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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多难，从不埋怨
梁天骄

在广东东莞市大朗镇一片郁郁葱葱的荔
枝林里，坐落着我国重点建设的大科学装置
——中国散裂中子源（CSNS）。历经 10 多
年筹备、6 年多的建设和大半年时间的开放
运行，这个有“超级显微镜”之称的“国之重
器”，迎来了硕果累累的收获季节。

中国散裂中子源由中国科学院和广东省
共同建设，它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
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的国家。它在诸多领域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将对我国探索前沿科学问
题、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解决“卡脖子”问
题等具有重要意义。它亦将成为正在建设的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单
元，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发展和产业升级作
出重大贡献。

深入讨论 反复研究

2018年8月23日，中国散裂中子源项目
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正式投入运行。诺贝尔
奖获得者、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获悉后，给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总指挥
陈和生发来祝贺，并衷心希望祖国科学家利
用散裂中子源做出世界一流实验成果，为发
展先进科技立功。

事实上，李政道先生对中国散裂中子源
工程一直非常关注，早在本世纪初酝酿立项
之时，便向国家有关部门推荐该项目，积极推
动立项。杨振宁先生同样对中国散裂中子源
十分关心，曾在今年2月份专程前往东莞访
问。老一辈科学家为何对散裂中子源寄予如
此期望？因为他们深知：“看见”是探索未知
的强大力量。

陈和生院士曾讲过这样一件事。1998
年 6 月份，德国一辆城际快车意外出轨，伤

亡惨重。最终调查发现，事故的元凶竟然是
老化的车轮。发现这个元凶的就是英国的
散裂中子源。陈和生解释，无论是高铁轮
轨，还是飞机涡轮、机翼里面都有应力，它决
定了高铁和飞机的使用寿命和安全性。但
是，这个应力我们看不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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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剩余应
力，使高铁和飞机变得更安全。

散裂中子源是如何成为探索微观世界的
“超级显微镜”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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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材料学、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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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 部 微 观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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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非破坏性，这些特性使得中子
散射成为研究物质微观结构和动力学性质的
理想探针之一。

例如，在能源材料领域，氢动力汽车无疑
比以汽油为燃料的汽车更加节能环保。如何
实现氢气的稳定储存？科学家希望把氢气变
成密度更高的固体。最简单的办法是给氢气
加压，但存在容易引发爆炸的危险。还有其
他办法吗？科学家用一种金属-有机框架

（MOF）材料，可以把氢气吸进去，要用的时
候再把氢气释放出来。中子散射能帮助科学
家研究氢气在金属的什么位置、什么情况下
可以更好地释放。

中子散射还是研究锂电池的利器。大幅
度提高锂电池的性能是电动汽车推广的关
键，可以将锂电池连同原位充放电设备放入
中子散射谱仪，实时原位测量在几百次充放
电的过程中，锂电池各个部分微观结构和性
能的变化，为改进和优化锂电池的设计提供
关键数据。

既然中子散射的用处如此之大，如何获
得实验用的中子？科学家们想到要建设一个
类似于“中子工厂”的大科学装置，源源不断
地产生中子，这就是散裂中子源。

之前，世界上正在运行的脉冲式散裂中
子源只有英国的ISIS、美国的SNS和日本的
J-PARC。中国科学家意识到，只有建设自
己的散裂中子源，才能拥有自己的“火眼金
睛”，不需要依赖别人的“眼睛”去探索微观
世界。

建设中国散裂中子源的建议，起源于上
世纪90年代末期关于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战
略的研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原
子能研究院的老科学家们指出了建设散裂中
子源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必要性。1999 年 9
月份，高能物理研究所与原子能研究院向科
技部提交建设散裂中子源的建议。2000年
8 月份，两家单位正式提出国家重大科学工
程——“多用途中子科学装置脉冲强中子源”
项目建议书。

经过相关领域科学家的深入讨论和研
究，散裂中子源被列入了国家“十一五”大科
学装置建设计划。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和
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开始着手设计和预制
研究。

2011年10月份，总投资23亿元的中国
散裂中子源装置终于在广东东莞奠基。

中国速度 中国跨越

深入地下17米处的CSNS加速器隧道，
我们得以窥见这个“庞然大物”的真面目——
它包括1台8000万电子伏特的直线加速器、
1 台 16 亿电子伏特的快循环同步加速器、1
个靶站，以及一期3台供科学实验用的中子
散射谱仪等。

“散裂中子源装置不仅造价高，而且技术
复杂，是各种高、精、尖设备组成的整体。”中
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中国散裂中
子源）副主任梁天骄介绍，装置的工作原理是
将质子加速到16亿电子伏特，速度达到0.93
倍光速，把质子束当成“子弹”，去轰击原子系
数很高的重金属钨靶，钨原子核被撞击出大
量中子，科学家便通过特殊装置利用中子，开
展各种实验。

CSNS 的建设攻克了许多核心技术难
题。装置各项设备的研制在全国近百家合作
单位完成，许多设备的研制达到国内外先进
水平，设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

事实上，CSNS 的建设过程可谓排除万
难，从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到设备安装、工程
管理，历经重重挑战。

例如，快循环同步加速器的 25Hz 交流
磁铁在我国属首次研制，期间遇到了超乎想
象的技术挑战，铁芯和线圈的振动开裂、涡流
发热都是以前经验之外的新问题。“我们向美
国、日本研究所专家请教，但他们只懂科学设

计，关键技术掌握在国外大公司手中，不可能
告诉我们。”中国散裂中子源工程副经理、加
速器技术部主任傅世年回忆。

于是，科研人员与工厂工程师咬紧牙
关联合攻关，6 年间经过无数次失败，改方
案、换厂家，逐一攻破技术难关，终于靠自己
的力量研制出合格的磁铁。针对磁铁磁场
饱和这一难题，研发团队还创新性地提出了
谐振电源的谐波补偿方法，解决了多台磁铁
之间的磁场同步问题，其效果优于日本散裂
中子源。

工程建设中遇到的最大挑战，来自加速
器隧道土建过程中发生的一次意外。2014
年4月份，连续几天的大暴雨让加速器隧道
严重渗水。要彻底解决渗水问题，必须在隧
道外再建造一层防水隧道，这让土建工程延
误了 1 年多，大大压缩了设备安装和调试
时间。

整个工程能否按原定工期竣工验收？面
对严峻的挑战，工程领导决心“后墙不倒”，对
国家承诺的竣工时间不能推迟，必须千方百
计抢时间。

当时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将原定在隧道
里测试老练的设备先在地面大厅安装调试和
老练，将通用设施的安装与隧道土建施工交
叉并行。这样做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和工程调
度的难度，并可能带来事故风险。但工程团
队毫不畏惧，经过几百个日日夜夜的奋战，终
于赶回了工期。“连除夕夜我们都是在隧道里
度过的。”回忆起那段日子，傅世年的语气中
满是自豪。

在散裂中子源国际顾问委员会年度会议
上，外国专家感叹散裂中子源工程建设的“中
国速度”：“难以想象你们在短短的一年内完
成了如此大量的工作。”

2017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 时，CSNS 靶
站谱仪控制室内，科研人员凝视着屏幕，紧张
待命。在陈和生一声指令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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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束中子产
生，进入试运行！

2018年秋天，中国散裂中子源全部工程
建设任务高质量完成，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
应用领域的空白，建成国际先进水平的散裂
中子源装置。

中国散裂中子源国家验收委员会专家认
为，其性能全部达到或优于批复的验收指
标。同时认为，中国散裂中子源通过自主创
新和集成创新，在加速器、靶站、谱仪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重大技术成果，显著提升了我国
在高功率散裂靶、磁铁、电源、探测器及电子
学等领域相关产业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
力，使我国在强流质子加速器和中子散射领
域实现了重大跨越。

创新引擎 不负盛世

2018年9月份，中国散裂中子源正式对
全球用户开放，开始用成果回馈社会。

“对国内外用户没有区分，一视同仁。”
陈和生介绍，用户提交申请后，由专家组成
的评委会将依据可行性与先进性分配实验
时间。

在距东莞仅一个半小时车程的香港地
区，许多大学“近水楼台先得月”，很快展开
了相关研究。前不久，香港大学副教授黄明

欣和自己的博士生一起前来，做了一项有关
高强度钢结构性能的实验。“太方便了，就像
在自家门口。”黄明欣说，他所研究的高强钢
是汽车应用的研究重点，既需要轻量化，又要
提升汽车安全性。在此前的实验中，他曾向
日本散裂中子源申请机时，设计好实验步骤，
然后把材料寄到日本。等待对方做好实验之
后，再把数据传回来。而今，他不再需要漫长
的等待，在“家门口”就可以获取所需重要参
数信息。

“CSNS启动运行后，已收到国内外百余
团队用户实验申请，上机时间供不应求。首
轮开放运行期间，3台用户谱仪共完成了40
项用户课题，取得了重要成果。”梁天骄介绍，
已完成的课题覆盖新型储氢材料、锂离子电
池、新型超导材料、太阳能电池薄膜、软物质、
高性能金属玻璃等研究内容，为解决新能源、
新材料等诸多领域的微观机理及关键技术应
用难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今年2 月份公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
规划纲要》，向全世界展示了我国建设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宏伟蓝图。中国
散裂中子源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首个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正有力推动大湾区科技核心的形
成，为实现这一美好蓝图插上了翅膀。

依托散裂中子源，东莞松山湖高新区正
规划建设53.3平方公里的中子科学城，打造
世界级科学基础设施集群。“目前，围绕散裂
中子源集聚的科研平台正有序推进。松山湖
材料实验室一期方案已基本稳定，中科院物
理所珠三角分部、粤港澳交叉科学研究中心
已挂牌，成功招引首批 10 个高水平科研团
队，南方光源项目已开展预制研究。我们将
全力推动中子科学城与深圳光明科学城、港
深落马洲河套地区携手共建综合性国家科学
中心。”谈到散裂中子源带来的机遇，东莞松
山湖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欧阳
南江充满期待。

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以大科学工
程为核心的科学园区将前沿基础研究和高技
术作为发动机和火车头，逐渐发展成为区域
创新高地和经济增长极。它对周边地区经
济、产业发展的辐射和拉动效应是时间越久，
范围越大、作用越显著。

“我们期待将国家大科学工程的强大科
技辐射力与珠三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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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散裂中子
源正在惠及大湾区内众多创新型企业。在松
山湖高新区内，已经有企业成为散裂中子源
相关实验装置的首批用户，相关研究取得了
重要实验成果。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散裂中子源下一阶
段更多用户谱仪的建设，其作为国家创新发
展引擎的作用将愈加凸显。

据介绍，除了首批建成的 3 台谱仪，目
前正在积极筹划“十四五”国家支持的后续
谱仪建设项目，推动与粤港澳大湾区内相
关大学和科研院所合作共建谱仪的建设。
规划的 20 台谱仪全部建成后，将分别用于
材料科学、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机械制造
等领域，不仅可为相关传统产业突破核心
技术、实现升级改造提供支撑，更可带动粤
港澳大湾区引入大量新兴产业资源，如新
型功能性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硼中子
俘获治癌、环境监测等，推动新兴产业的兴
起和飞跃。

参与建设的专家们信心十足地表示，
中国散裂中子源建成恰逢“大科学装置的
盛世”，将肩负发展中国中子散射研究和应
用的重任，担当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的
核心装置重托，打造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
引擎。

2004年，我开始全时参加到散裂中子源
工作中，主要从事靶站相关工作。靶站是散
裂中子源产生中子的部分，相比之前我国已
经有一些积累的质子加速器、中子谱仪等其
他核心部分，靶站是国内首次设计与研制，可
以说是从无到有，整个过程相当不易。

困难首先是在设计上。靶站设计涉及强
辐射环境下的物理、热工、机械、材料、屏蔽、
低温、水冷、控制与遥控维护等多个专业方
向，由于缺乏经验和实验条件，我们在靶站设
计时碰到了很多问题，技术方案、参数难以抉
择。在确定靶站设计方案过程中，我亲历了
技术方案3次大调整，每一次调整都需要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重新计算和设计，但这也使
我对不同专业方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除了设计，工程上也困难重重。与我之
前单纯做科研不同，散裂中子源具有科研和
工程的双重属性，既要考虑物理性能的先进
性，也必须要考虑工程上的可实现性、工期和
经费预算。靶站的大部分设备都是在国内首
次研制，技术和工艺上的挑战很多，我们通过
样机研制突破关键技术，通过物理设计与工
程设计、加工工艺多次迭代不断优化，提升了
性能。

同时，散裂中子源是一项异地建设工程，
我们许多同事都遇到了异地工作、长期与家
人分离的难题。去年春节，为了保障工程如
期竣工验收，散裂中子源的同事们都没有放
假，坚守在紧张的调试工作岗位。2011年工
程开工时，孩子刚上初中，我大部分时间在东
莞，每年在北京不到3个月，对孩子功课的辅
导主要通过电话和微信。在我们获得第一束
中子那天，孩子已经上大学了。

但是，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大家都不会有
怨言。对于科学界做大装置的人来说，这些
都已习惯了。事实上，能够参加到这样一项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大科学工程中，我感到
非常难得。我清楚地记得 2017 年 8 月 28 日
首次获得中子束流那天，感觉是多么兴奋、多
么自豪。之前我们预想过可能发生的很多意
外情况，外国专家也讲“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说不定好几天都看不到中子”，但没想到非常
顺利，一次就成功了！

建设中国自己的散裂中子源，是许多老
一代科学家一直以来的梦想。在他们的带领
下，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终于实现了
这个梦想。

（作者系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
部副主任）

位于广东东莞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园区全景。 （资料图片）

中国散裂中子源快循环同步加速器。
（资料图片）

中国散裂中子源靶站。
（资料图片）

中国散裂中子源靶站谱仪大厅。
本报记者 郑 杨摄

2017年9月份，中国散裂中子源首次打
靶成功获得中子束流后，工程总指挥兼工程
经理陈和生院士（拿话筒者）向媒体介绍工程
所取得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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