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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资100多亿欧元，吸引世界顶尖科学家

和工程师参加，参与各方人口总和超过全球人

口的一半……对于这个本世纪最为雄心勃勃的

能源科技合作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安

装启动仪式的贺信致辞中说，计划实施以来，中

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研人员勇

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为计划的顺利推

进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

”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本报记者 陈 瑜

在位于法国南部卡达哈什的 180公顷项

目工地，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重达

1250 吨的杜瓦底座已平稳落位于托卡马克

装置基坑内临时支撑上，这意味着 ITER 主

机设备安装拉开序幕。

7 月 28 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重

大工程安装启动仪式在 ITER 国际组织总部

举行。ITER 国际组织总干事评价，这标志

着 ITER 由此前成员国制造零部件的建设阶

段正式转换到装置组装阶段。

童谣里唱的“种太阳”，正有望被人类一

点点变成现实。他们要通过 ITER 计划，模

仿太阳产生能量的过程——将氢同位素聚

合成氦，释放出取之不竭的核聚变能源。

ITER 计划承载着人类和平利用核聚变

能的美好愿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评价，这是

“未来的希望”，韩国总统文在寅赞其为“人

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计划”。

耗资100多亿欧元，吸引世界顶尖科学家

和工程师参加，参与各方人口总和超过全球人

口的一半……对于这个本世纪最为雄心勃勃

的能源科技合作项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安装启动仪式的贺信致辞中说，计划实施以

来，中方始终恪守国际承诺，中国企业和科研

人员勇挑重担，与国际同行齐心协力，为计划

的顺利推进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加入百亿“入门会
费”的俱乐部

地球万物生长所依赖的光和热，源于太

阳核聚变反应后释放的能量。而支撑这种

聚变反应的燃料氘，在地球上的储量极其丰

富，足够人类利用上百亿年。

如果能够制造一个“人造太阳”用来发

电，人类就能够彻底实现能源自由。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一个最突出的问题是，用什么容器来承

载核聚变？

在地球上利用核聚变能量，要求在人工

控制条件下等离子体的离子温度达到 1亿摄

氏度以上。而目前地球上最耐高温的金属

材料钨的熔化温度是 3000多度。这意味着，

在 1 亿摄氏度下，找不到盛装如此高温等离

子体的容器。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我国与国际基

本同步，开始了在可控核聚变领域的研究，

并于 1965 年在四川乐山建成了我国核聚变

研究基地——西南物理研究所（今中核集团

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

不同的技术路线此消彼长，最终苏联

科学家提出的托卡马克方案异军突起，国

际核聚变界的重点研究方向随之转向了托

卡马克。

上世纪 80 年代，作家莫然造访位于四

川乐山 108 级石梯荒山上的中国核聚变研

究基地后这样描述：“尽管研究所的房间就

像山洞一样，但我们的科学家具有舍己的

奉献精神，就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制造出

了‘中国环流器一号’，光设计图纸就有 3 层

楼那样高。”

作为我国核聚变领域第一座大科学工

程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为我国核聚变事

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人才队伍。

上世纪 90年代，我国用羽绒服、牛仔裤、

瓷器等生活物资，换了苏联价值 1800万卢布

的 T-7的半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主要依

靠自己力量，对 T-7及其低温系统进行了根

本性改造。1994 年，更名为“HT-7”的大科

学装置成功研制，使中国成为继俄、法、日之

后第四个拥有超导托卡马克装置的国家。

然而，在探索过程中，越来越多国家的

科研人员认识到，“人造太阳”科学装置规模

大、建设周期长、投资成本高，任何一个国家

“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无法解决所有难题，必

须“聚四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1985 年 ，美 苏 首 脑 为 此 提 出 了 ITER

计划。

但在 2001年之前，这个强国俱乐部一直

将中国拒之门外。当时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排

斥，更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科研水平还不高。

2001 年，由于美国退出，ITER 成员国

出于分摊经费的考虑，希望扩大参与国的

范围。中国借此再次申请加入，2003 年，正

式以“平等伙伴”身份加入了 ITER 计划谈

判——加入这个高“入门会费”的俱乐部，每

个成员国要至少承诺 10%的投入，约合人民

币 100亿元。

当时碳排放问题还没那么紧迫，雾霾和

大气污染问题也没有这么严峻。

“中国参与 ITER，是向世界凸显中国是

负责任、有能力的国家。”2017 年，在“ITER

十年——回顾与展望”会议上，科技部原部

长徐冠华在回忆参加 ITER 谈判过程时说，

“事关国家利益，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国际高

科技俱乐部，不能因为自身原因错失良机。”

2006 年，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

计划《联合实施协议》签署，由中国、欧盟、印

度、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共七方参与，计

划在法国共同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的超导

托卡马克实验反应堆。

这是中国以平等身份参加的最大国际

科技合作项目。其中，中国承担了大概 9%

的采购包研制任务，包括了磁体支撑、校正

场线圈系统、磁体馈线系统、包层第一壁等

18个采购包。

“激将法”逼出的创新

对参与谈判的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

划执行中心主任罗德隆来说，2003年到 2006

年的日历表上，写满艰难、曲折。“因为这是

我国第一次以平等的身份，从一开始设计游

戏规则的时候就介入，对我们来说，这是新

的尝试，所以每个谈判小组都认真地研究文

件，认真考虑如何能够最大化地保护我们的

国家利益，每次谈判前都是加班加点去讨论

这些议案，讨论如何去制定高案低案，如何

去把这个谈判组织好、谈好。”

罗德隆回忆，当时团队的一致意见，首

先要拿下超导采购包，因为 ITER 是磁约束

聚变装置，超导材料是非常核心的内容。尽

管能不能做出来，当时大家心里没底。

作为世界在建的最大、最复杂的托卡

马克装置，ITER 体积接近北京天坛祈年殿

的尺寸，高 30 米，直径 30 米，重达 2.3 万吨。

虽 然 我 国 有 多 个 托 卡 马 克 装 置 ，但

ITER 不是简单放大，而是需要从整体设计、

技术和材料等各个方面，解决全新的关键问

题。但即使是以往小型托卡马克装置，我国

一直使用的也是进口的超导材料。

“自己能做的一定要自己做，自己不能

做的想办法通过创新也要自己做。”罗德隆

说，这是中国在参与 ITER 计划中，一直坚持

的理念和原则。

ITER 需要的这种超导股线，需要在 0.8

毫米直径内拉出上万根细丝，最关键的是，

这样精细的超导线圈，最短长度达 1公里。

一方面倡导立足国内研发，另一方面为

保证项目进度，罗德隆使用了“激将法”：建

议承担任务的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买一点进口的超导材料备用，理由是为

了做对比验证。如果公司在一定时间内研

制不出来，考虑到项目进度因素，就需用进

口材料进行相关认证活动；但如果认证用了

进口材料，后续生产也必须用进口材料。

“激将法”让超导公司研发团队感到了

巨大压力。最初，顶多拔一两百米，线断了，

材料也废了。科研人员憋着一股劲，在有限

的 10个月内，终于完成了技术攻关。

“现在拉出来的丝，超过 1 公里还不会

断，相比国外性能更优异。”罗德隆对竞争带

来的结果很满意。

在短板领域实现破冰

由于方案调整，直接面向上亿度堆芯

的“第一壁”，每平方米最终承受热量从 0.5

兆瓦升至 4.7 兆瓦，瞬间可将一公斤的钢铁

融化。我国承担了 12%的 ITER 第一壁研

制任务。

担此重任的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

研究院牵头研发了第一壁采购包半原型部

件，并在 2016 年成功通过高热负荷测试,在

世界上率先通过认证。鲜为人知的是，作为

ITER 屏蔽包层项目承担单位项目负责人，

谌继明和团队为此奋斗了近 12年，攻克了特

殊材料、连接技术、高可靠性等一系列难题。

在“短板”的设计领域，我国也实现了破

冰，中国团队设计优化提供的“中国方案”，

在 ITER 电源采购包中大幅度增加了中方贡

献份额，也为我方后期主导 ITER 电源系统

研制、项目管理等任务奠定了好的基础。

2017年，活跃在聚变研究领域的科研人

员共聚一堂，就 ITER 计划及全球聚变能研

发的未来之路展开讨论，国际聚变界 30余位

外籍专家及 10 余位中国专家代表起草并签

署了《北京聚变宣言——支持中国聚变能发

展》，宣言认为，中国为 ITER 准时交付高质

量部件，显示出中国在 ITER 中扮演了重要

角色，并进一步倡导世界聚变界的科学家们

为聚变能相关技术研发加强合作，为最终解

决世界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贡献力量。

“完成该承担的任务是恪守承诺，在整

个 ITER 计划遇到困难，勇敢顶上，那是勇挑

重担。”罗德隆说，中方与国际同行齐心协

力，为计划的顺利推进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

力量，背后都是长时间的积累和努力。

“从不会做，到做
出来，甚至比其他国家
做得更好”

在最初设计版本中，蒸汽冷凝罐被设计

成一个整体，安置在 ITER整个装置的顶部。

但 2016 年，新上任不久的 ITER 组织总

干事主张，变更原有设计，原因是之前的设

计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必须将蒸汽冷凝罐分

解成 4个，在地基没建起来之前，预先埋入地

下。当时地基已经开挖，这意味着蒸汽冷凝

罐的生产计划和供货时间大大提前。

原来的蒸汽冷凝罐供货方临时“撂挑

子”，按照程序，ITER 组织对所有参与方公

开招标。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牵头与苏州天沃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组建联合体，首次通过国

际竞标直接获得 ITER 这项任务。从投标开

始到最后按期交货这 2 年多的时间里，联合

体两家单位克服生产周期短、设计变更大、

标准要求高、协调接口多等诸多困难，保证

了项目进度。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PF6线圈是目前国际上研制成功的重量

最大、难度最高的超导磁体，相当于两架波

音 747 飞机的重量，对 ITER 正常运行起着

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所历时 6

年，完成了该部件的研制工作。所有关键制

造工艺及部件全部一次性通过 ITER 国际组

认证。

大约在 2018年，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向

中方招手。ITER 组织发布了主机 TAC1 安

装标段工程招标书。

“这是ITER实验堆托卡马克装置最重要

的核心设备安装工程，也是ITER迄今为止金

额最大的合同工程。”罗德隆告诉记者，ITER

有很多安装包，但 TAC1 安装标段工程好比

核电站核岛里的反应堆、人体心脏，重要性不

言而喻，主要工作是安装杜瓦结构及杜瓦结

构和真空容器之间所有的系统。

工程的难度也不同寻常。作为托卡马

克装置压力容器的底座，杜瓦底座吊装重量

1250吨，设备最终就位偏差不超过 2毫米。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核集团牵头的中法

五家成员单位组成中法联合体共同应标并

最终中标。

“我们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最主要的是

这个采购包最能体现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

综合权衡后，我们决定集中力量投这个标。”

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强连用

两个“首次”来形容事件的划时代意义——

中国核能单位首次以工程总承包形式成功

参与国际大科学工程项目、我国第一次参与

国际大型核科研设施建设。

“通过参与 ITER 计划，很多东西我们都

是从原来不会做，到做出来，并做得更好，甚

至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罗德隆总结，通过

国际合作，中国在国际核聚变舞台上有了更

大话语权。

在中国，一定有一
盏灯被聚变之能点亮

“当某一天可控聚变实现了，将为人类

提供取之不尽的清洁能源，同时研发过程中

的那些中间技术也将极大推动社会经济的

发展。”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院

长段旭如说，作为大科学工程，“人造太阳”

依赖很多学科的发展，它的发展又能推动这

些学科的发展。

罗德隆没想到，当年的无心栽柳之举，

却催生了国内聚变产业链。甚至在业内，给

ITER 供过货的企业，已成为不需认证的高

质量产品代名词。

经历过“激将法”的西部超导，在国内外

市场上积极拓展超导材料应用领域，特别是

顺利成为西门子核磁共振超导线材合格供

应商。

“ 加 入 ITER 前 ，国 际 主 流 聚 变 会 议

上，几乎没有我们的声音。如今，越来越

多中国学者获邀在大会做主题报告、口头

报告，甚至担任会议主席。”但罗德隆说，

加入 ITER 后，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聚变舞

台的中心。

借助我国首个偏滤器位形的核聚变实

验装置（HL-2A）和世界上首个全超导非圆

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这两

个大科学装置，我国与全球 120 多个聚变研

究机构建立了合作。每年平均有 500人次国

际专家访问我国，开展与国内相关聚变研究

机构的合作研究。

“ITER 并不是一个直接商业应用的发

电站，而是一个实验堆，就是要让科学家去

做实验，探索和平利用聚变能发电的科学和

工程技术可行性，为实现聚变能商业应用奠

定基础，否则就是给别人做嫁衣。”罗德隆

说，加入 ITER 计划的另一大任务，就是培养

人才。

ITER 推进过程，也是中国核聚变工程

技术人才与团队持续储备的过程。

最初，中国在 ITER 组织里的工作人员

只有 20名，是各国中总人数最少的。按照中

国 9%的贡献比例，应有 40—50 名的人员配

额。如今，ITER 组织中方职员数量持续上

升，占比近 10%，为欧盟外的六方之首。

截至 2016 年底，超过 3400 名科学家和

2700名研究生参与了 ITER 专项国内研究项

目，他们将为我国未来自主开展核聚变示范

堆乃至商用堆设计、建造奠定人才基础。

随着我国磁约束聚变领域科学技术水

平的快速提升，我国科学家还提出了我国核

聚变能源研究发展的建议路线图，比如瞄向

更加长远的未来——中国聚变工程试验堆

CFETR。

罗德隆说，加入 ITER 俱乐部，不仅出

于战略能源考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

个国际化的平台，中国在若干高新技术领

域、人才培养、项目管理等方面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

“未来，在科学研究上，可预见的障碍大

多都是能克服的，问题是，一定还存在着不

可预见的困难，比如说今年的疫情，对整个

项目的进度会有一些影响。”但罗德隆说，

“目前大家还是有信心，在 2025 年底实现第

一等离子体放电。”

“ITER”一词在拉丁语中意为“路”，回顾

过去，人类认识核聚变的路已经走了很久。

有人问：“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能不能看

到一个真正的人造太阳？”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坦言，要将成果

真正投入商用、变成每家每户可以用的电，

可能至少还需要几十年，但他坚信：“在我的

有生之年，一定有一盏灯能被聚变之能点

亮。这一盏灯，一定要，也只能在中国”。

““人造太阳人造太阳””的中国力量的中国力量

地球万物生长所依赖的光和

热，源于太阳核聚变反应后释放的

能量。而支撑这种聚变反应的燃料

氘，在地球上的储量极其丰富，足够

人类利用上百亿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建刚坚信：

“在我的有生之年，一定有一盏灯能

被聚变之能点亮。这一盏灯，一定

要，也只能在中国。”

图为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世界上第
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
验装置（EAST）。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
供图

作为我国核聚变领域第一座大科学
工程装置，“中国环流器一号”为我国核
聚变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培养了人才
队伍。图为“中国环流器二号”A 装置
（HL-2A）。

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
供图

7 月 28 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计划重大工程安装正式启动。图
为安装现场。 ITER官网供图

7 月 28 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计划重大工程安装正式启动。图
为安装现场。 视觉中国供图

77 月月 2828 日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ITER））计划重大工程安装正式启动计划重大工程安装正式启动。。图图
为安装现场为安装现场。。 ITERITER官网供图官网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