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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信息 

奖项种类：自然科学奖 

项目名称：强子物理中若干物理问题的研究 

完成人：李刚，陈莹，王伟，刘晓海，邵凤兰 

完成单位：曲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大学 

二、项目简介 

普通强子包括由一对正反夸克构成的介子和由三个夸克构成的重子，而量子色动力学还

允许胶球、混杂态、多夸克态、强子分子态等奇特强子态的存在。研究强子的内部结构以及

可能存在的奇特强子态是人类探索物质微观结构的重要前沿领域。该项目从理论方面对强子

物理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做出了若干创新性的工作，为国内外大科学装置上的物

理实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和支持。项目组的研究成果包括以下五方面：  

一、在国际上首次利用格点QCD数值模拟方法计算了J/psi辐射衰变到标量胶球的分支比，

这是迄今为止最可靠的关于标量胶球辐射产率的量子色动力学理论预言。对比标量介子

f0(1370)、f0(1500)和f0(1710)现有实验数据，该结果支持f0(1710)作为标量胶球的候选者。 

二、通过在重夸克偶素衰变中引入非微扰长程相互作用机制，合理解释了粲偶素的M1

辐射跃迁过程𝐽/ψ → γ𝜂𝑐和ψ′ → γ𝜂𝑐(γ𝜂𝑐
′ )这个强子物理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建立起较为

系统和完整的图像，即中间强子圈的贡献作为粲偶素衰变中长程相互作用的主要贡献是我们

理解目前粲偶素衰变中诸多疑难的关键，同时建立起了OZI规避、“非淬火”效应、强子圈机

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联。 

三、利用有效拉氏量方法和非相对论有效场论方法，对奇特强子态候选者Zc(3900)/ 

Zc(4025)、Zb(10610)/Zb(10650)的隐粲（隐底）衰变中的耦合道效应进行了系统研究，这既合

理解释了实验结果，又获取了有关重介子圈跃迁动力学的信息。另外我们建议在Xb的的辐射

衰变中寻找Xb，这可以为Belle-II实验上寻找Xb提供理论支持，具有重要的创新性。 

四、通过引入三角奇异性机制，我们指出Zc(3900)可能是由于相关重散射过程振幅中包

含运动学奇点（三角奇点），这个奇点的出现使得J/psi pi的不变质量谱中出现Zc(3900)的类共

振峰结构。相对于多夸克态、分子态等对于Zc(3900)的理论解释，我们所引入和发展的三角

奇异性机制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模型无关的非共振态解释。这对于准确理解奇特态候选者

Zc(3900)以及Y(4260)的内部结构和产生方式等非常有帮助。 

五、提出通过重味介子弱衰变揭秘奇特强子态内部结构的新场所，重点利用重味粒子弱

衰变过程，预言了Bc和Bs衰变过程形状因子，研究了奇特态强子产生的几率，并提出了检验

奇特强子态的新过程，对于确认内部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组的成果得到了包括 LHCb、Belle、Babar、BESIII 等国际上著名的大型实验组以

及国内外著名粒子物理学家在内的高度评价和大量引用，所提供的 8 篇代表性论文均为 JCR

一区，SCI 他引 185 次，单篇 SCI 他引最高 52 次。 

三、提名单位意见 

    提名单位：山东省教育厅 

该项目针对强子物理中若干前沿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完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工作。研

究内容包括： 一、J/psi辐射衰变到标量胶球的研究。二、重夸克偶素辐射衰变中非微扰效

应的研究。三、奇特强子态中耦合道效应的研究。四、散射振幅中运动学奇点与奇特强子态

的关联研究。五、通过重味粒子弱衰变探测奇特强子态性质的研究。 



本项目取得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成果，8篇代表性论文全部发表在粒子物理学国

际权威期刊上，其中《Physical Review Letters》1篇、《Physical Review D》5篇、《Physics 

Letters B》1篇《European Physical Journal C》1篇。所提供的8篇代表作均为JCR一区，

8 篇代表作SCI他引185次，单篇SCI他引最高52次。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得到国际

上著名的LHCb、Belle、Babar、BESIII等大型实验组、国内外著名粒子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

在该领域有较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 

我单位认真审阅了该项目提名书及其附件材料，确认真实有效，相关栏目符合填写要求，

按照要求完成人所在单位进行了公示，确认完成人、完成单位排序无异议。 

按照山东省自然科学奖授奖条件，建议该项目提名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四、客观评价 

8篇代表性论文SCI他引 185次，单篇SCI他引最高 52次。引用者中既包括诸如BESIII、

Belle、Babar、CDF、LHCb 等国际著名的大型实验组，也包括国际领军的粒子物理学家，如

L.Maiani 教授(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前所长、意大利大学科研部科技委员会应用研究基金前主

席、狄拉克奖章获得者、樱井奖获得者、著名的 GIM 机制提出者之一)、G.Peter Lepage 教

授 (樱井奖获得者、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先驱、康奈尔大学人文与科学学院前院长 )、

M.B.Voloshin 教授(樱井奖获得者)、Ulf-G.Meissner 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莉泽·迈特纳奖

获得者)、Jonathan L.Rosner 教授(美国物理学会场与粒子部主席)等。 

代表性论文[1]的客观评价：代表性论文[1]发表之后，随即得到了 BESIII 实验组的关注，

他们在[Phys.Rev.D87,092009](见附件9)中的结果支持我们将 f0(1710)作为标量胶球候选者的

结论，原文如下“Recently, the production rate of the pure gauge scalar glueball in J/psi radiative 

decays predicted by the lattice QCD [35] was found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production rate of 

J/psi radiative decays to f0(1710); this suggests that f0(1710) has a larger overlap with the glueball 

compared to other glueball candidates [e.g.,f0(1500)].In this analysis, the production rates of 

f0(1710) and f0(2100) are both about 1 order of magnitude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f0(1500) and no 

clear evidence is found for f0(1370), which are both consistent with, or at least not contrary to, 

lattice QCD predictions.”，其中引文[35]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1]。BESIII 实验组最近工作

[Phys.Rev.D98,072003]的实验结果也支持我们的结论。 

Steven D. Bass 等在综述文章[Rev.Mod.Phys.91,015003，IF 为 36.367]中介绍胶球与介子

耦合时重点引用了 4 篇具有代表性的格点工作，其中就包括我们的工作，原文如下“Glueballs, 

postulated bound states of gluons with integer spin, may also couple strongly to the eta’ and eta. 

Glueball states are found in lattice pure glue theory with mixing with quark-antiquark mesons 

induced in full QCD (Gregory et al., 2012a; Gui et al., 2013; Morningstar and Peardon,1999; Sun 

et al., 2017)”，其中的引文[Gui et al.,2013]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1]。 

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 Stanislaus Janowski 等人在[Phys.Rev.D90,114005]中得到与我们相

一致的结论，原文如下“Here, we reanalyze this issue in a full three-flavor study of the eLSM and, 

quite remarkably, our outcome is now unique: we find that f0(1710) is predominantly the gluonic 

state. This result is in agreement with the original lattice study of Ref. [23], with (some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solutions of Refs. [6,24] and, interestingly, with the recent lattice study of J/psi 

decays in Ref. [25].”，“We have found that the resonance f0(1710) is predominantly a glueball state, 

as was also obtained in Refs. [6,23–25]”，这里的文献[25]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1]。维也纳

技术大学的 Frederic Brünner 等人的工作[Phys.Rev.Lett.115,131605]、台湾中研院物理研究所

郑海洋教授等人的工作[Phys.Rev.D92,094006]都支持我们将 f0(1710)作为标量胶球候选者的

结论。 

代表性论文[2]的客观评价：在代表性论文[2]中，通过引入中间强子圈机制自洽地同时



解释了三个辐射衰变过程，并预言了其他辐射衰变过程。 BESIII 实验组在

[Phys.Rev.Lett.109,042003](见附件 10)中重点介绍了我们的工作，原文如下“A recent 

calculation [11] that includes contributions from loops containing meson pairs finds a strong 

cancellation that results in a partial width of (0.08\pm 0.03)keV and a branching fraction of (2.6 \pm 

1.0)*10^{-4} ” , 其 中 引 文 [11] 即 为 我 们 的 代 表 性 论 文 [2] 。 BESIII 实 验 组 在

[Phys.Rev.D89,112005]中的引言部分中整段重点介绍我们的工作，原文如下“…, due to the 

nonvanishing photon energy in the decay, higher multipoles beyond the leading one could contribute 

[15]. Recently, the authors of Ref. [15] calculated the partial decay widths …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from the intermediate meson loop (IML) mechanism, which 

is important for exclusive transitions, especially when the mass of the initial state is close to the 

open channel threshold. Experimental measurements of the branching fractions will be very helpful 

for testing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nd providing further constraints on the IML contributions.”，同

时，我们关于 psi(3770)辐射跃迁到 eta_c 和 eta_c(2S)的理论预言也得到了实验的验证，其中

引文[15]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2]。 

国际著名的粒子物理学家、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物理学会核物理最高奖莉泽·迈特纳

奖获得者 Meissner 教授在[Phys.Rev.Lett.109,062001]中强调我们引入的中间强子圈机制至关

重要，原文如下“Although parameter-free predictions for M1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S-wave heavy 

quarkonia are not possible, as noted in Ref. [32], the charmed meson loops are still expected to be 

crucial [36,37].” 其中引文[36]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2]。 

代表性论文[3]的客观评价：长江学者、国家杰青、北京大学朱世琳教授课题组在其综述

文章[Phys. Rep.639,1](见附件 11)中列举关于这些跃迁的理论工作时，重点引用了这篇论文。

原文如下“These trans- itions were also studied via the intermediate BB meson loops in Ref. [456] 

and via the triangle diagrams in Ref.[457].”其中引文[456]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3]。日本大

阪大学的 A.Hosaka 教授等在[Phys.Rev.D89, 074029]中提到“In the hadronic molecular picture, 

the diagrams contributing to the decay Zb → Upsilon(nS) pi are described with the intermediate 

B(*) and B(*) meson loops at lowest order [11,12].”，其中的文献[12]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3]。 

代表性论文[4]的客观评价：代表性论文[4]的结果发表后，得到了 BESIII 实验组的高度

关注。在 BESIII 的工作[Phys.Rev.Lett.111,242001;113,212002;115,112003]中均对我们的工作

进行重点介绍。例如，BESIII 实验组在[Phys.Rev.Lett.115,112003](见附件 12)中论述到

“Because the Zc couples to charmonium and has electric charge, it can not be a conventional qq 

meson, but must contain at least two light quarks in addition to a cc pair. Proposed interpretations 

for Zc include hadronic molecules, hadro-quarkonia, tetraquark states, and kinematic effects [6].” 

其中引文 [6]包括我们的代表性论文 [4]。北京大学朱世琳教授课题组在其综述文章

[Phys.Rep.639,1. IF 为 17.425]中介绍以往的 Zc 的产生和衰变重要工作时，重点引用了我们

的工作。原文如下“Hidden-charm decays of the Zc(3900) and Zc(4025) were investigated via the 

intermediate D∗D∗ meson loop in Ref. [495].”其中引文[495]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4]。 

代表性论文[5]的客观评价：在代表性论文[5]中，我们建议实验上通过辐射衰变过程寻

找 Xb。Belle 实验组在[Phys.Rev.Lett. 113,142001](见附件 13)中提到“Recently, the CMS 

Collaboration reported a null search for such a state in the ππϒ(1S) final state [14]. However, unlike 

the X(3872), whose decays exhibit large isospin violation, the Xb would decay preferably into 

ππϒ(1S) rather than ππϒ(1S) if it exists [12,15–17].” 其中引文[15]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5]。

美国物理学会场与粒子部主席、芝加哥大学费米研究所的 Jonathan L. Rosner 教授在

[Phys.Rev.D91,014014]中重点介绍了我们的工作，原文如下“The radiative decay widths of a 

BB+c.c. bound state to ϒ(1S;2S;3S) have been estimated to be quite small, of order (1.5,1.8,0.4) 



keV or less [25]”其中引文[25]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5]。我们的工作在投稿时得到审稿人的

高度评价，审稿人认为我们的工作非常有科学意义并且非常及时，原文评价如下“In this work, 

the authors showed that the study of radiative decays will be very helpful in regard to the search for 

Xb. The results are of interest scientifically and timely.”。 

代表性论文[6]的客观评价：国际著名粒子物理学家、樱井奖获得者、明尼苏达大学

M.B.Voloshin 教授在[Phys.Rev.D93,094008](见附件 14)中将阈值凸点与 Y(4260)的结构联系

起来，原文如下“The possible existence of such threshold bumps in hadronic processes was 

suggested long ago [5], and more recently a similar picture in the hidden-charm sector was discussed 

[6]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tructure Y(4260) (and it was also suggested [7] that a similar bump may 

occur for a hidden bottom at 11 GeV).”，其中文献[6]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6]。M. B. Voloshin

教授在[Phys.Rev.D88,034012]中阐述了我们的工作，原文如下“The J^P=(3/2)^+ mesons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ground-state (anti)mesons in the S wave to form pairs with the quantum 

numbers J^{PC}=1^{--} matching those necessary for direct production in the ee annihilation. This 

property has lead to the suggestion [2–6] that the resonance Y(4260) observed in the ee annihilation 

is a near-threshold S-wave bound ‘‘molecular’’ state of [D1(2420)D+c.c.] a charmed meson 

pair.”，其中的文献[6]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6]。 

国际著名的粒子物理学家、欧洲科学院院士、欧洲物理学会核物理最高奖莉泽·迈特纳

奖获得者 Meissner 教授等人在综述文章[Rev.Mod.Phys.90,015004(2018)，IF 为 36.367]中指出

在重夸克偶素部分通过 TS 提高产率的著名例子就是在 Y(4260)质量附近观测 Zc(3900),原文

如下“In the heavy quarkonium sector, the most famous example for an enhanced production rate 

via the TS is the observationof the Zc(3900) at the mass region of Y(4260) (Liu and Li,2013; Wang, 

Hanhart,and Zhao,2013a,2013b; Szczepaniak,2015; Gong,Pang et al.,2016;Pilloni et al., 2017)”，

其中的引文[Liu and Li,2013]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6]。 

西班牙科学院院士、瓦伦西亚大学 E.Oset 教授等在 [Phys.Rev.D96,074025]中指出

Zc(3900)可以通过三角奇异性机制解释。原文如下“Suggestions that the observed charged 

charmonium Zc(3900) [26–29] could be due to a TS were made in Refs.[22,30,31],”，其中的引

文[31]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6]。 

代表性论文[6]也得到了国际上多家大型实验组的高度关注，BESIII 实验组的工作

[Phys.Rev.Lett. 111,242001;113,212002;115,112003] 、 Belle 实 验 组 的 工 作

[Phys.Rev.D89,072015]、Compass 实验组的工作[Phys.Lett.B742,330]中在介绍 Zc(3900)和

Zc(4025)的理论工作中都包括我们的代表性论文[6]。 

代表性论文[7]的客观评价：在代表性论文[7]中，我们通过计算 Bc 衰变形状因子为其衰

变中奇特强子态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被 SCI 他引 52 次。

国际著名粒子物理学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前所长、意大利大学科研部科技委员会应用研究

基金前主席、狄拉克奖章获得者、樱井奖获得者、GIM 机制提出者之一的 Luciano Maiani 教

授等在[Phys.Rev.D94,034036](见附件 15)中研究了 Bc 介子到四夸克态的衰变，他们在众多

的理论计算中采用了我们的工作作为其研究基础，原文如下“Here f_\pm are the vector current 

form factors, evaluated at q2= mπ^2 , which have been studied in a number of models, see for 

example [20] for a comparative evaluation”，其中的文献[20]即为我们代表性论文论文[7]。国

家杰青、中国科学院大学乔从丰教授等人在[Phys.Rev.D87,014009]中介绍不同方法研究 Bc

介子半轻衰变时，重点介绍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得到的结果与我们的结果相一致。 

代表性论文 [7]也同时得到了国际大型实验组的关注， LHCb 实验组的工作

[Phys.Rev.D90,032009]和 CDF 实验组的工作[Phys.Rev.D93,052001]中对 Bc 衰变过程进行了

测量，他们的实验测量结果都与我们的理论计算结果进行了对比，证实了我们计算结果的可



靠性。 

代表性论文[8]的客观评价：在代表性论文[8]中，我们提出可以在 Bs 衰变中进行寻找

DsJ 奇特态粒子并检验其内部结构。樱井奖获得者、格点量子色动力学先驱、康奈尔大学人

文与科学学院前院长 G. Peter Lepage 教授等人在格点 QCD 的工作[Phys.Rev.D95,114506]（见

附件 16）中指出我们的工作是研究 Bs → Dslν衰变的早期工作之一，原文如下“The Bs → 

Dslν decay has yet to be observed experimentally and consequently has received less theoretical 

attention than semileptonic decays of the B meson.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undertaken for the 

Bs → Dslν decay include calculations based on relativistic quark models [18,19], light-cone sum 

rules[20], perturbative factorization [21] and estimates using the Bethe-Salpeter method [22,23].”，

其中的引文[22]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8]。德国锡根大学Tobias Huber在[JHEP 09 (2016) 112]

中也指出我们的工作是较早研究 Bs 到 Ds^*形状因子的工作之一，原文如下“For Bs decays,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the Bs → Ds^* transition form factors have so far received only little 

theoretical attention [69,83–88], especially by the lattice QCD community [78,89], our theoretical 

predictions are still plagued by larger uncertainties due to these hadronic parameters.”，其中的引

文  [85]即为我们的代表性论文[8]。Belle 实验组在他们的工作[Phys.Rev.D87,072008]和

[Phys.Rev.D92,072013]中介绍相关的理论工作时，重点引用了我们的代表性论文[8]。 

五、代表性论文专著目录 

1. Scalar Glueball in Radiative J/psi Decay on the Lattice， Long-Cheng Gui，

Ying Chen，Gang Li， Chuan Liu，Yu-Bin Liu， Jian-Ping Ma，Yi-Bo Yang，Jian-Bo 

Zhang,Phys. Rev.Lett.110, 021601 (2013). 

2. Revisit the radiative decays of $J/\psi$ and $\psi' \to \gamma \eta_c 

(\gamma eta_c^\prime)$，Gang Li and Qiang Zhao，Phys. Rev. D84, 074005 (2011). 

3. $Z_b/Z_b^\prime \to \Upsilon\pi$ and $h_b \pi$ decays in intermediate 

meson loops model，Gang Li, Feng-Lan Shao, Cheng Wei Zhao and Qiang Zhao，Phys 

Rev. D87, 034020 (2013). 

4. Hidden-charmonium decays of $Z_c(3900)$ and $Z_c(4025)$ in intermediate 

meson loops model，Gang Li，Eur. Phys. J. C73，2621 (2013).  

5. Hunting for the Xb via radiative decays，Gang Li, and Wei Wang，Phys. Lett. 

B73, 100 (2014) 

6. Exploring the threshold behavior and implications on the nature of 

$Y(4260)$ and $Z_c(3900)$，Xiao Hai Liu and Gang Li，Phys Rev. D88, 014013 (2013).  

7. Covariant light-front approach for B-c transition form factors，Wei Wang, 

Yue-Long Shen, Lue, Cai-Dian，Phys. Rev. D79, 054012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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