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引言  

您听说过一个古老的中国神话--《夸夫追日》的故事吗？故事中夸夫为了捉住太阳，让

它听从人类的吩咐为人类造福，踏上了追赶太阳的征程。当然最终夸夫并没能追到太阳，他

的身躯化成一座大山，永远矗立在他追赶太阳的征途中。 
 

      (图片编号 2.jpg) 

 
    看完这个故事，您一定在想，这不过只是个传说，人类怎么可能驾驭太阳呢？是啊，太

阳是地球万物能量之源，没有了太阳，人类和地球上的生物就根本无法生存。那么您知道太

阳每天为人类提供多少能量吗？太阳的能量又来源于哪里？ 
    如果有一天，您无意中听到“人造太阳”这个词，你会不会吃惊，人可以造太阳？那么什

么是人造太阳呢？不是有了一个太阳，为什么还要再造一个太阳呢？ 
    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请跟我们一起走进这趟非凡的科学之旅，答案都在其中。 
第二章  人类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 
 

 (图片编号 3.jpg) 



                 (图片编号 4.jpg) 
  世界人口增长趋势和能源消耗趋势 

 

首先，让我们从人类的能源需要说起。随着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能源和人类生存的关

系越来越密切。同时世界的人口也在高速增长，预计到 2100 年将达到 100 亿，人类对于能

源的需求越来越大。 
但是一直以来，人类依赖的都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而化石能源是不可再

生能源。据 2004 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的最新数据显示，世界石油总储量为 1.15 万亿桶，仅

能够生产 41 年；全球煤炭埋藏量 10316 亿吨，仅够开采 231 年。能源危机制约了经济发展

速度，引发了社会与国际关系的动荡。 
此外，化石能源不仅储量有限，而且在生产过程中对环境也存在严重的污染。另一方面

由于我国化石能源分布极不平衡，燃料运输费用巨大。对进口化石能源依赖性过高，也给国

家能源供应安全增加了风险。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替代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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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能源会严重污染环境 
 
 
 
第三章  替代新能源： 
 
那么替代能源都有哪些呢？它们真的能帮助人类度过能源危机吗？ 
 

现今，人类发现太阳能、水能、风能、生物能等都可作为新的能源，这些能源对于人类



来说都很重要，应高度重视开发，但它们都有各自的局限性。 

 太阳能：太阳能是指直接或间接利用太阳辐射出的能量，例如我

们常见的太阳能电池及太阳能热水器都是利用太阳能的一种手段。但是太阳能能流密度

太低，随昼夜、晴雨、季节变化很大，且造价不菲，难以成为大规模的工业能源。(图

片编号 6.jpg) 
 

 水能：水能资源一般特指河流的水能资源，例如我们常见

的水电站便是水能的一种利用方式。虽然水能是一种可再生能源，但是水能的利用增长

的速度跟不上能耗增长速度，发达国家的水能资源已基本开发完，并且水能的利用对生

态环境存在着破坏性的影响。(图片编号 7.jpg) 
 

 风能：空气由气压高的地方向气压低的地方流动便产生了风，风能正

是利用了空气流动的动能。风能资源的能流密度很低，而且时大时小，时有时无，很难

达到工业化实用的规模，而且风能受地域的限制，一般风力电站多建在山区和人口稀少

的边远地区。(图片编号 8.jpg) 
 

其他如地热能、潮汐能、生物能、因各自的局限性在未来能源开发中的作用也很小。

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对于能源的需求，所以只能是未来能源的补充。而究竟什么才是

人类未来可以依赖的新能源呢？ 
 

     
 
 
 
第四章  核能-能源家族的新成员 
 
    20 世纪 50 年代，核能，又称原子能，登上了能源的历史舞台，它的出现使人们看到了

希望。那么，什么是核能呢？小小的原子核，怎么会蕴含了那么大的能量呢？ 
 



核能包括裂变能和聚变能两种主要形式。 
 

一个重原子核分裂为两个轻原子核就是裂变过程，而相反两个较轻原子核合成一个较重

的原子核就是聚变过程。裂变过程中一个重原子核的质量要重于分裂后的两个轻原子核之和

的质量，在聚变过程中两个轻原子核的质量之和要重于合成后的重原子核的质量，也就是在

核反应中存在着质量亏损。这些亏损的质量到哪里去了呢？ 

           

核聚变示意图                           核聚变质量亏损 
    (图片编号 9.jpg)                              (图片编号 10.jpg) 
 
按照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公式 E = mc2（c 为光速），亏损的质量转换为能量，由于 c2

是个巨大的系数，很小的质量就可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第五章  裂变能与聚变能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在地球上如何实现聚变和裂变吧，您也许会对它们有点陌生，

但您一定听说过原子弹和氢弹吧，其中原子弹就是利用了核裂变能，而氢弹则是利用了

威力更大的核聚变能。 

原子弹和氢弹的巨大威力引起了世界性的恐慌，同时也让人们无比兴奋，小小的原

子竟然蕴藏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兴奋之余，人类陷入深深的思考，该如何去利用这种巨

大的能量为人类造福呢？ 

原子弹和氢弹中的巨大能量是在瞬间释放出来的，而要作为能源供人类使用，就必

须实现可控制的核裂变和核聚变。对于核裂变来说，控制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裂变核电

站早已实现了商业运行。但是能用来产生核裂变的铀 235 等重金属元素在地球上含量稀

少，而且常规裂变反应会产生长寿命的放射性较强的核废料，人类至今仍无法有效地处

理这些核废料。这些因素限制了裂变能的发展。 

 

                



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 

(图片编号 11.jpg)                                     (图片编号 12.jpg) 

                                          聚变电站？ 
1967 年 6 月 17 日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图片编号 13.jpg)                                 (图片编号 14.jpg) 
 
与裂变相比，聚变反应的原料是氢的同位素氘和氚。聚变反应发出的能量非常大，

1 升海水可以提取 30 毫克的氘，这 30 毫克的氘在完全的聚变反应中释放的能量等于燃

烧 300 升汽油放出的能量。地球上的海水加起来包含约 40 万亿吨氘，完全够人类使用

上百亿年。虽然氚具有一定的放射性，但是氘-氚聚变反应不产生长寿命的强放射性核

废料，聚变反应也不会产生二氧化碳及其他污染。同时，聚变反应还可以用来处理核裂

变废料，使其变成裂变的原料，变废为宝，可谓一举两得。 
所以核能中聚变能一种无限、清洁、安全的理想能源，而人造太阳正是希望能利用

了聚变所释放出来的巨大能量。这也就是人类选择造一个太阳的根本原因。 
现在，您知道太阳上巨大的能量来源于哪里了吗？是的，太阳上所发生的正是核聚变反

应，他源源不断地向外辐射的能量正是来源于核聚变反应。太阳每年通过大气向地球输送的

能量高达 3×1024 焦耳。而人类一年的能源总需求只有 4.363×1020焦尔，也就是说每年人类所

要的能源也仅仅为太阳送到地球上能量的万分之一。 
 
虽然太阳可以给予人类巨大的能量，但是人类很难大规模利用这些太阳能。所以智慧的

人类想到，既然人类无法真正地驾驭太阳，是不是可以在地球上造一个小太阳呢，模拟太阳

上发生的核聚变反应，从而获得巨大的能量呢？于是人类带着梦想踏上了制造太阳的征程。 
 

第六章   什么是等离子体呢，它与聚变又有什么关系呢？ 
 
    等离子体？一个陌生的名词，但是您相信吗？我们的宇宙中 99%的物质都是等离子体。

或许您还没有注意到，即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存在着大量的等离子体物质。您也一定见

过壮观的闪电划破长空。如果您有机会去地球的南极和北极，还能见到那神奇的极光。 
 

每天给予我们温暖的太阳实际就是等离子体。夜晚，那一颗颗挂在天空明亮闪烁的星星

也都是等离子体。当您走在城市的街头，您也许会被绚丽多彩的霓虹灯所吸引，当然，那五

颜六色的光也都是等离子体发出的，可以说等离子体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 
     

其实，和固态、液态、气态我们熟悉的这种物质形态一样，等离子体也是一种物质的形

态。它是电离了的气体，由带负电的电子和带正电原子核组成，宏观上不显电性，所以被称

作等离子体。 

？



     
(图片编号 15.jpg) 

 
那么等离子体与聚变，人造太阳又有什么关系呢？ 

 
知道了什么是等离子体，那么它跟我们前面说的核聚变、人造太阳有关系吗？当然，实

现可控热核聚变反应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首先要使聚变的燃料处于等离子体态，也即进入

物质第四态。因为在等离子体中，由于高温，电子已获得足够的能量摆脱原子核的束缚，原

子核完全裸露，为核子的碰撞准备了条件。 
其次只有当等离子体的温度达到几千万度甚至几亿度时，原子核才可能克服斥力聚合在

一起，如果同时还有足够的密度和足够长的热能约束时间，这种聚变反应就可以稳定地持续

进行，这也是“受控（或可控）热核聚变”名词的由来。等离子体的温度、密度和热能约束时

间三者乘积达到一定值时，聚变反应输出的功率才能达到为驱动聚变反应而输入的功率，而

只有超过这一基本值，聚变反应才能自持进行，所以获得上亿度高温的等离子体是研究核聚

变的基础。由于核聚变反应的苛刻要求，受控热核聚变的实现极其艰难，人造太阳之旅因此

充满了曲折和艰辛。 
 
 
 
第七章  用什么容器来装人造太阳呢？您听过“托卡马克”吗？ 
 
    太阳的中心温度有 1500 万度，表面温度最高到 6000 万度，但是由于压力巨大，聚变

反应可以自然地发生。 
但是在地球上实现持续核聚变所需的条件要苛刻的多，只有在上亿度的高温等离子体

环境下，才能实现自发的持续核聚变反应。在氢弹中，爆发是在瞬间发生并完成的，可以用

一个原子弹提供高温和高压，引发核聚变，但是人类需要的是可控的核聚变，采用这种方式

会使得聚变反应难以控制。 
所以一定很难想象，几亿度的高温，地球上有什么样的容器能装下它们然后让它们在

其中缓慢地发生核聚变呢？ 

这个问题并没有难倒科学家。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科学家提出了磁约束的概念，

并于 1954 年建成了第一个磁约束装置。这就是托卡马克(Tokamak)，它是俄语“环形磁容器”
的缩写。 



 

 

(图片编号 16.jpg) 

托卡马克是一个由封闭磁场组成的“容器”，形状像一个放倒的轮胎。由于等离子体

中每个粒子都是显电性的，带电粒子会沿封闭的磁力线做螺旋式运动，所以几亿度高温

的等离子体就这样被约束在这种环形的磁场中。 

这种环形的磁场又叫磁瓶或磁笼，看不见，摸不着，也不接触有形的物体，因而也

就不怕什么高温了，它可以把炙热的等离子体托举在空中。 

当然，受控热核聚变的研究也有其他的途径，例如惯性约束，它是利用超高强度的激

光在极短的时间内辐照靶板来产生聚变。相比较而言，托卡马克类型的磁约束研究则领先于

其他途径，是最有可能率先成功利用聚变能的可控聚变方式。 
 
 
 

 
 

第八章  世界各国的托卡马克 
 

自从托卡马克的概念提出之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托卡马克的研究热潮，50 年来，

世界各国共建造了上百个托卡马克装置，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美国、欧洲、日本、苏联建

造的四个大型托卡马克。 

即美国 1982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建成的托卡马克聚变实验反应堆（TFTR），欧洲

1983 年 6 月在英国建成更大装置的欧洲联合环（JET），日本 1985 年建成的 JT-60，苏

联 1982 年建成超导磁体的 T-15， 

这些装置都在磁约束聚变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中欧洲的 JET 装置于 1997
年 10 月创造了氘氚聚变输出功率 16 兆瓦的新记录。这一输出功率已达到当时输入功率

的 60%以上。而同时另一个规模近似的装置 JT-60 氘氘聚变等效输出与输入功率比已达

1.25。这一结果令世界为之振奋。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大大小小的托卡马克装置的建成和实验的成功，为人类的核

聚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科学经验和基础。于是，人们开始了更高的挑战——建造更大更

先进的托克马克聚变装置，人类距离人造太阳的梦想越来越近。 

 

中国的核聚变研究： 

我国的核聚变研究起步于 50 年代末，虽然受国力和历史原因所限，仍旧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1984 年和 1994 年西南物理研究院分别建成中国环流器一号（HL-1）和

中国环流器新一号（HL-1M），1994 年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建成了中国第一

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HT-7），2002 年，西南物理研究院又建成我国第一个具有偏滤器

位形的托卡马克装置中国环流器二号 A（HL-2A），这些中型托卡马克装置的建成及其实

验的开展，表明了我国磁约束聚变实验研究的水平处于国际上同类型、同规模装置的先

进行列。 

 

HL-2A 曾是建在德国的世界第一个具有偏滤器位

形的托卡马克。2002 年落户我国西南物理研究院，其

主要目标是开展高参数等离子体条件下的改善约束实

验，并利用其独特的大体积封闭偏滤器结构，开展核聚

变领域许多前沿物理课题以及相关工程技术的研究，为

我国下一步聚变堆研究与发展提供技术基础。 

 (图片编号 17.jpg) 

HT-7 是我国科学家在俄罗斯 T-7 装置的基础上重

新设计、研制并建成的中国第一个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它包括超导托卡马克装置本体、全国规模最大的低温氦

制冷系统、大型高功率脉冲电源及其回路系统、大型超

高真空系统、大型计算机控制和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兆

瓦级低杂波电流驱动和射频波加热系统以及数十种复

杂的诊断测量系统。 

 

 (图片编号 18.jpg) 

HT-7 在十几次实验中，取得了若干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2003 年 3 月 31
日，实验取得了重大突破，获得超过 1 分钟的等离子体放电，这是继法国之后第二个能

产生分钟量级高温等离子体放电的托卡马克装置。2005 年 12 月 14 日，HT-7 冬季长脉冲

实验放电时间更是达到了 306 秒的新记录。 

 
第九章  EAST，英文中东方的意思，它似乎预示着不远的将来，一颗人造太阳

将会冉冉地从东方升起。那么 EAST 是人造太阳吗？ 
 

EAST （Experimental Advanced Superconducting Tokamak），“实验先进超导托卡马克” 
EAST 装置的科学目标是建造一个具有非圆截面的大型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及其实验

系统，发展并建立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上稳态运行所需要的多种技术，开展稳态、安全、高

效运行的先进托卡马克聚变反应堆基础物理问题的实验研究。 
EAST 的建成将为未来先进聚变堆的工程技术和物理基础做出中国聚变界最重要的贡



献。同时将使我国核聚变研究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为人类能在本世纪后半叶实际使用聚变能

做出中国的重要贡献。 
但是，您也许会失望，EAST 还只是一个托卡马克实验装置，和其他托卡马克实验装置

一样，它还不能提供给我们巨大的能量，所以 EAST 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造太阳”。 
但是 EAST 却是人类追逐太阳的征程中重要的一程。 
 

 

             世界上第一个全超导托卡马克 EAST 

      (图片编号 19.jpg) 

第十章  EAST 装置的结构 
 
    说了这么多，您是不是想看看 EAST 里面都有些什么呢？他们又都起什么作用呢？ 

EAST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实验装置，它的主要部件有真空室、纵场线圈、极向场

线圈、冷屏、外杜瓦、基座等，而这些部件本身也都是一个个复杂的子系统。下面的示意图

会告诉我们这些主要部件的结构和功能。 
 

 
 
 
 
 
 
 

 
                            
 
 
 
 
 
 
 

外真空杜瓦 

外真空杜瓦为圆桶状结构，它分为

圆顶盖、中部环体和基座三个部分。外

真空杜瓦主要为超导极向场、纵场等部

件提供真空环境，隔断外部环境对这些

部件所产生的热交换，同时它将承受装

置大部件所施加的载荷。 

内外冷屏 

内外冷屏的作用是有效减少EAST

超导磁体的热负荷，80K的内外冷屏设

置在超导磁体与真空室及超导磁体与

外真空杜瓦之间，冷屏由低温氦气冷

却。 



 
 

                                      
 
 
 
 
 
 
 
 
 
 
 
 
 
 
 
 
(图片编号 20-25.jpg) 

 
第十一章  EAST 被同行称作“小 ITER”，那么您知道 “ITER”是什么吗？ 
EAST 又为什么叫小 ITER 呢？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全世界共建造了上百个实验装置，然而理论研究和实验技术上遇到

了一个又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人们距离最初的梦想依然很远。随着核聚变研究的深入，人

们逐渐认识到只有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才是加速实现核聚变能利用的可行之路。 
ITER 项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的一个大型的国际科技合作计划，ITER 是“国际热

核实验堆”的英文简写。ITER 项目计划建设一个更大型的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实验堆，

该实验堆可以全面进行氘氚反应物理实验研究，同时对主要的聚变堆相关工程技术和工程可

行性在全尺寸规模上进行验证。2005 年 6 月 28 日，ITER 选址确定建在法国南部的卡特拉

舍（Cadalache），2006 年 ITER 的建造正式开始，预计 2015 年建成投入实验。 
中国作为 ITER 的重要成员与欧盟、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印度一起致力于这一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程。 
由于我们的 EAST 和 ITER 一样是一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只不过体积要小得多，

所以 EAST 也被同行们称做小“ITER”。 
ITER 计划是聚变能迈向工业应用的重要的一步，但是 ITER 是人造太阳吗？答案可能

又让您失望了，ITER 虽然可以产生 500MW-700MW 聚变堆规模的聚变功率，但是它仍然还

不能算做一个经济的，商业化的聚变电站，它只是个实验堆。所以 ITER 也不是人造太阳。 
 

真空室 

真空室是由 16个 D形截面的扇形

全硬段焊接而成，有48个窗口供抽气、

诊断、加热电流驱动及冷却通道之用，

主要是为热核聚变反应提供了一个超

高真空的运行环境。 

超导纵场线圈 

    超导纵场线圈是由十六个 D 形线圈沿环向 

均布组成，该系统可在等离子体中心产生 3.5T 

的环向场，其总储能为 300MJ。 

超导极向场线圈 

     超导极向场线圈是由上下对称分布的中心螺管

和四对大线圈组成，线圈采用 CICC 导体设计方案，超

导材料为 NbTi,并用超临界 4.5K 氦迫流冷却。 
 

EAST 装置主要部件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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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R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 

                 (图片编号 26.jpg) 
 
 
 
 
 

第十二章  人造太阳的路还有多长呢？ 
     

说到这里，您一定有点疑惑了吧，既然 EAST 和 ITER 都不能叫做人造太阳，那么人造

太阳距离我们还有多远呢？人类追逐太阳的征程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我们还需要多长时

间才能看到人造太阳的成功呢？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事聚变研究的科学家们团结在一起默默无闻的工作着，聚变研究也

逐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人类距离造太阳的梦想越来越近。但是今天看来，我们仍然还需要

30 年或 5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利用核聚能的梦想。也许您会想 30 年、50 年实在太

久了，但是相比较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发展的长河，用 30 年到 50 年的时间为人类创造取之

不竭的的、清洁的能源，这点时间实在是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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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未来的聚变电站 
       

让我们最后再来仔细看一下未来的聚变电站吧，这也就是人类梦想中一直追寻的“人造

太阳”。 
 



 
                      (图片编号 28.jpg) 
 

结束语： 
 

    我们即将结束这趟科学之旅，聚变研究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科学研究，难度超乎想象，

它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今天的人类，正像传说中的夸父一样，在

追逐太阳的征程中携手共进，相信终会有一天，地球会亮起一盏用聚变能点亮的灯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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