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习记者 都 芃

新知
依托现有核科技工依托现有核科技工

业体系业体系，，凝聚核工程领域凝聚核工程领域

具有专业经验和技术基具有专业经验和技术基

础的相关研究单位和企础的相关研究单位和企

业业，，逐步搭建聚变能的技逐步搭建聚变能的技

术开发体系和工业体系术开发体系和工业体系，，

集中力量开展核聚变工集中力量开展核聚变工

程和技术攻关程和技术攻关，，再经过三再经过三

十年左右的时间十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也就是

到到 20502050 年左右年左右，，人类将人类将

能利用核聚变能源能利用核聚变能源。。

段旭如
中核集团核聚变堆技术领域
首席专家

◎赵梓杉 本报记者 刘传书

核聚变，是一种核反应的形式，即轻原子核

(例如氘和氚)结合成较重原子核(例如氦)时放出巨

大能量的过程。在不加约束的情况下，核聚变往

往是剧烈而不可控的。长期以来，实现可控核聚

变，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能源是人们的

愿景。核聚变点火作为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关键步

骤，是实现可控核聚变的前提和基础。如今，实现

核聚变点火这一目标，正在逐渐走向现实。

近日，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传来

捷报，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HL-2M）等离子

体电流首次突破 100万安培（1兆安）。

100 万安培电流是个什么概念？有怎样的

关键意义？专家指出，达到 100 万安培这个数

字，标志着我国“人造太阳”向着核聚变点火迈出

了重要一步。

如果说通过分裂重原子核来产生能源的核

裂变，是将原本完整的镜子打碎，那么核聚变可

以说恰恰相反，其产生能源的方式是将打碎的镜

子复原，通过“破镜重圆”来释放能量。

中核集团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聚变科学

所副所长（主持工作）、HL-2M 实验负责人钟武

律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核聚变产生能源的基本

原理是由于氢的同位素——轻原子核氘和氚结

合成较重的原子核氦时会释放巨大能量。太阳

内部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类似的核聚变反应，

从而源源不断地发出光和热。

而想要两个原本独立的原子核克服各种阻

碍合为一体，就需要温度、密度、约束时间等参数

满足极为苛刻的条件。否则反应无法维持，核聚

变就不会发生。

英国物理学家劳森在上世纪 50 年代对核

聚变反应堆的能量平衡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后，

提出了核聚变研究中著名的“劳森判据”，即当

核聚变反应的能量产出率大于能量损耗率，并

且有足够能量使核聚变反应稳定持续时，通常

意味着核聚变点火成功。利用具体的计算公

式，目前可以将劳森判据直观地转换为对温

度、密度、约束时间这三个参数的乘积，即所谓

聚变三乘积大小的判断。

钟武律表示，衡量核聚变装置及核聚变研究

的水平，主要看三个参数：燃料的离子温度、等离

子体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三者缺一不可。

而在磁约束核聚变装置中，上述三个参数中

的等离子体密度和能量约束时间恰恰与等离子

体电流成正比。“等离子体电流越高，等离子体密

度和能量约束时间这两个参数就越高，就可以更

加接近点火要求的聚变三乘积。”钟武律说，“因

此，如果根据聚变三乘积的结果倒推，未来托卡

马克要实现稳定运行，等离子体电流必须超过 1

兆安。”

此外，钟武律还介绍，聚变堆的聚变功率与

等离子体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等离子体电流若提

升 10倍，聚变功率便可提升 100倍。

三大关键参数，实现聚变点火必要条件

“劳森判据”已经指出实现核聚变点火需要

提高的三个参数，实现核聚变点火似乎已经变成

一场“开卷”考试。可是答案虽已写明，“解题”过

程却仍需不断探索。围绕着提高聚变三乘积、实

现核聚变点火这一最终目标，多年来，我国的托

卡马克装置不断刷新着新的纪录。

托卡马克装置通常有着大体相似的结构，钟

武律向记者介绍，托卡马克装置的中央是一个环

形真空室，里面注满气体，外面缠绕着线圈。线

圈通电后，会在托卡马克内部产生巨大的螺旋型

多种先进技术，不断刷新各项国内国际纪录

今年两会期间，中核集团核聚变堆技术领域

首席专家、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划科技

咨询委员会副主席段旭如表示，若依托现有核科

技工业体系，凝聚核工程领域具有专业经验和技

术基础的相关研究单位和企业，逐步搭建聚变能

的技术开发体系和工业体系，集中力量开展核聚

变工程和技术攻关，再经过三十年左右的时间，也

就是到2050年左右，人类将能利用核聚变能源。

目前在磁约束核聚变领域，集结了全球多个

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计

划”最为受人瞩目。该计划的目标是建设能产生

大规模核聚变反应的托卡马克装置。

段旭如表示，我国自 2006 年正式参加 ITER

计划以来，承担了 ITER 装置重要关键部件的制

造任务。我国多个托卡马克装置在吸收 ITER

先进技术的同时，也为 ITER 计划提供了宝贵的

研究参考。利用 ITER 计划这一良好国际合作

平台，我国的聚变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磁约束

核聚变研究从过去的跟跑步入了并跑阶段，部分

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此次实现突破的 HL-2M 装置接下来也将

继续与 ITER 计划展开合作，开展相关物理实

验，力争掌握或突破聚变堆工程相关技术，如高

功率辅助加热和电流驱动、偏滤器排灰排热、聚

变产物诊断等关键技术。

钟武律表示，HL-2M 不仅可以实现高参数

的等离子放电，其离子温度也可达到 1.5 亿摄氏

度，实现与聚变堆相关的高密度、高比压、高自举

电流等离子体运行。在未来，HL-2M 将继续有

条不紊地开展后续实验工作，冲击更高的等离子

体电流和离子温度等参数，全面提升聚变三乘

积，实现我国“人造太阳”研究的新飞跃。

一个宏伟目标，力图2050年实现能源化利用

磁场，里面的气体将被电离成等离子体并形成等

离子体电流。当等离子体被加热到极高温度后，

便可实现核聚变。

在此次新一代“人造太阳”HL-2M 实现等

离子电流 1 兆安突破前，我国的另一个“人造太

阳”，由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所研制的被称为东

方 超 环 的 全 超 导 托 卡 马 克 核 聚 变 实 验 装 置

（EAST）也频频进入大众视野。它也是我国自主

设计的世界首个非圆截面全超导托卡马克。

在突破聚变三乘积的道路上，常规的托卡马

克装置存在着一定的固有缺陷。目前，世界上的

多数托卡马克装置主要以实验研究为目的，要不

断对约束等离子体的磁场的形态和性质进行深

入研究。这就要求其约束磁场能够长时间稳定

运行。虽然磁场可以约束上亿摄氏度的等离子

体，但是其本身却并不稳定。维持强大的约束磁

场，需要非常大的电流。但是普通线圈在高强

度、长时间通电后难免会大量发热。如果仅从这

一角度来看，常规托卡马克在长时间稳定运行方

面存在着诸多挑战。

为 了 解 决 常 规 托 卡 马 克 的 瓶 颈 ，超 导 技

术便被引入到了托卡马克建设中。超导材料

由于具有显著的零电阻特性，几乎不产生电

阻热，可以通过强大的电流稳定地产生强磁

场，因此被认为是未来托卡马克装置的重要

组成部分。

作为全球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 的中

间是高 11 米、直径 8 米的圆柱形大型超导磁体，

外侧则由超导材料制成的线圈围成。得益于超

导材料的零电阻等特性，EAST 在运行过程中可

以大大节省供电功率，并且长时间维持磁体工

作。因此，EAST 在能量约束时间这一参数上具

有格外强大的优势。

同时，借助电子回旋与低杂波协同加热等

技术，EAST 在建成后先后成功突破等离子体

中心电子温度 1 亿摄氏度、可重复的 1.2 亿摄氏

度 101 秒和 1.6 亿摄氏度 20 秒等离子体运行、

1056 秒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运行等多项

国内、国际纪录。

作为我国最新一代托卡马克装置，HL-2M

采用的是常规磁体，应用了先进的结构与控制方

式。钟武律表示，HL-2M 的等离子体体积是国

内同类装置的 2 倍以上，在未来，其等离子体电

流能力将提高到 2.5兆安以上。

微生物具备强大而多样的生化反应网络，随

着合成生物学的快速发展，其有望成为利用可再

生资源为原料生产各类高附加值产品的“细胞微

工厂”。

如何让微生物这一“细胞微工厂”变得更加

高效？

近日，一项发表于《自然·代谢》的研究，首次

对微生物酵母的能量代谢网络进行了重构，在细

胞质内设计并构建了合成的能量系统，即细胞的

“动力引擎”。合成的能量系统不仅可以提供能

量动力，支撑细胞生长，同时还可以助力“细胞微

工厂”产品的高效合成。

该研究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合成生物学研究所于涛实验室与瑞典查尔姆斯

理工大学延斯·尼尔森（Jens Nielsen）实验室共

同合作完成，于涛研究员为第一作者

兼共同通讯作者。

合成能量系统
支撑细胞生产

微生物作为“细胞工厂”，与我们

平常所熟知的工厂一样，具有不同生

产阶段的车间，即微生物的细胞器

等。但细胞工厂的本质又区别于一

般的工厂。有时，细胞工厂可能只是

由一类微生物组成，而并不具备完善

的流水线工程。

虽然能量的充足供应和平衡在

细胞工厂的构建中十分重要，但是以往科学家们

往往仅从“工厂产品”的合成途径方面进行改造，

而从能量代谢的角度对微生物进行改造的研究

比较少见。

细胞在合成生物大分子、构建碳骨架等生长

过程中会消耗能量，还需要克服底物和生物量之

间的还原度差异。对于脂质等高价值的储能化

合物，其还原度远高于葡萄糖等底物，细胞往往

需要额外的还原力和能量来合成这些化合物。

如何让细胞既有能量进行自我生长，又有能

量与足量还原力支撑高还原度化合物的合成？

科研团队将看似无关的三个模块通过合成生物

学的理念整合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目标。

在该研究中，团队通过相关设计，组合了磷

酸戊糖循环、转氢循环和外部呼吸链三个模块，

在酵母细胞内构建了一个人工的合成能量系统。

首先，科研团队初步验证了其构建的合成能

量系统的碳流通量；然后，证实了该系统可以在

细胞质中积累过量的 NADPH 和 NADH，支持

细胞合成高还原性化学品琥珀酸与甘油等产物；

最后，验证了该合成的能量系统可以代替线粒体

中的 TCA循环发挥作用，支持细胞生长。

研究团队以人工合成的方式构建的能量系

统，不仅可以作为助力细胞自身生长的“内源发

动机”，也为细胞构建了利于产物合成的“能量发

动机”，能同时支撑细胞生长和高还原性化合物

的生产。

助力可再生能源的生物储能

脂肪酸可用于合成细胞的膜结构。由于其

能量密度高，脂肪酸及其衍生物被广泛地应用于

重型机器与航空用油。相对于利用传统化石能

源，如果能通过生物合成脂肪酸，将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能源的可再生程度。在此次研究中，研究

团队构建的合成能量系统成功地改善了脂肪酸

的糖转化率。

该研究创新性地实现了一种新型胞质合成还

原代谢途径的重构，团队基于重复的单脱羧反应

创造了一个人工能量系统，使得细胞质基质中额

外 NADH 的供应与能量合成成为可能。该成果

还证明了酵母细胞中枢代谢的可塑性和灵活性。

于涛表示，研究团队将会在现有合成能量系

统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将合成的能量系

统与 CO2、甲醇等低碳原子的生物代谢相结合，

开发服务于可再生能源的生物储能新技术。

人工合成的能量系统让细胞能“长”又能“产”

装上“动力引擎”，“细胞工厂”变得更高效

新一代新一代““人造太阳人造太阳””又迎突破又迎突破，，离核聚变点火更近一步离核聚变点火更近一步

提高三乘积提高三乘积，，让可控核聚变走向现实让可控核聚变走向现实

科技日报讯 （记者颉满斌）近日，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刘玉芝、

黄建平等在期刊《地球科学评论》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其团队近 10年来在

青藏高原气溶胶—云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该团队长期致力

于西北地区沙尘气溶胶对干旱气候的影响和机理研究，本项成果的发表标

志着团队在该领域的研究又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青藏高原是典型的高寒气候区，位于沙漠和人类活动密集区的交汇处，

高原上空的气溶胶特性复杂。同时，青藏高原位于印度洋北缘，南部输送的

水汽充沛，加之高原的复杂地形和气溶胶（可作云的凝结核/冰核）的影响，

致使青藏高原上空的云物理特性独特。

针对青藏高原地区气溶胶和云特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团队围绕高原上

空气溶胶、云特性及其相互作用开展了研究。

团队提出，青藏高原是沙尘等气溶胶输送的转运站，高原通过大地形产

生的“烟囱效应”，将中亚、南亚、西南亚的沙尘和人为气溶胶输送至高原，并

进一步输送至对流层顶。

围绕青藏高原云特性方面，团队证实云对高原增温有重要贡献。同时

发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尘可被抬升至高原北部，印度的沙尘和人为气溶

胶也可输送至高原南部，参与高原云的形成过程，改变云的特性，对局地降

水产生重要影响。

团队还发现，青藏高原上空受气溶胶影响的对流云团，在西风作用下，

进一步东移，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局地对流云团合并，使该地区强降水的发

生时间延迟，降水强度增强。

该研究是在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学考察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共同支持下取得的重要成果，为青藏高原气溶胶—云相互作用机理

提 供 了 新 视 角 ，为 青 藏 高 原 异 常 增 暖 和 冰 川融化归因研究提供了新

证据。

青藏高原气溶胶—云相互作用

对局地和下游气候有重要影响

新华社讯 （记者潘晔）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获悉，中国、西班牙的古生物学者在西班牙 2.37亿年前的三叠纪地层中发现

一块古植物化石。它既有类似裸子植物的外表，又有类似被子植物的结构

特征，科研人员将之命名为“三叠纪跨界者”。

主持此项研究的中科院南古所研究员王鑫介绍，“三叠纪跨界者”化

石形态结构保存完好。从形貌上看，该化石很像 2 亿多年前的裸子植物

中松柏类的一颗球果。但不同于普通球果的是，这枚“球果”的“苞鳞”几

乎完全包裹住其腋部的倒生胚珠。这种形态结构类似某些原始的被子

植物中尚未完全闭合的心皮，而心皮是被子植物独有、裸子植物中不曾

有的结构。

从裸子植物到被子植物，是植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跃”。现今世

界范围内的被子植物大约有 30 万种，占植物界种类的绝大多数，它们为人

类提供了大部分食物以及用于建筑、造纸、纺织、油料等的原料。

“我们仔细观察‘三叠纪跨界者’的结构发现，这种远古植物的‘球果’的

‘苞鳞’几乎完全包裹住了其腋部的胚珠，仅在腹面还留有一条小缝，这意味

着它对胚珠的包裹程度还没有完全达到被子植物的程度。‘三叠纪跨界者’

是目前裸子植物中最接近被子植物的种类，很可能是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之间的过渡类群。研究这个植物界的‘跨界者’能够帮助我们揭示更多的植

物演化奥秘。”王鑫说。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植物》上。

拥有裸子植物外表、被子植物结构

三叠纪植物界的“跨界者”被发现

科技日报讯 （洪恒飞 寇艳君 记者江耘）近日，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

水稻研究所获悉，该所水稻有害生物防控技术创新团队利用水稻—稻瘟

病菌系统解析环境湿度调控稻瘟病发生的机制，揭示了稻瘟病在高湿环

境中更易发生的分子机理。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学术期刊《植物细

胞和环境》。

稻瘟病是水稻最严重的病害之一。植物多种病害如稻瘟病、纹枯病、稻

曲病、小麦赤霉病及玉米叶斑病等的发生和流行都需要高湿环境。因此，解

析湿度调控病原菌致病力和作物免疫反应的机理对作物病害的防控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稻瘟病菌的分生孢子借助风雨传播到稻株上，吸水后萌发形成重要的

侵染结构附着胞。附着胞推动侵染栓进入水稻细胞，并进一步分化形成侵

染菌丝。侵染菌丝在大约 7 天后扩展为典型的稻瘟病斑。”该团队成员、中

国水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邱结华说。

团队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湿条件下，稻瘟病菌分生孢子无法形成附

着胞，从而丧失了侵染水稻的能力；在高湿条件下，稻瘟病菌的分生孢

子吸水萌发形成附着胞，水稻基础抗性降低，最终导致水稻更易感染

稻瘟病。

邱结华表示，科研团队进一步试验发现，施用乙烯利（乙烯类似物）

是提高高湿条件下水稻对稻瘟病抗性的有效策略。此次研究发现为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及极端天气频发条件下稻瘟病的有效防控提供了重要

理论基础。

新研究揭示稻瘟发病机制

有助改进高湿条件下抗病策略

（本版图片由视觉中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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