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 67 号（100712）    社长 ：孙伟　总编 ：魏轶群　总编室主任 ：吴斌斌　58354180　广告 / 发行部 ：58354176　传真 ：58354167 　投稿邮箱 ：news@cannews.com.cn　每周二、五出版　全年定价 288 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东工商广字第 0113 号　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印刷

探索 Exploration12 责任编辑：高飞　联系电话 ：010-58354199　美术编辑：韩晓红

2021年4月20日　星期二

美国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
应用机器学习辅助快充电池技术研发

|| 陈济桁|

2021 年 3 月， 美 国 能 源 部 SLAC 国
家加速器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宣布在利用机
器学习加速设计更好的电池方面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 ：不仅仅通过大量积累和学习数
据，同时还要与实验数据和物理方程式中
得到了理论数据相结合，加快自动科学分
析速度，缩短了测试快充锂电池使用寿命
的时间，发现并解释电池长寿命机理。

斯坦福大学副教授、能源部 SLAC 国
家加速器实验室研究负责人 Will Chueh
表示，这是首次将“科学机器学习”方法
应用到电池充放电循环研究中，研究结果
颠覆了人们长期以来对锂离子电池如何充

放电的认知，并为研究人员提供了一套可
设计更长寿命可充电电池的新标准。

斯坦福大学、SLAC、麻省理工学院
和丰田研究所（TRI）合作，将这项最新
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了《自然材料》中。研
究的最终目标是将基础研究和行业技术结
合，开发出一种可在 10 分钟内实现充满电
的长寿命电动汽车电池。

丰田研究院高级研究科学家帕特里
克·赫林表示，电池技术对于任何类型的
动力总成来说都至关重要。通过了解电池
内部发生的基本反应，可以延长电池寿命，
实现更快速的充电，最终设计出更好的电
池材料。以这项研究为基础开展进一步的
研究，有望实现成本更低，性能更好的电池。

这项全新研究建立在此前两项研究工
作进展基础上，研究团队曾使用了更传统
的机器学习方式显著加快电池测试速度，
并从多种充电方式中进行筛选，找到了最
有效的充电方法。尽管这些研究使研究人
员可以更快速地取得进展（例如，将确定
电池使用总寿命所需的时间缩短了 98%），
但并未揭示能够使电池获得更长寿命的根
本物理或化学作用机理。将三项研究成果
结合起来有望大大减少一种新电池技术从
实验室走向消费市场所需要的时间。

SLAC 的研究人员正在寻找如何让机
器学习新型电池失效机制物理原理，一旦
成功可帮助工程师设计更好、更安全的快
充电池。快充技术带来用电便利的同时，
也给电池带来了极大压力，对电池内部造
成了较大破坏，解决这一问题是扩大美国
电动汽车市场规模普及的关键，同时这也
是应对气候变化总体战略的一部分。

全新的研究成果组合还可应用于开发
风能和太阳能电力等更大部署设施所需规
模的电池系统，随着拜登政府最近宣布的
目标，即在发电领域逐渐消除化石能源燃
料，到 2035 年实现零碳净排放量，这项
任务变得更加紧迫。

这项新研究关注的重点是电池电极，
电极是由纳米尺寸颗粒凝结成的小颗粒组
成的。锂离子在充电和放电过程中在往返
于阴极和阳极之间，不断的在小颗粒中渗
入和放出。这种不断的往复运动使小颗粒
产生膨胀、收缩和破裂，逐渐降低其存储
电荷的能力。而快速充电只会加剧这种现
象。

为了更详细地研究这一过程，研究小
组观察了由镍、锰和钴制成的阴极颗粒充
放电行为，这种电极被称为 NMC 组合，
它是电动汽车电池中使用最广泛的材料之
一。颗粒在电池放电时会吸收锂离子，而
在充电时会释放锂离子。

斯坦福大学研究员使用 SLAC 斯坦福
同步加速器辐射光源的 X 射线对正在快速
充电的粒子进行了总体观察。随后又将粒
子带到了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高
级光源中，并通过扫描 X 射线透射显微镜
进行了检查，这种显微镜可以观察单个粒
子。

这些实验数据，以及快速充电过程的
数学模型和描述充放电过程的化学和物理
方程式信息，都将被整合到了科学的机器
学习算法中。

与此前的两项研究不同，新的研究工
作并没有仅仅通过简单地向计算机中输入
模型数据直接找出模型，而是教会了计算

机如何选择或学习正确的方程式或物理化
学原理。

截至目前，科学家一直认为电极内部
颗粒间的差异微不足道，且它们储存和释
放离子的能力受到锂在颗粒内部移动速度
的限制。通过这种观察事物的方式，锂离
子同时以基本相同的速度流入和流出所有
颗粒。

但新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当电池充电时，
颗粒本身可以控制锂离子从阴极颗粒中释
放的速度。一些颗粒能够给立即释放出许
多离子，而有一些粒子则很少或根本不释
放。而且，快速释放离子的颗粒相比其相
邻的颗粒，能够继续以更快的速率继续释
放离子，这是以前从未发现过的积极反馈
或“富者愈富”的效应。这种不均匀的放
电方式给电池带来了很大压力，影响了电
池的使用寿命。若要改善这个问题，必需
理解这种工作机理。

新的研究方法具有改善电池成本，存
储容量，耐用性和其他重要性能的潜力，
小到笔记本电脑、电动汽车，大到飞行器、
大规模存储可再生能源的电网等领域均具
有广泛应用前景。

两年前，可充电锂离子电池的开创者
获得了 2019 年诺贝尔化学奖。但关于如
何更好的认识锂离子电池并创造出更好的
产品，还有很多领域需要研究。

这项研究是由丰田研究所资助。斯坦
福同步加速器辐射光源和高级光源是美国
能源部科学办公室管理的用户设施，使用
该设施的相关研究工作得到了美国能源部
科学办公室和美国能源部先进电池材料研
究计划的支持。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使用机器学习
纠正量子系统信息失真

近日，美国陆军和空军资助的三项量子
研究项目均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解决了一个
数十年的难题，可能会使美国陆军和空军在
量子超级计算机上取得突破。

在美国陆军研究办公室和空军科学研究
局的资助下，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大学的研
究人员在最近的实验中找到了保护量子信息

免受超导系统中的错误影响的方法。这种方
法可以自发地纠正错误，从而极大地提高了
效率，这将有助于减轻将来计算机的负担。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
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使用机器学习来纠
正由光子组成的量子系统中的信息失真。
根据美国陆军的一份声明，该论文发表在

Advanced Quantum Technologies 上，
可以“利用人工神经网络的自学习和自进化
功能的机器学习技术可以帮助纠正失真的信
息”。这种机器学习方法可以容纳多个应用
程序。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博士研究生纳拉
扬·布萨尔（Narayan Bhusal）认为，在
量子通信、密码学和传感技术中，使用光模
式来传输量子信息，“与传统技术相比，我
们的方法非常有效且省时。” “对于自由空间
量子技术的未来，这是令人振奋的发展。”

最后，芝加哥大学普利兹克分子工程学
院的科学家通过美国陆军作战能力发展司令
部的资助和管理，能够通过通信电缆发送纠
缠的量子比特，将两个网络节点连接起来，
其研究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这项研
究为使用额外的量子节点进行日益复杂的实
验铺平了道路，并为大规模量子网络和计算
机的使用奠定了基础。美国陆军透露，“为
了通过一米长的超导电缆通过通信电缆发送
纠缠态，研究人员创建了一个实验装置，在
两个节点的每一个中具有三个超导量子位。” 

“他们将每个节点中的一个量子比特连接到
电缆，然后以微波光子的形式通过电缆发送
量子状态，而信息损失最小。” （|禹宁）

NASA开发可用于电动飞机的新型全固态电池
美 国 航 空 航 天 局（NASA） 正 在 实

施 一 项 名 为“ 增 强 可 充 电 性 和 安 全 性 的
固 态 架 构 电 池 ”（SABERS ：Solid-state 
Architecture Batteries for Enhanced 
Rechargeability and Safety）的活动，研
究如何通过使用全新的材料和新颖的构造方
法来制造更安全的电池，目标是制造一种比
目前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具有更高能量的、可
用于电动飞机的电池，而且这种电池不会随
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容量、着火或在出问题
时危及乘客。

NASA 格林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正在针
对电动飞机的独特新能要求从零开始开发全
新的固态电池，与内部含有液体的电池相比，
不含任何液态的全固态电池可降低封装复杂
性、降低安全风险并可以承受更大的损伤。

SABERS 项目旨在使用以前从未组合
过的元素来构成电池。项目团队对使用硫和
硒元素的独特组合来保持电荷的方法进行了
研究，发现固态硫硒电池的触感很好，不会
着火，外形比锂离子电池更薄，并且具有更
好的能量存储。在非理想条件下性能虽会降
低，但仍可运行。另一个好处是硫作为石油
冶炼的副产品，储量充足。该团队还对“多
孔石墨烯”（holey graphene）与其他材料
的结合进行了研究，这种材料具有非常高的
电导率，质量超轻且环保。

放 电 率 低 是 固 态 电 池 的 硬 伤， 但

SABERS 的研究人员已经使固态电池的放
电速率增加了几乎一倍，这意味着固态电池
可以为更大的电子设备供电。该项目的目标
和成功已经吸引了 Uber 等公司的关注。

SABRE 的下一步将按照节奏进行电池
设计，包括测试其在实际环境下的工作情况、
进行安全性确认、以及收集性能相关数据。
如果成功，则可以进一步优化设计。

安全是 SABERS 首要考虑的因素。当
前的电池研究主要针对汽车行业，其安全标

准通常比航空安全性要求低。SABERS 希
望开发更安全的电池技术来帮助设定新的航
空标准。根据对电动飞机的实际运行需求的
分析，SABERS 项目重点关注五个事项 ：
安全性、能量密度、放电率、封装设计和可
扩展性。

SABERS 正在确定用于电动飞机的安
全电池的可行性。如果成功，这些创新将有
助于为未来的航空旅行开创电力存储的新纪
元。 （理群）

布朗大学首次完成人类
使用的无线高带宽
脑机接口

布朗大学的一组研究人员展示了人类首次使用高带
宽无线脑机接口（BCI）的场景。该团队表示，这是迈向
完全可植入皮质内脑机接口系统的重要一步。虽然 BCI
已经在临床试验中测试多年，但它们需要电缆将大脑中
的传感阵列连接到能够解码信号的计算机，并使用它们
来驱动外部设备。

BrainGate 的四肢瘫痪临床参与者已经演示了使用
外部无线发射器的皮质内无线 BCI。该系统可以以单神
经元分辨率和全宽带保真度传输脑信号，而无需与解码
系统进行物理绑定。传统 BCI 中的电缆被一个最大尺寸
约为两英寸的小型发射器取代，其重量超过 1.5 盎司。

传感器单元位于用户的头顶，使用有线系统使用的
相同端口连接到大脑运动皮层内的电极阵列。最近的研
究涉及两名瘫痪的临床试验参与者，使用带有无线发射
器的 BrainGate 系统。两名参与者使用无线发射器在标
准平板电脑上进行指点、点击和打字。

研究人员发现，无线系统传输信号的保真度几乎与
有线系统相同。参与试验的人员使用无线系统也能达到
类似的点按精度和打字速度。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已经
证明了无线系统在功能上与多年来作为 BCI 性能标准的
有线系统相当。

这项成功的研究代表了 BCI 研究中朝着主要目标迈
出了早期但至关重要的一步。该目标是一种可完全植入
的皮质内系统，帮助失去行动能力的人恢复独立。（逸文）

海水淡化技术升级
预计到 2025 年，全球将有三分

之二的人口面临获取淡水的问题，而
把海水和地下水中的盐分和污染物去
除，是缓解人类淡水危机的方法之一。

然而，目前大型海水淡化厂的建
设成本高达数百万美元。这类工厂大
都使用了反渗透技术，这是一道需要
施压让海水挤过反渗透膜的技术，所
需的电力成本几乎占到了整个工厂开
支的一半。这道工序还会产生一种含
有有害化学物的浓盐水，可能危害当
地的生态系统。此外，反渗透工厂通
常需要利用化石燃料供能，这会产生
大量的碳排放。尽管各国的工程师已
经开始采取行动（特别是在亚洲和非
洲地区）用太阳能电池板替代化石燃
料，但是这么做并不能解决有毒物质的排放问
题，甚至会产生额外的成本。

为此，研究人员正在尝试以更直接的方式
利用太阳能。其中最简单的方式是利用蒸发作
用，蒸出淡水，留下盐和污染物。数百年来，
人类一直都在使用这种被称为太阳能蒸馏的技
术。沙特阿拉伯目前正在建造一面巨大的反射
镜，这个装置会将太阳光聚集到一个足球场大
小的钢制玻璃穹顶上，汇聚后的热量可以使其
中的海水蒸发。

为了让这个过程变得更便宜、简单、便携，
从而让高质量的海水淡化技术在全世界广泛应
用，研究人员也在尝试使用新的材料和设计。
娜奥米·哈拉斯（Naomi Halas）是美国莱斯
大学的电气与计算机工程师，她说 ：“发展中国
家对淡水资源需求量巨大，太阳能热技术不仅
可以降低海水淡化过程对能源的需求，还可以
在远离电网的偏远地区使用。”

由美国能源部主办的太阳能海水淡化奖
（Solar Desalination Prize）即将宣布半决赛人
选，这场比赛的目标是开发出能以 1.5 美元的成
本生产 1000 升可用水的系统。莱斯大学的土木
与环境工程师李琪琳说 ：“现在没有任何技术能
以如此低成本处理高浓度盐水。”

美国能源部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克雷格·图
尔希（Craig Turchi）表示，太阳能系统可以
克服反渗透技术的一大缺点。因为反渗透技术
一般只能淡化输入量一半左右的水资源，剩下
的盐分会逐渐富集堵塞反渗透膜。这种有毒的
副产品被称为卤水，通常会被倾倒进海洋，或
者注入地下。而太阳能淡化系统可以净化海水
含盐量两倍以上的盐水。美国能源部发言人梅
根·休斯（Meghan Hughes）表示，这个标准
将涵盖来自反渗透工厂的盐水和美国西南等地
的地下盐水，以及一些反渗透技术无法处理的
农业和工业废水。他说 ：“一般而言，只有热驱
动技术，也就是我们正在开发的一些技术，才
能处理这些高浓度盐水。”

哈拉斯和李琪琳已经制造出了一种太阳能
海水淡化装置，装置上有一张多孔的塑料膜，
可以让水蒸气通过同时阻拦其他物质。薄膜的
一侧覆盖着微小的碳颗粒，可以吸收太阳光的
热量，使与它接触的盐水更容易蒸发。通过薄
膜后水蒸气会在另一侧凝结成淡水。最近，哈
拉斯的研究团队在薄膜上引入了塑料透镜，太
阳光的聚集性更好，产生的热量也更多，这使
系统的效率提高了 50%。

研究团队的计算结果表明，他们有望在几

年内达到美国能源部的成本目标，也就是在一
平米大小的装置里，每小时处理出 20 升的淡水。
哈拉斯说 ：“我们现在更像是处于福特的 T 型车
阶段，而不是跑车阶段。但这已经足以激发从
事商业开发的机构的兴趣了。”

戴维·亚希波（David Jassby）是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土木与环境工程师，
他的团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将导热材料整合到
薄膜中。在薄膜下方，研究人员添加了一张能
被太阳光加热的细铝网。他说 ：“这样就可以把
薄膜卷成螺旋状的模块，不必大面积地直接暴
露在太阳光下。”在屋顶测试中，每平米薄膜每
小时可以处理出 9 升淡水。

这样的系统适用于亚洲和非洲远离电网的
村庄，美国西南部地下水盐度较高的区域，以
及任何需要紧急使用淡水的环境。但麻省理工
学院机械工程师伊夫琳·王（Evelyn Wang）
实验室的研究生张乐楠（Lenan Zhang，音译）
表示，这项技术还需要加快研究步伐，以更有
效的方式让太阳能转化出水蒸汽。

张乐楠表示，伊夫琳·王的团队“会不断
重复利用能源”提高转化效率。他们研发的设
备包括 10 个尼龙结构，每个结构都有一片黑
色的太阳能吸收层、一层纸巾和一张铝膜。在
加热过程中，黑色吸收层将纸巾中的盐水蒸发，
蒸汽凝结在铝膜上。水蒸气冷凝放热，热量传
递到下一层纸巾协助蒸发，而不是白白流失。
张乐楠表示，价值 100 美元的装置每小时可以
处理出 6 升淡水。如果使用更复杂的材料和设计，
效率还有可能提高一倍。

另一种有趣的方法利用了加湿的过程，可
以使干燥的空气通过盐水喷雾实现提纯。俄勒
冈州立大学机械工程师巴赫曼·阿巴西（Bahman 
Abbasi）说 ：“空气会吸收水分，但不会吸收固
体盐分。”他设计的系统利用太阳能加热、压缩
盐水和空气的混合物，并从喷嘴高速射出。这
个过程会产生一个漩涡，当空气上升冷凝时，
盐分等固体就会被推到设备的另一个壁面上。
实验表明，这种背包大小的装置可净化含盐度
达到海水 3 倍的盐水，每小时能生产约 20 升淡
水。

这些成本相对低廉的技术都可以为便携式
净水器或离网应用打开新的市场。图尔希表示，
相关技术最终也有可能打造出大规模的太阳能
净水系统，为城市提供饮用水。目前，这些技
术“将作为反渗透技术的补充，在反渗透技术
难以发挥的一些场景展现自身的价值。 

（巢栩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