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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9日电 （实习记者

张佳欣）综合法新社、路透社近日消息，日本

25 日公布了一项“绿色增长计划”，其中包括

在 2030年代中期以电动汽车取代新型汽油动

力汽车的目标，旨在 205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

标，并且每年产生近 2万亿美元的绿色增长。

日本政府首次阐述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涉

及的内容，包括设定的临时目标：到 2050 年，

全国一半以上的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

据报道，在能源领域，由于工业、交通和

家庭的电气化，预计到 2050年，日本的电力需

求将比目前水平增加 30%—50%。

同时，日本计划尽可能扩大可再生能源

供电规模，参考目标是到 2050年，占全国电力

供应的 50%—60%。日本希望，使用氨气和氢

气技术的发电厂有望满足全国其余约 10%的

电力需求，而具有碳捕获技术的核电站和热

电厂将满足全国剩余 30%—40%的电力需求。

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日本政府正将新的

重点放在海上风力发电上，目标是在未来几

十年内发电量最高达到 45 千兆瓦（GW），同

时到 2030—2035 年将成本削减到每千瓦时

（kWh）8—9日元（约 0.08—0.09美元）。

报道称，日本还计划减少对核能的依赖，

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工厂和开发下一代

反应堆。

在运输业和工业领域，日本目标是到本世

纪30年代中期，停止销售完全由汽油驱动的汽

车，转而销售混合动力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

同时将电动汽车的电池成本降低到每千瓦时1

万日元（约 97 美元）或更低。到 2030 年，所有

新建房屋和建筑都要采用零排放技术。

早在 10 月 26 日，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在

他执政后的首场施政演讲中宣布了 2050年碳

中和目标，大幅提前了日本实现碳中和的时

间表。此次具体目标发布后，日本政府首席

发言人加藤胜信在例行通报会上表示：“政府

在环境问题上的行动反映了我们的信念，即

需要显著转变观念——这不是未来发展的制

约因素，而是发展的驱动力。”

日本“绿色增长计划”拟2050年实现碳中和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8日电 （记者刘

霞）据物理学家组织网近日报道，韩国超导

托卡马克先进研究（KSTAR）中心宣布，在

与首尔国立大学（SNU）和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的联合研究中，成功让等离子体在超

过 1亿摄氏度高温下连续运行了 20秒！比

2019年的时间（8秒）延长了 2倍以上，创下

新世界纪录。这一成果有望促进可控核聚

变反应从梦想走向现实。

KSTAR 是一款超导核聚变装置，也被

称为韩国“人造太阳”。在 2018 年的实验

中，KSTAR 首次让等离子体在 1 亿摄氏度

的高温下持续运行（等离子体只有被加热

到 1 亿摄氏度以上才可能实现可控核聚

变），时间约为 1.5秒。KSTAR 的最终目标

是，到 2025 年让等离子体在超过 1 亿摄氏

度的高温下连续运行 300秒。

为在地球上模拟太阳内部发生的核聚

变反应，科学家们必须将氢同位素放在类似

KSTAR 这样的聚变装置内，制造出离子和

电子分离的等离子状态，且离子必须加热并

保持在极高温度下。迄今也有其他聚变装

置能让等离子体在1亿摄氏度或更高温度下

持续运行，但持续时间都未曾超过10秒，这

是正常导电器件的工作时长极限，在如此高

的温度下很难让等离子体长时间保持稳定。

在 2020 年的实验中，KSTAR 改进了

去年研发的“内部传输势垒”（ITB）模式，

成功获得了最新进展。

KSTAR研究中心主任尹思润（音译）解

释说：“等离子体在1亿摄氏度高温下长时间

运行所需的技术，是实现核聚变能的关键，

KSTAR此次的成功将是获得长时间高性能

等离子体运行所需技术的保障——这些技

术是未来商业核聚变反应堆的关键。”

KSTAR 于去年 8 月开始运行该设备，

并将其等离子体生成实验持续到 12 月 10

日，共进行 110次等离子体实验，其中包括

高性能等离子体运行和等离子体中断缓解

实验等。除在高温等离子体运行方面取得

成功外，KSTAR 中心还参与了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计划（ITER）相关研究。

童谣中，孩子们唱“种太阳”；现实里，科

学家在造太阳。如果能实现可控核聚变，人

类就能实现“能源自由”。多么巨大的诱惑，

多么宏伟的愿景，多么艰难的历程！在如此

高的温度下，运行时间每延长一些，离人类

造太阳的梦想就近一些。本文最后提到，韩

国的这家研究中心，参与了ITER的相关研

究。ITER是一个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且耗

资不菲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中国也参与其

中。该计划的实施结果，可能将影响人类从

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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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科国

立钢铁与合金学院“应用地质力学和聚合采

矿技术”科研中心提出一种确保采矿有效性、

安全性和环保性的新方法，即在地下打造可

持续的蜂窝状岩石结构。该方法是对创新型

类自然和功能性开采技术进行整合的一部

分，可将地表废石堆存量减少数倍，同时降

低事故率，减少采矿工人的受伤风险。

这种蜂窝式地下开采技术不必进行大

规模爆破，而是垂直钻出一系列“管道”，将矿

石取出。该方法形成的蜂窝结构非常稳定，

类似多孔骨骼和禾本科植物茎秆的承压结

构。该项目负责人维塔利·叶列缅科表示，该

方法是在采矿中采用类自然过程，其特点是

最大限度地确保实用性、安全性和无浪费性。

“蜂窝”概念常用于航空设计和建筑领

域，以最少的耗材达到必要的结构强度。这

种采矿方法，会显著减小岩体的有效应力，

将发生冲击地压、不可预测岩石变形和位移

的可能性降至最低，从而使矿难大大减少。

蜂窝结构还能将开采时原岩中的矿物损失

从 50%—60%降至 15%—25%。同时，采矿

废弃物可存储在已开采的矿洞中，不必堆存

到地表，而且还能将地表垃圾埋入矿洞。

（本栏目稿件来源：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 整编：本报驻俄罗斯记者董映璧）

蜂窝式地下开采技术更安全环保

俄罗斯国立研究型技术大学莫斯科国

立钢铁与合金学院新闻处表示，该校科学家

和来自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的中国同事

的两个国际项目获得俄罗斯科学基金会和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这也是两

基金机构为支持两国科学项目而进行的首

次联合竞赛，共有30个中俄团队获得资助。

这两个项目都获得了最高资助金额：

从 2021年到 2023年的整个实施阶段，每年

大约获得 52.2万元人民币。

第一个是寻找新磁性材料领域的项目——

旋转补偿点附近霍伊斯勒亚铁磁性合金的

磁与传输性质，对磁性基础物理以及自旋

电子学具有实际意义。

第二个是高性能光催化剂和光电探测器

领域的项目，对创建用于净化大气排放物、废水

中有毒有害物的高效系统，以及用于通讯和环

境监测系统的有效光电探测器具有实际意义。

中俄联合项目获两国科学基金资助

2020年，尽管面临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

欧盟在数字主权领域仍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

进展，在数据经济和创新、隐私与数据保护以

及网络安全、数据控制和在线平台行为等方

面，一步步向前推进。

欧盟一方面谋划长远，精心制定多项数

字战略，做好数字转型和发展的规划；另一方

面不断加强对美国数字巨头的监管，积极引

导和协调欧洲各国加大数字领域的投资，推

进数字能力和单一数字市场的建设。

未来，解决好欧美间的数字主权之争，将

成为新的跨大西洋关系的重要议题。

通过能力建设掌握数字主权

欧盟深知数字领域的主权不会从天而

降，推进自身数字能力建设才是根本。战略

规划方面，2020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塑

造欧洲的数字未来》《欧洲数据战略》和《人工

智能白皮书》3份文件，涵盖网络安全、关键基

础设施、数字教育和单一数据市场等各个方

面，形成了欧洲新的数字转型战略。7 月，数

字转型成为“欧盟下一代复兴计划”的重要组

成部分。欧洲议会发布《欧洲数字主权》报

告，从构建数据框架、促进可信环境、建立竞

争和监管规则 3 条路径提出了进一步倡议。

12 月，欧盟推出“数字欧洲计划”，将在未来 7

年内提供 76亿欧元建立和扩展欧洲的数字能

力，加强欧洲的数字主权。

数据平台方面，欧盟今年 4月启动了旨在

收集和共享研究数据的“欧洲新冠肺炎数据

平台”，作为“欧洲开放科学云”项目之一。6

月，法德领衔，欧洲 27国参与的欧洲新型云存

储服务 Gaia-X 正式启动，通过开放的接口和

标准将各种元素联网，以链接数据并创建创

新平台，计划 2021 年完成测试后推向市场。

其目标是自主开发欧洲下一代数据基础设

施，使欧洲成为工业数据浪潮的领导者。

超级计算方面，欧洲 33个国家参与、总投

资 8.4 亿欧元的欧洲超级计算能力网络（Eu-

roCC）9 月正式启动，将建设 8 个超级计算机

中心，并通过高速网络使其彼此相连，为欧洲

的高性能计算构建基础设施。德国的高斯超

级计算中心负责 EuroCC的协调工作。

芯片和微电子方面，欧洲 17 国 12 月签署

了“欧洲电子芯片和半导体产业联盟计划”，

目标是建立先进的欧洲芯片设计和生产能

力，提高欧洲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地位，并减

少对亚洲和美国进口的依赖。

加强市场监管夺取数字主权

加强对世界数字巨头的监管，是欧盟

为自己在数字领域的发展撑起足够空间的

又一项重要举措。12 月，欧盟委员会提交

了两部新数字法案：《数字服务法》和《数字

市场法》，旨在对在欧盟境内运行的社交媒

体 、在 线 市 场 和 其 他 在 线 平 台 进 行 监 管 。

欧盟委员会称，这两部法案是其制定欧洲

数字十年计划的核心。那些通过损害竞争

对手为自己谋利的美国及其他国家主要技

术平台，可能将被迫出售业务并支付数十

亿美元的罚款。此外，欧盟还公布了为美

国微软和谷歌等科技巨头制定的搜索排名

方面的规则，要求这些科技巨头增强搜索

排名的透明度。

征收数字税则是针对美国数字巨头不平

等竞争的有力工具。法国于 12月重启数字服

务税征收计划，将对在法收入超过 2500 万欧

元、全球收入超过 7.5亿欧元的互联网公司征

收 3%的数字服务税。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地

利等欧洲国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数字税方案。

此外，强化数字隐私保护也是欧洲彰显

数字主权的一把利剑。欧盟的《通用数据保

护条例》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使用都做了严

格规定。只有在满足其规定条件下，数据控

制者才能将个人数据转移至欧盟以外的第三

国或国际组织。

抓住博弈良机捍卫数字主权

总的来说，欧洲各国数字经济发展不平

衡，跨境壁垒和市场碎片化现象仍然存在，建

立单一数字市场的任务还十分艰巨。欧洲市

场日益成为美中建立其全球技术和工业主导

地位的关键战场，这给欧洲的数字化转型带

来了巨大挑战。但与此同时，欧洲也意识到

这是可以积极利用的机遇。

数字经济涉及欧洲的核心利益。德国外

交政策协会（DGAP）报告认为，美国需要时间

和适当的机制，以建设性的方式与欧洲合作，

以实施欧洲庞大的新立法草案。欧盟已经积

极倡议成立欧盟—美国贸易和技术委员会，

希望与美国就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广泛议题

进行对话协商。

另一方面，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的欧

洲将更加期待通过数字转型来引领经济的稳

健复苏。在强调供应链安全的同时，欧洲同

样有意加强和深化与中国在数字领域的合

作。中欧领导人会晤中，双方都同意加强互

联互通，深化贸易、投资、数字经济等领域合

作。中欧已经决定建立中欧数字领域高层对

话，打造中欧数字合作伙伴。

德国全球和区域研究中心报告认为，欧

盟在争取多边、开放和基于规则的技术合作

的同时，应更多地依靠其平衡能力并争取更

高的技术主权。展望未来，尽管道路曲折，欧

盟仍将逐渐赢得对数据、创新能力以及在数

字环境中立法和执法能力的掌控。

欧盟抡起“三板斧”打响“数字主权”保卫战
科技创新世界潮

本报驻德国记者 李 山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9日电 （记者冯卫
东）据最新一期《自然》杂志报道，DeepMind

公司开发的一种人工智能（AI）算法 MuZero，

可以在不告知其游戏规则的情况下掌握围

棋、国际象棋、日本将棋和视频游戏，这是谷

歌人工智能部门获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DeepMind 公司表示，研究人员多年来一

直在寻找一种方法，既可以学习建立用于解

释当前环境的模型，也能够利用这个模型来

进行最好的决策。到目前为止，大多数方法

都难以在 Atari这种游戏中进行有效规划。

MuZero最初在 2019年推出，通过只关注

环境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来学习建立模型

并解决问题。通过将这种方法与“阿尔法狗”

强大的搜索树技术相结合，MuZero的能力实

现了重大飞跃。此外，MuZero还利用了前瞻

搜索、基于模型的规划来解决问题。

MuZero 不会使用规则来找到最佳情况

（因为事先不被告知），而是学习考虑游戏环

境的各个方面，自己观察它是否重要。在数

百万场比赛中，它不仅学习规则，而且学习

位置的通用价值、成功的通用策略以及事后

评估自己行为的方式。后一种功能可帮助

其从自身的错误中学习、回忆和重做游戏，

以尝试各种不同方法来进一步优化位置和

策略价值。

MuZero不仅在国际象棋、围棋和日本将

棋上达到了与提供完善规则的“阿尔法狗”一

样的超人水平，在 Atari 游戏这样的杂乱感知

输入环境中，也创造了新纪录。研究人员将

MuZero描述为“在追求通用算法方面迈出的

重要一步”。

“ 阿 尔 法 狗 ”进 化 到 第 四 代

无需告知规则 MuZero算法自学成“棋”才

图片来源：网络（www.europeum.org）

日前，据美国《大众机械》网站报道，一家

名为“潜水技术”（Dive Technology）的美国高

科技公司推出了一种利用 3D 打印制造的无

人潜艇。该技术能够大幅降低制造成本、缩

短生产时间、提高潜艇作战性能，有望在潜艇

制造甚至水下作战领域掀起一场革命。

无人潜艇有哪些用处？3D 打印的无人

潜艇，将怎样颠覆水下战场呢？

无人潜艇用处多

无人潜艇又称无人潜航器（UUV），其外

形通常与鱼雷类似。一般的无人潜航器带有

声呐、摄像头和其他传感器，用于水下勘测及

侦察任务，部分老式潜航器通过电缆与母船

相连，由操作人员远程控制。新式潜航器可

以通过预置程序或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脱离人

员控制，自主执行任务，因此也被称作自主式

水下航行器（AUV）。

无人潜艇的用处很多，可用于绘制海底

地图，检查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的水下基础设

施，也可用于搜索水下遗骸，定位、打捞失事

船只和坠毁的飞机，还可用于探索珊瑚礁，研

究海流及追踪海洋生物等。随着人工智能技

术的发展，无人潜艇越来越“聪明”，自主执行

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美国海军正在研制的

“虎鲸”超大型无人潜航器（XLUUV）能够自

由工作 3个月。

小型无人潜航器需要母船将其带到指定

海域释放并回收，大型远程无人潜航器则可

从港口自行出发及返回。商用大型无人潜航

器的典型任务是油气或深海矿物勘探、海上

风电场的现场检查等，其可以像“割草”一样

在一片海域上下移动，利用机载智能自动避

开障碍物，补充扫描可能错过的区域，仔细调

查有兴趣的位置。

3D打印赋新能

潜水技术公司称，3D 打印技术将使无人

潜艇更好、更快、更便宜。该公司已经制造出

一艘名为“潜水-LD”的 3D 打印潜艇，并与美

国海军水下作战中心及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ARPA）达成了合作协议。

载人潜艇必须安装坚硬的外壳，为艇员提

供必要的生存环境。“潜水-LD”却并非如此，

其只在电子控制系统及发动机等关键部位有

耐压壳体保护，艇体并不封闭，只提供符合水

动力学的“水滴外形”，海水可以进入以平衡内

外压力。在制造过程中，“潜水-LD”外壳被分

割成数个 4英尺宽、4英尺长的部分，每个部分

都可以在不到36小时内打印完毕。此外，其内

部还有85个需要3D打印的部件。

“潜水-LD”在2020年8月完成详细设计，

10月就开始海上试验，组装过程仅用 4天。目

前，潜水技术公司已经研制出推进、能源、通

讯、导航和计算等模块化套件，加上可以快速

打印的壳体，“几个星期之内”就能完成不同大

小、不同用途的无人潜艇的设计和生产。

“潜水-LD”长 5.8 米，直径 1.2 米，续航能

力超过 10 天，航程超过 950 公里，装有智能

“大脑”，能够自主规划航行路线、规避障碍及

其他船只。同时，其最大潜深可达 6000米，而

美国现役“海狼级”核潜艇潜深仅为 600 米左

右。潜水技术公司计划为“潜水-LD”安装海

上充电及数据下载设备，使其能够更长时间

地执行任务。

美国军方很积极

近年来，美国军方积极研制、列装无人潜

航器，已经装备多种小型无人潜艇，用于寻找

并排除水雷，在两栖登陆作战前探测目标海

岸线。目前，美国正在努力研制大型无人潜

航器，波音公司负责制造的“虎鲸”超大型无

人潜航器将在 2022 年投入使用，其重量预计

将超过 50吨。

大型军用无人潜航器可用于各种秘密

任务，如“偷窥”外国港口活动、侦察对手船

只、窃听水下通信电缆，或者寻找、定位并

跟踪敌方潜艇。在战时，它们也可以发动攻

击——美国海军正在生产一种新型水雷，供

无人潜艇秘密投送。此外，无人潜艇还可以

作为载人潜艇的“眼睛和耳朵”，一艘大型无

人潜艇甚至可以充当小型无人潜艇舰队的

母舰，它们能够发射无人机到空中执行侦察

或打击任务。

载人潜艇需要百名左右精心挑选、训练

有素的艇员，动辄造价数十亿美元，而订购 4

艘“虎鲸”仅需 1000万美元，采用 3D打印等新

型制造技术后，无人潜航器的成本将进一步

降低，这使美国海军能够打造一支比载人潜

艇舰队更为庞大的无人水下“幽灵舰队”。

3D打印无人潜艇助美打造水下“幽灵舰队”
本报记者 胡定坤

“潜水-LD”无人潜航器。 图片来源：《大众机械》网站

创新连线·俄罗斯

科技日报北京12月29日电 （实习记

者张佳欣）29 日，“当代中国与世界：中印

智库云论坛”在北京举行。本次云论坛的

主题是“携手促进中印经济合作与人文交

流”。来自中印两国高端智库的嘉宾围绕

推动中印经济合作、深化中印人文交流等

话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在致辞中指

出，坚持和平合作是中印实现共赢的共同

愿景。他强调，中印两国智库应为世界开

放合作提供智力支持；中印经济合作应为

世界共同发展提供动力引擎；中印人文交

流应为世界互学互鉴提供活力源泉。

中国驻孟买总领事唐国才表示，2020

年是人类历史上挑战突出、影响深远的一

年。中印双方应在推动自主与开放、维护

多边主义、抗击新冠疫情、实现共同发展等

方面携手前行。

谈到促进中印两国人文交流与经济合

作，“新南亚论坛”创始人库尔卡尼表示，贸

易、商业合作将促进两国人民建立密切联

系。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

授、印度著名汉学家狄伯杰指出，除了大力

推动旅游和朝圣等人文交流活动，两国还

需要充分发挥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互补

性。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昆明）南亚

东南亚研究院副院长陈利君也认为应继续

加强双方经贸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展望未来两国关系，印度全球研究院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夏尔玛认为，当前，中印

都处在历史的关键时期，整个世界对两国

关系未来的发展都翘首以盼。印度《自由

新闻报》顾问编辑巴斯卡提出，在当前的局

势下，两国需要进一步增强政治互信。

中印智库云论坛聚焦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