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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人造太阳：
核聚变一次能产生多少能量？

在我们的头顶，有一种源于自
然的强大能源——太阳，它距离地
球大约 9300 万英里（14966 万千
米），仅有十亿分之一的太阳总能
量传输到达地球，太阳的能量使地
球变成一个充满生命的世界，太阳
每秒向地球表面传递的能量相当于
2018 年所有发电站的总发电量。

在地球上，人类主要通过收集
能量来驱动机器运转，例如 ：收集
下落的水的能量，在水力发电厂将
水的势能转化为电能，为了创造能
量，人们必须将物质转化为能量。

链式反应

产生能量的其中一种方法是裂
变原子，原子是宇宙中所有物质的
基本组成分子，因此如何控制裂变
原子的链式反应，就能产生稳定的
能量流，一旦该反应失去控制，裂
变原子在一次核爆炸中会同时释放
大量能量。

每个原子的核心，即原子核，
是由更小的粒子构成，即质子和中
子。将原子核凝聚在一起的作用力
存储了大量的能量，为了从原子核
中获得能量，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
将重原子分裂成轻原子的过程，因
为较轻原子不需要像较重原子那么

多的能量，用于将原子核聚集在一
起，能量以热或者光的形式释放出
来，这个过程叫做核裂变。

当一个原子被分裂时，就开始
产生连锁反应 ：被分裂的原子会触
发另一个原子产生分裂，以此类推。
为了使链式反应处于可控范围，科
学家研发了减缓原子分裂的方法，
例如 ：吸收一些分裂的粒子。

核能

核电站收集原子分裂释放的
能量，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是日本
的柏崎刈羽核电站，它由 7 个核
反应堆组成，最大发电能力大约是
8000 兆瓦，世界上最大的单个核
反应堆是中国台山核电站的两座核
反应堆，台山核电站的每个反应堆
装机容量为 1750 兆瓦。

单个核反应堆比不受控制的核
反应（如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能量
小许多，现今，引爆一颗原子弹是
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柏崎刈羽核电
站半年的发电量。

核裂变过程的一个缺点是产生
核废料，裂变的原子通常不稳定，
并产生危险的辐射，更重要的是核
废料需要妥善储存许多年，一旦释
放到环境会带来风险。

核聚变

科学家还发现另一种类型的核
反应，一种产生能量而不产生核废
料的反应，当两个较轻的原子结合
成一个较重的原子时，失去的质量
就会转化为能量，该过程被称为核
聚变。同时，聚变也会发生在太阳
核心，每秒太阳将大约 6 亿吨的氢
燃烧成大约 5.96 亿吨的氦，产生
的能量相当于数万亿颗原子弹。

然而，在地球上实现核聚变是
非常困难的，该聚变仅在极端条件
下才会发生，例如 ：太阳的高温高

压环境，迄今科学家还没有有效地
证明可控核聚变产生的能量比消耗
的更多，但他们正在努力做到这一
点，一种方法是用高功率激光从不
同方向射向微小的氢同位素微粒。

核聚变将是未来一种非常有前
景的能源解决方案，但人们很容易
忽视我们的头顶有一个巨大的核聚
变反应堆，这就是太阳，随着太阳
能效率不断提高，我们甚至不需要
过多其他能源，只需要捕捉更多的
太阳能，就能满足人类日常所需的
能量需求。� （逸文）

大多数健全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
简单的日常事务——当他们伸手去拿一杯
热咖啡时，他们能够感受咖啡的重量和温
度，并以此调整握姿，防止液体洒出。当
人的手臂和手部的触觉及运动控制系统完
好时，在触碰或者握住物品的瞬间，他们
就能感觉已经接触到物体，从而能够自如
地开始移动或举起物体。

但是当一个人操作假肢时，这些工作
就变得非常困难，更别说是用大脑去控制
了。

5�月�20�日发表在《科学》（Science）
杂志的论文中，一个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
康复中心神经工程实验室（University�of�
Pittsburgh�Rehab�Neural�Engineering�
Labs）的生物工程师小组描述了如何通过
增加大脑刺激来唤起触觉，从而使操作者
更方便地操作由大脑控制的机械臂。实验
中，当在视觉基础上补充人工触觉后，操
作者抓取和移动物体的平均时间从�20.9�秒
减少到�10.2�秒，减少了一半。

论文的联合通讯作者，匹兹堡大
学物理医学与康复系（Department�of�
Physical�Medicine�and�Rehabilitation）
的副教授�Jennifer�Collinger�说 ：“从某
种意义上说，我们预料到这会发生，但是
实验中观察到的程度是我们没想到的。肢
体和手部的触觉反馈对我们日常生活中的
正常行为至关重要，当这一反馈缺失时，
人们的行为能力就会受损。”

研究参与者�Nathan�Copeland�是世
界上第一个不仅在大脑运动皮层，而且在
大脑体感官皮层（大脑中处理身体感官信
息的区域）也植入了微型电极阵列的人。
这个阵列让他不仅能通过大脑控制机械
臂，还能接收到触觉反馈，与脊髓功能完
好的人身上神经回路的运作方式类似。论
文中对他的情况进行了描述。

Copeland� 说 ：“我已经对刺激产生
的感觉以及在没有刺激的情况下执行操作
都非常熟悉了。尽管这种感觉不是‘自然

的’，能够感觉到压力和轻微的刺痛，但
丝毫不会困扰我。我从来不觉得接收刺激
信号是我需要去适应的，在执行操作的同
时接收到刺激信号，对我而言自然得就像
‘花生酱夹果酱三明治’。”（注 ：花生酱夹
果酱三明治是美国人生活中最常吃的食物
之一。）

一场车祸中，Copeland� 手臂受损，
于是他加入了一项用以测试触觉运动微
电 机 的 脑 - 机 接 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的临床实验，并植入了
美国�Blackrock�Microsystems�公司的四
块微电机阵列，通常也称作�Utah�阵列。

这篇论文是在早期的研究基础上的进
一步深入。早期的论文首次描述了使用微
小的电脉冲刺激大脑的感觉区域，将如何
在一个人的手部激发触觉，这种方法甚至
对由于脊髓损伤导致四肢失去感觉的人也
有效。而这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将用
来自脑部的信号控制机械臂的运动与将信
号传回大脑来提供感官反馈结合起来。

在一系列的测试中，脑 - 机接口操作
者被要求从桌子上拿起各种物体并转移到
一个较高的平台上。实验证明，加入电刺
激产生的触觉反馈后，参与者完成任务的
速度是在没有电刺激情况下的两倍。

在新的论文中，研究者希望能在尽可
能接近真实世界的环境中测试触觉反馈的
效果。

论文的联合通讯作者、匹兹堡大
学物理医学与康复系（Department�of�
Physical�Medicine�and�Rehabilitation）
的副教授�Robert�Gaunt�说：“我们不希望
在任务中去除知觉的视觉成分。即使是恢
复有限的、有缺陷的知觉，（残疾）人的
行为能力都有了非常大的提升。为了使触
觉更逼真，并将这项技术应用于人们的生
活，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离重建
大脑的正常输入这一目标越近，我们的生
活就会越美好。”� （顾晨月）

成像技术迎来突破
能够更为清晰地对半导体与量子材料
进行分析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们对其高倍显微镜
做了改进 ；现在，用户能够以前所未有的分辨率观
察原子，得出皮米（万亿分之一米）精度的超近距
离图像。

2018 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
种高性能的探测器以及一种称为“叠层衍射成像”
的算法驱动过程。由于他们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显
微镜的分辨率提高了三倍，就创下了一项世界纪录。
不过，采用这种方法只能观察仅有几个原子厚的超
薄样品，再厚一点的样品都会因为电子散射而看不
见具体图像。康奈尔大学的研究小组表示，叠层衍
射成像的工作原理是 ：扫描材料样本中的重叠散射
样式，并观察重叠区域的变化。

由美国康奈尔大学工程教授塞缪尔·B·贝克尔、
大卫·马勒带领的一个团队通过采用那些使用了越
来越先进的 3D 重建算法的电子显微镜像素阵列探测
器，对先前的成果进行了双倍改进。用了这种新的
算法后，该探测器就拥有了非常高清的分辨率，哪
怕成像存在模糊之处也只能是因为原子本身的热抖
动。

该研究小组在最新一期的《科学》杂志上发了
一篇名为《电子叠层衍射成像已达到晶格振动的原
子观测分辨率极限》的论文（主要作者是博士后研
究员陈震）。根据此份论文，这种最新形式的电子叠
层衍射成像方法让科学家们在所有三维空间中都能
找到单个原子，而采用其他成像方法或许很难发现
这些原子。

此外，研究人员们还能在不平常的结构中发现
一些杂质原子，并单独对它们及其震动进行观察。
他们表示，这或将有利于观察半导体、催化剂以及
量子材料（包括用于量子计算的材料）的成像以及
位于材料连接处的原子成像。

大卫·马勒表示 ：“叠层衍射成像方法不只是创
造了一个新纪录。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体系，是分辨
率的最高限度。现在，我们基本可以轻松简单地找
到原子。我们或许也能利用一些新的测量方法来完
成一直都想做的一些事。此外，该方法还解决了一
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消除样品中光束的多次散射
（汉斯·贝特在 1928 年提出了该说法）——这在过
去是无法做到的。”

大卫·马勒还表示：“有了这些新的算法，我们
就能够对显微镜成像的所有模糊之处进行改正；哪怕
成像存在模糊，也只能是因为原子本身在抖动，原子
在一些特定温度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说到温度，其
实我们测量的是原子抖动的平均速度。”� （朱航琪）

韩国科学家打造出超薄锂金属阳极容量
是当今传统锂电池的10倍

韩国的科学家们在电池研究方
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有助于突破
能源存储的一个关键瓶颈。锂金属
电池架构是极有前途的电池方向，
其容量是当今传统锂电池的�10�倍，
而最新研究克服了锂金属电池商业
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技术难题。

锂金属电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
前景，是因为纯锂金属的能量密度
非常好。科学家希望使用该材料取
代现有锂电池中阳极所用的石墨，
不过想要将其商业化需要解决很多

复杂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
和枝晶（dendrites）有关，在电
池长时间使用后会在电池阳极表面
形成。这些枝晶会刺穿阳极并迅速
导致电池短路、失效甚至是起火。

因此，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集
中在防止树枝状物的形成，我们已
经看到了一些有希望的和创造性的
解决方案。其中许多侧重于在阳极
和电池的电解液之间形成一个保护
界面，该界面在循环时在电极之间
来回携带电荷。

研究作者、韩国大邱庆北科技
学院（DGIST）的李永民（Yong�
Min�Lee）教授说 ：“锂枝晶的形
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锂阳极的表
面性质。因此，LMB（锂金属电池）
的一个关键战略是在锂表面建立一
个有效的固体电解质界面（SEI）。”

李永民和他的同事通过使用
金属锂粉作为起点来解决这个问
题，这创造了更高的表面积，并能
够创建薄而宽的电极。然而，这种
技术的一个缺点是表面的不均匀

性，这再次导致电池的失败。随后�
DGIST�的科学家们发现，解决方
案的可能性在于在锂粉中添加硝酸
锂。

在制造过程中预先植入这种化
合物，使该团队能够创造出超薄的
锂金属阳极，并在表面形成光滑和
均匀的界面层。事实证明，这使电
池在 450 次充电循环中保持稳定，
其中它保留了 87% 的容量，并表
现出 96% 的库伦效率。� （逸文）

缓解交通拥堵是降低排放的最新方法缓解交通拥堵是降低排放的最新方法

美国能源部正准备利用其国家实验室
的强大计算能力来消除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祸
害 ：交通拥堵。

这项工作的目的不仅是改善驾车者的心
情。如果可行，它将减少美国多达 20% 的
运输燃料消耗并减少汽车排放。第二个目标
是在未来 10 年内，通过缓解美国城市高峰
时段的交通拥堵来挽回多达 1000 亿美元的
工人生产力损失。

两年前，田纳西州橡树岭的橡树岭国家
实验室和科罗拉多州戈尔登的国家可再生能
源实验室（NREL）选择了田纳西州查塔努
加市（人口为 182799）作为他们的第一个
实验对象。这座城市坐落在该州东南角的丘
陵和山脊之间，是美国交通最拥挤的二十个
城市之一。

NREL 科学家的第一步是构建一个详细
的计算机模型，或称“数字孪生体”，以单
独分析城市的交通模式，然后探索其交通高
峰期拥堵的解决方案。

“查塔努加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条件和机
会，使我们能够与杰出的市政府和州级合作
伙伴一起工作。”NREL 车辆技术管理计划
总管 John�Farrell 解释道。“最终，我们计
划将这些解决方案应用于全国较大的城市区
域和区域性走廊。”

国家目标是每年节省 33 亿加仑（约
125 亿升）的燃油并减少 88 亿小时的生产
力损失，同时减少每年因空转而导致激增的
汽车排放量。根据NREL的数据，在正常（非
新冠疫情流行的）年份中，驾驶员将“被困
在方向盘上”46 个小时。

正如 Farrell 在一次采访中解释的那样，
完成查塔努加两年交通研究的关键是 NREL
最新的超级计算机“鹰”（Eagle），它每秒
可以进行 800 亿次计算。他指出，五年前不
具有现在的计算机技术和应用方式。

“鹰”能帮助 NREL 使用一种称为“机
器学习”的过程，该过程可以探索大量数据
并快速识别出人类可能需要花费数周甚至数
月才能发现的模式。查塔努加市提供了大量
的交通数据。

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与众
多合作伙伴一起工作，包括查塔努加市交通
运输部门、三所大学、田纳西州和乔治亚州
的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几家卡车运输公司，例
如联邦快递公司。

这项研究使用了 500 多个数据源，其中
包括 ：美国全球定位系统中的太空卫星，自
动照相机，雷达探测器，气象站，显示汽车
位置的城市记录仪以及人工视觉观察。

Farrell 补充道 ：“机器学习存在困难的

一个方面是，它仅告诉你现象却不能解释它
背后的原因。”超级计算机第一个甄别出的
对象是浅滩路（Shallowford�Road）——
一条由郊区进入城市的多车道高速公路。研
究人员发现，浅滩路沿线的四个交通信号控
制器需要处理极其繁忙的交通状况，这意味
着驾驶员在一天当中会被一连串红灯拦住。

他们“缓解交通拥堵”的措施之一是根
据交通情况调整时机，从而增加了绿灯出现
频次，并使高速公路上的车辆燃料使用量减
少了 16％。他们一次性就使得一个地区的
节油量接近了他们为整个城市设定的节油目
标。在此之前，他们的方法仅基于计算机理
论。Farrell 称此结果“既让人震惊，又让
人满足”。

未来两年他们将致力于区域交通拥堵解
决方案，其中包括通往查塔努加地区的其他
高速公路。该方案将研究卡车的交通行为，
以及它面对查塔努加的交通拥挤变化时的反
应。

它们将包括“动态速度限制”，通过调
整以更有效地缓解交通压力，并调整控制通
往高速公路的匝道上信号灯的时间。Farrell
指出 ：“不仅是查塔努加市，在全国范围内
货运都是造成堵塞的主要因素之一。”他解
释说，卡车的反复停车和起步，会比轿车带

来更多的燃料损失和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
在丘陵地区。

根据 NREL 的数据，每年在美国高速
公路上运输的货物超过 110 亿吨，每天的货
物价值超过 320 亿美元。

NREL 及其合作伙伴希望到 2022 年 10
月左右，他们将拥有一个可以应用于其他城
市及其周边地区的模型。丹佛和亚特兰大是
接下来最有可能进行交通模拟的城市。

Farrell 说，他希望基于查塔努加市的
模型和经验能在一年内用于解决其他城市交
通拥堵的问题。“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只是我
们可以帮助解决的问题之一。”他说，“当你
解决了拥堵问题时，道路安全性也会得到提
高。”

虽然新冠疫情最近已将交通拥堵造成的
时间损失减少到 26％左右，但 Farrell 表示，
一旦国家复苏，挤在交通拥堵中所造成的
时间损失很可能会恢复到全国常态水平，即
40 到 50 小时。

这将导致 88 亿小时的生产力损失。
Farrell 补充说 ：“减少交通拥堵时间的影响
其实很大，因为它影响着很多人。”同时他
预测，这也可能会激发更快的模型测试与更
快的超级计算机。� （李卓）

给机械臂加上触觉
可让残疾人行动更自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