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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至今记得第一次做 CT 的情

景。被推进舱里的那一刻，她紧张、害

怕，担心查出问题，也担心射线对身体

造成影响。

多年过去，她再次经历了这样的不

安，只不过，这次做 CT的是古城墙。

吴春是陕西省西安城墙管理委员

会副主任，在她的积极联系和鼎力支持

下，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团队

带着研发的国内首套塑闪宇宙射线缪

子成像设备，给西安古城墙做了一次

“CT”。

“一定不要给城墙造成损伤，但也

一定要知道‘五脏六腑’都有啥毛病。”

吴春提出要求。

这是她作为历史文化遗产守护者

的底线。

叫缪子的宇宙射线

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西安古城墙，

也像人体一样，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

“健康”问题。

北方夏季雨水较多，西安古城墙被

雨水长时间浸泡后，部分墙面出现了快

速裂缝和沉陷的现象。尽管城墙管委

会一直都在高度关注城墙的各类安全

问题，但有些损害在墙体内部，仅凭肉

眼无法观测。

如何检测古城墙内部情况，进而有

针对性地展开修复工程，成为摆在西安

城墙管委会面前的重要难题。

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加持下，要想掌

握人体的病灶情况，我们可以使用 B

超、CT、核磁共振等各种影像仪器。想

知道一座几十米高的古城墙的健康状

况，该怎么办？

“以往，我们用得最多的是钻孔法，

就是通过在墙体上打孔取材的方式，来

判断其内部情况。但这种勘探方式会

直接破坏墙体，后期还需要对损坏部分

进行修复。”吴春说。

另一种是雷达监测法。雷达的频

率越小，穿透程度便会越深，但其精度

会相应变差，成像可能出现偏差；而如

果探测太浅，又不能够满足古建筑、山

脉等大型物体的探测深度需要。

“钻孔法对城墙有损，而使用雷达

法，基本上 70%的情况都探不出来。”吴

春做梦都想找到能够无损探测的方法。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兰州大

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团队。

在给城墙南门的一面墙做三维激光

扫描的过程中，吴春不由地感慨：“这激

光扫描呀，如果能透视到里面就好了。

省得我们苦苦找隐患点，又无计可施。”

这时，操作扫描的老师说自己认识一位

兰州大学教授，他能用一种宇宙射线对

物体进行成像，或许可以帮到她。

是物探，还是遥感？

对方说好像都不是，是一种新方

法，具体是什么，他也说不清。这下吴

春来了兴致：“刚好 58号马面（在城墙外

侧依一定距离修建的凸出墩台，平面有

长方形和半圆形，因外观狭长如马面，

故名）出了一些问题，我联系试试！”

他们说的宇宙射线，就是缪子。

星际空间有很多高能粒子，其中

最 主 要 的 是 质 子 。 高 能 的 质 子 通 过

大气层时会发生核反应、电离等级联

反应，从而一生二、二生四，从上往下

越 来 越 多 ，有 点 像 烟 花 ，也 像 射 灯 。

到 达 海 平 面 时 ，里 面 就 富 含 各 种 组

分，缪子只是其一，还有中子、β射线

和γ射线等。它们都被称为“宇宙射

线次级射线”。

“根据估算，海平面上每平方米面

积上每分钟会落下 10000 个缪子，也就

是说，每秒钟就会有一个缪子穿过我们

的手掌。”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

化团队相关负责人打比方道，“它们就

像下雨一样浇着我们，淋着我们，时时

刻刻穿透我们的身体。”

作为宇宙中的基本粒子之一，缪子

的带电量为一个负电荷，质量为电子的

207 倍，它与物体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

与电子类似。相比于中子、X 射线和γ

射线等，宇宙射线缪子具有更强的穿透

能力。

很多人都好奇这种神奇的物质，究

竟是如何为我所用的。

原来，科研人员在被测物体周边放

置缪子探测器，根据缪子射线在物体中

不同方向的穿透情况，搜集肉眼看不见

的缪子计数，进而在计算机上进行分

析，通过数据分析计算实现被测物体的

三维成像。

“对于城墙这样十几米甚至几十米

厚的物体来说，如果里面有个一米大的

空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缪子成像技术

检测到。”该团队成员刘军涛从团队

2018年着手干这件事开始，他就跟着全

程参与了缪子成像系统的研发。

藏着秘密的“冰柜”

2021 年 9 月，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

术学院两位骨干教师，带着由两位工程

师以及四五位学生组成的团队，向着古

都西安出发。

与他们同行的，是一个长 1.6 米形

状酷似冰柜的仪器。

“之所以看起来像一台冰柜，是因

为我们给原来只能在实验室使用的探

测仪器增设了金属外壳，使设备可以防

潮、避光，方便移动。”刘军涛说。

刘军涛告诉吴春，仪器定型的时间

不长，没有成熟商业产品那样漂亮的外

观，但探测效果不受影响。吴春的话给

他吃了很大一颗定心丸：“不管啥方法，

只要是科学的，我们都欢迎！”

这台貌不惊人的方疙瘩，隐藏着能

给城墙看病的秘密。

它包括多对探测器层和采集板，

负责收集从宇宙中散落下来的缪子与

信息转换；一个用于数据传输监测与

存储的主机系统；一台移动电源，可确

保仪器在野外运行时有稳定的供电；

一个用于调控设备内温度和湿度的空

调系统……

缪子成像技术研究，目前国内也有

少数同行团队在做。兰州大学核技术

创新与产业化团队的不同之处在于，他

们已经从实验室测试阶段走向了实际

应用。

2020 年 11 月，该团队成功研发我

国首套塑闪宇宙射线缪子成像系统，并

顺利完成专家验收。

“‘塑闪’是塑料闪烁体的简写。缪

子通过塑料闪烁体后会产生光，有闪烁

光就代表有缪子通过这个材料。我用

光电转换的器件，可以把光信号转为电

信号，看到脉冲后，表示已经捕捉到了

缪子。”刘军涛说。

采集缪子只是第一步。

随后，他们不断完善软件模型，模

拟成像场景，调整各类参数，最终将其

带到西安古城墙下，开始“首秀”。

缪子成像技术主要有两种成像原

理，即角度散射成像和强度衰减成像。

此次西安古城墙探测运用的便是强度

衰减成像法。

这一成像方法的原理是，缪子在物

体内部穿行过程中会损失能量，而当其

能量损失殆尽时便会被物体吸收，这将

使探测到的缪子强度减小，所以宇宙射

线缪子强度减小量取决于物体的厚度

及材料密度。因此，在已知物体外部轮

廓的情况下，通过探测缪子强度衰减，

可以推导得到被探测物体的密度，从而

对物体的内部结构与物质组成进行重

构。

“这就像人们利用 X 射线扫描身

体，通过透视人体骨骼从而成像一样。”

刘军涛介绍说，山体、建筑物、历史遗迹

等大型物体的内部结构成像，用的也是

这一原理。

吴春给他们指定的测试段是城墙

58号马面处。

正如给人体做三维影像检查会采

用放射源与探测器旋转多角度成像，想

要给城墙做“CT”，也需要从不同角度

采集多组数据。团队采取了环绕马面

设置 6 个观测点的方案，放置探测器进

行数据采集。

没想到，刚把机器安放好，又一波

全国范围的新冠疫情席卷而来。

那是 2021年秋，实验面临的最大问

题是，因为防疫政策需要，探测器不能

按照计划不停地变换位置。团队只能

因陋就简，顺势而为，及时改变了测量

计划。终于在 2022年春节前夕，他们将

仪器带回兰州。

让吴春吃惊的是，这个团队成功测

试出了城墙中的低密度区域——也就

是一个配电室。在测试团队事先并不

知道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宇宙缪子成像

技术清晰地呈现出它的位置、形状、大

小。

“这一高精度成像再次验证了使用

缪子成像技术能够完成被测物体三维

成像的可行性。”刘军涛表示。

他们和58号马面

科研从来无坦途。兰州大学核技

术创新与产业化团队虽然首战告捷，但

在实际探测过程中，还是遇到了不少困

难。

宇宙射线缪子成像技术利用的是

不需要人工放射源产生的天然射线，具

有无接触勘探、不受时空限制、不会对

勘探物体造成任何伤害、绿色环保等特

点，但它的使用受客观条件影响较大。

“不像医院里使用人工射线源，环

境比较单纯，我们的仪器往往放置在室

外，得经历风吹日晒等自然环境的考

验。”兰州大学 2020 级能源动力专业硕

士研究生姚凯强说。

在室外使用就会出现各种问题，比

如电路短路，或者电压波动较大等，设

备接收到的信号也会跳动不稳。整个

墙体的勘探过程耗时将近 4 个月，为了

应对各种环境的考验，团队对实验室内

原来使用的平板探测器进行了升级与

调整。

姚凯强和另一名师兄专门留在了

西安，隔两天就得去现场调整仪器。另

外，后期也需要处理那些不稳定环境下

接收到的杂乱数据。

与数据收集相比，更大的挑战在于

开发反演成像的算法平台。

“我们在进行文物探测的过程中

总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测量到的数

据比待解的未知量少很多。比如有两

个变量一个方程的情况下，方程的解

是无穷多的。”对 2021 级核技术专业硕

士研究生刘国睿来说，这就需要她和

小伙伴在庞杂的结果中挑选出能够同

时满足多个方程的模型，选择最合理

的结果。

来西安之前，刘国睿、姚凯强等人

首先根据描述对城墙进行了可行性分

析，几何模型比较简单，仅仅知道城墙

的长宽高，里面可能有什么情况。在仿

真中，他们需要先把城墙的模型大致建

好，再进行正演计算，用正演的结果去

反演成像。

“相当于我们先算一个可能得到的

测量结果，然后用这个测量结果做反

演，看能不能给里面的防空洞成出一个

三维图像来。”刘国睿说。

确定做 58号马面后，他们把模型更

加细化了。

初期建的模型特别简单，就是一个

矩形的堆，后来又加上马面，对尺寸进

行调整。激光测绘把整个城墙的轮廓

描绘清楚之后，他们决定换模型，尽管

那时 6个探测点都已确定。

最后一次模拟时，探测点位早已敲

定，团队更新了非常细化的城墙轮廓，

决定重新建模再做一次。根据优质成

像的分辨率，他们在马面里假设了一个

防空洞，看能不能成像。

另一个难题是遇到密度异常部分

时的演算。

刘国睿念大三时就加入该课题组

学习，后继续在此攻读研究生，在她看

来，整体测算并不困难，但密度异常体

与周边部分衔接地带，算起来有难度。

“这些地方的密度解出来可能会带有系

统偏差。”她说。

最终的研究结果就是，这次试验精

度可以对城墙内部一个长宽高均为 1米

的防空洞成像出来。

“我们还测到马面北面比较空虚，

当时比较质疑这个结果，为此做了好多

验证。”刘国睿强调，他们必须排除是不

是自己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数据处理

不当、测量问题之类。排除过后，得出

结论——58 号马面北墙附近的夯土密

度确实较低。

回想起这一幕，这个性格沉静的女

孩，终于有了笑意。

追寻“中国方案”

兰州大学师生付出的所有努力，吴

春都看在眼里。实际上，58号马面的情

况，她早有掌握。她就想看看这宇宙射

线缪子成像技术，到底行不行。

刘国睿在分析马面数据的过程中

发现，砖和夯土之间好像有空腔，因为

不确定，就反复向吴春求证。

“小姑娘问，里面是不是有空腔？

为什么会有？是真的有，还是我们收集

的数据不够、计算方法不对而导致的偏

差？我当时就欣慰地笑了。”但吴春并

没有挑明，而是让她继续往下做。

后来的成果报告会上，吴春正式向

有关部门汇报称，兰州大学核技术创新

与产业化团队的缪子成像结果，跟西安

城墙管委会掌握的情况基本吻合。从

此，她对他们更加信任了。

这份信任，源于科研人员对自身的

严格要求。

在所有人看来，大胆质疑、小心求

证是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品格之一，他们

恪守这一理念，初心不改。

“为什么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哪

一步出了错，都无法导出正确结果。”刘

军涛深谙其研究之复杂，意义之深远。

如今，团队已经扩展至 30 余人，每

个人分工明确。导师的悉心培养和团

队的互帮互助，让青年科研人员受益

匪浅。在读研二的刘国睿，已在物理

学经典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内容便

是针对宇宙射线缪子技术在实地应用

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探索性的解决

方案。

每一位成员的心里，都有浩瀚宇

宙。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源远流长，

在悠悠岁月中厚重沉淀。当前，随着科

技已经成为考古发展新动力，他们在完

成西安城墙成像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感

受到缪子成像技术未来在科技考古领

域的广阔前景。

“这项技术以后在大型遗迹考古

中一定会发挥作用，我们也想在科技

考古领域做成标杆性的亮点。”刘军涛

告诉记者，今年，敦煌研究院也与团队

接触并计划建立合作关系，他们将在

深入探测石窟内部结构的工作中共同

努力。

与不断发展的成像技术相辅相成

的，是持续更新的应用场景。

一直以来，缪子成像技术应用的瓶

颈主要在于探测系统现场应用场景的

适应性、成本控制等。在团队不断优化

完善下，这项技术也从考古探测发展到

了地质勘查、矿产勘探、集装箱检测等

更广阔的空间。

前段时间，团队又有了新思路：是

否可以使用缪子成像技术探测青藏高

原的冰川厚度，明晰岩石边界？对他们

来说，制作轻量化、耐低温的缪子成像

仪器，正在成为新的探索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从仪器组装所需要

的材料等硬件到算法系统软件，兰州大

学核技术创新与产业化团队都致力于

将其本土化。

是啊，要想获得“中国方案”、作出

“中国贡献”，必须实现技术国产化，这

是每位科研人员肩负的重大使命。刘

军涛欣喜地透露，现在团队这项技术的

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了 95%左右。

今年，一直致力于文物保护高质量

发展的吴春，又与兰州大学团队取得了

联系，看实验能否深入开展。她寄希望

于下一步的合作能够证实这种技术更

安全、更准确，同时辅以地质勘查，为墙

体的修缮工程提供可靠参考，使得预防

性保护更具前瞻性。

“经过这样完整的检验之后，我们

希望这种技术能够得到广泛应用。可

以相信，科技将助力中国考古迎来‘黄

金时代’。”吴春说。

考古科技化，技术国产化，归根到

底都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这是一条遥远而艰辛的路。

每个人都渴望化身滴水，汇入时代

的海河，信念灼灼。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国产设备给西安古城墙做国产设备给西安古城墙做““CTCT””

西安城墙正北门西安城墙正北门——安远门安远门。。

④④

①刘军涛给学生们讲解缪子探测系统①刘军涛给学生们讲解缪子探测系统。。
②工作人员正在组装探测器②工作人员正在组装探测器。。

③④正在作业中的探测器③④正在作业中的探测器。。

①①

②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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