器。表面探测阵列主要用来探
测宇宙线空气簇射的次级带电粒子；地下
缪子水切伦科夫探测器阵列则主要用来
探测次级粒子中的缪子数目。由此，西藏
羊八井 ASgamma 实验可剔除 99.92%的
宇宙线背景噪声，从而得到超高能量的伽
马射线。正是凭借新开发的这个埋在地下
2.5 米深处的新探测器，西藏羊八井 AS-
gamma 实验得以成为 100TeV 以上能区
国际上最灵敏的伽马射线天文台，并因此
首次实现100TeV以上伽马射线的观测。

科学探索的脚步没有就此停滞。黄晶
告诉记者，我国正在四川稻城建设大面积
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 LHAASO，其部分
设备已经建成并投入观测运行。与 AS-
gamma 实验相比，LHAASO 的能量范围
和灵敏度要高一个数量级以上，将把宇宙
线物理和超高能伽马射线天文研究推进
到一个新高度。

此外，在空间探测方面，高能所正在
牵头申请“探索极端宇宙”EXU 国际合作
大科学计划，其综合性能比现有同类空间
探测设备将有大幅提升，宇宙线物理和高
能伽马射线天文也是该计划的主要科学
目标。“EXU和LHAASO以及国内外的其
他空间和高山天文台相结合，将对宇宙极
端天体和过程开展全天空、全时域、多波
段和多信使的立体观测研究。”黄晶说。

堪称揭开宇宙线起源之谜的里程碑——

最强宇宙伽马射线造访地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沈 慧 实习生 程曼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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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捕获，引人期待。

智慧税务平台实现足不出户居家办税；人工智能
技术为企业“画像”；“税务管家”可实现量身定制推送
信息、业务自动提醒……当前，我国税收领域的科技

“范儿”越来越足，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的应用为纳税
人带来了很多便利，不断优化着税收营商环境。

前不久，国家税务总局珠海市税务局打造了“税小
度”——这一税务管家系统，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
咨询、实名办税等领域中的一体化应用探索。“太方便
了！”在体验了“税小度”的服务后，珠海市四维时代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叶博宜连连称赞。原来，“税
小度”只需要使用者刷一次脸，就能查政策、办业务，清
清楚楚地看到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如果是可以线上办
理的业务，“税小度”会自动提供在线办理渠道；如果需
要线下办理，还能根据使用者实时位置智能推荐距离
最近、排队最少的服务厅，并提供预约和导航服务。

国家税务总局烟台市税务局则打造智慧办税服务
厅，提供云桌面办税、移动办税等8项服务体验。烟建
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人员陈志勇说，智慧办税服务厅里
各种类型的自助办税设备很齐全，基本上平时办理的
业务都涵盖了，效率很高。

“每个自助办税终端都有一键呼叫后台人工客服
视频的功能，遇到任何问题都能第一时间沟通解决，特
别有科技感，是全新的体验。”陈志勇说。

作为企业，很想清楚知道自己究竟能享受到哪些
税收优惠。面对这一需求，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在中山市试点推出减税降费“惠知道”系统，运用大数据
分析技术，为企业精准定制税收优惠政策，有效解决了
减税降费信息精准推送难的问题。该系统上线十几天，
就有30多万户企业收到定制版税收优惠政策清单。

据悉，国家税务总局中山市税务局依托金税三期
系统海量的企业类型、历史申报数据等信息，辅之以部
分第三方数据，为企业税收行为“画像”。根据“画像”
结果，系统会自动判断企业适用的所有减税降费政策，
并通过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和统一短信平台精准推送给
企业，让企业用最少的时间了解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对于最新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惠知道”系统将
在政策公告后3个工作日内，更新减税降费目录清单；
同时，系统会每月更新优惠政策纳税人名单，方便纳税
人查询最新减税政策。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作为风险分析工具被运用
到税收管理工作中。以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为
例，税务人员利用人工智能搭建 AI风控平台，结合税
务登记数据、个人征信数据等多维度数据，利用机器学
习的算法进行建模，为企业画像，根据画像结果精准识
别税收风险，风险识别命中率高达90％。

截至今年 6 月底，深圳市税务局已在该平台借助
“虚假注册”“虚开发票”两张“画像”，下发任务 177批
次，涉及36916户纳税人，两张“画像”风险识别命中率
分别为 89.64%和 86.18%——通过将风险管理关口前
移，有效提升了识别虚假登记和虚开发票企业的能力，
净化税收营商环境。

智慧税务：

税收更有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 董碧娟

当前，中国已成为糖尿病流行最为广
泛的国家，成年糖尿病（20 岁至 79 岁）患
病人数已达到 1.14 亿。对于糖尿病的治
疗，胰岛素是控制血糖最有效的药物。“无
针注射器注射胰岛素能够给糖尿病患者
带来更好的注射感受和治疗效果，且没有
出现胰岛素注射后皮下硬结，低血糖发生
的风险也没有增加。”前不久，在美国旧金
山举办的第 79 届美国糖尿病学会年会
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纪立
农教授与参会者分享了一项由他领衔的
被称为“FREE研究”的研究结论。

据悉，该研究是一项前瞻性、多中心、
随机、开放、平行分组，以有针胰岛素笔为
对照，评价新型胰岛素无针注射器作为施
药载体用于控制 2 型糖尿病患者血糖的
有效性及安全性的临床研究；是首个将评

价血糖控制的金指标糖化血红蛋白作为
主要疗效指标，探讨无针注射胰岛素有效
性及安全性的研究；也是按照国际标准临
床研究方法开展的世界最大规模比较无
针注射胰岛素治疗和有针注射胰岛素治
疗的研究。我国共有 10家三甲医院参与，
入组患者427例，跨度112天。

1型糖尿病患者必须使用胰岛素控制
高血糖并降低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2 型糖尿病患者如果口服降糖药效果不
佳，或存在口服药使用禁忌时，仍需使用
胰岛素。尤其是病程较长的患者，胰岛素
治疗可能是最主要、甚至是必须的控制血
糖措施。

“但是，传统有针胰岛素注射方式在
临床使用中存在一定问题。”纪立农举例
说，传统有针注射方式对患者心理存在影

响。一些患者因恐针或惧怕疼痛而不愿意
接受胰岛素治疗，或因不能按照医嘱按时
注射胰岛素导致血糖控制差，发生并发症
的几率增加。

注射针头重复使用也会影响胰岛素注
射准确性并增加皮下硬结发生机会。而无
针注射利用压力射流的原理来完成药液皮
下注射，即通过无针注射器内部的压力装
置产生压力，使药液瞬间穿透人体表皮到
达皮下，并呈 3.5 厘米直径的弥散状被吸
收。这种方式明显减轻了注射的痛感。

对于患者而言，除了疼痛感，有针与
无针注射还有哪些不同？相关研究证实：
与有针注射相比，无针注射提高了速效胰
岛素的药效学和药代动力学，改善早期糖
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控制，且吸收更快。

在我国开展的“FREE 研究”中，研究

人员共选出 427 位需要接受胰岛素治疗
的患者，随机分为接受有针注射胰岛素治
疗组和无针胰岛素注射组。最终研究结果
显示：与有针注射胰岛素相比，无针注射
胰岛素治疗组的糖化血红蛋白下降幅度
非劣效于有针胰岛素治疗组，并具有统计
学优效和临床优效；与胰岛素笔注射相
比，胰岛素使用剂量更少，低血糖发生率
与胰岛素笔注射无差异；无针注射胰岛素
患者疼痛感更低，注射部位不良反应如划
伤、硬结发生率显著降低，且患者满意度
更高，有助于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

纪立农强调，我国在无针注射研究方
面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可以说，目前无
针注射技术已经趋于成熟，技术的安全性
与实际效果也得到了临床证实。未来仍需
全社会共同推动，才能让更多患者受益。

不良反应降低 治疗效果更优

无针注射，糖尿病患者的福音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坐落于西藏羊八井海拔4300多米雪域高原的国际宇宙线观测站——ASgamma实验阵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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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NANS）

左图 西藏羊八井科

学成果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沈 慧摄

在综合办税自助机上插入税控盘，放置身份证进
行人脸识别，按照屏幕提示选择验旧发票和发票领用，
随后发票出口处缓缓吐出一沓发票……不到两分钟，
浙江省台州市余泰电缆有限公司负责人庞余就领到了
增值税发票。这是近日经济日报记者在泰隆银行台州
路桥城西支行营业厅采访时看到的一幕。

今年初，台州市路桥区小微金融税务服务基地及
首个“税务 e 站”落户泰隆银行，其分行各营业网点随
后都增加了一项新的自助机器——办税自助终端。“税
务e站”除了实现“可申报、能领票、便开票、快认证、智
发行”等智慧办税功能，还可为小微企业提供“税银贷”
业务，疏通小微企业融资难“堵点”。

“我家就住在附近，以前都要到柜台办理业务，还
要排队。现在仅需金税盘和个人身份证，随便哪台机
器都可以办理。”庞余告诉记者。

围绕智慧办税，路桥区税务局还全面推广应用电
子税务局，完成“互联网+税务”网格化布局，形成“足
不出户”办理和“家门口”就近办理的智慧办税生态圈。

记者随后来到路桥区 24 小时电子税务局体验中
心，只见该体验中心内设自助办税终端区、电子税务局
体验区等功能区块。税控设备发行、税控设备报税清
卡、纳税申报等业务都可以通过“一体机”办理，每项业
务办理耗时全部压缩在2分钟以内。

“这给我们企业带来很大便利。”正在办税的绿田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周荣吉说，最近他通过智
慧终端把相关资料上传审核后，不到两天，一笔近
1000 万元出口退税资金就及时到账。而过去申报出
口退税，企业要拿着纸质材料往税务局来回跑，退税时
间长的要半个月，最短也要一周。

目前路桥电子税务局已开通了 289 项业务，涵盖
了大部分涉税事项。由于智慧办税方便快捷，越来越
多企业和个人选择到体验中心办理业务，人工办税窗
口业务量下降了近四成。“围绕智慧办税，我们特意建
立了电子税务局体验中心，让纳税人亲自感受‘网上
办、自助办’的高效便捷。”路桥区税务局副局长戴希翔
说，自从智慧办税推广应用以来，目前全区网上综合办
税率已达93.96%，实现纳税人“少跑路”“零跑路”。

在“税务e站”感受智慧办税
本报记者 彭 江

河北邢台市的智慧云自助办税厅。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