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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会基本情况——分会委员会组成

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第十届委员会
共有委员55人，常务委员25人

主任：王贻芳 副主任：赵政国、高原宁

 秘书长：赵强 副秘书长：曹庆宏、王萌

常务委员25人（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臻、常钦、陈和生、陈少敏、冯波、高原宁、季向东、金山、刘建北、刘玉斌、娄辛丑、冒亚军、沈肖雁、王萌、
王青、王贻芳、吴岳良、谢跃红、邢志忠、岳崇兴、赵强、赵政国、郑阳恒、朱守华、邹冰松

 委员55人（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俊、曹庆宏、曹臻、常钦、陈和生、陈金辉、陈少敏、陈天禄、方军、冯波、高原宁、葛智刚、郭新恒、衡月昆、
黄焕中、黄明球、季向东、金山、李澄、李海波、刘建北、刘滔、刘翔、刘玉斌、娄辛丑、卢建新、买买提艾力·巴克、
冒亚军、平加伦、沈成平、沈肖雁、舒菁、王萌、王青、王祥高、王贻芳、魏代会、吴兴刚、吴岳良、谢跃红、邢志
忠、许怒、杨海棠、杨长根、杨振伟、苑长征、岳崇兴、张宏浩、张振宇、赵强、赵政国、郑阳恒、朱世琳、朱守华、
邹冰松



1. 分会基本情况——分会常委及委员单位分布

序号 单位名称 任职类别
1 北京大学 常务委员
2 河南师范大学 常务委员
3 华中师范大学 常务委员
4 辽宁师范大学 常务委员
5 南京大学 常务委员
6 南开大学 常务委员
7 清华大学 常务委员
8 山东大学 常务委员
9 上海交通大学 常务委员
10 浙江大学 常务委员
1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常务委员
12 中国科学院大学 常务委员
13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常务委员
14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常务委员

序号 单位名称 任职类别

15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委员

16 北京师范大学 委员

17 广西大学 委员

18 广西师范大学 委员

19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委员

20 兰州大学 委员

21 南京师范大学 委员

22 四川大学 委员

23 武汉大学 委员

24 西藏大学 委员

25 香港科技大学 委员

26 新疆大学 委员

27 云南大学 委员

28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核物理研究所 委员

29 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 委员

30 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所 委员

31 重庆大学物理学院物理系 委员

32 复旦大学 委员

33 中山大学 委员

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第十届委员会
共33家委员单位，其中14家常务委员单位



1）2022年，分会共组织召开2次分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会议审议内容包括：

1. 分会第十届委员会换届事项部署

2. 2022年高能物理大会报告、分会召集人、晨光杯论文

评审等安排

3. 2022年高能物理大会组织形式

4. 分会组织的战略规划进展情况

5. 中科院大科学装置中长期规划情况

会议名称 召开时间

第七次会议 2022年4月7日

第八次会议 2022年7月18日

2. 分会工作实施和完成情况



2. 分会工作实施和完成情况

第七次常委会议（2012年4月7日）：

 讨论确定了第十届委员会换届工作流程（沿用第九届委员会换届工作流程）

 讨论确定了新一届常委、委员名额分配及新增委员等事项

 讨论确定了2022年高能物理大会的大会报告人、分会召集人、晨光杯评委

 分会组织的战略规划进展

 中科院大科学装置中长期规划情况

 分会青年科学家奖评选工作部署

第八次常委会议（2022年7月18日）：

 第十届委员会换届工作部署

 讨论2022年高能物理大会组织形式



2. 分会工作实施和完成情况

2）奖项推选

 2021-2022年度中国物理学会王淦昌奖候选人推选（2021年11-12月）

 分会委员和常委提名候选人

 分会常委进行投票选举

 在票数多于2/3的候选人中产生高能物理分会的候选人，上报至物理学会



2. 分会工作实施和完成情况

3）活动组织

 “科学巨擘，天语解道——庆贺李政道先生九十五华诞”学术报告会

2021年10月10日在高能所召开，24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20余家科研

院所近200名专家代表出席了会议。



2. 分会工作实施和完成情况
 学术报告会共7个主题报告：
《李政道的成长过程》 ——叶铭汉院士

《从少年班到李政道研究所》——张杰院士

《李政道与早期建设中的BEPC/BES》——郑志鹏研究员

《李政道与BEPCII》——陈和生院士

《李政道与中微子研究》——何小刚教授

《李政道与重离子碰撞》——马余刚院士

《<现代物理知识>庆祝李政道先生95华诞专刊介绍》——张闯研究员

• 肯定了中国高能物理基础研
究在过去30余年取得的一系
列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成果

• 祝愿祖国高能物理事业蒸蒸
日上、健康发展，中国科学
家做出更多国际一流的重要
原创性成果



2. 分会工作实施和完成情况
4）学术期刊和科普宣传

• 2021年JCR IF为2.944，较2020年（2.145）提高37.2%。
• 在SCI收录的全球核物理领域的19种国际期刊里排名第7，粒子物理领域的29

种国际期刊里排名第14，同时位于粒子物理和核物理2区。
• 2021年Scopus CiteScore为4.2，位列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前30%。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IMP）
中国物理学会（CPS）



辐射探测技术及相关领域核心刊物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

主编： 李卫国

出版单位：

《辐射探测技术与方法（英文）》
编辑部
斯普林格•自然出版社（Springer 
Nature）

在核领域学会期刊分级中表现亮眼
•2021年12月《中国核学会核领域期
刊分级目录（2020）》 结果发布，
88本国内外核领域期刊进入分级目
录，其中T1级18本，T2级31本，被
评为T2级（唯一新刊，创办3年）

期刊影响力逐步提升
2021年Scopus CiteScore为1.4，在64种核
能与技术期刊中排名39，在76种核物理与高
能物理期刊中排名54

年出版量稳步增长

0.8

1.2
1.4

2019        2020        2021

-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 Electronics and system design
- Computer technology applications
- Particle acceleration technology
- Astroparticle technology
- Synchrotron-radiation based 
techniques and methods

研究领域

急需优质稿源提升
学术指标!!!



现代物理知识和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教育和传播

主办单位：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IHEP）

主编：张闯

出版单位：
科学出版社（CSPM）

年份 发文量 专题数目

2018 84 5

2019 77 6

2020 88 6

2021 82 6

多维度新媒体传播成效显著
• 2021年公众号发文量、公众号阅读量、以及长期转载白名单增幅显著
• CPC封面文章在《现代物理知识》公号上首发
• 2021年5月创办视频号，获得很好的关注和浏览
• 基于期刊平台的“校园宇宙线观测联盟CCOC”成果显著

年出版量稳定
2021年专题

科学号与海洋科学专题

慧眼成果专题

LHAASO发现PeV光子专题

LHC专题

缪子反常磁矩小专题

庆贺李政道先生九十五岁华诞

紧扣重大成果和事件策划专题



3. 组织战略研讨情况
1） 组织撰写“中国基于加速器的粒子物理发展战略”和“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战略规划”

 任务概况

分会副主任赵政国受基金委和科学院委托，负责组织“中国学科及前沿领域发展战略研究（2021-2035）”中的

“中国基于加速器的粒子物理发展战略规划”撰写，同时赵政国副主任受分会委托负责组织“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战

略研讨”。

 任务布置

组织召开基于加速器高能物理战略规划预备会，明确了规划撰写的内容框架、撰写章节负责人、时间节点、

经费资助形式。

 内容布局

发展战略报告分为高能量前沿、高亮度前沿、宇宙学前沿、理论、技术和应用几部分内容进行撰写，参与撰

写人员达100余人。

 进度安排

规划报告在2020年的高能物理战略研讨会前形成了初稿，计划在2021年11月形成终稿。



• 今年4月份赵政国副主任负责组织的“基于加速器的粒子物理发展战略研究”结题



3. 组织战略研讨情况

会议概况

 2021年10月11-12日，于高能所召开；

 来自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理论

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

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十多所高校

和研究所100余名专家代表现场参会，各地70余名

专家通过视频参加了会议。

2）组织中国物理学会高能物理分会2021年发展战略研讨会



3.组织战略研讨情况

会议内容
 会议主要报告包括：

《基于加速器高能量前沿战略（CEPC项目进展报告）》 （杨海军教授）
《国际态势》 （娄辛丑研究员）
《基于加速器高亮度前沿战略（STCF项目进展报告）》 （彭海平教授）
《宇宙线研究》 （曹臻研究员）
《暗物质研究》 （岳骞教授）
《中微子物理与天文学》 （温良剑研究员）
《微波背景辐射和宇宙学研究》 （李虹研究员）
《基本对称性检验和精确测量》 （卢征天教授）
《中国非加速器粒子物理战略规划撰写进展》 （刘江来教授）

 基于加速器的粒子物理发展战略讨论：在当前国际态势下，专家们从国家发展战略、百亿量级项目资助评价方式，到
未来科学目标、两大前沿的国内研发水平、国际合作布局、学科人才培养、科普宣传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讨论，对我国基
于加速器的高能物理发展战略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非加速器粒子物理发展战略讨论：专家们对“中国非加速器粒子物理战略规划”文本初稿提出了修改建议，并就未来
如何对领域类多项目进行规划整合作了深入探讨。



4. 我国高能物理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国家经济发展大趋势：GDP将很快世界第一

• 国际政治形势：如何实现既合作，又竞争

• 建设创新型国家对我们的要求：成为基础科学强国
 从“一席之地”到“领跑者”

 从“会干什么、在干什么”向“该干什么”转变

• 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处于转折点：科学上何去何从？
 从标准模型指导下的实验研究实验结果引导下的理论研究

 历史上科学都是在观测、实验和理论交替发展中进行的

 我们没有抓到标准模型的机会，我们能抓住下一个机会吗 ？

• 对革命性的新技术新手段的不懈追求

•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助力作用

科技部：基础科学十年规划
科学院：基础研究十条

“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
有”一席之地””

—— 邓小平1988.10.24在高能所

“希望你们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
来发展制高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

——习近平2013.07.17在高能所和中国
科学院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目标

• 2035年：世界科技强国
• 2050年：科技全面领先

美国2021 中国2021 中国2035 中国2050

GDP（万亿人民币） 140 100 150-200 300-400（人均3-4万美元）

R&D（%） 3 2.4 2.4 2.4

基础研究经费占GDP比（%） 15% 6 10 15

基础研究总经费（亿） 6300 1440 3600-4800 10800-14400

大科学装置相关经费与基础研
究经费占比（%）

10 ~5 8 10

大科学装置相关经费（亿） 630 ~72 288-384 1080-1440

高能物理研究/建设经费（亿） ~84 ~10 ~40-50 100-150

我们如何才能花好这些钱成为“并跑和领跑者”？

注：蓝色数据为网络上寻得，黑色数据是我估计的



几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国家基金委的经费已达到美国NSF经费的1/2，二者的成果产出是否可比？

• 高能所的年度总经费及人均经费已与美国FNAL基本一样，水平与成果呢？

• 成果需要积累，按照目前的规模积累到2035年，我们是否真的能与美国相等？

• 我们高能物理在国内的相对地位和经费比例不如美国，我们能否追到美国的水平？
或者我们能否维持目前的相对地位？

• 与其它领域不同，我们的任务目标需要提前规划至少十年。我们现在的所思所想
是否真能让我们实现2035的目标、成为“并跑或领跑者”？

• 我们的年轻一代是否已经做好准备？年长者是否起到了引领、帮助、托举的作用？

面临激烈的竞争，我们的水平与国际国内地位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美国高能物理的目标是什么？

• 参考本次大会韩涛教授（美国APS-DPF chair，Snowmass的主要组织者）
特邀报告

• 科学问题：
• 标准模型不能回答的问题

• 电弱对称性破坏和电弱相变，质量等级，味对称和味结构
• 暗物质，暗能量，反物质不对称，宇宙膨胀
• 引力的量子化和量子属性

• 基于加速器等大型装置的可能机会
• Higgs性质，复合粒子，Higgs的味道破坏和CP破坏
• 暗物质，WIMP等新的规范相互作用，新的基本粒子，味结构，味破坏

• 中微子物理和地下实验
• 理论前沿：中微子质量产生机制？如何在实验上进行观测？
• 宇宙学前沿：从宇宙学观测中测量全部中微子质量
• 能量前沿：中性重费米子与中微子质量产生的跷跷板机制？
• 中微子物理前沿：中微子质量等级？中微子是否是Majorana粒子？
• 稀有和精确测量前沿：带电轻子味道破坏意味着与中微子关联的新一类基本粒子？
• 暗物质，WIMP等新的规范相互作用

 超出标准模型新物理存在的
必然性，是粒子物理前沿研
究的驱动力，也是国际粒子
物理研究面临的机会和挑战

 我们是否正在抓这些机会、
迎接这些挑战？



• TeV e+e- 对撞机

• Muon 对撞机

• 100 TeV 质子对撞机

• Higgs factory

• LBNF/DUNE & Underground

• 等离子体加速器
• 强流质子加速器/强流e+加速器+muon 储存环

• 强场磁铁（高温超导）
• 超导高频腔，C3 液氮高频腔

• 强流质子加速器/液氩TPC

• 探测器技术：测量时间/位置/能量的
硅像素探测器，量子计算，量子器件，
AI/ML,大数据技术，。。。

• 加速器技术应用：光源，束流治
癌。。。

• 科普、教育、社会沟通。。。

美国高能物理实验的目标与途径是什么？

“The greater danger for most of us lies 
not in setting our aim too high and falling 
short; but in setting our aim too low, and 
achieving our mark” -- Michelangelo
“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
为其下”李世民《帝范》



成绩、危机和差距
• BEPCII/BESIII虽成绩斐然，但也受到LHCb的巨大挤压，Belle-II、PANDA也是威胁

• JUNO虽有技术优势，但尚未完成安装，仍面临挑战，科学上也受到DUNE的巨大威胁

• PANDA-x、CDEX等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但面临Xenon、LZ、Darwin等激烈竞争，
WIMP前景堪忧，暗物质研究需开辟新路径，如MOND理论、Axion等

• 双β衰变方案很多，创新性、可行性、时间进度及国际领先性等并不十分乐观

• LHAASO装置国际领先，形势大好，但宇宙线起源和加速机制的理论研究差距较大

• CEPC有望让我们成为高能物理的领跑者，因此也面临FCC和ILC的激烈竞争

• STCF相对容易，但是这也意味着我们不会因此成为高能物理的并跑和领跑者

• 我们参加LHC实验取得很大成绩，但还没有做到L1、L2 的管理岗位(发言人，物理协
调人，…) （5%也应该20年轮一次）

如何实现2035及2050目标？

• 技术以跟踪为主，即使指标领先，但原创的新思想、新方法、新技术很少

• 理论物理在国际上的地位与影响离国际并跑还有相当距离

2022

详见大会和分会报告



科学院大科学装置规划

• 首次在上级领导直接指导下制定规划（侯建国、李志刚领导）
• 侯院长：责任感使命感；体现国家意志，兼具国际视野，前瞻性、战略性、创新性；

聚焦前沿，统筹安排现有、新建、升级、预研等

• 李志刚：解放思想，转变思路，结合学科发展与国家需求做战略谋划

• 首次制定近期与长远相结合、可执行的规划
• 首次与国际接轨，汲取欧洲与美国战略规划的经验，制定高能物理大装置规

划，并建立国际咨询委员会
• 首次采用定量方法评估不同方案，期望实现民主与集中相统一，排出优先级
• 计划安排（经科学院审查批准）：

• 广泛征集大科学装置建议（~5个月）√

• 评估大科学装置规划建议（~5个月）

• 完成大科学装置规划建议（~5个月）



组织架构

规划工作小组

国际咨询委员会

国内咨询委员会

高能物理分会常委

秘书组

高能物理学界

院规划领导/工作组



规划工作小组 – 经科学院审查批准

组长：王贻芳（高能所）
副组长：赵政国（科大）、赵红卫（近物所）
秘书长：赵强（高能所）
规划工作小组成员（按照姓名首字母顺序排列）：
高杰（高能所）、高原宁（北大）、刘江来（上海交大）、娄辛丑（高能所）、
彭海平（科大）、王宏伟（上海高研院）、温良剑（高能所）、徐瑚珊（近物
所）、郑阳恒（国科大）、周善贵（理论所）、邹冰松（理论所）

职责：
1）制定工作计划
2）分头执行工作计划：

征求建议、制定、发布征求意见表、统计意见、总结报告
3）组织撰写规划书



2035目标（并跑、部分领跑）

• 有国际旗舰性的大型国家实验室（类似于CERN）
• 有国际旗舰性的大型装置（类似于LHC，LIGO）
• 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学成果（类似于希格斯、中微子振荡、引力波…）

• 有一批大科学家（类似于诺奖获得者，领域权威(Nima, Witten, Maiani…）,  
ATLAS/CMS/LHCb 发言人等, …）

• 有一批别人采用的重大新技术，包括新思想、新方法、新方案，有
别人愿意来学习、进修的实验室，有别人希望来使用的设备、装置

• 有大家都知道的新理论、新思想
• 有一大批能吸引国际同行前来学习讨论的科学家

欢迎大家（特别是中青年人）提出意见建议！让我们一起努力实现
“整体并跑部分领跑”的目标！



5. 本次大会组织情况

大会邀请报告：

1. 超出标准模型研究进展综述：韩涛（Pittsburgh Univ.）
2. LHAASO研究进展报告 ：曹臻（高能所）
3.   暗物质测量：马豪（清华）
4. 暗物质理论综述：刘佳（北大）
5. TeV 物理实验进展综述：李强（北大）
6. 中微子实验研究进展：占亮（高能所）
7. 中微子理论进展：葛韶锋（上海交大）
8. 格点 QCD 研究进展：丁亨通（华中师大）
9. 微扰QCD和精确计算研究进展：朱华星（浙大）
10. 振幅计算和有效场论研究进展：杨刚（理论所）
11. 高能重离子碰撞物理综述：黄旭光（复旦）
12. 强子物理实验研究进展：周小蓉（中科大）
13. 强子物理理论研究进展：吴佳俊（国科大）
14. 加速器最新原理和技术研究进展：李煜辉（高能所）
15. 未来对撞机研究进展（包括 CEPC 和 STCF）：李刚（高能所）

本次会议涵盖主题：

1. TeV物理和超出标准模型新物理

2. 强子物理与味物理

3. 重离子物理

4. 中微子物理、粒子天体物理与宇宙学

5. 粒子物理实验技术



5. 本次大会组织情况
 第十二届“晨光杯”青年优秀论文评选
评选活动于2022年3月10日启动，2022年4月30日截止

共收到9家单位15篇参赛论文



5. 本次大会组织情况

 第十一届“晨光杯”青年优秀论文评选

 截止2022年6月30日，16位初评评委对论文进行了评分

 根据初评得分，排名前11位的论文进入终评

 本次大会期间将进行论文终评报告答辩，拟评选出一等奖1-3名，二等奖3-6名

• 1．初评委员会（17人）（按姓氏拼音排序）：

常钦、陈莹、何会海、何吉波、黄庆国、李海波、李新强、刘江来、刘翔、刘佐伟、吴群、吴雨生、杨
振伟、张本威、张华桥、赵振华、庄胥爱

• 2．终评委员会（16人） （按姓氏拼音排序） ：

曹俊、曹庆宏、冯波、胡红波、金山、廖益、刘建北、马建平、沈肖雁、王萌、王青、王群、肖振军、
杨海军、郑阳恒、朱世琳

分会将设立青年科学家奖，由于疫情原因准备不及时，将留待下届学会领导执行



谢谢！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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