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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ARES Deep Sea Neutrino Telescope 

2.5km 

885PMT 



IceCube is comprised of 86 cables, each holding 60 digital optical modules (DOMs). 

Icecube Neutrino Observatory 



IceCube is comprised of 86 cables, each holding 60 digital optical modules (DOMs). 



Concept of ARIANNA array on Ross Ice Shelf, Antarctica. Each station, separated by 0.3 

km (high resolution)-1.0 km (high sensitivity) on a square grid, is comprised of 8 log-periodic dipole 

antennas that point down. Note that the stations are not drawn to scale. The striped pole in the center 

schematically represents the site for data collection, archiving and off-site transmission All stations 

communicate by wireless network protocols to other local stations and the central hub  （144 stations） 

ARIANNA (Antarctic Ross Iceshelf ANtenna Neutrino Ar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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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mic air showers can also be 

detected through radio emission 

around 100M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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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igh energy neutrinos detection through tau 

production in rock  and decay in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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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trino detection at TREND 

• High mountains: 

– Additional target for n 

– Screen for CR showers 

• Environment: few RFI 

sources+very little 

thunder activity 

• Radio optimal for 

inclined showers 

detection (?) 

Ulastai 

TREND 

新疆天山 

天然和理想的宇宙中微子探测实验室 



台   址 

• 位于我国新疆天山乌拉斯台地区(海拔2650m) 

• 从乌鲁木齐驱车5小时，越过海拔4800米的胜利达坂 

• 无线电环境优良，气候恶劣（极端最低温度-40摄氏度） 

Urumqi 

Ulastai 

AM emitters 

TREND  

@ Ulastai 



（核心技术：模数转换卡） 

采样率:    200MSPS 
精度：     8b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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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数据采集系统 



Phase I  (2009) 



TREND prototype performances 

• Reconstruction performances : plane track 

4-antennas 

s = 8° 

5-antennas 

s = 5° 

6-antennas 

s = 2° 



TREND 2nd phase 

(2010) 

• 15 antennas  

• 3 scintillators :    

ground array for EAS 

detection cross-check 



塑料闪烁体（2010年2月安置） 





Geomagnetic pole 

Astropart Phys 34 (2011)  First 25 events detected in 2010 



Astropart Phys 34 (2011) 
(arXiv:1007.4359) 

重要意义：提供探测高能宇宙射线的新手段
（简单、经济、接收面积大、灵敏度高） 

国内第一次非探测器手段发现宇宙射线事例 



21CMA Pod 

第三阶段： 2011年布设 



TREND 

Phase III:  50 Butterfly Antennas set up 

 



目前进展:    TREND-50    (2011-2013) 

• 50个单极化天线已部署在21CMA基地台址 

• 世界上首次实现了自触发的射电方法EAS探测 

 

 
东-西极化方向探测数据: 320个EAS候选事件 (理论预言) 



下一步计划  

• 由30个天线组成的原型阵列    (    ) + 21 

个闪烁体计数器 (    )  

• 每一个原型单元由一个三极化天线+一
个采集单元构成 

• 更高的探测效率(背景扣除、灵敏度) 

• 更高的事件重建精度 

• 如果得到验证，只需放大规模，即可实
现更高灵敏度的探测 

 



关键技术 

• 自成一体的远端信号采
集系统 

– 远端直接采样，回传
数字信号 

– GPS时钟同步系统 

– 自成一体，为未来的
大规模部署提供条件 

高速串行传输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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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队伍 

 

• 中国： 
–国家天文台： 

• 武向平，邓建榕，赵蒙，李宽君，顾俊骅，张建立等 
–高能物理研究所： 

• 苟全补，胡红波，刘振安，张毅，张吉龙，郭义庆，冯朝阳，F. 
Hernandez等 

    - 其它合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 法国： 

– LPNHE: O. Martineau-Huynh (在华五年) 
– SUBATECH: P. Lautridou, O. Ravel, ... 
– LPC-Clermont: V. Niess 
– CC: F. Hernandez 

 
• 美国: 

– UCI: M. Schernau 

 

中方PI： 武向平 院士        

法方PI：  Olivier Martineau-Huynh 研究员 



合作优势 

中方 

• 21CMA经验 

• 无线电环境优良的台址 

• 数据采集系统经验 

• 粒子物理良好背景 

法方 

• 长期粒子物理研究经验 

• 射电方法EAS探测的经验
(CODALEMA) 

• 相应的数据采集和处理算
法 

 

中法天体物理“起源”联
合实验室 LIA   

（中方主任 ：武向平）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FCPPL  

（法方主任：Martineau-

Huynh） 

也是本项目PI 



实验现场 



经费情况 

中方已经投入： 

       

       1.  973“宇宙第一缕曙光探测”项目：   300万元 

       2.  中科院外国专家特聘研究员：51.5万元 x 2年 

       3.  中科院外籍青年科学家：16.5万元 

       4.  国家基金委（外籍青年科学家匹配）：10万元 

       5.  国家基金委面上项目（高能所）：104万元 

       6.  国家天文台特别支持：190万元 

法方已经投入： 

       

       1.  CFPPL：    21万欧元  (差旅+器件) 

       2.  IN2P3：     15万欧元   (人员费) 

       3.  CNRS：     7.5万欧元  (设计和研发) 

        



申请经费 

（120万元） 

 

       1.  支持国际交流差旅费 

       2.  支持赴实验基地旅费 

       3.  支持法国同行来华生活补贴 



感谢各位专家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