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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

展，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

备重构能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

续深入开展好战略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

性技术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

指示要求，2016年8月2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

“创新战略院”），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

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

颠覆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

术的相关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

创新战略院和“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

目项目组决定编辑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

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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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850万英镑投资的英国人工智能伦理和监管重点项目公布

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公布了英国首个关于人工智能

伦理和监管的重点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提高公众的信任，确保英国在人

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开发和部署方面保持全球领先地位。科学家指出，这

将是英国第一个此类规模的项目，并将为人工智能的道德发展和利用提供

信息。这项名叫“打造负责任的AI生态系统”（ERAE）的项目由艺术和

人文研究委员会（AHRC）领导—AHRC是英国研究与创新的一部分—并与

Ada Lovelace研究所合作推出。人工智能正在整个经济和社会中释放巨大优

势，然而，随之而来的是无法预见并扩大的风险。因此，建立信任对于确

保人工智能行业的繁荣及其技术能够造福于人们的生活至关重要。该项目

将利用从人文学科到计算机科学等一系列学科的科学家和有远见者的专业

知识，从不同角度应对这些复杂的伦理挑战。该项目将有助于建立公众信

心，通过杰出、可信的研究促进负责任和道德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发展。

（Innovation news network 6.16）

基于原子器件的精密测量物理进展
—— 高精度的氙同位素共磁力仪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教授盛东与物理学院教授卢征天

联合课题组共同开发出一种既可以用来研究基础物理又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原子器件，即，高精度的氙同位素共磁力仪。它通过同时同地测量两种原子

的自旋进动信号来消除磁场波动和漂移的影响，从而精确测量器件本身的转

动，因而共磁力仪也是一种小型陀螺仪。当转动信号在实验中被置零后，该

原子器件即可用来探索单极-偶极相互作用。

这种奇异相互作用是由诺奖得主维尔切克(Franck Wilczek)提出的，它

可由一种至今尚未被探测到的“轴子”粒子来传播。该粒子是由粒子物理与

天体粒子物理和凝聚态物理预言存在的一种亚原子粒子。

课题组此次利用两个月测量数据，在0.11至0.55毫米的作用程范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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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传播子质量范围为0.36-1.80 MeV/c2，1 MeV/c2为1.783×10^(-30)
千克）对核子与中子单极-偶极相互作用强度设置了新的测量上限。特别是

在作用程0.24毫米附近，该工作的实验精度比此前结果提高了30倍。（Phys. 
Rev. Lett.,2205.13237）

日欧首次实现5G长距离洲际通信

2022年1月至2月，日本与欧洲多家机构合作，进行了首次包括静止卫

星线路在内的卫星5G综合控制的日欧联合实验，在日欧的国际间长距离5G
网络中，成功传输了5G控制信号、4K视频和物联网（IoT）数据。参与机

构众多，包括：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日本无线株式会社、SKY Perfect 
JSAT株式会社、东京大学，与欧洲航天局、欧洲电讯开发和战略研究所、

弗劳恩霍夫开放通信系统研究所。

2022年6月8日，日本情报通信研究机构（NICT）发文称，本次日欧联

合实验已成功将卫星线路集成到国际间长距离5G网络中，实现太空与地面

无缝连接。作为“Beyond 5G星地一体化技术研发”的一部分，该实验表明

5G通信可以建立在包括卫星线路在内的日欧间的长距离线路上，预计未来

可将5G网络普及于天空、大海或孤岛等以往难以部署5G的地方。（颠覆性

技术情报大数据平台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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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能源部投资5790万美元
支持30个项目以推进美国工业界脱碳

2022年6月16日，美国能源部（DOE）宣布将在30个项目之间分享5790
万美元的资金，所有这些项目都位于工业界、大学和国家实验室内。这些项

目将有助于美国工业部门的脱碳，推进清洁能源制造科学，增强美国的经济

竞争力。预计这些项目将产生技术创新，加速实现拜登政府到2050年实现净

零碳排放的目标。美国能源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JenniferM.Granholm）

解释说：“在扩大我们制造清洁能源技术的能力的同时，使美国工业脱碳，

是实现国家气候、经济目标的最可靠途径。” “通过这项投资资助的技术

将提高美国整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能源效率和竞争力，为美国工人创造高

薪的就业机会”。2021，工业部门约占所有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GHG）

的三分之一，超过了6.31亿辆汽油燃料乘用车的年排放量。为了应对气候危

机，随着清洁能源技术产量的增加，美国工业界需要采取多种方式脱碳，这

包括风力涡轮机、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电池等技术的发展。这30个项目

将侧重于有助于实现更清洁、更高效的制造业的发明，以及产生新一代清洁

能源技术制造工艺的发明。（Innovation news network 6.17）

从单细胞研究家蚕丝腺，探究每个细胞的基因动态变化

家蚕基因组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徐汉福教授课题组以单细胞分辨率揭

示了家蚕丝腺的全细胞异质性及其基因转录图谱，说明家蚕丝腺(吐丝器官)
研究实现了从组织水平到单细胞水平的跨越。首次把研究的分辨率提高到了

单细胞的水平，把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动态变化都探究清楚，也充分揭示了

家蚕丝腺细胞的异质性。

研究发现，家蚕丝腺中有10种主要细胞类群，它们分别执行丝素蛋白

合成、丝胶蛋白合成、液态丝纤维化、细胞重建、丝蛋白代谢、几丁质代谢

等功能。丝蛋白基因不但在龄期丝腺细胞高表达，在眠期亦有不同程度的表

达。眠期丝腺细胞中基因表达非常活跃，一些信号转导通路如蜕皮激素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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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参与其中，发挥着调控丝腺发育和丝蛋白合成的重要作用。

天然蚕丝蛋白因其优异的综合性能，近年来在组织工程、生物医药、信

息技术、食品等领域的开发应用非常活跃，应用范围已拓展到人们生活的方

方面面，还比如手术骨钉、创伤辅料、载药支架、神经导管、传感器、化妆

品、食品保鲜膜等。探明家蚕高效产丝以及蚕丝性状形成的分子基础，对于

蚕丝性能改造、分子育种以及方兴未艾的丝蛋白多元化、高值化开发利用具

有重要指导意义。(Nature Communications,3316 (2022))

英特尔联合高校研发神经形态技术，
可使大型深度学习网络节能16倍

近日，格拉茨技术大学 (TU Graz)的计算机科学家在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期刊上发表论文表明，他们通过在类脑神经形态芯片上模拟人

脑的长-短期记忆单元功能，大幅提高运行大型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能源效

率，最高达到其他 AI 系统的16倍。

近年来，人工智能  (AI) 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广泛应用于机器视

觉、推荐算法、自动驾驶、生物医疗、自然语言处理、智能助手等等生活的

方方面面，这样的成就离不开其背后的核心，也即人工神经网络 (ANN) 和
深度学习 (DL) 技术的突破。人工神经网络非常擅长处理大量数据，能够自

主识别和推断对象以及不同对象之间的关系，但其同样极其惊人的能耗一直

是阻碍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障碍，不仅设备、能源成本高昂导致高度中心

化，还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对环境非常不友好。

而在这次突破性研究中，格拉茨技术大学 (TU Graz) 理论计算机科学研

究所与英特尔神经形态计算实验室的科学家们通过实验展示了，在运行大型

深度神经网络处理自然语言句子等序列时，使用他们的神经形态技术硬件

所消耗的能量只有非神经形态硬件的1/4甚至是1/16。这一惊人的突破可能

会以无法估量的方式推动人工智能的发展。（颠覆性技术情报大数据平台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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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全球粮食安全可能受到底土压实的威胁

瑞典农业科学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发现，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未来的

粮食安全将受到底土压实的威胁。底土压实是由大型农用车辆（如拖拉机）

造成的。虽然更大、更灵活的轮胎对表层土的损坏有限，但表层土下面的土

壤变得密实，长期生产能力会受到威胁。这些结论是在一项全球研究中得出

的，该研究还与蜥脚类动物（地球上最重的动物）进行了比较。这项研究发

表在2022年5月16日的《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由瑞典农业科学大学和瑞士

Agroscope的托马斯.凯利Thomas Keller教授、瑞士苏黎世ETH和美国沙漠研

究所的丹尼欧 Dani Or教授进行。

科学家绘制了一幅地图，展示了全世界慢性下层土压实的风险是如何变

化的，并发现这种风险在欧洲、北美、南美和澳大利亚最为突出。在全球范

围内，预计约五分之一的可耕地将面临严重破坏的风险，这将给修复带来相

当大的挑战。

目前，由于农业机械化尚未与以上地区达到相同水平，亚洲和非洲的

底土压实风险还较小。托马斯·凯勒ThomasKeller表示：“如果机械化在亚

洲和非洲进一步发展，那么这些地区也将出现底土压实的风险。”为了避免

将来出现这个问题，确保可持续农业，科学家们强调了车辆制造商有必要更

多地了解底土压实这种风险，包括其对土壤本身的负面影响。（Innovation 
News Network 5.18）

基于折纸的3D无支撑空心结构的4D打印设计

增材制造（AM）在设计和工程中的融合促使了广泛的研究工作，涉

及拓扑优化的固体/晶格结构、多材料结构、生物启发的有机结构和多尺度

结构等。然而，除了明显的情况，很少有人关注更复杂的三维（3D）空心

结构或折叠/褶皱结构的设计和打印。主要原因之一是，这种复杂的开放或

封闭的3D空腔和规则/自由形态的褶皱通常会带来与支撑结构相关的打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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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工作旨在研究四维（4D）打印以及基于折纸的设计，作为设计和建

造3D无支撑空心结构的原创研究方向，主要包括用没有任何支撑结构的二

维（2D）打印折纸前体布局来描述粗糙的3D空心结构。然后，这种基于折

纸的定义体现了折叠功能，可以由3D打印的智能材料来驱动和实现。一旦

对活性材料施加外部刺激，所需的3D形状就会被建立起来，从而确保2D折

纸布局向3D结构的转变。为了证明该建议的实用性，本文介绍了一些说明

性的案例。（engineering,2022,12,05:70-82）

在石墨烯中检测到中性电子流，可能塑造未来的量子计算

印度科学研究所(IISc)的研究人员证明某些中性准粒子在两层石墨烯中移

动时存在上游模式。为了检测这些模式或通道，该团队使用了一种利用电噪

声的新方法，由散热引起的输出信号波动。上游模式的检测对于具有奇异量

子统计的新兴模式至关重要。该项研究成果已发表在《自然·通讯》杂志上。

研究人员在两层石墨烯的边缘施加电势时，他们发现热量仅在上游通道中

传输，并在该方向的某些“热点”处消散。在这些地方，产生的热电噪声可以

被电谐振电路和频谱分析仪拾取。研究团队在两层石墨烯中检测到反向传播通

道，某些中性准粒子沿着这些通道沿相反方向移动，打破了常规规范。该检测

有可能塑造未来的量子计算。（颠覆性技术情报大数据平台6.15）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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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量子效应在界面超快电荷转移中的重要作用

近日，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

中心，国际功能材料量子设计中心(ICQD),合肥国家实验室的赵瑾教授研究

团队与王兵、谭世倞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李新征教授合作，发现固体-分子

界面的超快电荷转移与质子的量子动力学有很强的耦合，揭示了电荷转移过

程中核量子效应的重要作用。

赵瑾团队与李新征团队合作，将第一性原理计算领域内两种前沿的计

算方法-“非绝热分子动力学(NAMD)”与“路径积分分子动力学(PIMD)”
相结合，使用NAMD处理电子动力学部分，并用基于路径积分理论的Ring-
polymer分子动力学 (RPMD)方法处理核量子效应。用这种方案，他们研

究了CH3OH/TiO2界面的空穴转移动力学过程，发现当吸附在TiO2表面的

CH3OH形成氢键网络，质子会在网络中频繁转移，这些质子的运动具有明

显的量子化行为，而吸附的CH3OH分子对激发态空穴的捕获能力由于质子

的量子化运动而显著提升，从而提升光化学反应的效率。这一结论在谭世

京、王兵教授的STM实验中找到了证据。本工作一方面揭示了分子-固体界

面超快电荷转移过程中氢键网络的形成与核量子效应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也为利用第一性原理计算研究核量子动力学与电子动力学的耦合提供了新的

工具。(Sci.Adv.,8,2675(2022))

1890 万英镑的资金将帮助实现英国的净零排放目标

英国大学研究设施和中心的九个新项目将帮助英国减少碳排放并实现净

零排放目标。约克大学安全自治研究所旨在利用机器人来设置、检查和维护

一批太阳能电池板。这些太阳能电池板旨在为研究所提供电力。作为这个新

项目的一部分，这批太阳能电池板将把中心直接转化成一个实验室。研究人

员希望该实验室将用于研究安全开发和部署机器人和自主系统以管理光伏太

阳能电池的各种配置的方法。

约克大学安全自治研究所是英国大学旨在提高其可持续性的研究设施和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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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中心中的九个项目之一。这得益于1890 万英镑的资金支持。该投资将支持大

学改善研究中心和设施，以降低碳排放并确保研究过程更具可持续性。这项

投资由英国研究与创新 (UKRI) 旗下的英国研究中心，以及威尔士高等教育资

助委员会和苏格兰资助委员会共同完成。获得资金的中心和设施最初是通过

英国研究合作投资基金 (UKRPIF) 建立的，该基金由英格兰研究中心管理。

英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大卫斯威尼（David Sweeney）表示：“英国研

究合作投资基金在资助支持世界领先研究和加强大学与其他研究组织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的最先进设施方面有着良好的记录。通过试行这些创新方法来

解决基础设施中的净零问题，我们希望该计划将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有效的

方法，以便我们和高等教育部门能够将其纳入未来的活动，并在已经成功的 
UKRPIF 模型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Innovation News Network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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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单细胞型分辨率了解癌症的创新方法
—— 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

主编推荐

近日，丹麦哥本哈根大学Matthias Mann、Andreas Mund和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Peter Horvath合作，研究开发一种以单细胞型分辨率来研究癌细胞的创

新方法，即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DVP），该方法可以定义单细胞的身份和

异质性。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生物技术》。

一、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创新方法

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创新性将四种前沿技术数字病理学、深度学习、显

微镜和质谱汇集起来，以实现空间分辨率的单细胞类型蛋白质组学表征。

其工作流程可分解为四步骤。一是，使用先进的显微镜生成高分辨率的

组织图谱。二是，在通过高精度激光捕获显微切割收集单细胞之前，使用

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AI)算法从形状、大小或蛋白质定位对细胞进行准确分

类。三是，在分选正常或不同类型的病变细胞后，通过使用超高灵敏度质谱

(MS)仪器从样本中一次性检测细胞群中存在的数千种蛋白质。四是，复杂的

生物信息学分析生成蛋白质图谱，提供了高度复杂疾病（如癌症）中蛋白质

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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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的空间分辨率。这种方法可为临床医生更详细地理解健康和疾病机制提

供了一种有价值的工具。

图 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流程图

二、癌细胞初探

研究人员将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应用于单个黑色素瘤组织切片，并展示

了如何在单细胞分辨率下跟踪和描述肿瘤细胞类型。基于病理学，将肿瘤细

分为七个区域，并使用机器学习定义了五种类别。然后，研究人员运用质谱

测定了这些空间和表型定义的细胞类别的蛋白质组。结果表明，正常黑色素

细胞转变为黑色素瘤细胞时，蛋白质组发生了变化。与内部区域相比，肿瘤

表面区域的基因集富集分析显示前者具有免疫活性的肿瘤区域，后者增强了

mRNA剪接活性和细胞外基质降解，在空间上解析了肿瘤异质性。

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技术所挖掘到的蛋白质组信息揭示了驱动肿瘤发展的

机制，并指导从癌症患者活检的单个组织切片中直接寻找新的治疗靶点。该

技术暴露了癌细胞内部的分子宇宙。当我们生病时，细胞的内部的蛋白质组会

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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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变化，绘制蛋白质图谱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为什么肿瘤会在特定患者身上发

生，这种肿瘤有哪些弱点，以及哪种治疗策略可能被证明是最有益的。

三、分子诊断意义

文章第一作者Andreas Mund表示：“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可以成为医院分子

病理学的游戏规则改变者。通过这种方法，我们用肿瘤细胞取组织样本，并且可

以在一分钟的时间内鉴定成千上万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组学特征揭示了驱动肿

瘤发展的机制，并直接从癌症患者活检的单个组织切片中暴露新的治疗靶标。”

新西兰大学医院病理学系和哥本哈根大学临床医学系顾问和临床研究副

教授Lise Mette Rahbek Gjerdrum描述说:“这种独特的方法结合了组织结构

和数千种特定于选定细胞的蛋白表达。它使研究人员能够研究癌细胞及其周

围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对未来的临床癌症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最近，我

们用‘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诊断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临床病例。”

利用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可以更好地理解的不仅仅是癌症，该方法还可

应用于其他疾病。一张切片可以包含数十万个细胞，深度视觉蛋白质组学可

以发现和描述罕见的细胞状态和相互作用。与单细胞转录组相比，该技术可

以很容易地分析细胞外基质（ECM）的亚细胞结构和空间动力学。此外，

随着蛋白质组学技术的进一步改进，它也应该适合在单细胞水平上研究蛋白

质形态和翻译后修饰。研究的共同第一作者Fabian Coscia博士表示，利用深

度视觉蛋白质组学可以分析神经细胞中的蛋白质，找出在阿尔茨海默症或帕

金森症等神经退行性疾病中细胞究竟发生了什么。

总之，通过合并显微镜的力量、人工智能和基于超高灵敏度质谱的蛋白

质组学技术对理解健康与疾病细胞的分子布线非常强大，可以帮助医生确定

未来药物和诊断的靶标。

文章出处：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87-022-01302-5#Sec7%20https://
www.genengnews.comwwww/news/novel-method-identifies-proteins-and-
reveals-the-mechanisms-that-drive-tumor-development/

观点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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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不是策略：
如何真正给惯性聚变能源一线生机》导读

2022 年  2 月  22 日至  24 日，

美 国 劳 伦 斯 • 利 弗 莫 尔 国 家 实 验 室

（ L L N L ） 召 开 了 惯 性 聚 变 能 源

（IFE）科技战略规划研讨会，探讨

了 IFE 的前景和挑战。召开本次研讨

会的缘由如下：（1）许多国家报告建

议重新制定国家IFE计划；（2）2021
年8月8日在国家点火装置（NIF）上进

行的惯性约束聚变（ICF）实验产生了

1.35MJ聚变能量，该实验结果逼近点

火目标，这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惯性聚

变能源的兴趣。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

下，为了让整个研究界包括学术界、

国家实验室、工业界和私人投资者充

分参与并发挥其作用，LLNL通过会

议软件Webex举行了会议，研讨会评

估了IFE的近期和长期研究机会以及

必要的高能量密度物理（HEDP）和

技术，并让 HEDP界、ICF界和IFE界

合作制定大纲和发展战略。研讨会重

点讨论了使IFE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

能源所需的科学和技术，以及所需的

研发将如何从当前的HEDP/ICF/IFE 
活动和装置发展而来。 

大约200名IFE研究人员和支持者

参加了会议，提交了83份白皮书，并

做了19个大会报告，进行了五次分组

会议。会议内容涉及政府机构和私营

企业在开展IFE研究方面的作用；驱

动或压缩聚变燃料的方法；靶物理和

靶制备；IFE发电厂设计中的工程挑

战；以及研究路径，例如建造一个测

试装置来评估各种IFE方法，并确定

最有希望的研究途径。与会者还讨论

了扩大IFE领域多样性，推动未来人

才队伍的发展，并使公众建立对聚变

能源好处的信心的必要性。 

与会者也认识到了未来的许多挑

战，例如研制能够实现净能量增益

（产生的能量超过运行IFE反应堆所

需的能量）的高效驱动器；以10 Hz
（每秒10次）或更高的频率启动驱动

器，从而为电站提供连续的能量流；

大规模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廉价靶；以

及研制能够承受反应堆强辐射环境的

材料。 

本期刊物刊登了LLNL ICF计划

首席科学家Omar Hurricane等人提交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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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IFE科技战略规划研讨会的白皮书

《乐观不是策略：如何真正给IFE一

线生机》，并结合2021年11月16日

Omar Hurricane在LLNL召开的IFE研

讨会上所做的报告《代号为N210808
的NIF实验和一些关于它对IFE意味

着什么的思考》。这两个报告均表

示，认识到在NIF上实现点火比最

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是很重要的。

为了避免浪费时间和资源，IFE界必

须吸取过去十年在NIF上得到的教

训。只有直面现实，承认挑战，才

能发现并解决阻碍实用聚变能源发

展的问题。通过本期情报刊物，希

望读者对LLNL ICF计划首席科学家

Omar Hurricane等人对NIF点火研究

和IFE的看法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白

皮书《乐观不是策略：如何真正给

IFE一线生机》主要介绍了LLNL的

ICF计划首席科学家Omar Hurricane
和LLNL物理学家 Debbie Callahan
（ L L N L 综 合 实 验 副 主 任 和 设 计

物理HED-ICF部副主任）、Annie 
Kritcher（2021年8月8日1.3MJ聚变

放能NIF实验首席设计师）和Zylstra
（2021年8月8日1.3MJ 聚变放能NIF
实验首席科学家）对NIF点火研究和

IFE的看法。

白皮书认为，从根本上讲，ICF
设计的高增益特征，同样是IFE 3的

必要特征，这使得IFE对靶和激光系

统（假设激光驱动）等工程方面（对

这些方面做不到完美控制）以及对物

理理解不完整方面更加敏感。因此

必须吸取NIF实验的经验教训，报告

列举了对称性控制、稳定性控制、

压缩、靶质量、激光输出（L a s e r 
Delivery）和策略等六个方面的经验

教训，并将其转化为对激光驱动IFE
研究的建议。

在靶物理研究方面，白皮书认

为，与磁聚变能源（MFE）相比，

ICF在灵活测试不同靶和点火途径方

面具有较大优势，因此，任何新的 
IFE 装置都不应围绕单一基准设计建

造，而应考虑一系列靶设计，因为几

乎可以肯定需要对不同设计进行一些

研究。 

目前限制高压缩内爆按预期运行

的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高压缩和

高增益是密切相 关的，因此对于实

用的IFE来说，有必要了解ICF内爆

中DT压缩的局限性。 

细致研究靶设计概念以进一步减

少流体力学不稳定性，并符合靶工程

和激光脉冲形状 输出的实际情况，

这对于限制X射线能量损耗并最大限

度地提高ICF内爆中的潜在压缩至 关
重要。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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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光系统方面，更高的激光能

量将极大降低ICF内爆失效的可能性，

并打开更大的靶设计参数空间，尤其

是在靶尺寸方面，为实现IFE高增益提

供了条件。因此任何拟议的新IFE装置

都应该有额外的能量余量。虽然NIF激

光系统取得了惊人的工程成就，但它

仍存在影响ICF性能的激光脉冲质量问

题。IFE的底线是，任何以IFE研究为

重点的新装置都需要比目前NIF更严格

的激光输出技术要求。 

在制靶方面，即使开展了多年

的技术研发工作，目前NIF间接驱动

（IDD）靶仍然昂贵、复杂、脆弱，

并且存在许多限制性能的缺陷。因

此，IFE项目需要开展大量的靶制备

研发工作，以降低制靶成本，降低制

靶复杂度（这与靶设计密切相关），

同时显著提高皮实性，并减少缺陷。

IDD靶的燃料填充管和将靶丸固定

在黑腔中的靶丸支撑膜等工程特征

可能无法  用于IFE设想的类似弹丸

（projectile-like）的靶交付系统中，

因此必须开展相关研发。对于  IFE
系统而言，在靶丸内使用湿泡沫是

避免制备低温冷冻DT燃料层的主要

方案，但与标准 的DT燃料层相比，

泡沫的存在以及制造泡沫所需的大

直径填充管将增加X射线损耗。对于

IFE而言，值得研究的是在没有泡沫

的情况下制备类似DT燃料层结构的

其他想法（例如，使用声空化物理

（acoustic cavitation physics）从液

体中动态形成DT燃料层；靶丸旋转

以产生离心力等）。 

白皮书认为，明确证实能够在实

验室中实现点火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它将推动进一步的工作，看看是否能

使IFE成为现实，但不要掩盖实现这

一点有多困难，还有许多物理和实际

问题有待解决。

《代号为N210808的NIF实验和

一些关于它对 I F E意味着什么的思

考》（PPT）是LLNL ICF计划首席

科学家Omar Hurricane 2021年11月

16日在LLNL召开的IFE研讨会上所

做的报告，其内容与白皮书类似，但

内容更加简洁明了。报告表示，代号

为N210808的NIF实验是一个“存在

性证据”，证明在实验室中实现点

火是可能的，但实现点火一直是极

其困难的。目前代号为 N210808 的 
NIF 实验已实现能量增益G target≈0.7
（聚变能量/激光能量）；当Gtarget=1 
时可实现“科学盈亏平衡（Scientific 
Breakeven）”；但在NIF上不可能

实现真正的盈亏平衡（聚变产生的能

量大于装置消耗的能量），NIF 并不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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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能源生产而设计的！

报告根据ICF运行不同阶段的能

量损耗给出了四种不同的增益定义：

（1）Gengineering=聚变能量/装置能量 

（2）Gtarget=聚变能量/激光能量 

（3）Gcapsule=聚变能量/靶丸吸收

能量 

（4）Gfuel=聚变能量/输送至 DT 
的能量 

报告认为，要实现IFE，必须吸

取过去十年NIF点火研究的经验教

训，报告列举了下述四项内容： 

（1）对称性控制、稳定性控制

和高压缩比最初设想的要困难得多； 

（2）对靶质量和激光输出质量

比最初设想的更敏感； 

（3）高能量比高峰值功率更有效； 

（4）乐观不是策略。

报告指出：（1）低熵设计还没

有达到预期效果；（2）如果内爆没

有受到其他性能下降因素的影响，那

么高内爆速度和低滑行时间（延长

后期X射线驱动的持续时间）是非常

有效的；（3）对称控制一直很难控

制；（4）流体力学不稳定性和混合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控的，但仍然是一

个限制因素；（5）尽管制靶和激光

器团队做出了巨大努力，但靶质量和

激光输出质量仍存在问题。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代号为

N210808的靶设计实际上获得的是燃

烧等离子体，此点火条件与国家点火

攻关（NIC）中采用的高增益设计有

很大不同。

由于知识和能力有限，作者在翻

译和总结过程中有许多问题无法准确

把握，敬请各位 专家和领导批评和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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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代号为N210808的NIF实验

可知，目前我们找到了在实验室实

现点火的证据（即超过了类似劳森

（Lawson）判据的标准，靶丸增益

远远超过了1），这重新引起了人们

对惯性聚变能源（IFE）的兴趣。然

而，认识到在NIF上实现点火比最初

设想的要困难得多是非常重要的。此

外，代号为N210808的靶设计实际上

获得的是燃烧等离子体（Kritcher，
Young，  Robey，e t  a l .，Natu re 
Phys.2022；Zylstra，Hurricane，
Callahan，et al.，Nature，601，542， 
2022），此点火条件与国家点火攻

关中采用的高增益设计有很大不同

（NIC；例如 Lindl， Phys.Plasmas，
2，3933，1995；Lindl，Amendt，
Berger，et al.，Phys.Plasmas，11，
339，2004）。 为了避免浪费时间和

资源，IFE界必须从过去十年在NIF上

发生的事情中吸取教训。 

在NIC之前，人们普遍认为高增

益（低熵）点火设计等同于高裕量设

计，但NIC和后续实验证明，这种想

法是不正确的。尽管过去数十年在

靶的优化设计和科学认知上开展了

很  多工作，但NIC的实际性能并没

有达到预期的（1～10）MJ聚变放能

（Haan等人，Phys.Plasmas， 18，
2011），而是比最低预期还低1000
多倍（Lindl等人，Phys.Plasmas，
21，2014）。平心而论，在NIC之

后，除了代号为N210808的NIF实验

外，几乎在NIF上测试的所有ICF 设 
计都低于模拟预测，尽管将观察到

的性能下降因素添加到高分辨细致

模拟之后，模拟结果基 本上与实验

结果一致（例如Clark等人，Phys.
Plasmas，23，056302，2016）。

从根本上讲，ICF设计的高增益

特征，同样是IFE的必要特征，这使

得IFE对靶和激光系统（假设激光驱

乐观不是策略：
如何真正给惯性聚变能源一线生机

 ——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首席科学家提出惯性聚变能源白皮书

译:唐道润  校:张可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激光聚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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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等工程方面（我们对这些方面做

不到完美控制）以及我们对物理理解 
不完整方面更加敏感。以下各段列出

了我们获取的主要经验教训。 

对称性控制：间接驱动对称性

控制比预期困难得多。我们已经知

道无法完美地控制不对 称性，并且

常因不明原因（即来源不明，即使

实验后模拟）或已知原因（如制备

导致的靶丸 不均匀，Casey 等人，

PRL，126，025002，2021）产生不

对称性（通常是一阶不对称性）。 
对称的壳层（燃料+剩余烧蚀层）面

密度（Hurricane 等，Phys.Plasmas，
27，0062704，2020 和 2022）可将

剩余动能（RKE；见Kri tcher等，

Phys.Plasmas，21，2014）降至最

低，它 是  一 个 主 要 物 理 因 素，因

此不对称意味着能量损耗。到目前

为止，黑腔对称性控制物理研究表 
明，要获得良好的对称性，需要使用

较短的激光脉冲、较低的黑腔充氦气

密度（用于LPI控制）和较大的腔径

比（这不利于能量耦合到靶丸）。 

稳定性控制：到目前为止，间

接驱动稳定性控制要求的熵比预期

更高（Dittrich等人， PRL，112，
2014）。就像控制不对称性一样，

我 们 已 经 学 会 了 如 何 控 制 不 稳 定

性，但混合仍 然存在，这几乎是所

有内爆实验中限制内爆性能的因素

之一，即使是一些性能指标最高的

内  爆。即使X射线发射显示了一个

相对干净的热斑，但光谱测量结果

也常意味着烧蚀层与冷  DT燃料之

间发生了冷混合。熵整形设计（例

如Peterson, Berzak Hopkins, et al., 
PRE, 91, 031101 2015; Clark, et al., 
Phys. Plasmas, 21, 112705, 2014; 
Milovich, et al., Phys. Plasmas, 22, 
122702, 2015），有望在保持与高

熵内爆（烧蚀层高熵）相当的稳定

性的同时，获得燃料的低熵压缩，

实验上确实获得了更高的燃料总面

密度（Smalyuk, Phys. Plasmas, 23, 
2016），但熵整形内爆实验并没有

发现壳层特性与热斑特性的关联性

（意思是并没有解决混合问题）。 

压缩：在高增益所要求的低熵条

件下，预测结果和实验结果之间出

现偏离，表明我们没 有完全理解压

缩。通常在NIF上进行的ICF实验中

压缩似乎比预期更难（Landen, et al., 
Phys. Plasmas, 28, 042705, 2021）。

目前认为压缩不如预期的可能因素主

要包括：由于燃料-烧蚀层 界面的超

小尺度流体力学不稳定性导致的混

合，基于统计力学导出的状态方程

（EOS）模型 不能正确预测冲击压

缩/稀疏过程，以及没有正确模拟X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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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预热的程度和/或空间非均匀性。

图1：并非未尽力解决制靶问题，而是即使经过多年的研究，许多靶丸缺陷目前仍影响HDC烧蚀

层的性能。此图来自T.Braun等人在LLNL报告（LLNL-PRES-825972）中公布的金刚石（HDC）靶

丸。HDC烧蚀层在这方面并不独特，因为所有烧蚀层材料都有各种影响内爆性能的缺陷。

靶质量：即使是高熵ICF内爆对

靶质量也比预期敏感，目前靶中存在

的有害缺陷比预期的要多，尤其是靶

丸。对于晶体材料而言，靶丸表面的

凹坑（尽管目前已基本上解决）、外

壳内部的空洞、外壳内部的高原子

序数（Z）粒子以及靶丸表面的高原

子序数粒子是长期面临的挑战（见

图1），即使经过多年的努力也未能

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塑料靶丸，发

现了对紫外光敏感的、非预期的表

面粗糙度的增加（例如，见Haan, et 
al., Fusion Sci. and Tech, 73, 83- 88, 
2018）。靶丸内低温冷冻DT燃料层

由一个专家团队制备。即使花几天到

1周的时间在NIF上制备冷冻DT燃料

层，粗略估计也只有30%的DT燃料

层满足高产额实验的技术指标。 

激 光 输 出：即 使 是 高 熵 I C F 内

爆，对激光输出的变化也比预期的更

敏感。激光脉冲上升到峰值功率过程

中的变化、束间定时（cross-timing 
between beams）的变化、脉冲顶部

的功率输出变化以及激光输出对称

性的变化（MacGowan, et al., HEDP, 
40, 100944, 2021）都对内爆性能产

生了负面影响。与高激光峰值功率相

比，更高的激光能量在 提高内爆性

能方面更具有实际的效果，尽管对于

较长持续时间的激光脉冲，二阶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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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控制更具挑战性（Callahan, PoP, 
25, 056305, 2018）。

 策略：在切实提高 ICF性能方

面，坚持通过实验研究问题并逐步

提高聚变性能，这种策略比更乐观

的短期方法要成功得多，短期方法

倾向于回避潜在问题的同时孤注一

掷。这些问题在获得超高能量密度状

态的所有概念中是共性的（无法回

避的）（This is because the problems 
of obtaining ultra-high energy density 
are common to all concepts）。

上述经验教训为更深入的物理和

工程研发项目提供了指导，可以利用

这些项目提高 IFE成功的概率。鉴于

上述经验教训，现在让我们将上述经

验教训转化为对IFE的启示。 

与磁聚变能源（MFE）相比，ICF
在灵活测试不同靶和点火途径方面具

有较大优势，因此，任何新的 IFE 装
置都不应围绕单一基准设计建造，而

应考虑一系列靶设计，因为几乎可以

肯定需要对不同设计进行一些研究。

需要记住的是，ICF内爆需要在

能量有限的情况下对靶和激光进行更

加精细和精密的工程控制。因此，更

高的激光能量将极大降低ICF内爆失

效的可能性，并打开更大的靶设计参

数空间，尤其是在靶尺寸方面，为我

们实现IFE高增益提供了条件。激光

能量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将补偿不理

想的靶质量和不完美的脉冲形状。任

何拟议的新IFE装置都应该留有额外

的能量余量。 

即使开展了多年的技术研发工

作，目前NIF间接驱动（IDD）靶仍

然昂贵、复杂、脆弱， 并且存在许多

限制性能的缺陷。因此，IFE 项目需

要开展大量的靶制备研发工作，以降

低制 靶成本，降低制靶复杂度（这

与靶设计密切相关），同时显著提高

皮实性，并减少缺陷。IDD 靶的燃料

填充管和将靶丸固定在黑腔中的靶丸

支撑膜等工程特征可能无法用于IFE
设想的 类似弹丸（projectile-like）的

靶交付系统中，但我们知道，将靶丸

固定在黑腔中的薄纱靶丸 支撑薄膜会

在内爆过程中穿孔，靶丸支撑膜备选

方案已被证明非常脆弱，即使经过多

年的尝 试，也只有3种备选靶丸支撑

膜靶（均为同一类型）能够被运输到

靶室中心进行实验（如 Ralph, et al., 
Phys. Plasmas, 27, 2020）。 

基于这些现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

题：如何使对内爆物理性能影响最小

的IDD靶与任何类型的 IFE 类似弹丸

的靶交付系统一起工作？在靶丸和黑

腔之间填充的泡沫被提议作为一 种
靶丸支撑膜的备选方案，但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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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所需的泡沫密度与已知的LPI
和流体力学耦合问题不兼容，但可能

尚未充分研究所有的想法。

对于IFE系统而言，在靶丸内使

用湿泡沫是避免制备低温冷冻DT燃

料层的主要方案， 但我们知道，与

标准的DT燃料层相比，泡沫的存在

以及制造泡沫所需的大直径填充管将

增加X射线损耗。对于IFE而言，值

得研究的是在没有泡沫的情况下制备

类似DT燃料层结构的其他想法（例

如，使用声空化物理从液体中动态形

成DT燃料层；靶丸旋转以产生离心

力等）。 

虽然NIF激光系统取得了惊人的

工程成就，但它仍存在影响 ICF性

能的激光脉冲质量问题。IFE的底线

是，任何以IFE研究为重点的新装置

都需要比目前NIF更严格的激光输出 
技术要求。

目前限制高压缩内爆按预期运行

的因素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高压缩和

高增益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对于实用

的IFE来说，有必要了解ICF内爆中

DT压缩的局限性。

细致研究靶设计概念以进一步减少

流体力学不稳定性，并符合靶工程和

激光脉冲形状输出的实际情况，这对

于限制X射线能量损耗并最大限度地提

高ICF内爆中的潜在压缩至关重要。 

明确证实能够在实验室中实现点

火（LLNL-JRNL-830617-DRAFT）
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它将推动进一

步的工作，看看我们是否能使IFE成

为现实，但我们不要掩盖实现这一点

有多困难，还有许多物理和实际问题

有待解决。只有直面现实，承认所有

挑战，我们才能发现并 解决阻碍实

用聚变能源发展的问题。 

这项工作是在美国能源部的资

助下由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按照合同DE-AC52- 07NA27344完成

的。本文件是由美国政府的一个机构

资助编写的。美国政府、劳伦斯·利
弗 莫尔国家安全有限责任公司及其

任何雇员均不对披露的任何信息、设

备、产品或工艺的准确 性、完整性或

实用性做出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证，

或承担任何法律义务或责任，或表示

其使 用不会侵犯私有权利。此处以商

品名、商标、制造商或其他方式提及

的任何特定商业产品、 工艺或服务，

并不一定代表或暗示美国政府或劳伦

斯·利弗莫尔国家安全有限责任公司

对其 的认可、推荐或支持，本文作者

的观点和意见并不一定陈述或反映美

国政府或劳伦斯·利弗 莫尔国家安全

有限责任公司的观点和意见，且不得

用于广告或产品背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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