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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新一代液流电池
储能技术研究获进展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近期，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材料腐蚀
与防护中心腐蚀电化学课题组在新一代低成本全铁液流电
池储能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水系液流电池技术以其本质安全、环境友好等优势，成
为长时储能领域首选技术之一。但是，现阶段较高的钒价格，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技术成熟度最高的全钒液流电池技术
规模化发展。全铁液流电池以中性氯化亚铁作为活性物质，
成本低廉、环境友好、能量密度高，但铁负极存在析氢、水解
和铁枝晶团簇问题，严重制约了铁负极和全铁液流电池的长
期循环稳定性。

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在氯化亚铁水溶液中引入柠檬
酸钠，强配体柠檬酸根通过羧基与 Fe2+（铁离子）结合形成稳
定的配位结构，改变了 Fe2+在水溶液中固有的六水合结构形
式，进而抑制水解及避免还原过程中的析氢反应，有效改善
了 Fe/Fe2+沉积 -溶解反应的可逆性，组装的全铁液流电池
实现了 99.3%的电流效率、70%的能量效率和 300 圈循环
100%的高容量保持率，循环寿命提升了 11倍。

研究结果证明，配位化学设计策略可有效改进铁负极固有
问题，为实现全铁液流电池铁负极高效沉积 -溶解反应提供了
新途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材料化学杂志 A辑》。

研究还发现，配位化学设计策略在提升全铁液流电池循
环可逆性方面效果显著，但高结合能下铁配位结构的氧化还
原电位会发生偏移，限制了全铁液流电池高功率输出特性。

针对这一问题，研究人员选取富含极性基团的极性溶剂
DMSO作为负极溶液添加剂，得益于极性溶剂的双功能调
控，组装的全铁液流电池可实现 134 mW/cm2的输出功率密
度、75%的能量效率和 98.6%的容量保持率，循环稳定性提升
了 130%，为低成本长寿命全铁液流电池技术产业化开发提
供了技术支撑。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 。

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水稻研究所

基因编辑技术
调控水稻遗传重组频率

本报讯（记者李晨）中国水稻研究所研究员王克剑团队利
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对水稻重组关键基因

的转录调控区域进行编辑。结果表明，通过对单个重组
关键基因转录调控区域的编辑，可以实现遗传重组的正向和
负向调控，为加速新品种培育、缩短育种周期提供了重要理论
基础和技术支撑。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植物通讯》。

王克剑介绍，遗传重组是动植物遗传育种过程中遗传多
样性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异发生在生殖发育的减数分裂时
期。增加遗传重组频率可提高遗传多样性，促进新组合产生；
而重组频率的减少则能保持已聚合优异性状的稳定性。

研究人员已在不同物种中克隆了众多调控遗传重组的
基因。然而，这些基因的突变植株通常结实率会严重下降，甚
至完全不育，从而限制了相关突变体在遗传育种中的应用。

该研究发现，利用 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对水稻
重组关键基因 的转录调控区域进行编辑，不同等位
突变植株不仅保证了减数分裂期染色体的正常分离，还保留
了较高的结实率。同时，突变植株中遗传重组频率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增加或减少。

该研究表明，通过对单个关键基因进行编辑可实现水稻遗
传重组的正向和负向调控。
相关论文信息：

1600℃！在梦天舱安全“玩火”
姻本报记者陈欢欢

一个要在天上“玩火”，一个要在天上
“炼丹”，中国空间站梦天实验舱中这两个科
学实验柜堪称最“火热”的一对———燃烧科
学实验柜和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

日前，实验柜主任设计师等研制人员向
《中国科学报》揭秘了梦天舱如何点燃太空
中最热的一把火。

1600℃的“炼丹炉”

1600℃！这是梦天舱高温材料科学实验
柜的最高工作温度，也是国际空间站科学实
验舱能够达到的最高温度。

铜的熔点是 1085℃、单晶硅的熔点是
1410℃……实验柜的工作温度越高，能研究
的范围越广，出现变革性成果的可能性就越
大。在太空中做材料科学研究，几乎是每一
位材料学家的梦想。
“空间站的重力只有 0.001～0.000001个

加速度，很可能产生地面无法制备的材料。”中
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高温材料科学
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主任设计师刘学超表示。

但是，中国科学家要想实现梦想却不
易。国际空间站中，美国命运号实验舱最高
工作温度为 1400℃、欧洲哥伦布号为
1400℃、日本希望号为 1600℃、俄罗斯科学
号为 1200℃。
“过去我们没有资源，现在有了很好的

机会。我们在立项时就确定，所有技术指标
均不低于国际空间站同类装置。”刘学超说。

他们说到做到。目前，高温材料科学实
验柜的一系列指标国际领先———温度稳定
度达到正负 0.2℃、自动化样品数量为 16
支、首次采用 X射线实时观察。

一次性批量处理 16支样品，打破了日
本希望号 GHF材料实验装置 15支的纪录。
这意味着，航天员挂上 16支样品后，几个月
都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实验柜将自主完成
所有实验，大大提高了效率和精度。

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副研究员、高

温材料科学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主管设计
师张明辉表示，批次实验有点像左轮手枪的
弹匣，依次轮转进行实验。而对整个实验过
程实时拍照的 CCD相机则像是太上老君的
童子，时刻守护着“炼丹炉”。

据了解，为了提高空间实验成功率，科
学家在地面进行了大量匹配实验，和空间实
验的比例达到 955。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张明辉说：“我们这里是天上一次加热实
验，地面千锤百炼。”

多重手段确保绝对安全

“在空间站‘玩火’是不是太危险了？”从
梦天舱燃烧科学实验柜立项第一天起，这样
的质疑就不绝于耳。

但是，燃烧现象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更何况空间燃烧实验有望产生重大科学成
果，这也是全球的热点研究方向。

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燃烧
科学实验柜科学实验系统主任设计师郑会

龙表示，太空去除了对流的影响，可以深层
次理解燃烧机理，有助于航空航天发动机研
究、新材料合成、PM2.5产生机理分析等。
“我们的空间实验开展得晚，但也因此

具有了后发优势。”郑会龙表示，梦天舱燃烧
科学实验柜通用性强、功能强大，传感器最
高可测 3000℃高温，高速相机每秒钟可拍摄
3000张照片，将面向全世界科学家开放科研
项目申请。

为了保证燃烧实验的绝对安全，研制团队
采取了多重措施：实验中火苗最大只有 3根生
日蜡烛的燃烧量，而燃烧室能承受 9个大气压
的压力；燃料同氧气隔绝放置，防止意外；燃烧
产物多重过滤回收，保证航天员生命健康。此
外，研究人员还设定了很多预警系统。

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则在国际上首次
将 X射线装置搬到了空间站。

航天科技集团兰州空间技术物理研究
所高级工程师、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科学实
验系统副主任设计师孙晋川表示，X射线实
验装置是空间科学实验的“火眼金睛”，可以
通过可视化手段，获得材料样品在制备过程
中的实时图像信息和数据。

为了避免 X 射线对航天员健康产生影
响，研制团队设计了一套屏蔽吸收系统，就
算装置满功率输出，X射线溢出量也远低于
国家标准。

高温材料科学实验柜还通过技术攻关，实
现了内部 1600℃、外部低于 40℃的效果，使实
验柜摸起来不冷不热，跟航天员体温差不多。

交一份完美答卷

10月 31日下午 3点半，梦天舱随着长
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在海南文昌现场
观看发射的刘学超、郑会龙等人激动地在草
坪上飞奔起来。

那一刻，他们百感交集。
所有技术指标均不低于国际同类装置，

还有许多国际首次，意味着从设计到研发必

定要经历艰苦的攻关过程。6年时间，他们已
经数不清失败过多少次。

有一次，加热陶瓷结构件接连三次断裂，
每次都要重新设计、开模、实验。最后一次上力
学台前，同事跟刘学超说，自己昨晚梦见陶瓷
又裂了。刘学超苦笑道：“巧了，我也做了一样
的梦。”还好，那次实验终于通过了。

为了批量放置 16支样品，来自中科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前后做了 10
套方案，怎么都放不下。但他们告诉自己，不
行，一定要放下。最终通过不断迭代设计，将
空间用到极致，16支样品放下了。

为了总重量不超标，高温材料科学实验
柜设计方案历经 5轮减重，在保证先进性、
安全性的同时从每个细节抠重量。最后一轮
时孙晋川笑称：“能不能别减柜子了，我自己
体重都减了好几斤。”

多少次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最终还
是爬起来成为“打不死的小强”。回头再看，
孙晋川自信地说：“这些攻克下来的具体技
术都成为了我们掌握的核心技术。”

在这场全国大协作中，来自各顶尖科研机
构的专家们也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没有
这么多单位的支持，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
这么复杂的工程，这体现了我们国家强大的设
计、科研和集成能力。”郑会龙说。

尤其是最近几年，为了保障后墙不倒，
大家没有节假日，冒着疫情的风险一出差就
是一个月。今年春节，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制
团队齐聚北京，进行正样机交付前最后的调
试，除夕之夜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大年初一
早上 8点又来到现场工作。
“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拼了老命。”郑会

龙说，“既然承担了国家任务，就要交一份完
美的答卷，这就是航天精神，也是我国航天
事业能够不断超越自我的根本原因。”

研制人员正在检查设备。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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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
的科研审批流程，现在动动鼠
标，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完成。近
日，华中科技大学历时 4年研发
的“一张表”平台正式上线，实现
科研人员近 400项流程网上办，
把流程化的工作量减到最轻。华
中科技大学这一创新举措，受到
使用者普遍好评。这启发我们，
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既需要来
自“上头的压力”，又离不开刀刃
向内的主动作为。

表格多、材料多，报销繁、检
查多，数据难找、手续难办……
广大科研人员苦类似问题久
矣，有的可谓屡受其累、苦不堪
言。近年来“减负松绑”呼声不
可谓不高，社会共识不可谓不
强烈，然而负担过重、手续过
多、流程过长等问题，在一些科
研院所、高校、科技企业中依然
客观存在，与广大科学家和科
研人员的预期还有很大差距。

出现此种情况，既有历史
积弊甚深、改革无法一蹴而就
的原因，也有部分单位畏难不
前，空喊口号不见行动、敷衍塞
责的原因，还有过度依赖“上头
的压力”，缺乏破冰的主动性、
自觉性的原因。为科研人员减
负松绑，既是党中央的明确要
求，是相关部门的改革任务，也
是科研院所、高校和科技企业
“自己的事”，不能眼睛只盯着
上面看，上级咋说就咋喊，上级
不推就不转。认真贯彻落实上
级政策要求的同时，结合自身
实际，打破固有路径依赖，创新
思路举措，探索更多切实可行、
务实管用的办法，把来自“上头

的压力”与来自“下面的努力”结合起来，方
能形成向内改革、创新驱动的合力，尽快达
成减负松绑的目的。
“一张表”平台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上

的小改革”，实际上对应着主动探索“改革方
法路径”、主动求解“怎么落实改革意图”的
不懈努力。以一张表代替几百张表，以线上
一键可查代替到处找数据，以一套程序解决
成百上千个问题，这种“以科技创新手段破
解科研人员负担过重问题”的做法，这种刀
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对于其他科研院所、高
校、科技企业具有借鉴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让科研人员

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让科技
人员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创新和研发活动。

让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既
需要宏观层面持续优化制度设计，又需要发
挥科研单位的主观能动性。鼓励更多单位立
足实际，从具体操作层面切实简化科研管
理，减少各类评估、检查等活动，这有利于最
大限度降低其对科研活动的干扰。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为科研人员减

负松绑这件事上，尤须坚持改革思维、问题
导向、实干标准，看效果、看作为、看实绩。

他们想用精准医学掀起“蝴蝶效应”
姻本报记者冯丽妃

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
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
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一项精准医学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会
产生什么样的“蝴蝶效应”呢？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在国内成
立了首个精准医学学科二级学科。这个落地在
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以下简称基因组所）
的学科正在把一批精准医学技术推向临床，酝
酿着未来医学发展的一场新风暴。

验尿可知是否患癌

在基因组所，研究员慈维敏正以尿液为对
象，开展基于基因组学和表观基因组学特征的
泌尿肿瘤无创诊断研究。通俗地讲，就是利用
尿液中尿沉渣里的脱落细胞和游离 DNA，判断
一个人是否患癌、患了什么癌、处于癌症早期还
是晚期、能否治愈。

泌尿系统的解剖学位置，使其更容易通过
尿液将肿瘤变异细胞直接释放出去，特别是膀
胱癌细胞。“我们可以用微量尿液进行全基因
组测序，从而准确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泌尿系统
肿瘤。”慈维敏告诉《中国科学报》，尿路上皮癌
就是对这一诊断方法十分敏感的癌种之一。

利用该方法，他们可以对尿路上皮癌进行风
险分层，从而对患者进行精准分类治疗。如由马
兜铃酸引起的尿路上皮癌是一类低危类型恶性

肿瘤，可通过早期诊断和监测进行保肾治疗；
DNA甲基化低的尿路上皮癌患者也是低风险类
患者，即使是肌层浸润性的，也可进行保肾治疗。

当前，我国每年新发肿瘤人数逾 450万、死
亡人数超 300万，均列全球之首。慈维敏希望以
泌尿肿瘤研究为核心，使尿液微量样本的基因
组学检测包含更多信息，组合出包含各种癌症
特征的“条形码”，只要一次检测，就能对癌症进
行精准诊断和溯源。

白血病低剂量化疗

除了泌尿系统肿瘤外，目前还有一种常见
的血液肿瘤困扰着中国至少 400万人，它就是
白血病。据统计，每年新增白血病患者约 4万
名，其中 50%是儿童。

目前，高剂量化疗是治疗白血病的主要手
段，为尽可能对肿瘤细胞“赶尽杀绝”，临床上往
往采用最大耐受剂量化疗。而这容易导致血小
板缺乏等严重并发症，产生高额费用，迫使贫困
家庭放弃治疗。

基因组所研究员王前飞曾亲眼目睹患儿的
痛苦和这些家庭的无奈，这极大触动了他。

2014年起，王前飞团队与苏州大学附属儿
童医院合作，在国际上首次将 1/10剂量化疗药
物联合细胞因子 G-CSF方案（低剂量联合方
案）用于治疗初诊儿童急性髓系白血病，并采用
基因组测序技术，全程跟踪检测疗效。

他们评估了 183例患儿的疗效，结果表明
该方案具有与传统常规化疗相似的临床和分
子疗效，并可使人均单疗程治疗费用节省 2万到
3万元。目前，低剂量联合方案已被写入中低收入
国家儿童AML诊疗指南、中国儿童及青少年急
性白血病诊疗指南 2021（III级专家推荐）等。

但王前飞表示，我国 III级专家推荐仅是参
考选用疗法，尚未成为国内白血病治疗一线方
案。“从精准医学的角度看，我们希望只要通过
其分子特征检测，就能判断一名患者是否适合
使用低剂量联合方案。”

实现这一目标面临不少挑战。王前飞和团
队近年来开展了不同剂量化疗药、靶向药等多
种治疗方案的耐药演化机制研究，发现了多种
潜在诊疗新靶点。同时，国内多家医院已联合
启动了低剂量联合方案的多中心临床试验，自
2018年以来，已随机入组了 400余例患儿，为
深入研究低剂量联合方案的分层特征提供了
临床资源和研究基础。

试管中的新一代生殖辅助技术

与致力于攻克肿瘤的慈维敏、王前飞不同，基
因组所研究员刘江试图探寻人类生命早期的秘
密———人类胚胎发育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10年前，在好奇心的促使下，刘江试图用
斑马鱼回答这个问题。现在，他和合作者在国
际上首创的试管婴儿筛查新技术———胚胎植

入前 DNA甲基化筛查技术，已经帮助 100多
个家庭拥有了健康的宝宝。

当前，我国育龄夫妇不孕不育率达 18%，每
年做试管婴儿的家庭达到 100万。“但现有辅助
生殖技术仍存在三大问题，即出生率较低、出生
缺陷较高、表观遗传引起的出生缺陷不能提前
筛查和避免。”刘江分析道。

据统计，我国临床辅助生殖技术的出生率
仅约 30%，且试管婴儿患印记疾病的概率为
3‰，是自然分娩婴儿患病率的两倍。这些疾病
往往导致婴儿智力发育障碍乃至死亡，而当前
临床无法筛查和避免。

如何筛选高质量的囊胚，提高试管婴儿的出
生率？刘江发现，大量早期胚胎中存在DNA甲基
化图谱的异常，这与胎儿低出生率相关。此外，从
DNA甲基化图谱数据中能获得胚胎的染色体非
整倍性信息，可用于产前遗传学诊断。这为辅助
生殖技术提供了一种新型筛选方法。

在临床试验中，刘江与山东大学陈子江院
士团队合作，发现基于 DNA甲基化图谱的筛
选技术可以使试管婴儿出生率达到 65%以上，
是当前我国试管婴儿整体出生率的两倍。这种
方法在囊胚发育第五六天就能发现其是否优
良，从而将疾病发现时间大幅提前，避免了出生
缺陷，提高了婴儿健康水平。

这项突破行业瓶颈的技术，被称为新一代
辅助生殖技术。目前，刘江团队已与 19家生殖
中心合作。自 2019年该技术进入临床试验以
来，已服务 200多个家庭，接下来将有 1500 个
家庭入组临床试验。

刘江的短期目标是，在 5年或 10年内，能
够让我国试管婴儿出生缺陷比降低一个百分
点。他们还会不断累积数据，让婴儿出生缺陷
探查变得更加精准。

国内首个海上风电与海洋
牧场融合项目并网发电

本报讯（记者王昊昊 通讯员邓婷婷）
11月 25日，由中国电建中南院 EPC总承
包的全国首个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
展研究试验项目———莱州市海上风电与海
洋牧场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首批机组顺
利并网发电。

莱州市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
研究试验项目位于山东省莱州市西侧国家
级海洋牧场示范海域，规划装机容量 304
兆瓦，共建设 38台单机容量 8.0兆瓦风力

发电机组，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
批复确定的新能源领域增量混合所有制改
革重点项目。

该项目于 2022年 7月正式开工建设，
从开工到发电仅用时 4个月，创下海上风
电行业建设速度新纪录。待其全容量投运

后，年上网电量可达 10.64亿千瓦时，每年
可节约标煤约 30万吨，相应可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 78万吨、二氧化硫排放约 5700吨、
氮氧化物排放约 8500吨。此外，每年还可
减少大量灰渣、烟尘排放，以及相应的废水
排放，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莱州市海上风电与海洋牧场融合发展研究试验项目。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