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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Cb 实验和中国组概况
2022年物理研究成果
实验升级与运行工作进展
总结与鸣谢



LHCb 实验

为重味物理设计
l 重味夸克稀有衰变和CP破坏

l 超出标准模型新物理间接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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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数：21
单位数：96
成员数：1546
作者数：1065

多用途探测器
l 强相互作用本质

l 奇特态和强子谱

l 电弱相互作用

l 重离子物理



质子质子对撞运行取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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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运行二期，LHCb采集了目前世界最大底强子/粲强子样本

探测器经过全面升级，正在试运行，明年将重新开始物理取数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停机 停机

运行一期
7/8 TeV
3 fb-1

运行二期
13 TeV
6 fb-1

运行三期
13.6 TeV



LHCb 运行取数：重离子对撞与打靶

重离子对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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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惰性气体作为固定靶

对撞类型 年份 能量 !"" 亮度

pPb/Pbp 2013 5.02 TeV 1.6 nb%&

PbPb 2015 5.02 TeV 10 µb%&

pPb/Pbp 2016 8.16 TeV 34 nb%&

XeXe 2017 5.44 TeV 0.4 µb%&

PbPb 2018 5.02 TeV ~ 200 µb%&
束流1

束流2注入气体



LHCb 中国组单位

LHCb 中国组现有单位 9家，教职工 35 名，成员 157 人，作者 110 人
l 今年新增教职工 5名，兰州大学新加入合作组

l 成员数/作者数均占 LHCb 国际合作组总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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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教师
人数

成员
人数

作者
人数

教师

清华大学 4 26 22 张黎明，朱相雷，龚光华，曾鸣

华中师范 4 27 13 谢跃红，尹航，张冬亮，周晓康

国科大 6 33 30 郑阳恒，吕晓睿，何吉波，钱文斌，刘倩，傅金林

武汉大学 3 10 4 孙亮，蔡浩，王纪科

高能所 6 18 12 王建春，李一鸣，姜晓巍，陈缮真，徐子骏，袁煦昊

华南师范 3 10 7 李衡讷，刘国明，胡继峰

北京大学 3 20 17 高原宁，杨振伟，张艳席

湖南大学 4 8 3 俞洁晟，张书磊，戴凌云，陈卓俊

兰州大学 2 5 2 刘凯，李培荣

（按单位加入顺序排列）

（截至2022/11/19）



合作组任职

管理顾问委员会（Management Advisory Board）
l 王建春（2020.09起）

成员委员会（Membership Committee）
l 杨振伟（2021.01-2022.12）

报告人委员会（Speakers’Bureau）
l 孙亮（2021.10∼2023.09）

l 张黎明（2019.10∼2021.09）

l 杨振伟（2017.10∼2019.09）

编委会（Editorial Board）
l 谢跃红（2022.12∼2024.11）

l 何吉波（2020.12∼2022.11）

探测器项目负责人
l 王建春（2022.07起）UT项目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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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工作组召集人
l 何吉波（2019.01∼2021.03）

l 张艳席（2018.01∼2021.03）

l 钱文斌（2018.01∼2020.03）

l 张黎明（2016.01∼2018.03）

l 杨振伟（2015.01∼2017.03）

l 谢跃红（2014.01∼201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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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Cb 中国组科研成果
中国组今年发表或投稿物理文章19篇(+4即将投稿), 占合作组总数 (64篇) 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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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玻色子极化测量 PRL 129 (2022) 091801

Z玻色子产生测量 JHEP 07 (2022) 26

纯重子衰变!"# → %%̅̅的寻找 arXiv:2206.06673 (PRD已接收)

!(")# → %%̅%%̅首次测量 arXiv:2211.08847 (已投稿PRL)

重子数破坏过程!)/+# → %,-的寻找 arXiv:2210.10412 (已投稿PRD)

."/."- 系统中观测到一个近阈共振结构0(3960) arXiv:2210.15153 (已投稿PRL)
arXiv:2211.05034 (已投稿PRD)

! → 5.."/6/中发现双电荷四夸克态78"#9 2900 #/// LHCb-PAPER-2022-026 (即将投稿)
LHCb-PAPER-2022-027 (即将投稿)

!# → ;/<=>?# 中发现7@"AB 4000 #四夸克态 LHCb-PAPER-2022-040 (即将投稿)

!- → ;/<ΛEp 发现含奇异夸克五夸克态 arXiv:2210.10346 (已投稿PRL)

发现新的GHI重子激发态 PRL 128 (2022) 162001

J88// → J8K/6/的发现 JHEP 05 (2022) 038

!- → Λ8/ EΛ8->-中确认多个粲重子态 arXiv:2211.0081 (已投稿PRD)

精确测量瞬时产生的Ω8和Ξ8重子寿命 Science Bulletin 67 (2022) 479

!8/ → !"#6/衰变分支比测量 arXiv:2210.12000 (已投稿JHEP)

双重味重子ΞN8/ 的搜寻 arXiv:2204.09541 (CPC已接收)

5 TeV能量下的 Υ产生截面 LHCb-PAPER-2022-036 (即将投稿)

pPb 对撞中Z玻色子产生 arXiv:2206.10213 (JHEP已接收)

铅铅对撞中;/<产生 JHEP 07 (2022) 117

铅铅对撞中粲夸克偶素的产生 arXiv:2206.08221 (已投稿JHEP)

铅铅对撞中粲强子产生截面 arXiv:2210.06939 (已投稿JHEP)

pPb对撞中D介子产生的核修正因子 arXiv:2205.03936 (已投稿PRL)

奇特强子态

传统强子谱
产生/衰变

稀有衰变

电弱作用

重离子物理



亮点成果： Z玻色子产生和极化测量

LHCb对应质子PDF较大/较小x区间，与ATLAS/CMS有良好互补性

使用二期运行全部数据测量Z玻色子的产生截面，精确检验标准模型，
并提供PDFs全局拟合的重要实验输入

首次在前向区域测量Z玻色子的极化参数，以更好理解其产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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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大

PRL 129 (2022) 091801JHEP 07 (2022) 26

低质量区间实验与
理论预言偏差较大，
有待进一步理解



亮点成果：稀有衰变

对纯重子衰变!"# → %%̅ 分支比设置上限，并获得最精确 !# → %%̅ 分支比
l ℬ !"# → %%̅ < 4.4×10./ @90%CL
l ℬ !# → %%̅ = (1.27 ± 0.13 ± 0.05 ± 0.03 )×10.=

首次发现纯重子衰变!# → %%̅%%̅ 衰变和 !"# → %%̅%%̅ 迹象
l ℬ(!# → %%̅%%̅) = (2.2 ± 0.4 ± 0.1 ± 0.1)×10.=
l ℬ(!"# → %%̅%%̅) = (2.3 ± 1.0 ± 0.2 ± 0.1)×10.=

首次在LHC上寻找重子数和轻子数同时破坏的B介子衰变过程 !"/?# → %@.
l ℬ !# → %@. < 2.6×10./@90%CL
l ℬ !"# → %@. < 1.2×10.=@90%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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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

湖大

武大

arXiv:2206.06673 
(PRD已接收)

arXiv:2211.08847
(已投稿PRL)

arXiv:2210.10412 
(已投稿PRD)

!# → %%̅ !?,"# → %%̅%%̅ !# → %@.



亮点成果：发现新奇特强子态

首次观测到 !" → $%"$%&'" 衰变

并在$%"$%& 系统中首次观测到近阈共振结构((3960)
与理论预言的/ ̅/11̅四夸克态相符，234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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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科大

arXiv:2210.15153 (已投稿PRL)
arXiv:2211.05034 (已投稿PRD)

由清华大学博士生陈晨在
CERN seminar首次发布



亮点成果：发现新奇特强子态

在! → #$$%&'&/)衰变中首次观测到双电荷四夸克态
*+%̅-. 2900 &&(345̅6̅)及其同位旋伙伴*+%̅-. 2900 -(365̅84)
分析使用中国组开发的通用型快速分波分析软件TF-PWA

结果受到多家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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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 &&9:8;<= >?<< <

国科大，清华

LHCb-PAPER-2022-026 (即将投稿PRL)
LHCb-PAPER-2022-027 (即将投稿PRD)



亮点成果：发现新奇特强子态

通过!" → $/&'("和 !) → $/&'(*)联合拟合，在$/&(*) 系统中发现
四夸克态 +,-./ 0111 1 的存在证据

l 预计为LHCb实验在$/&("系统中发现 23456 4000 " 的同位旋伙伴

l 假设同位旋对称性，显著性 5.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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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北大

LHCb-PAPER-2022-040 (即将投稿)

!" → $/&'("

!) → $/&'(*)



亮点成果：发现新奇特强子态

在!" → $/&')̅ 衰变中发现首个
含奇异夸克五夸克态 *+,- 4338 1

l 质量接近 234 阈值

l 显著性 > 108
l 自旋取值偏向1/2-

在 CERN seminar 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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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大

arXiv:2210.10346 (已投稿PRL)



亮点成果：双重味强子

发现双粲重子新衰变模式 !""## → !"%#&#
l !"%# → !"#' 部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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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大

JHEP 05 (2022) 038 arXiv:2204.09541 (CPC已接收)

双重味重子 !("# 首次搜寻

l 利用!("# → )/+!"# 末态

l 6571 MeV和6694 MeV处有局

部（全局）显著度4.3(2.8) ,和

4.1(2.4) ,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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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 13
arXiv:2210.12000 (已投稿JHEP)



亮点成果：底重子和粲重子

在!"#$%&'末态中发现2个新的("#
重子 ()*+) 激发态

新粒子的质量和diquark-quark简
化模型预言的("# 1D 双重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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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

PRL 128 (2022) 162001

在,% → Λ/'0Λ/%$% 衰变中确认
多个 (/# 重子 (1*2) 激发态

确认B工厂发现的(/ 2930 #为
质量接近的两个共振态

高能所

arXiv:2211.0081 (已投稿P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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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成果：重离子物理

pPb对撞中的Z玻色子产生
l 研究nPDF和冷核物质效应的重要探针

l 首次给出了pPb数据前向区域Z产生微
分截面、核修正因子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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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大

arXiv:2206.10213 (JHEP已接收)

arXiv:2206.08221 (已投稿JHEP)

超周边 PbPb 对撞中粲偶素产生

l 通过光-核相互作用产生，是研究胶子
分布函数和QCD的重要探针

l 给出了当前前向区域最精确的!/"测量
结果，首次"(#$)相干产生的测量、首
次!/"和"(#$)相干产生随横动量微分
截面测量、首次"(#$)与!/"截面比例
测量等



亮点成果：重离子物理

精确测量质子-铅核碰撞中的粲强子产生，研究核部分子分布函数
（nPDF）等冷核物质效应
l 前向：核修正因子小于1，与nPDF和CGC等冷核物质模型符合

l 后向：高横动量核修正因子低于1以及nPDF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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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Xiv:2205.03936 (已投稿PRL)

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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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Cb 升级和运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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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cm)&s)+

2×10%%cm)&s)+

1.5×10%/cm)&s)+

一期升级
• 亮度 ×5 提升
• 移除硬件触发
• 径迹系统全部更换

二期升级
• 亮度 ×7.5 提升
• 可处理事例堆积
• 抗辐照的子探测器

瞬
时
亮
度

积
分
亮
度



LHCb 升级和运行：中国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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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cm)&s)+

2×10%%cm)&s)+

1.5×10%/cm)&s)+

一期升级
• 光纤径迹探测器SciFi
• 上游径迹探测器UT

二期升级
• UT升级预研
• 量能器ECAL预研

瞬
时
亮
度

积
分
亮
度

网格计算

软件/服务：核心软件、触发、数据处理、刻度、…



闪烁体光纤径迹探测器SciFi

共524,000通道SiPM，PACIFIC提
供64通道读出

中国组（清华）承担
l 设计研制PACIFIC前端电子学板
（与海德堡合作）

l 生产全部2528套PACIFC，并完成
一半测试标定

l 研制质量控制系统用于电子学测
试，提供11套给合作者各单位

SciFi已完全安装到位，在束流中
试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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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径迹探测器UT

中国组（高能所牵头）在UT准备中：
l 利用国内设施多次验证前端读出芯片抗辐照性能

l 负责控制软件ECS和探测器安全系统DSS开发

l 设计、生产安装所需的辅助电子学板（高能所，湖大）

UT安装正在进行，中国组（高能所/湖大/华中师大/兰大/国科大/清华/
华南师大）成员是安装骨干
l 已完成C-side，A-side正在进行，预期2023年3月完成

2022/11/24 24C-side 安装完成C-side第一条stave安装

芯片辐照测试@北京

芯片辐照测试@东莞



UT 升级

中国组论证二期升级中UT升级的必要性，并首次提出基于CMOS像素
探测器的系统设计
l 开展像素型UT的数字建模，为模拟工作打下基础

l 探索可用于UT和其他未来对撞实验的高压CMOS技术

l 高能所王建春被任命为UT项目副负责人（负责升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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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HCb UpgradeII TDR, CERN-LHCC-2021-012

Y. Li et al, NIM A 1032 (2022), 166629 



电磁量能器ECAL 升级

LHCb 1b和2期升级电磁量能器R&D，高颗粒度、高抗辐照、具有较好
时间探测能力(< 50 ps)
中国组（北大、清华、武大）开展预研工作
l 钨结构3D打印，检测表面粗糙度：已分2批搭建4个小模块，测试结果良好

l GAGG闪烁体性能

l 利用$% → '∗)关键物理过程开展ECAL性能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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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12*12 cm 
shashlik

6*6 cm 
shashlik

4*4 cm 
shashlik

SPACAL-SiTiming
(1.5 cm for 
SPACAL and 5mm 
for silicon)

SPACAL-SiTiming
(1.5 cm for 
SPACAL and 5mm 
for silicon)

3D打印钨
结构模块

基于升级后ECAL概念的$% → '∗)单光子过程模拟



WLCG网格计算

依托高能所计算中心，2018年建立LHCb 实验二级网格站点，得到整
个中国组（北大/华南师大/国科大/高能所等）共同支持

现有1680 CPU核，375 TB 硬盘存储空间

2022年可靠性99.95%, 同类站点排在第 3名（共4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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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优化等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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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Run 3早期数据进行电磁量
能器刻度 (华中师大)

合作开发基于FPGA的寻迹算法，
提高HLT1下游寻迹速度（国科大）

参与物理分析集中处理系统开发，自动检测Ntuple是否符合预期（国科大）

LHCb软件性能分析和回归系统开发，检测性能变化（国科大）

参与软件模拟、担任Simulation子工作组召集人（华南师大）

参与Run 1-2数据集中初选处理、担任Stripping coordinator（高能所）

……



欢迎关注 CLHCP 相关会议报告

大会报告
l 尹航：Recent EW and QCD results from LHCb

l 吕晓睿：Exotic hadrons at LHCb

l 俞洁晟：Search for new physics and rare decays at LHCb

l 袁煦昊：LHCb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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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味物理分会报告

邓剑桥 Z boson production studies at LHCb

李天齐
LHCb measurements of Quarkonia Production in 
Ultraperipheral PbPb collisions and Z production in 
pPb collisions

赵好强 B(s)0 -> p pbar p pbar at LHCb

王纪科 Searches for (very) rare b decays at LHCb

王嘉璐 Upsilon production at 5 TeV at LHCb

沈志宏 Recent results on hidden-charm tetraquark at LHCb

邹全 Study of the B -> Lc Lcbar K decay at LHCb

史琦 Bc decays at LHCb

王剑桥 D0 modfication factor at pPb collisons@ 8.16 TeV at 
LHCb

杨双莉 Observation of doubly-charged tetraquark candidate 
at LHCb

周亦雄 Doubly heavy baryons at LHCb

探测器分会报告

姜晓巍
Glance at Chinese LHC Grid 
Computing Platform

盛书琪
LHCb Upstream Tracker: installation 
and upgrade plan

费家乐
Simulation study of novel Mixture 
ECal for LHCb UpgradeⅡ

Giulia Tuci FPGA-based tracking

姜啸捷
Radiation study of SALT chip for 
LHCb UT

高洋 LHCb ECAL calibration in Run 3

Dima Popov LHCb PR test



国际会议报告

本年度LHCb中国组成员代表合作组做国际会议报告 38 次（合作组总
报告数334次）
l 包括Lepton-Photon, Moriond, Quark Matter (4个), LHCP (3个), SQM (4个), 

CERN seminar, ICHEP (8个)等多个高规格报告

担任国际会议召集人：
l 王建春（高能所），convenor of “Detectors for future facilities, R&D, 

novel techniques”session, ICHEP2022, 2022-08

l 张艳席(北京大学)，convenor of Heavy Ions session, LHCP10 conference,
2022-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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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衡讷（华南师大），“Study of pPb and PbPb collisions in the forward direction”, Lepton Photon 2021,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 2022.01.10-14.

2. 尹航（华中师范大学），Z and W physics with the LHCb detector, Moriond EW conference, 2022-03-13

3. 李天齐（华南师大），“Probing the valence quark region of nucleons with Z bosons at LHCb”, Quark Matter 

2022, Krakow, Poland, 2022.4.4-10

4. 罗毅恒（清华大学） ，, Prompt open charm production in 5.02TeV pPb collisions with LHCb, Quark Matter 

2022, 2022-04-04

5. 辜晨曦（清华大学), Prompt $D^+$ and $D_s^+$ production in 8.16TeV $p$Pb collisions at LHCb,  Quark 

Matter 2022, 2022-04-04

6. 杨迪（清华大学）, Prompt $\Lambda^+_c$ production and $\Lambda^+_c$/$D^0$ ratio in pPb collisions at 

8.16 TeV by LHCb, Quark Matter 2022, 2022-04-04

7. 汪小琳（华南师大），“Quarkonia Production in Ultraperipheral PbPb collisions at LHCb”, DIS 2022, 

Santiago de Compostela, Spain, 2022.5.2-6

8. Nathan Grieser (高能所), Analysis user experience with Python HEP data science tools in LHCb, IRIS-HEP

workshop, 2022-04-25

9. Mark Tobin (高能所), LHCb performance highlights, LHCP 2022, 2022-05-16

10. 孙亮（武大），Searches for lepton flavour violating decays (exp), LHCP 2022, 2022-05-17

11. 韩群东（华中师范大学），Recent measurements sensitive to PDFs, LHCP conference, 2022-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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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艳席（北京大学）， Overview of recent results from the LHCb experiment, Strangeness in Quark matter,

Plenary, 2022-06-13

13. 李衡讷（华南师大），“Probing the valence quark region of nucleons with Z bosons at LHCb”，SQM 2022, 

Busan, Republic of Korea, 2022.06.13-17.

14. 段为松（华南师大）， “Quarkonia production in ultraperipheral PbPb collisions at LHCb”, SQM 2022, 

Busan, Republic of Korea, 2022.6.13-17

15. 辜晨曦（清华大学）, Multiplicity-dependent production of heavy mesons with strangeness in small systems at 

LHCb, the 2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trangeness in Quark Matter, 2022-06-13

16. 陈晨（清华大学）, Particle Zoo 2.0: New tetra- and pentaquarks at LHCb (Part II), CERN seminar, 2022-07-05

17. 胡文华（北京大学）， Beauty to charmonuim decays at LHCb，ICHEP, 2022-07-06

18. 边苓竹（武大），Lepton Flavour Violation at LHCb, ICHEP2022, 2022-07-06

19. 王建春（高能所），Flavour physics at the HL-LHC: LHCb upgrade II, ICHEP2022, 2022-07-06

20. 李衡讷（华南师大），“LHCb measurements of Quarkonia Production in Ultraperipheral PbPb collisions and Z 

production in pPb collisions”， ICHEP 2022, Bologna, Italy, 2022-08 .

21. 王剑桥（清华大学）, Heavy flavor and exotic production at LHCb， the 4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gh 

Energy Physics (ICHEP2022), 2022-07-06

22. 陈晨（清华大学），Excited charm meson spectroscopy at LHCb， ICHEP2022， 2022-07-06

23. 马瑞廷 (中国科学院大学), Studies of mesonic exotic states at LHCb, ICHEP 2022, 2022-07-06

24. 敖冬（中国科学院大学），Spectroscopy and decays of b-hadrons at LHCb，ICHEP2022，2022-07-06

25. 辜晨曦（清华大学）, LHCb heavy flavour and quarkonium results in small systems, the 8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Heavy Flavor Production in Nuclear Collisions, 202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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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赵好强（湖南大学），Search for the rare baryonic decays of beauty hadrons at LHCb， The 13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e- collisions from Phi to Psi，2022-08-18

27. 杨友华(中国科学院大学) , LHCb highlight, X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Frontiers in Physics, 2022-09-05

28. 傅金林，pentaquark at LHCb, STRONG2020, 2022-9-13

29. 汪小琳（华南师大），“Quarkonia Production in Ultra-peripheral PbPb collisions at LHCb”，Diffraction and Low-x 

2022, Corigliano Calabro, Italy, 2022.09.24-30

30. 卢秋蝉（华南师大），“Quarkonium photoproduction in nuclear collisions at the LHC”, QWG 2022, Darmstadt, 

Germany, 2022.09.26-30

31. 陈晨（清华大学）, Observation of a charmonium-like state in Ds+ Ds- at LHCb, QWG2022, 2022-09-26

32. 杨振伟（北京大学）， Exotic hadrons at LHCb, APCTP workshop: ExHIC, Plenary, 2022-09-29

33. 蒋艺（中国科学院大学），Tetraquark studies at LHCb, Implications of LHCb measurements and future prospects, 2022-

10-20

34. 谢跃红（华中师范大学），Overview of Beauty Physics experiments, CEPC 2022, 2022-10-25

35. Giulia Tuci（国科大）， Real-time tracking on FPGAs at LHCb， ACAT2022， Bari (Italy)，2022-10-27

36. Dmitry Popov （国科大），Quality assurance of the LHCb simulation （Poster）， ACAT2022 （ The 21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Computing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in Physics Research）， Bari (Italy)，2022-10-27

37. Giulia Tuci（国科大）， Status and prospects on CPV in charm and beauty decays at LHCb， ACAT2022（ The 21st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Computing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in Physics Research ）， Workshop on status 

and perspectives of physics at high intensity， Frascati (Italy)，2022-10-27

38. 方勃（武大），LFUV searches at LHCb, Discrete 2022， 202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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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清华大学博士毕业生王梦臻获得“第七届LHCb优秀博士论文奖”
l 首位中国学生获得此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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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总结

LHCb 中国组影响力稳步扩大
l 9家单位，35名教师，总人数157人，均比去年有所增长

l 多人担任管理职务

科研成果突出
l 主导发表或投稿合作组论文19篇（4篇即将投稿），占合作组总数近30%

l 保持奇特和传统强子态研究的优势外，在稀有衰变、电弱作用、重离子方
面也取得出色成果

在探测器升级和运行方面贡献稳步增加
l 一期升级：SciFi圆满完成，在UT安装中发挥骨干作用

l 二期升级：积极参与UT和ECAL升级预研

l 在网格计算、软件服务上持续稳定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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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科技部
l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科学装置前沿研究”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l NSFC-CERN国际合作项目

l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l 积极争取竞争性项目：青年、面上、重点、人才项目

中国科学院

成员单位和其他渠道的人才项目

感谢科技部、基金委、科学院、教育部和成员所在单位多年来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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