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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速递·

■ 本报通讯员 桂运安

本报记者 陈婉婉

随着固态电解质时代的到来， 全固
态锂电池将是电池领域“主力”，成为时
代的宠儿。 但全固态锂电池面临多重挑
战，如能量密度有限，伴随锂枝晶的安全
隐患， 锂元素原料供应紧缺等。 谁将是
“下一代电池”的有力竞争者？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马骋教授认为， 全固态氟离子
电池或许是一个很有希望、 应用前景广
阔的方向。

最近， 马骋教授团队设计了一种新
型氟离子固态电解质———钙钛矿氟离子
导体， 首次实现室温下全固态氟离子电
池的稳定长循环， 在 25℃下持续充放电
4581 小时后， 容量没有发生显著衰减。
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刊发于《Small》。 这一
成果创造了全固态氟离子电池领域循环
时间最长、容量保持率最高的世界纪录，
吸引了人们对全固态氟离子电池关注的
目光， 让人们看到未来电池多元化发展
的希望。

将“不可能”变“可能”

“这一成果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
一种‘从零到一’的突破。 ”马骋介绍，由
于缺乏合适的电解质， 氟离子电池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业界普遍看好，相
关的研究也极其稀少， 而新型固态电解
质的发现则将“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3 年前，国际权威期刊 《科学 》曾报
道一种可以传输氟离子的有机液态电解
质，被誉为是氟离子电池“里程碑”式的
工作。 但由其组成的氟离子电池在室温
下仅实现不到 10 个循环的稳定充放电，
离实际应用存在巨大的差距。

马骋介绍， 构筑可传输氟离子的液
态电解质极其困难，而且即便成功，也存
在安全隐患。相比之下，如果能使用不可
燃的无机固态电解质构筑全固态电池，
毫无疑问将更有实用价值。但是，这一技
术路线也更具挑战： 氟离子固态电解质
的离子电导率大多偏低， 只能在高温下
工作； 少数全固态氟离子电池虽然可在
室温下充放电，但电化学窗口极窄，充放
电不到 10 次容量就几乎衰减为 0，没有
实际应用价值。

在氟离子电池液态电解质存在 “死
结”的情况下，能否避开液态电解质直接
探索固态电解质？固态电池时代的到来，
坚定了马骋走固态电解质路线的决心。
“离子越小、电荷越少，就越有可能在材
料中快速迁移， 从而成为合适的电池载
流子。 ”马骋说，作为固态电解质的载流
子，锂离子是除了氢阳离子外半径最小、
电荷最少的阳离子， 氟离子则是除了氢
阴离子以外半径最小、 电荷最少的阴离
子。 “在找不到比锂离子更好的阳离子的

情况下， 氟离子作为与锂离子最接近的
阴离子，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方向。 ”

由于可借鉴的案例不多， 马骋团队
几乎从“零”起步。 他们历时两年研发的
新型氟离子固态电解质———钙钛矿氟离
子导体， 采用了特别有利于阴离子传输
的钙钛矿结构， 在具备高离子电导率的
同时，也拥有较宽的电化学窗口，突破了
过去“高离子电导率”与“宽电化学窗口”
不能兼得的重大技术瓶颈， 且对于潮气
的稳定性远超全固态锂电池常用的硫化
物和氯化物固态电解质。 基于这一固态
电解质的氟离子电池， 在常温下实现超
过 4500 小时的长时间充放电，容量仍然
没有显著衰减，性能远远超过了《科学》
报道的基于液态电解质的氟离子电池。
业内人士认为， 这是一个重要的科学突
破， 让人们看到了全固态氟离子电池实
用化的可能。

这个领域“有奔头”

“这是一个存在很多挑战，但同时前
景也极为诱人的领域。 ”谈起全固态氟离
子电池的未来， 马骋兴致盎然。 在他看
来，在研究中最能给自己带来乐趣的，就
是克服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 氟离
子电池固态电解质的重大突破， 扫除了
其走向实用的一大障碍， 让这个长期并
不被普遍看好的领域有了“奔头”。

在新能源电动汽车领域， 全固态锂
电池是行业的颠覆者。 与采用液态电解
质的锂离子电池相比， 全固态锂电池能
量密度和安全性能均有很大提升。目前，
在动力电池技术研发及产业化方面，全
固态锂电池的地位不可取代。 但与全固
态氟离子电池相比，其能量密度、安全性
能、原料供应的上升空间仍相当有限。

马骋透露， 全固态氟离子电池理论
能量密度极高，最高可接近每升 5000 瓦
时， 约是目前商业化锂离子电池能量密
度的 8 倍， 也超过了正在研究开发的锂
空气电池。 2020 年，丰田公司开始研究
全固态氟离子电池， 宣称一次充电可续
航 1000 公里。 就安全性能而言，全固态
锂电池虽然可以杜绝液态电解质带来的
“易燃易爆”与漏液等问题，但锂枝晶生
长一直是难以克服的瓶颈， 容易造成短
路从而构成安全隐患。 氟是电负性最强
的元素，极难转变为相应的单质，不易发
生类似锂离子形成锂枝晶的反应， 因此
基于不可燃无机固态电解质的氟离子电

池，安全性能无疑更好。
在原料供应方面， 氟元素的地壳丰

度远高于锂元素。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氟
元素的地壳丰度是锂元素的 50 倍左右，
氟离子电池在原材料供应方面的压力远
低于锂离子电池。 马骋透露， 我国萤石
（主要成分是氟化钙）资源在全球优势明
显，如果氟离子电池能成功的话，就可以
充分利用这个优势， 对中国的发展具有
独特意义。

“小荷才露尖尖角”

“全固态氟离子电池‘小荷才露尖尖
角’，如同是一个初生的婴儿。 ”马骋坦
言， 这一技术虽然具有独特的优势和良
好的应用前景， 但未来发展仍面临很多
挑战。

当前， 关于全固态氟离子电池的研
究，在全球范围内相对来说还非常少，研
究团队寥寥无几。马骋分析说，为氟离子
电池构筑液态电解质极其困难， 且容易
起火，安全风险大；固态电解质整体性能
堪忧，过去业界一直“不看好”这一类型
的电池， 研究力量相当薄弱，“只有更多
的力量关注这个领域， 才能促进相关瓶
颈的解决。 ”

全固态氟离子电池由固态电解质、
正极材料、负极材料共同组成，而只有三
者同时具备优异的性能， 这种电池才有
可能投入实际应用。马骋表示，他们此次
报道的新材料克服了固态电解质的瓶
颈， 但目前仍然不存在性能令人满意的
正极材料和负极材料。 这也将成为课题
组今后的重点攻关方向。

“全固态氟离子电池要想真正走进
‘寻常百姓家’， 不仅需要基础科学的突
破，还需要综合考虑成本和可持续发展，
因此很可能仍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
程。 ”马骋认为。 “但是，钙钛矿氟离子导
体的发现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带来了希
望。一旦成功，全固态氟离子电池将以优
异的安全性和极高的能量密度对新能源
汽车、 储能等重度依赖电池技术的领域
造成颠覆性的改变。 ”

科学岛研制
水面智能保洁无人子母船系统
本报讯 （记者 汪永安 ）记者 2021

年 12 月 22 日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获
悉，近年来，该院固体所余道洋博士主
持研制出多种功能的智能保洁水面机
器人，并在此基础上，联合研究院技术
创新院孵化的创业公司，成功研制了无
人控制的智能保洁子母船装置及系统，
实现了水面保洁子母船系统的无人化、
自动化和智能化， 显著提高了工作效
率、减少了人工和成本。

据统计，国内每年水面漂浮物及垃
圾总量超过 2 亿吨，城市公园和河道总
量达数百万，然而多数水面保洁还停留
在手划船、 手工打捞的粗放式作业阶
段。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虽采用了部分半
自动保洁船舶提高水面保洁作业效率，
但对于较宽的河面仍然存在作业面积
覆盖较小等问题。

固体所研究团队研制的无人控制
的智能保洁子母船装置由 1 艘母船和
2 艘子船组成，子母船协同作业时可扩
展作业面积超过 30 米。 为解决 3 艘独
立的船体自主协同作业（特别是在无人
控制模式下）的关键技术问题，研究团
队提出针对多目标协同的自适应 PID
控制方法及几何逼近算法，分别研究了
子船自主控制、子母船协同的规划路线

逼近、溜边逼近、自主巡航和障碍规避
模式和方法，实现了水面保洁子母船系
统的无人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该项目研制的子母船在实际作业
时，可开启河道逼近、河道中央行驶、河
道靠边单侧逼近驶、自主巡航等作业模
式， 上述作业模式可根据场景自由切
换。 为保障航行安全，无人作业的完整
协同决策和控制模型包含了传感器信
息采集、信息处理、评估碰撞风险、开始
避让行动、恢复行使、有效性检测和应
急措施等。所有的作业模式均以母船为
核心，在遵守一般航行原则和国际海上
避碰规则的前提下，团队还开发了基于
碰撞风险系数的动态避障决策系统。在
避障模式下，子母船会根据相遇的情况
（即会面、交叉、超车），采取合理的避免
碰撞措施，如超车、跟随、减速、停泊等，
进而确保子母船编队在受到水流、风力
和纵向牵引力综合扰动下仍能保持编
队的整体队形和各自位置。

与传统方法相比，该项目研制的无
人子母船显著提高了作业效率、作业速
度和作业安全性，为水面保洁行业的无
人化、自动化和智能化升级换代提供技
术。目前，相关产品已经在深圳、苏州等
地投入实际使用。

可“自愈”的钙钛矿太阳电池问世
本报讯（记者 汪永安）近期，中科

院合肥研究院固体所能源材料与器件
制造研究部胡林华研究员课题组与希
腊、澳大利亚有关专家合作，成功实现
了钙钛矿太阳电池自修复，相关成果发
表在《能源化学》上。

近年来，钙钛矿材料因其优异的光
电性能，已成为光电器件领域中最有应
用前景的光电材料之一。目前钙钛矿太
阳电池光电转换效率已达到 25.5%，但
是钙钛矿材料对辐射、 湿度等敏感，暴
露在大气条件下容易降解，严重影响其
使用。因此，开发高性能、高稳定和具有
自修复功能的钙钛矿太阳电池器件尤
为重要，且极具挑战性。

钙钛矿太阳电池在空气环境中工
作时，水分是导致其分解的关键因素之

一。 鉴于此，研究人员将聚乙烯吡咯烷
酮引入钙钛矿吸光材料，使得制作的太
阳电池具有较强的自修复功能，湿度稳
定性得到明显提升。聚乙烯吡咯烷酮是
一种长链绝缘聚合物，具有高密度的极
性羰基，将其引入太阳电池中，可以包
裹碘化铅甲胺，形成疏水“屏障”，阻止
水分子的入侵；同时，它还能与甲胺离
子 (MA+)的-NH2 基团形成氢键相互
作用，抑制甲胺的分解和挥发，从而提
高电池“自愈”能力。 此外，聚乙烯吡咯
烷酮能够与碘甲胺形成中间络合物，抑
制钙钛矿晶体的成核速度。聚乙烯吡咯
烷酮的引入， 实现了电池多次自修复，
不仅显著提升了电池的工作寿命，还使
得钙钛矿薄膜缺陷减少， 晶粒增大，提
高了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

中科大学者发明透明可折叠薄膜
本报讯（记者 陈婉婉）被誉为“纸

寿千年”的宣纸，为何绵软坚韧、百折不
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队
特任副研究员管庆方等通过对传统宣
纸的详细结构表征， 探究了其高强度、
高韧性的微观机理，并且受宣纸制造工
艺和结构启发，发明一种具有多尺度结
构的高性能透明可折叠薄膜。相关成果
日前发表于《ACS 材料快讯》。

宣纸以青檀树皮、沙田稻草等为原
料，经过上百道工序制作而成。 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团队通过对宣纸的结构研
究，发现宣纸内部具有大量的纳米纤维
和微米纤维相互交织，形成了微米纳米
多尺度的三维网络，这种仿生结构赋予
了宣纸高强度、高柔韧性的力学优势。

受宣纸启发， 研究人员通过将微米

纤维素和纤维素纳米纤维组装成多尺度
结构，制备出高性能透明可折叠薄膜，通
过“卷对卷”工艺可连续化生产。 基于该
薄膜制作的近场通讯电路电子器件，兼
具高透明度、高雾度和优异的柔韧性，在
弯曲时仍可准确地记录和读取信息。

这种薄膜通过高密度的氢键网络，
将应力分散在更广阔的多尺度三维网
络之中，避免了应力的集中，同时实现
了高强度和高柔韧性，在完全折叠后没
有破坏性折痕， 卷起后也可恢复原状。
该薄膜还具有优异的热稳定性，与广泛
使用的不可持续的石油基塑料薄膜相
比，在 250°C 下也没有明显的变化。 这
些出色的力学、 热力学与光学特性，使
其成为精密光学器件和柔性电子器件
领域的理想薄膜材料。

我国科学家成功揭示
高等植物第四种 RNA聚合酶的奥秘

我国科学家的一项最新研究，成功
揭示了高等植物第四种 RNA 聚合酶的
奥秘。 2021 年 12 月 24 日，国际权威期
刊《科学》杂志刊登了相关研究论文。

在植物细胞中 ，RNA 聚合酶的作
用是将基因组 DNA 携带的遗传信息，
转录到 RNA 分子上。 在生命的演化过
程中， 高等植物共形成了五种 RNA 聚
合酶。其中，有三种 RNA 聚合酶的三维
结构和工作机制已陆续得到解析，都可
以凭一己之力单独完成“转录”任务。

以往的研究发现 ，高等植物的第
四种 RNA 聚合酶必须得到一位名叫

“RDR2”的蛋白质机器 “小伙伴 ”的支
持，才能完成“转录”任务 。 RNA 聚合
酶 IV 与 “小伙伴 ”RDR2 之间内部构
造如何 、如何协同工作 ？ 科学家一直
不清楚。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
新中心张余、王佳伟两个研究团队和浙
江大学冯钰团队合作，创新性地开发了
基于植物悬浮细胞的蛋白分离纯化方
法，成功解析了 RNA 聚合酶 IV 与“小
伙伴 ”RDR2 蛋白复合物的三维结构 ，
并提出了二者以双链 DNA 为模板、合
成双链 RNA 的独特分子机制。

到 2025年推动
每个地级市建 1座科技馆

中国科协日前印发的 《现代科技
馆体系发展 “十四五 ” 规划 （2021—
2025 年）》提出，加强科技馆体系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全国科技馆均衡发展，
到 2025 年推动每个地级市建有 1 座
科技馆。 推动有条件的地级市因地制
宜建设科技馆， 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县
级科技馆建设， 鼓励中西部地区和革

命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 、边疆地区 、欠
发达地区科技馆的建设发展。 积极创
新科技馆建设模式，探索与博物馆、图
书馆、文化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
共建共享。鼓励专题特色科技馆建设，
突出本地科技人物和科技成果。 新建
农村中学科技馆不少于 200 座， 持续
提升覆盖率和利用率。

··前沿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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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市场广

荩 2021 年 12 月 14 日，位于铜陵市郊区经开
区的纳洛米特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在查看设备运行情况。 该
公司自主研发的纳米金属粉体新型材料，在电
子元器件、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拥有广泛
应用前景。 本报通讯员 陈磊 摄

荨 2021 年 12 月 13 日 ， 在亳州亳芜现代产业
园，安徽瑞斯特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人在整理刚生
产的扎带。 该公司是一家新型环保扎带制造、出
口、新材料研发的创新型企业，产品销售到巴西、
西班牙、巴基斯坦、印度、俄罗斯等国家。

本报通讯员 刘勤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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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