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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速递·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本报通讯员 桂运安

近日 ，一种 “物美价廉 ”的锂电池固
态电解质材料问世， 这一新材料有望推
进安全且具有更大能量密度提升空间的
全固态锂电池商业化进程， 让全固态锂
电池“渐行渐近”。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骋教授团队研
发的一种新材料———氯化锆锂 ， 克服了
锂电池固态电解质材料生产成本和综合
性能难以兼得的重大瓶颈 。 相关成果 7
月 20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值得关注
的是，该成果发布的第二天，锂电池板块
“涨声”一片，飘红股票占比 87%，A 股 19
只“锂电池”股再创历史新高。 投资者认
为， 这一重磅进展有可能是引爆 “锂电
池” 板块的推手之一， 而市场也对这种
“物美价廉”的新材料充满期待。 这种新
型固态电解质材料有何独特优点？ 对于
推进全固态锂电池商业化进程有何重要
意义？

“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当前，传统商用锂电池自燃、爆炸的
事故时有发生， 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 “采用有机液态电解质的传统
商用锂离子电池，具有体积小容量大、使
用寿命长等优点， 但其热失控之后容易
起火，甚至引发爆炸。 ”马骋介绍，固态锂
电池中的固态电解质， 可以杜绝液态电
解质带来的 “易燃易爆 ”与漏液等问题 ，
实现安全储能。

固态电解质是固态锂电池最核心的
部件， 但其生产成本和综合性能往往不
可兼得，难以满足商业化需求。 “虽然固
态锂电池具有更高安全性， 但其核心部
件———固态电解质的原材料成本大多非
常高， 并且相当一部分性能很好的固态

电解质对湿度的稳定性不佳， 需要在露
点不超过零下 40 摄氏度的环境下制备
和储存，极大增加了生产成本。 ”马骋坦
言， 这为全固态电池的商业化带来巨大
挑战。

生产成本和综合性能 ，这一对 “鱼 ”
与“熊掌”能否兼得？ 马骋团队设计并合
成的新型氯化物固态电解质材料———氯
化锆锂，成功将 50 微米厚度时的原材料
成本降低至每平方米 1.38 美元， 远远低
于每平方米 10 美元这一确保全固态电
池市场竞争力的阈值， 而此前最廉价的
氯化物固态电解质相对应的成本为每平
方米 23.05 美元。

除此之外 ， 氯化锆锂在露点高达零
下 15 摄氏度的相对潮湿的气氛中仍能
保持稳定， 其合成和储存对环境的要求
并不苛刻，相对来说容易制备，进一步降
低了生产成本。

生产成本的降低，并不以牺牲性能为
代价。 “这一新成果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
设计的材料在大幅降低规模化生产成本
的同时，仍然在综合性能上有很强的竞争
力。 ”马骋透露，在离子电导率、可变形性、
与高电压正极的相容性等方面，氯化锆锂
很好地集成了硫化物、氧化物固态电解质
的优势；它和高镍三元正极组成的全固态
电池的循环性能甚至已经可以比肩基于
液态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

“全固态”将成颠覆者

当下主流的动力电池 ， 无论是磷酸
铁锂电池，还是三元锂离子电池，均是采
用液态电解质的锂离子电池， 不仅在安
全问题存在 “易燃易爆 ”的弊病 ，在能量
密度上也基本达到了“天花板”。

目前， 采用固态电解质的锂电池仍
处于实验室阶段，尚未完成商业化量产。
与传统商用锂离子电池相比， 全固态电

池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安全性。 马骋教授
认为，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领域，全固态锂
电池或许是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
将会成为锂电池行业的颠覆者。 此外，全
固态电池可以使用更高能量的正负极材
料 ，电池构造也能提供更多 “脑洞大开 ”
的可能性。

然而， 全固态锂电池虽然被科学界
和产业界普遍看好， 其商业化量产仍面
临诸多重大障碍， 比如需要寻找更加合
适量产的固态电解质材料、 固态电解质
膜需要做得更薄等。 马骋坦言，固态电解
质材料只有在成本、 性能上能够兼顾且
有巨大优越性， 才有全面替代液态电解
质的可能； 固态电解质膜主要用来传输
锂离子，厚度做到 10 至 40 微米 ，在能量
密度上才具备竞争力， 这些重大障碍均
非一朝一夕可以扫除。

马骋团队研发的新材料氯化锆锂 ，
是首个基于四价阳离子的高性能氯化物
固态电解质， 它克服了生产成本和综合
性能难以兼得的重大瓶颈， 并且在这两
方面均具备显著优势， 这在固态电解质
中十分罕见， 为全固态电池商业化扫清
了一大障碍。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新材料也
并不完美。 ”马骋介绍，氯化锆锂对于金
属锂负极的稳定性不好， 这一不足之处
需要解决。 目前，该团队正在试图提升氯
化锆锂对金属锂的稳定性以及研发基于
氯化锆锂的高能量密度软包电池 ， 不断
优化全固态锂电池性能。

动力革命“渐行渐近”

正掀起新一轮动力革命的全固态电
池， 是一种使用固体电极和固体电解质
的电池，被誉为是电池技术的一个”终极
目标”。 目前，三星、丰田、大众等全球锂
电池巨头均在布局固态电池， 我国宁德

时代 、比亚迪 、蔚来 、国轩高科等企业也
纷纷出手，抢占固态电池制高点。

2020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办公厅正
式 发 布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1-2035 年）》， 明确提出实施电池技
术突破行动， 加快固态动力电池技术研
发及产业化， 首次将研发固态电池上升
到了国家层面。 最新发布的《安徽省新能
源汽车产业发展行动计划 （2021-2023）》
提出， 我省新能源汽车发展方向为纯电
动为主 、氢燃料示范 、智能网联赋能 ，打
造世界级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集群 ，到 2023 年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
占全国比重 10%以上。

今年年初 ， 总部位于合肥的蔚来汽
车宣布 ， 该公司已完成研发一款 150 度
固态电池，计划明年第 4 季度推出，从而
将电动汽车续航里程提升至 1000 公里
以上。 国轩高科相关负责人则表示，他们
正在进行固态电池相关的技术研究 ，计
划两年内引入相关技术， 并逐步实现迭
代升级，生产高安全固态电池。 此前，丰
田一直被认为是最接近固态电池量产的
企业， 但丰田的固态电池还是停留在实
验室阶段， 量产最快也要 2025 年。 而宁
德时代的固态电池 ，据悉也要到 2030 年
才会面向市场推出。 业内人士认为，固态
电池由于还存在一些现实的技术难关 ，
无法同时达到 “高能量密度 、快速充电 、
长循环寿命和宽温度范围工作 ” 多重目
标，真正走向商业化可能还要一段时日。

马骋团队研发的新材料氯化锆锂 ，
让固态电解质原材料成本骤降 ， 且综合
性能显著， 这无疑给整个锂电池行业打
了一剂“强心针”。 “我们正在与相关企业
合作，共同推进固态电池的商业化。 “马
骋表示，相信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
技术障碍会一个个被清除 ，安全 、稳定 、
充电快、续航长的全固态电池终将会“飞
入寻常百姓家”。

从能理解到会思考
法治超脑为司法行业赋能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 当一宗

案件的电子卷宗分配到经办法官
的电脑办案系统中，法官轻点鼠标，
就开始了快速阅卷。 依托办案系统
具备的图文识别、语言理解、智能语
音识别、 司法要素自动提取等人工
智能技术， 系统能够帮助法官实现
自动“阅卷”、自动排查“瑕疵证据”，
甚至类案推送、 裁判文书初稿自动
生成，让法官办案“如虎添翼”，一改
以往容易迷失于书山卷海的状态。

7 月 27 日至 28 日 ，2021 全国
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
展在北京举行。科大讯飞再度参展，
重点展示了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
平台、智慧法庭解决方案、智慧卷宗
解决方案等高精尖产品及技术解
决方案，并获得多项大奖。现场还发
布了市域社会治理解决方案， 展现
了科大讯飞用 AI助力 “法治中国”
建设的硬核实力。

从能理解，到会思考，始终坚持
源头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科大讯
飞不断升级法治超脑， 实现了 2.0
的飞跃，向着“思考者”迈进。 “法治

超脑 2.0 包括了技术体系升级 、业
务模式升级、服务对象升级，让人工
智能在司法领域里更易用、更好用、
更愿用。”科大讯飞司法解决方案部
总经理胡运强介绍， 他们承建的人
民法院语音云平台由最高人民法院
统一规划、统筹管理，实现了全国法
院语音能力统一应用、 全国语料统
一收集与训练、 全国模型统一管理
与共享、全国数据统一汇聚与分析，
为各级法院智能语音应用赋能。 目
前， 平台已覆盖包含最高人民法院
在内的 1500 余家法院、10000 余个
法庭的智能语音应用。 如深圳政法
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以 “办案材
料全电子、办案信息全共享、办案流
程全监督、 办案业务全覆盖” 为目
标， 搭建起一个以政法跨部门网上
办案平台为中心、 公检法司业务系
统为子平台的一体化运行架构，以
电子卷宗为载体， 推动刑事案件全
流程网上流转和办理， 整体有效地
提升了司法办案效率， 破解了案多
人少难题。

“科学岛”研制出
磁响应农药控释平台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智能所吴正岩研究
员和张嘉副研究员团队与东华大学
蔡冬清教授合作在磁响应控释农药
方面取得进展， 该工作为提高农药
利用率、 降低环境污染提供了一种
新途径， 对于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农药在现代农业生产活动中起
着重要作用，可显著防治病虫草害，
但传统农药易通过径流、挥发、淋溶
等流失途径进入周围环境甚至危害
到人类健康。 针对农药流失和利用

率低所引发的环境污染问题， 需要
研发新型控释体系来控制农药流
失，提高其利用率。

课题组构建了一种磁响应的
核壳结构纳米农药控释平台 ，该
平台拥有良好的磁响应能力 ，通
过磁场的变化调控药物纳米颗粒
的振动 ， 进而实现农药分子的可
控释放 。 该技术是一种绿色高效
的农药控释体系 ， 在提高农药利
用率 、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保护农
业生态环境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
前景。

干冷气候环境成就裸子植物多样化
一个由中国和美国科学家组成

的研究团队对裸子植物物种多样化
和表型进化联合研究发现， 裸子植
物在晚新生代分支的物种快速多样

化与其适应较干冷气候环境相关。
研究对揭示“裸子植物进化之谜”有
重要意义， 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国
际植物学权威期刊《自然·植物》上。

北京开放首个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开始 “驶上

高速”。 日前，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
驶示范区推进工作组宣布， 在北京
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

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 允许首批
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
展试点测试。

人工智能识别眼底病变能力媲美专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研究

团队近日牵头开发了一种眼底疾
病人工智能诊断模型，真实世界研
究结果显示，该模型可准确识别 14

种常见眼底异常，准确率与眼底专
科医生相当。 相关研究成果已在国
际医学期刊《柳叶刀-数字医疗》在
线发表。 （均据新华社）

1800年来江淮降水
呈“暖干—冷湿”变化

本报讯（通讯员 桂运安） 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周鑫课题组与国
内外学者合作， 发现江淮地区小冰
期降水较中世纪暖期偏多， 降水变
化呈现“暖干—冷湿”模态，与华北
地区降水变化趋势相反。 该成果日
前发表于《地质学》。

探究江淮地区季风降水的演变
规律和驱动机制， 对于应对未来可
能出现的旱涝灾害有重要意义。 然
而，由于气象观测开始时间晚，该地
区降水的长期演变历史仍不清楚，
限制了对较长时间尺度降水驱动机
制的探讨。

周鑫课题组对女山湖沉积物
进行细致分析，构建了精准的年代
学框架，重建了江淮地区过去 1800
年高分辨率季风降水演变情况，发
现小冰期 （公元 1400~1850 年）降
水相对于中世纪暖期 （公元 1000~

1300 年）明显增多 ，过去千年降水
变化呈现“暖干—冷湿”模态。 该课
题组进一步探讨了过去千年江淮
地区季风降水变化的驱动机制。 基
于现代气象观测数据显示的赤道
东太平洋海温与江淮降水的紧密
联系，他们对比了过去千年降水记
录和赤道太平洋厄尔尼诺—南方
涛动重建记录，发现中世纪暖期的
“类拉尼娜”态对应江淮地区偏干，
小冰期的 “类厄尔尼诺 ”态对应江
淮地区偏湿。

他们认为，在小冰期，太阳和火
山等产生的辐射减弱， 全球温度降
低，在“海洋自动调温器”的作用下，
赤道太平洋呈“类厄尔尼诺”态，更
多水汽汇聚到江淮地区， 最终造成
该地区降水增多。而在中世纪暖期，
太阳和火山等产生的辐射增加，导
致了相反的变化。

固态电池离我们还有多远

·前沿科技·

上海天文馆：不可错过的“打卡点”

■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近日正式对公众开放的上海天文馆
（上海科技馆分馆 ），不只全球建筑规模
最大， 其中内涵也令人心潮澎湃， 通向
无限宇宙之路上有许多不可错过的 “打
卡点”！

“太阳”“地球”和“月球”的“彩蛋”

走进上海天文馆“家园”展区，地球、
月球和太阳主题展品映入眼帘。

其中，“月球” 是一只高仿真球体模
型。 正如月球是一颗天然卫星，这只模型
非常朴素。

它围绕的“地球”则是一只外径约为
20 米的半球模型。 外侧面上，精心设计的
灯光、投影配合音效，循环演绎地球 46 亿
年地质演化史的影像。 其内则是光学天象
厅，人们在其中跟随光学天象仪，步入静
谧的星空“殿堂”。 有意思的是，在“地球”
的约 1 米厚的“壳”里，囊括着隔热、防火、
多媒体装置等诸多材料或设备，以确保整
个“宇宙”能保障观众安全的同时，尽可能

最大化利用空间将最震撼的效果展示给
观众。

太阳是一颗自发光的恒星。 因此，天
文馆里的“太阳”以平面的形式活跃在一
面 6 米见方的 LED 屏幕上，在距离大屏约
2 米的地面有一个热风口， 在这里驻足的
观众能感受到“太阳”的“热情似火”。

在“家园”展区 ，还有约 70 件著名陨
石，包括品种稀有的月球陨石、火星陨石、
灶神星陨石等等。 这些“天外来客”娓娓讲
述宇宙的“前世今生”。 此外，观众可与“行
星数据墙”互动，收获各个星球相关科学
知识。

有趣的实验和“三看地球”

不少人曾听过 “两个铁球同时着地”
的故事。 类似的生动实验也在上海天文馆
内展出。 在“宇宙”展区，有四根竖直中空
的透明管道，一侧的两根内为真空，另一
侧的两根内则有空气。 操作按钮，羽毛和
铁球分别在真空管和普通管内下落，速度
对比明显———通过这一实验，人们能理解
何为引力。

有趣的互动实验在“宇宙”展区颇为
密集。这一展区从“时空”“光”“元素”“引
力”和“生命”五个角度，展现现代天文学
最核心的概念。 人们还能与投影装置互
动，体验模拟的“引力波”；和由科普工作
人员扮演的年轻的 “爱因斯坦 ”对话 ；从
“宇宙大年历 ”多媒体显示屏上 ，了解若
把宇宙的 138 亿年浓缩成 1 年 ， 智慧生
命甚至在宇宙“年历”的最后几个小时才
登场！

“上海天文馆希望用美的语言讲述宇
宙故事， 能让更多人爱上天文、 爱上科
学。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上海天文馆工程
建设总指挥忻歌说。 上海天文馆的 300 余
件展品中，原创比例高达 85%，互动展品
占比 50%以上。

有意思的是， 上海天文馆的 “家园”
“宇宙”“征程”三大主题展区以串联的形
式设计参观路线，但观众在这三个展区都
能见到不同角度的 “地球”———“家园”展
区 “大肚能容 ”的 “地球 ”，“宇宙 ”展区融
入 “宇宙 ”的 “地球 ”，以及走出 “征程 ”展
区时若即若离的 “地球 ”和知名的 “暗淡
蓝点”。

通向无限宇宙之路

“我国有很多空间探测项目，向大众
普及天文学知识很有必要，并要注重介绍
天文学领域的新发现、新理念。 ”著名天文
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叔华说。

沿着“征程”展区参观，影响世界科学
发展的著名科学家如牛顿、开普勒、伽利
略等的原版著作，以及全球知名的多座望
远镜的高仿复制品，让观众仿佛沿着从过
去几千年的来时路学习、并向通向无限宇
宙的未来探索。

越往前走，越叫人心潮澎湃———嫦娥
五号探测器、祝融号火星车、天和核心舱
等的高仿真模型展品，仿佛记录着一代代
中国人走出的“飞天之路”，见证着中国全
面开启航天强国建设新征程。 人们还可以
走进天和核心舱高仿真模型，体验宇航员
们在太空中工作和生活的场景。

由嫦娥五号带回、国家航天局提供的
月球土壤样品 ，7 月 17 日全新入馆并将
面向公众展示。 据介绍，这份月壤样品展
品有黑色的角砾岩颗粒、 黄色的橄榄石、
棕红色的辉石，还有很多撞击融化的玻璃
颗粒。

“希望天文馆不仅能吸引更多天文学
专业人士和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也能广
泛吸引更多的从事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
的人士，都在这里有所收获。 ”年逾九旬的
叶叔华说。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百度公
司共同举办第六届全国大学生创业家

成长计划夏令营， 为来自全国各地 60
名有创新思维和创业梦想的大学生进

行免费 AI 技术官方面的培训。 课程采
用“线下课程+企业校外拓展”的方式，
最后评选优秀同学进行重点指导和持

续培养。 全国大学生创业家成长计划已
累计为 700 余位有志于创新创业的高
校大学生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建立校
企之间人才培养与输送的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 徐旻昊 摄

暑期培训人工智能技术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