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退役”蓄电池梯次利用产业兴起。 作为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试点省，我省舒城县引进绿沃科技有
限公司，以锂电池系统运营为核心，通过技术创新、模式创新，结合智能制造，对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梯次利用，有效提升产业的能源资源使用
效率，实现绿色循环发展。目前，该公司日处理废旧动力蓄电池 20 万支，一季度订单同比增长 50%以上。图为工人正对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梯
次利用，生产低速电动车电池系统。 本报记者 吴文兵 摄

梯次利用““退役””蓄电池

·前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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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通讯员 桂运安 叶华龙

近日， 随着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辗转抵达
法国南部的卡特拉舍 ITER 现场， 中科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 “人造太阳”
团队首批骨干技术人员已全部投入紧张忙
碌的现场工作中。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
流行带来的严峻考验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
境， 该所陆续派遣多批技术人员逆行出征，
承担 ITER 主机关键核心部件的安装任务和
采购包部件的现场技术支持， 为 ITER 计划
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国家需要就是义务所在”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ITER 计划， 是当
今世界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国际大科学
工程。 参与 ITER 计划 14 年来，中科院合肥
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 ITER 大科学工
程团队承担了导体、电源、校正场线圈、超导
馈线 、诊断以及 PF6 线圈 、波纹管 、内部线
圈、离子回旋关键部件、水冷系统部件、安装
工程等采购包任务， 占中国承担 ITER 采购
包任务的绝大部分， 为 ITER 计划顺利推进
做出重大贡献。

“怕，又不怕。 ”在辗转落地法国戴高乐
机场的那一刻，副研究员黄雄一博士说出了
心里话，“作为大科学工程团队的一员，能够
承担 ITER 主机工程安装任务， 是职责所在
更是光荣使命。 ”

该所首批派遣赴法的团队老中青相结
合，平均年龄 35 岁，包含总工程师、超导工
程师、机械工程师、测试工程师、质控工程师
以及高技术工人， 所有人员均长期参与过
EAST、ITER 大型超导托卡马克部件的设计、
研制、调试等工作，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

“只要身体过得去，就永远不会退休。 ”

69岁的吴维越研究员是首批派遣人员中年
龄最大、经验最丰富的。 这位曾做过两次危
及生命的大手术的资深工程师，多年来带领
团队承担多个关键项目。 他坚定地告诉大
家：“困难一定会过去，我们一定会成功！ ”

在法国签证因疫情恶化而收紧的情况
下， 测试工程师谢延玉挥别 9 个月大的孩
子，辗转数日最终安全抵达 ITER 现场，顾不
上休整就立即投入到 PF6 线圈的现场冷测
试验收工作中。 谈到当时的决定，谢延玉表
示：“可能有人会笑我傻，为了工作冒着生命
危险不值当。 但我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国
家需要就是义务所在。

“既然来了就要铆足干劲”

2020 年，ITER 计划正式进入工程安装
阶段， 预计 2025 年安装完成开展等离子体
放电。 ITER 主机现场装配的部件数以万计，
精度要求高、标准要求严、系统极其复杂，中
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作为
中法联合体单位之一，通过国际竞标承担了
ITER 主机安装工程的关键任务。

由于法国疫情严重 ，ITER 国际组织雇
员实行远程办公，每周仅有两三天前往现场
工作。 但等离子体所 ITER 工程技术团队为
了加快 ITER 安装工程项目进度， 在遵守相
关部门安排和做好自身防护的前提下，坚持
每周六天现场工作、一天远程办公，且节假
日不休息。

身在异国他乡，对家人的思念也时常伴
随着每一位成员。 春节期间， 顾永奇等在
ITER 现场的工程师们表示， 下班后人去楼
空，最难熬的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最难回
答的是“君问归期未有期”。

作为一名多年来活跃在大科学工程一
线的精密测量工程师， 顾永奇到达 ITER 现

场后立即开展相关工作。 临赴法前，
他两岁大的孩子突发高烧，所幸经过积
极治疗很快康复。 顾永奇坦言：“在这个特殊
时期得知孩子生病，作为爸爸，不担心不着
急是假的。 但作为团队成员，更不能在关键
时刻掉链子，既然来了就要铆足干劲！ ”

目前，由中方主导的部分纵场线圈和极
向场线圈的临时支撑安装已开工，各大部件
已安全进入 ITER 主机大厅施工位 ，Feeder
超导接头、高压绝缘等特殊工艺培训和取证
工作陆续开展， 接下来即将完成 10 根超导
馈线的落位、3 对超导接头的连接和绝缘处
理和 6 个超导磁体的落位。 PF6 线圈在 ITER
现场的冷测试是检验超导磁体质量和性能
的最为全面和严苛的一次检验，是决定其能
否最终投入安装的最后一关。 日前，由该所
研制成功的 PF6 线圈一次性通过所有验收
测试项目，即将作为磁体系统中首个线圈装
配至 ITER 主机中。

“做好防护消除后顾之忧”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 ITER 现场， 紧张而
忙碌。 在这种严峻的疫情形势下，中法联合
体项目部科学安排疫情防控，实施一整套联
防联控、群防群控措施，在做好安全防护的
前提下组织开展各项工作。

即便是这样，对于团队成员来说，依然
有被感染的风险。 作为确诊病例的密切接
触者，黄雄一严格按照规定进行隔离，隔离
期间虽偶有咳嗽，但核酸与血清检测一切正
常，且隔离期间坚持工作。 隔离期满，经过
严格细致的检查后，他立即投身到 ITER 安
装现场。

严重的国外疫情， 严峻的施工环境，严
苛的标准要求，都挡不住前进的脚步。 在做
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团队成员以顽强的毅

力和敬业的精神， 快速奔跑在 ITER 项目建
设的征途中。

EAST 装置和 ITER 采购包部件的上成
千上万条焊缝，见证着国际焊接技师吴祥明
的成长。 由于吴祥明常常遇到焊接处空间狭
窄肉眼无法看到焊口的难题，一次又一次的
摸索实践后， 他练成了对着镜子焊接的绝
活。 出发之前， 他认真熟悉并全面掌握了
ITER 项目中使用的各种焊接新设备，并能熟
练运用这些设备焊接出高品质的焊缝来满
足 ITER 的高标准高要求。

巾帼不让须眉。 工程技术人员郭祖红多
年来一直坚守在 EAST 装置升级改造、ITER
超导馈线和校正场线圈一线，积累了丰富的
大科学工程项目建设经验。 作为整个 ITER
安装工程项目我方联合体中唯一的女性技
术人员，她为了聚变大科学工程事业远赴重
洋，奋战在 ITER 部件安装的第一线，成为一
名绽放在 ITER 现场的“铿锵玫瑰”。

“要想法设法做好安全防护 ，消除在外
同事们的后顾之忧。 ” 中科院合肥物质科
学研究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透露 ，他
们特别关注特殊时期同事们在外生活和
工作情况 ，积极协调解决各种突发情况和
问题 ，时时提醒在外人员增强安全防范和
自我保护意识， 切实做好个人防护 ， 严格
遵守项目现场规章和要求 ，确保安全从事
相关工作。

志存高远，筑梦聚变。 宋云涛表示，等离
子体所通过深度参与 ITER 计划及采购包部
件任务的实施，解决了聚变工程领域若干技
术难题，突破和掌握了一系列未来建造聚变
堆必备的核心技术。

避免“地中海”
要从日常做起

■ 本报记者 朱琳琳

本报通讯员 戴睿

“发际线越来越高”“每次洗头，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
掉”，成为困扰许多年轻人尤其是中青年男性的问题。越来
越多的“80后”“90后”提早遭遇“地中海”，甚至有一些“00
后”群体，也悄然加入了脱发大军的行列。安徽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皮肤科主治医师杜鑫介绍，虽然脱发、秃顶是
很多中老年男性常遇到的问题， 但脱发往往在男性 20岁
左右就有一定的征兆了。

杜鑫分析，导致“地中海”发型产生的脱发在医学
上称为雄激素性脱发， 又叫脂溢性脱发、 男性型脱发
等。脱发虽然不疼不痒，但其对人外观的改变往往会给
脱发者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 这种心理压力又会促使
脱发继续加重。 长此以往，前额、头顶头发不断脱落，
便会形成“地中海”式发型。 “脱发和雄激素密切相关，
但并非因为脱发者体内雄激素水平过高， 而是和体内
雄激素代谢有关。此外，雄激素性脱发和遗传因素也有
一定的关系， 有家族史的人更加容易出现雄激素性脱
发。 ”杜鑫说。

为了避免 “地中海 ”的发生 ，杜鑫建议 ，雄激素性
脱发一经确诊即应早期开始治疗。 在生活上，尤其需
要注意避免过大的心理压力， 适当调整并放松心情，
避免熬夜和疲劳过度，保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及充足的
睡眠非常重要；日常要适当锻炼，以增强体质；饮食上
要严格控制高油 、高糖食物的摄取 ，避免头发变得更
加油腻；饮食需要营养均衡，一定不要过度节食减肥，
否则可能加重脱发的进程。 关于头发洗护，他表示平
时正常清洗即可 ，如果头发较油腻 ，可以每天洗头以
减少油脂，“洗头通常不会加重脱发，但平时清洗头发
的水温不宜太高，以免烫伤头皮毛囊。 洗后吹干头发
时 ，吹风机的热风不建议长时间使用 ，避免可能对敏
感的头皮造成的损伤。 正常选择普通洗发水即可，目
前并没有医学依据表明，防脱生发洗发水能够有效治
疗脱发。 ”

特定参数稳态磁场
可降血糖

■ 本报记者 汪永安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
中心张欣课题组研究发现，特定参数稳态磁场可以通过
调节铁代谢来降低血糖，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细胞出版
社与中科院青促会合作新刊《创新》上。

糖尿病已成为世界范围内高发的一种代谢性疾病，
其中Ⅱ型糖尿病是糖尿病的主要类型，它以高血糖和一
系列并发症为特征，主要由肥胖和基因缺陷导致，在糖
尿病患者中占比约 90%。

张欣课题组利用钕铁硼永磁铁设计了四种不同
磁场强度 、方向和分布的稳态磁场 ，在小鼠中对高脂
饮食 /链脲佐菌素诱导的Ⅱ型糖尿病的发生发展进行
了研究。从第 5 周起将小鼠连续放置于磁场中并喂食
高脂饮食， 并在 11 周时注射链脲佐菌素诱导Ⅱ型糖
尿病模型。两周后发现其中一种参数的稳态磁场能够
降低小鼠空腹血糖 23.2%，并减少小鼠体重 、脂肪肝
和组织损伤等。 相关研究成果提示：简单的永磁铁提
供的稳态磁场有可能在未来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物
理方法来对糖尿病起到防治作用。 但由于磁场强度、
梯度 、方向 、分布和磁通量等参数的不同会导致完全
不同的结果，所以研究人员需要开展大规模、双盲、有
对照的临床探索，从而摸索出适用于临床的最佳磁场
条件。

新型可编程光量子计算芯片
研发成功

研制具有实用价值的量子计算机，是量子
计算领域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国防科技大学计
算机学院 QUANTA 团队联合军事科学院、中山
大学等国内外单位，研发成功新型可编程硅基
光量子计算芯片，可实现多种图论问题的量子
算法求解，有望未来在大数据处理等领域获得
应用。 北京时间 2 月 27 日，国际权威期刊《科
学进展》发表了这一重要成果。

(科技日报)

逆行出征 筑梦聚变能
——————记坚守在法国 IITTEERR安装现场的中国““人造太阳””团队

创新引领新能源汽车发展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

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是应对气候变化、推动
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 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
车进入加速发展新阶段，成交量连续 5 年居全
球第一，累计推广超 480 万辆，占全球一半以
上。 2020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汽车市场受
到较大冲击，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
长 7.5%和 10.9%，全行业披露融资总额首次突
破千亿元， 一批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强势崛
起，成为促进汽车产业回暖、推动经济复苏的
一支重要力量。 （人民日报）

·科技速递·

ITER 极 向 场 6 号 线 圈 在
ITER 现场顺利通过最终验收测
试，中欧双方参与测试人员合影。
（中科院等离子体所供图）

�� 中科院等离子体所 IITTEERR
安装工程技术团队首批第二组

人员到达法国。。

金银花为什么会变色？
我国科研人员揭晓“谜底”

新华社重庆 2 月 24 日电（记者 柯高阳） 金
银花开花先白后黄，因开花时看似金银二色而得
名。 我国科研人员最新研究发现，金银花的花色
变化是由发育过程中多种色素物质和植物激素
的变化共同影响所致。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已由国
际学术期刊《英国医学委员会植物生物学》在线
发表。

论文通讯作者、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研究
员梁国鲁介绍，金银花的花瓣在花蕾形成初期为
绿色，继而变白直至花朵开放，开放后又逐渐变成
黄色。 研究团队对金银花花瓣颜色转变过程中的
色素物质变化及其代谢关键基因的表达水平进
行系统研究，采用代谢组学和转录组学相结合的
方法，对绿色花瓣、白色花瓣和黄色花瓣中类胡萝
卜素、花青素、植物内源激素的含量和基因表达水
平进行检测和联合分析。 研究发现，玉米黄质、紫
黄质、γ-胡萝卜素、α-胡萝卜素等 10 种类胡萝卜
素物质在黄色花瓣中均显著升高，PSY、PDS、ZDS
等类胡萝卜素合成基因也在黄色花瓣中显著上
调，天竺葵素等少量花青素也随着花瓣由白变黄
而升高。 此外，在花瓣变色过程中，多种植物激素
含量及激素信号转导通路上相关基因的表达水
平也有显著变化，共同导致了花色变化。

梁国鲁说，金银花因其特有的天然变色现象，
是研究花卉色素物质动态变化机制的理想材料。
该研究有助于建立金银花花瓣色素物质代谢网
络，为园林植物花色育种研究积累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