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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精确测量了反应堆中微子能谱

2012年10月

开始全部 8个探测器的运行取数

2006年

正式立项
2007年10月

破土动工
2010年底

完成全部地下实验洞室的爆破任务
2011年8月

开始前 2个探测器的运行取数
2011年底

开始 6个探测器的运行取数
2012年3月

在国际上首次发现中微子振荡新模式

2020年12月12日

正式退役

运行了 3275 天 11 小时 43 分 0 秒后，2020

年 12月 12日，深圳大亚湾核反应堆群 1600米

外、藏在百米高花岗岩山体腹中的大亚湾中

微子实验装置，被按下了停止键。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贻芳宣布：“实验圆满完成科学任务，正式退

役！”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句号，并不是我国

中微子研究的终点。250 公里外，新的“接棒

者”——同在广东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在如

火如荼的建设中。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建成

后，必将勇攀世界中微子研究高峰，续写我国

中微子研究的辉煌。

寻找第三种振荡模
式，7国提出8个实验方案

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质量极其微小的

基本粒子，有人形象地将其比作基本粒子中

的“隐士”。与夸克、带电轻子等基本粒子相

比，中微子性质独特，它们几乎不与任何物质

发生相互作用，不容易被捕捉到。因此，中微

子是人类迄今了解最少的一种基本粒子，存

在着诸多未解的谜题。

“对中微子未知问题的研究，不仅将完善

我们对物质世界最基本规律的认识，而且很

有可能导致对现有粒子物理论体系——标准

模型的突破，从而踏入新物理世界的大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曹俊告诉

科技日报记者。

21 世纪初，中微子成为高能物理学的宠

儿。中微子研究蓬勃发展，不仅成为粒子物

理最重要的分支之一，而且还扩展到天文学、

宇宙学、地球物理等多个学科，形成了“中微

子科学”。同时，中微子的实验研究也取得了

许多重大发现, 包括发现三种中微子、发现

来自天体的中微子、发现中微子振荡等。

中微子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那就是它们

经常“变身”，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

即中微子振荡。

原则上，三种中微子之间相互“变身”，两

两组合，应该有三种模式。其中两种模式分

别在上世纪 60 年代、80 年代即有迹象，当时

称作“太阳中微子之谜”和“大气中微子之

谜”。1998 年日本的超级神冈实验正式发现

了大气中微子振荡，随后太阳中微子振荡也

被多个实验证实。

“然而，第三种中微子‘变身’模式一直未

被发现，甚至有理论预言其根本不存在。”曹

俊说。

由于科学意义重大，2003 年起，俄罗斯、

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 7国相继提出 8个相

似的中微子实验方案。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也在这一年提出设想，利

用我国大亚湾核反应堆群产生的大量中微

子，来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

稳妥推进装置建设，
创造安全爆破世界纪录

那时，王贻芳和曹俊都觉得，中微子实验

研究蕴含着获得重大物理发现的机遇。

“全世界的粒子物理学者都在寻找第三

种振荡模式，中国绝不能错失这次机会，应该

积极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实验方案，或许这

个重大突破就是我们的。”曹俊微笑着说。

为了实现中微子研究梦，王贻芳和曹俊

拿出了自己获得的人才基金，加上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特批的 100万元，开始了中

微子实验的选址勘测工作。

看到大亚湾核电站旁边的排牙山后，这

群物理学家难掩心中喜悦。“核电站反应堆群

总功率很高，可以放出海量的中微子，供实验

测量；排牙山几百米厚的山体可以隔绝宇宙

射线的干扰，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实验

点。核电站旁边有这样一座小山，可以说，这

是上天眷顾中国高能物理学界。”曹俊感慨

道。

不久后，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提出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方案，就因具有地

理优势、设计独特，取得了国际上的关注。美

国能源部还放弃了支持本国的两个实验方

案，转而支持美国科学家加入大亚湾中微子

实验。

然而，中微子实验选址过程却并非一帆

风顺。“我们找大亚湾核电站时，他们内部对

于我们做实验是有分歧的，协调过程并不容

易。”曹俊说。

分歧的焦点就是安全。

中微子实验需要开山，但爆破引起的震

动对反应堆来说是个极大的考验。一旦出现

超过标准的震动，所有反应堆都会自动停机，

对整个电网的冲击很大。为确保万无一失，

项目批准时定下的震动标准是国标的 1/10，

到了现场又“打了 7折”。

施工方曾把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置的建

设过程，比喻成“绣花”。以施工方的实力，一

个月掘进 150 到 200 米不成问题，但在核电站

旁边施工，刚开始时，7到 8天才能推进 1米。

在这样的“精雕细刻”下，该工程 2259 次

爆破无一超标，创造了核岛近距离安全爆破

的世界纪录。

果断修改实验计划，
争分夺秒抢发成果

经过 4 年酝酿论证、3 年施工和 1 年安装

实验设施，2011 年 12 月 24 日，大亚湾中微子

实验终于开始运行。此时，韩国的中微子实

验——RENO实验已经进行了 4个月。

为了抢在竞争对手前获得可靠的物理结

果，我国项目组果断调整实验计划，将实验分

为两个阶段，改变原先使用 8 个探测器的方

案，以 6个探测器提前积累数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2年 3月 8日，王贻

芳宣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取得了重大突

破——成功发现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

并测量到其振荡几率。

消息发出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

当即发来贺信，称这一结果是“物理学上具有

重要基础意义的重大成就”。世界各大粒子

物理实验室也纷纷盛赞大亚湾实验取得的成

果。该成果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2012 年

度十大科学突破”，并被国外同行誉为“中国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

“这一成果确实是我们‘抢’出来的，如果

不是各方面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不可能率

先发布。”曹俊说。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曹俊至今记忆犹

新。在 2012 年的头两个月里，科学家开始了

紧锣密鼓的数据获取、分析工作。“在实验还

没有正式运行前，1号实验厅就已经产生了很

多数据，我们用这些数据‘看懂’了探测器，建

立好了数据分析方法。更早以前，从 2010 年

开始，我们就用模拟软件产生假数据，进行反

复练习，为日后正式的物理分析做准备。”曹

俊说。

为了赶时间，很多工作都是同时进行的，

包括设备安装和调试、模拟分析等。

那时，为了尽快把成果发布出来，曹俊还

制订了一个计划。“为使工作能被高效推进，

我们预先把所有节点时间都计算好，比如何

时把文章投给杂志、何时给杂志回信、何时文

章会被交至电子预印本文库等，从而使全世

界的同行都能看到我们具体的实验细节。算

好这些以后，我们才准备开成果发布会。”曹

俊说，正是有了这个基础，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的成果发布才比韩国 RENO实验快了 25天。

“接棒者”明年建成，
瞄准中微子质量顺序测量

2020年 12月 12日，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装

置正式退役。

谈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退役，王贻芳

解释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已经运行了 9 年，

当时的科学目标已经实现，中微子振荡振幅

的测量精度已经不可能再有显著提高，设备

继续运行的科学价值变小，只是浪费金钱和

时间。

大亚湾实验停止运行，并不意味着我国

中微子研究随之停止，一个更为先进、规模更

大的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在建设当中。

研究人员正在建造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液

体闪烁体探测器来继续捕捉中微子。这个探

测器的主体是一个有 12 层楼高的有机玻璃

球，里面装有 2万吨液体闪烁体。这是迄今为

止中国最复杂的高能物理实验装置，预计将

在 2022年建成。

“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的地下隧道建设

工程已经基本完成，设备安装准备工作基本

就绪，关键部件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始安装，明

年才能全部装完。”王贻芳透露。

那么，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和江门中微子实

验有什么不同？王贻芳解释道，两个实验虽然

都是研究中微子，但具体科学目标完全不同。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利用核反应

堆产生的中微子来测定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

式，而江门中微子实验是要实现对中微子质量

顺序和中微子振荡参数的精确测量。

“中微子的质量是自然界的基本参数，

影响宇宙的演化进程。知道了质量顺序，可

以为确定中微子质量和其他研究铺路。”王

贻芳说。

此外，发现超新星遗迹中微子也是江门

中微子实验的一个重要目标。理论模型预

言，宇宙中弥漫着大量的由于超新星爆发而

产生的中微子。“经过估算，我们觉得江门中

微子实验有可能率先发现超新星遗迹中微

子。同时，我们也希望在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科学生命周期之内，等到一次超新星爆发，这

样我们就能捕捉到上千个超新星中微子。”王

贻芳说。

中微子实验：
大亚湾功成身退，江门接棒前行

当提出要建设某个实验设施的时候，一位优

秀的实验物理学家必须要问自己几个问题：哪些

技术已经满足了实验技术？哪些需要自己研发？

“一个好的实验设施不能全部使用已有的技

术，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关键技术。基础研究只

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拥有了过硬的实验技

术，才可能做出比别人更好的实验成果。做大

亚湾中微子实验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一定

要发展有机玻璃罐、液体闪烁体以及光电倍增

管等关键技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

所长曹俊说。

在中微子探测器中，液体闪烁体主要用来捕

获中微子并发光，光电倍增管用来探测光，而有机

玻璃罐是液体闪烁体的容器，用它把液体闪烁体和外部的天然放射性物质隔开。

为了提高测量精度，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创造性地提出使用 8 个完全相同的

中微子探测器，采用远近比较测量的方法，降低实验误差，提高实验灵敏度。“为了设

计出几乎一模一样的探测器，我们对有机玻璃罐提出了近乎苛刻的精度要求，要求误

差要控制在 5毫米以内。”曹俊说。

用有机玻璃做成的容器，我们在海洋馆里随处可见，透过它们可以看到游来游去

的海洋生物，但这种有机玻璃容器对精度的要求不高。不过，若把制作精度提到如此

之高，将会大大增加有机玻璃罐的制作难度，热弯成形、本体聚合等加工过程都会造

成罐体的变形。

“2007年，我们把全国做有机玻璃产品的厂家都翻了一遍，找到了七八家产品做

得比较好、研发能力比较强的厂家，但是它们都不敢为我们生产精度要求这么高的有

机玻璃罐。”曹俊说，它们平时为海洋馆生产的类似产品，精度要求没这么高。

那时候，国内厂家几乎都没有数控加工能力，因此他们都无法生产如此高精度的

产品。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最终并没有使用国内厂家生产的有机玻璃罐，而是由国外

的合作者加工再运到大亚湾。

等到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时候，为了尽可能多地捕获从核电站飞来的中微

子，科学家计划制造直径为 35.4米的空心有机玻璃球。造体积如此大球，且要使其扛

住内外液体巨大的压力差，这样的制造难度可谓史无前例。

“大亚湾时的经历，让我心里都有阴影了，我觉得这么大的有机玻璃球我们肯定

做不出来。”曹俊坦言，直径为 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全球都没人做过，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用于粒子物理的有机玻璃球直径才 12 米，而且生产过程中多次出问题，前后花

了两年时间，差点失败。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2013 年我们又对国内的有机玻璃生产厂家做了一番调

研。令人震惊的是，6 年间，国内有机玻璃产业上了一个档次，我们发现竟然好几个

厂家都具备了数控加工能力，有可能做出这么大的有机玻璃球。”曹俊笑着说，我们从

中选择了 3个厂商进行了为期 3年的合作研发。

最终，通过招标，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与江苏汤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达

成了合作协议。

未来，在地下洞室里现场组装的国产有机玻璃球将被放置在一个直径 40 多米、

容积 5万立方米的水池里，帮助科研人员捕捉从核电站飞来的中微子。

曹俊：为做闪烁体容器，

我们翻遍了全国玻璃罐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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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两个实验虽然都是研究中微子，但具体科学目标完全

不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利用核反应堆产

生的中微子来测定中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而江门中微子

实验是要实现对中微子质量顺序和中微子振荡参数的精

确测量。

王贻芳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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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岗到退休，

大亚湾装置书写光辉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