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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每日科学网站 6 月 1 日消息，欧洲科学家

团队利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揭示了宇宙大

爆炸第一个 0.000001秒内发生的新细节，即第一

个微秒内一种特殊的等离子体发生了什么，这一

发现引发了科学家的关注。

大型强子对撞机在探索微观世界构成方

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也是探索新粒子的重

要 物 理 设 备 。 随 着 粒 子 物 理 标 准 模 型 的 发

展，许多被预言的基本粒子得到了验证。但

在粒子被实验验证之前，科学家是怎样预言

新粒子的呢？

20 世纪 20 年代，英国物理学家狄拉克正致

力于研究相对论量子力学，他要建立一种对时间

和空间坐标来说都是线性相对论性的波动方程。

受到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在量子理论中提

出的“泡利矩阵”的启发，狄拉克把 2 行 2 列的矩

阵演变为 4 行 4 列矩阵，于是得到了这个以后被

称为“狄拉克方程”的电子波动方程。利用这个

方程推出的粒子高速运动的许多性质，都在实验

中得到了证实，它把量子力学中原本各自独立的

重要实验事实统一了起来。

但狄拉克方程对应的本征态有负能解，是把

不可思议的负能态排除出去，还是接受它以保持

方程的完美性？狄拉克勇敢地选择了后者，他对

负能态的物理图景进行了大胆的设想。

首先，他革新了“真空”概念，提出了真空是

被填满的“负能电子海”的假说。接着，他进一步

思考，既然全部填满的负能电子海相当于真空，

那么从电子海中跃出一个电子又相当于什么

呢？那就会出现一个正能态电子和一个负能态

的空穴。他认为激发出来的这个正能态电子就

是普通电子，带有一个单位的负电荷，而电子被

激发出以后在电子海留下的这个空穴，少了一个

负值能量，带一个正值能量。他起初认为这就是

“质子”，不过这个奇怪的“质子”，质量却比一般

质子要小得多，这是难以想象的。

狄拉克从对称美的思想出发，指出从数学上

来看，这个带正值能量的奇怪的“质子”，其质量

必须与电子质量相同，从而大胆提出了“反物质”

的假说：这个奇怪的“质子”是真空中的反电子，

即正电子，他同时还提出了崭新的电荷共轭对称

的概念。

1932 年，美国物理学家安德森在研究宇宙

射线时果然发现了狄拉克预言的正电子。物理

学界引起了轰动，这启发人们去寻找其他粒子的

反粒子。

人们逐步认识到，各类基本粒子都有相应的

反粒子存在，这是自然界的一条普遍规律。

狄拉克在回顾自己做出的关于反粒子的

发现时指出：“这个工作完全得自于对数学的

探索。”

1933 年，狄拉克因发现“狄拉克方程”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

源于对数学的探索

20 世纪 50 年代，已发现的基本粒子有数百

种，对这些粒子进行分类，找出它们性质之间的

内在联系，研究这些基本粒子的性质和结构，寻

找比基本粒子还要“基本”的组元，成为高能物理

学研究的热点。

在这类研究中，物理学家盖尔曼深信物理规

律的对称性是自然界的最普遍法则之一，对称性

实际上体现了自然界存在的内部联系和规律的

和谐。因此，盖尔曼相信所有的基本粒子都可以

根据它们所具有的不同对称性来进行分类。

1961 年，盖尔曼根据对称性思想，把有相近

性质的强作用基本粒子分成了一个个族，并认为

每个族应有 8个成员。

但是根据当时的实验结果，有一个族的基本

粒子只有 7 个成员，盖尔曼据此大胆预言，还存

在一个未被发现的新粒子，第二年（1962 年）果

然在实验中找到了这个新的基本粒子——η°

介子。

盖尔曼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他预言了另一个

被称为Ω-的新粒子的存在。1964 年 1 月，美国

布鲁海文实验室的斯米欧在气泡室的成千上万

张照片中找到了Ω-粒子衰变时留下的痕迹。

盖尔曼的预言终于实现了！

η°介子和Ω-粒子的相继发现，证实了盖

尔曼理论的正确性，从而确立了对称方法在基本

粒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根 据 对 称 理 论 ，存 在 一 个 三 维 的 基 础 表

示——在这个族里应该有 3个粒子，只能带有分

数电荷，即 2/3、-1/3、-1/3 的单位电荷，然而分

数电荷却从来没有被观测到。

但没有被观测到不等于不存在。经过深

入思考，盖尔曼给这 3 个粒子命名为上夸克、

下夸克和奇异夸克，统称为夸克。在其理论

中，用这 3 种夸克及其反粒子就可以解释当时

已发现的强子，这就是著名的夸克模型。物

理学家设计了很多实验，去寻找这些带有分

数电荷数的自由夸克。由于夸克模型的结果

与一系列实验事实符合得很好，因此它在随

后时间里也得到了发展，其成员已从 3 个扩充

到了现在的 6 个。

1969 年，盖尔曼因“在基本粒子的分类及相

互作用方面的贡献”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来自对物理规律的深信
粒子世界住着两大家族：以电子、质子为代

表的费米子家族和以光子、介子为代表的玻色子

家族，它们分别以物理学家费米和玻色的名字命

名。一般认为，每一种粒子都有它的反粒子，费

米子和它的反粒子就像一对长相一模一样、但脾

气完全相反的双胞胎兄弟，两兄弟一见面就“大

打出手”，产生的能量甚至会让它们瞬间湮灭。

1937 年，意大利物理学家埃托雷·马约拉纳

预言，自然界中可能存在一类特殊的费米子，这

种费米子的反粒子不但和它自己长相一样，脾气

也完全相同。两兄弟站在一起就像照镜子，它们

的反粒子就是自己本身，这种费米子被称为“马

约拉纳费米子”，又被称为“天使粒子”。在现代

物理学家眼里，马约拉纳费米子不仅是一种重要

的基本粒子——与超对称理论以及暗物质息息

相关，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在量子计算领域中发

挥巨大作用，是拓扑量子比特的最优载体之一。

马约拉纳的预言针对的只是不带电荷的费

米子，比如中子和中微子。由于科学家们已经

发现了中子的反粒子，根据马约拉纳的预言，

他们认为，中微子的反粒子可能就是中微子本

身。但目前，关于这一论断的实验仍在进行，

且困难重重。

大约 10 年前，科学家意识到马约拉纳费米

子可能在材料物理的实验中被制造出来。于是，

一场寻找马约拉纳费米子的竞赛开始了。

2017 年 7 月 21 日，《科学》杂志上刊登的一

篇论文引起了物理学界的关注。美国加州大学

与斯坦福大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在一系列特殊实

验中宣称发现了马约拉纳费米子。

然而，此粒子非彼粒子。这次宣布的发现是

“手性”马约拉纳费米子，它是一个只能在一维路

径上往一个方向跑的、自己是自己反粒子的费米

子。这与高能物理学家寻找了 80年的马约拉纳

费米子很不相同，该马约拉纳费米子是三维的。

2018 年，微软量子团队在《自然》发表重磅

研究，称“观察到马约拉纳费米子存在的相当有

力的证据”。不过，3 年之后。微软就因“技术错

误”撤回了论文。

时至今日，找寻“天使粒子”的工作仍在进行

中。科学家观察到自然现象背后的和谐关系和

庄严秩序，体会到客观规律的力量，并把揭示这

种普遍规律，即科学真理，看作是自己的神圣的

任务和最高的精神追求。

预言中的粒子仍在找寻中

物理学家盖尔曼深信物理规律的对称性是自然界的最普遍

法则之一。1961年，他根据对称性思想，把有相近性质的强作

用基本粒子分成了一个个族，并认为每个族应有8个成员。

但是根据当时的实验结果，有一个族的基本粒子只有7个

成员，盖尔曼据此大胆预言，还存在一个未被发现的新粒子，第

二年果然在实验中找到了这个新的基本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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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水漂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根据最近中

国研究团队发表在《流体物理学》期刊上的一篇

论文，打水漂的基础物理学原理甚至可以为飞机

或航天器的水上降落过程建立可靠模型。

石子跳跃时间与多种因
素有关

打水漂中跳动的石子一直让许多物理学家

着迷。石子能跳多久，取决于其旋转情况、速度、

石子的形状和投掷的角度。当石头撞击水面时，

冲击力会将一些水向下推，而石子则会受到向上

的反作用力。如果石子的移动速度足够快，达到

最小速度阈值，就会反弹；如果没有则会下沉。

而想要打出一个完美的水漂，最好是选择一个圆

形、扁平的石子，因为这种石子的表面积大，它在

撞击水面时可以推开更多的水。

法 国 物 理 学 家 Lyderic Bocquet 和 Chris-

tophe Clanet 在 2004 年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

他们建造了一个弹射装置，将铝盘射向一个水

箱，然后用高速摄像机记录下飞溅的水花。他们

发现，为了保持稳定跳跃，石子必须达到最小的

旋转速度（在碰撞期间至少旋转一次）。换句话

说，石子依赖于陀螺效应。在这种效应下，一个

自旋的物体往往更容易保持自己的方向。有经

验的打水漂玩家通常只需用手指轻击石子即可

使它们自旋。

Bocquet 和 Clanet 的实验帮助他们确定了

该如何最大化弹跳的次数。显而易见的解决

方案是尽可能快地投掷石子，因为弹跳次数与

投掷速度成正比。但除此之外，还必须能够让

投掷的速度和运动方向相平衡。即使是使用

了弹射机，研究者最多也只能实现大约 20 次弹

跳——远低于 2013 年创下的 88 次弹跳的世界

纪录。

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石子不再弹跳不是因

为石子的速度变慢了，而是其移动轨迹随着时间

变平。Bocquet 和 Clanet 认为，石子移动时相对

于水面的角度造成了这一现象。石子在向下移

动时比向上移动时推出更多的水，因此随着时间

的推移，动量传递越来越少，抬升力逐渐减小。

最终，石子不再有足够的能量跳跃，它就会下

沉。他们的实验表明，石子与水面之间的最佳角

度为 10—20度。

2014 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的一个团队尝

试在水面上投掷弹性球体，并用高速摄像机捕捉

球体动态。弹性球体比岩石更有弹性，因此当它

们撞击水面时会被挤压变形成圆盘，呈现出理想

形状。因为弹性球体的变形与它们撞击水面的

角度无关，并且速度阈值较低，因此用它们实现

更多的弹跳要容易得多。根据研究者的说法，任

何人只要练习短短 10 分钟，就可以使弹性球体

在水面弹跳 20次。

打水漂的经验可应用于
多个领域

历史上科学家曾将打水漂的经验应用于多

个领域。例如，大约在 1578 年，数学家 William

Bourne 就指出，从船上以足够低的角度发射的

炮弹可能会在水面上弹跳，弹到甲板上并破坏目

标船上的桅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工程

师 Barnes Wallis 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弹跳炸弹”

设计，武器能在击中目标之前在水面上弹跳，然

后沉没并在水下爆炸，类似于深水炸弹。

与最近这篇论文更相关的是，1929 年，流体

动力学家 Theodore von Karman 进行了多次实

验以确定水上飞机在水上着陆时的最大压力。而

在 1932 年，航天工程师 Herbert Wagner表明，水

上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本质上完全是在液体表面上

的撞击和滑动过程。中国研究团队在最新的论文

中介绍到：“Wagner指出，撞击过程是由液体的初

始运动和物体的运动过程预先确定的。”

在新研究中，他们专门研究了弹跳和冲浪

（圆盘或石子滑过表面并不弹跳）过程。研究人

员提出了一个理论模型，该模型不仅包含了陀螺

效应，还加入了马格努斯效应。所谓马格努斯效

应，是当一个旋转物体的旋转角速度矢量与物体

飞行速度矢量不重合时，在与旋转角速度矢量和

平动速度矢量组成的平面相垂直的方向上将产

生一个横向力，在这个横向力的作用下物体飞行

轨迹会发生偏转的现象。打水漂也会发生类似

的情况。

为了测试他们的模型，研究者创建了一个实

验装置，包括一个扁平的铝盘和一个带有电机的

发射系统，以确保铝盘能达到必要的速度。发射

系统使用来自压缩机喷出的空气来控制圆盘到

水中的速度。研究人员在铝盘上安装了一个尼

龙帽，通过磁性底座将其连接到发射器。帽子还

装有一个惯性导航模块，用于测量和收集数据，

并通过蓝牙连接将这些数据传输到计算机。

研究人员还确定，石子旋转撞击流体时产生

的陀螺效应和马格努斯效应，结合起来影响了其

运动轨迹。而偏转方向是由石子的旋转方向（顺

时针或逆时针）控制的。如果石子顺时针旋转，

则会向右偏转；如果逆时针旋转，则会向左偏

转。旋转有助于稳定迎角，从而为石子的连续弹

跳创造有利条件。

作者总结道：“适当的迎角和水平速度是产

生足够的水动力以满足弹跳条件的关键因素。”

研究者补充表示：“研究结果为航空、航天和海洋

工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飞机水上着

陆、船体撞击（将一艘船撞入另一艘船的横截面）

和改进鱼雷设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Jennifer Ouellette 撰文、Jubilee 翻译，据
《环球科学》）

打水漂也能发论文，水上“行走”没有那么简单

小心求证之前小心求证之前
新粒子如何被大胆假设新粒子如何被大胆假设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陆成宽）6 月 1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科院青藏所）获悉，来自该所等单位的研究人

员构建了第三极地区主要河流的出山口径流监测网，获取了宝贵的跨境

河流资料，为河川径流量的数值模拟和遥感反演等提供了有效的验证资

料；通过冰冻圈水文模型，定量解析了第三极地区主要河流的历史径流变

化。相关成果发表于《美国气象学会通报》。

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第三极地区是亚洲 13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又

被称为“亚洲水塔”。近几十年来，随着该区域的快速增温，冰冻圈的消融

加剧，以及人类活动的干扰增加，第三极地区河川径流正在发生剧烈的变

化。目前，该地区径流实测资料颇为匮乏。“监测和评估第三极地区主要

河流的出山口总径流；定量评估冰川退化、积雪消融和冻土变化等不同因

素对总径流变化的影响和贡献；研究出山口总径流变化对西风—季风相

互作用的响应机理，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中科院青藏所研究员王磊说。

为此，研究人员利用地面观测、遥感反演以及数值模拟等手段，首次

计算出 2018年第三极地区 13条主要河流在出山口处的径流总量；不同河

流在出山口处的年径流量差异很大，分布在 18 亿—1760 亿方，且处于印

度季风区的河流年径流量大于位于西风区的河流。通过在长江源区流域

开展高分辨率的长期冰冻圈水文模拟，研究人员发现积雪和冰川的消融

量大约贡献了径流总量的 1/4，而土壤冻融过程则主要影响径流的季节

分布。

王磊表示，该研究不仅为第三极地区水循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地面

观测数据和先进的径流模拟技术，而且提高了对气候变化背景下第三极

地区地表水资源的认知与理解。

第三极地区主要河流

历史径流变化获解析

科技日报讯 （记者吴长锋）6 月 1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获悉，该校郭光灿院士团队李传锋、许金时、王俊峰等人与匈牙利魏

格纳物理研究中心合作，在碳化硅色心自旋操控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在

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反斯托克斯激发的固态自旋体系的相干操控，该技术

在量子信息处理及量子精密测量中具有重要用途。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

国际知名期刊《自然·通讯》上。

固态自旋色心是实现量子计算、量子网络和量子精密测量的重要物

理体系。光探测磁共振（ODMR）技术是读取色心自旋信号的方法，也是

实现各种量子技术的基础。传统的 ODMR 技术基于斯托克斯激发，即

激发光的能量大于色心辐射光子的能量。研究团队首次在碳化硅的硅空

位色心中实现了反斯托克斯激发下的 ODMR 探测，即激发光的能量小

于色心辐射光子的能量。

通过研究反斯托克斯激发硅空位色心的荧光与激光功率以及样品温

度的关系，研究团队证明反斯托克斯荧光来自声子辅助的单光子吸收过

程，可用于全光的温度传感。在此基础上，对比反斯托克斯和斯托克斯激

发下 ODMR 谱和激光功率、微波功率以及样品温度的关系，研究团队发

现两种激发手段具有相似的变化规律，但是反斯托克斯激发的 ODMR

谱的对比度大约是斯托克斯激发的 3倍。研究团队进一步实现了反斯托

克斯激发下的硅空位色心自旋的相干操控，实验结果显示其信号对比度

大约是后者的 3 倍。该工作为反斯托克斯激发的 ODMR 技术应用于量

子信息处理和量子精密测量奠定了重要基础。

审稿人高度评价该成果：“为任何基于 ODMR 的测量带来明显的

实际提高”“作为一个新颖的原理，人们可以考虑应用于尚未预见到的

场景”。

新型固态自旋量子相干操控

可用于量子信息处理

新华社讯（记者金地 董瑞丰）水草丰美、森林繁茂，广阔的湖泊边是

低矮的小草本，不远处则有高大的松、桦、栎，海拔较高处有冷杉和云杉，

较低处生长有楝科等一些喜热的阔叶树种。这是今天亚热带山地的常见

景象。很难想象，如今已是高寒草甸景观的青藏高原中部，曾经也有着这

样的生态环境。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获悉，该所王宇飞团队与中科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邓涛团队及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刘晓东团

队合作，对 2600 万年至 1600 万年前的青藏高原中部气候研究发现，这里

当时已经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季风气候。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期刊

《创新》上。

研究团队告诉记者，他们引入现代亚洲季风降水指标的概念与标准，

利用高原中部伦坡拉盆地地层剖面中采集的花粉，重建了当地 2600万年

至 1600万年前的温度与降水数据。数据显示，当时高原中部夏季和冬季

降水的差值，约为 240 毫米至 540 毫米，夏季降水在年降水中的占比约为

40%至 60%，这和如今我国河南南部，安徽、湖北、江苏北部等亚洲季风区

域的降水情况类似。

“当时高原中部海拔比现在低 1000 多米，来自印度洋的季风可以翻

越群山、抵达高原腹地。丰沛的水汽带来了大的湖泊和繁茂的针阔混交

林。”中科院植物所博士谢淦说。

是什么影响了青藏高原中部成为季风区？科学家发现，除了当时青

藏高原的高度，地理位置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发现，研究点所

在的高原中部，2500 万年前的位置比今天偏南约 9 至 10 个纬度，换算成

直线距离约 1000 公里，这导致了当时当地夏季多雨、冬季干燥季风气候

的出现。而随着高原的隆升和北移，季风渐渐无法“攀上”高原中部，导致

今天当地已由受季风影响区转变为非季风区。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王宇飞介绍，现在的亚洲季风，是与青藏高原的

抬升历史密切关联的。此次研究将现代亚洲季风的概念和降水指标引入

到对古季风的界定与研究中，为理解亚洲季风的早期演化和驱动机制提

供了新思路。

2000多万年前

青藏高原中部曾是季风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