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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 LOCAL

数千年流传形成的郫都林盘是人与自然共同演化的杰作，
但目前正受到快速城市化威胁———

农遗保护亟待科学助力

近日，位于福建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以“关注森林，探秘武夷”为主题的生
态科考活动。10 位生态学、地理学与野生动植物保护领域的专家和武夷山国家公
园科研专业人员一起深入公园腹地，通过现场考察、标本采集和红外线照相机布
设等方式，对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考察。

武夷山国家公园拥有 210.7 平方公里未受人类活动破坏的原生性森林植被，
野生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为自然生态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科研空间。

图为参加武夷山国家公园生态科考活动的队员在研究苔藓植物。
新华社记者姜克红摄

本报讯（记者徐海 通讯员李淑）记者从中科院南海海洋
所获悉，该所副研究员陈天然和合作者对南海北部三亚湾珊
瑚礁进行了详细研究，发现现代海平面上升“开启”南海北部
全新世古礁坪的继续生长。该成果近期发表于《地球物理学
研究杂志—海洋期刊》。

珊瑚礁生态系统非常宝贵，同时也十分脆弱。全球尺度
的气候变化，导致了保护相对较好或分布相对偏远的珊瑚礁
的快速退化。靠近发展中国家的岸礁（如南海北部、东南亚、
加勒比海等），状况更加不容乐观———当地的人为干扰甚至
超过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因此，国际主流认为，这些近岸珊瑚
礁的未来将十分“黯淡无光”。

研究认为，未来全球类似三亚湾这样的近岸、边缘珊瑚礁并
不会全部消亡，而是会转换 / 过渡到另一种生态格局，并由少数
适应能力极强的珊瑚种占主导。研究结果不仅为边缘生境的珊
瑚礁对海平面上升的响应提供了新的见解，并预测了受到严重
干扰的印度—太平洋珊瑚礁的潜在未来或新状态。

相关论文信息：

预测南海近岸珊瑚礁
未来或开启新状态

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等

本报讯（记者潘希）12 月 4 日，中国气
象局发布《中国气象大数据（2018）》。该报
告显示，开放共享的气象数据已广泛应用
于交通运输、新能源、农业、移动互联软件
开发和服务、公共管理等领域，效益显著。

气象大数据的主要来源包括气象观
测数据、气象产品数据和互联网气象数
据，类型多、体量大、更新快、质量高、价值
高。《中国气象大数据（2018）》指出，自
2001 年率先启动气象科学数据共享试点
工作以来，全国气象部门通过电子政务平
台、气象数据传输专线、中国气象局气象
数据卫星广播系统、互联网等方式向各地
各行业提供气象数据支撑，年服务量超过
500TB。

目前，已有 2000 余家科研教育机构、近
千家企业和超过 20 万人注册中国气象数据

网，访问量超过 1.7 亿人次，共享服务数据量
超过 30TB，广泛应用于交通运输、新能源、
农业、移动互联软件开发和服务、公共管理，
以及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智慧城市、智慧交
通、智慧粮食等多个领域。

《中国气象大数据（2018）》还显示，在支
撑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方面，2017 年全国共发
布预警信息 213824 条，成功避让地质灾害
1016 次，预警信息公众覆盖率达到 85.8%。
此外，中国气象局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共享卫
星、地面、高空、海洋、数值预报模式等全球
气象资料；承担世界数据中心中国气象学科
中心建设任务，向应用部门和用户提供气象
信息服务；承担世界气象组织卫星数据收集
和产品中心的任务，接收风云卫星数据并制
作成产品，通过世界气象组织信息系统为各
国用户提供数据服务。

亲历南极“海陆空”全天候卸货攻坚战

本报讯（通讯员曹雷记者杨保国）近日，安徽农业大学茶树
生物学与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宋传奎团队发现，茶树在受
到侵害时会释放信号物质顺 -3- 己烯醇，健康的茶树一旦接收
到该信号，就能在体内生成顺 -3- 己烯醇糖苷这一“防御武器”
并储存起来。研究还首次发现并验证了控制这一糖苷化过程的
关键酶基因。该成果日前发表于《植物细胞环境》。

顺 -3- 己烯醇是一种能介导植物间接防御响应的信号
物质。植物在遭受植食性昆虫袭击时会释放顺 -3- 己烯醇，
发出“求救信号”。这样一方面可吸引害虫天敌前来，另一方
面可传达信号给周围的植物。未受害植株接收到该信号，就
会提前激发自身的防御响应。然而，植物体如何识别接收该
信号并在体内转化成糖苷形式储存起来尚不清楚。

宋传奎团队通过多组学关联分析、体外酶活性分析及异
源转基因分析，首次在茶树中发现并验证了控制这一糖苷化
的关键酶基因，从而揭示了茶树如何储存这个信号物质的

“秘密”。该成果为茶园病虫害生物防治、绿色防控提供了理
论依据，对其他植物病虫害防御机制的揭示也具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首次揭示茶树
主动防御病虫害新机制

安徽农业大学

发现·进展

姻本报记者王卉

在成都市郫都区，“水绕陂田竹绕篱”的川
西林盘胜景，无疑最符合人们对田园生活的向
往。但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郫都区已被划
入成都市的六环区。目睹自己幼时熟悉的家乡
林盘正越来越少，四川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研
究员张星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发掘保护这数千年流传形成的灌
渠—农田—林盘复合系统，中国农学会农业
文化遗产分会、成都市统筹城乡和农业委员
会、郫都区政府日前联合主办了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申报专家咨询会。

“这种由灌渠、农田、林盘构成的复合系
统是人与自然共同演化的杰作，也是‘天府
之国’的最好体现，这里的生活生产系统是
独一无二的。”中科院地理资源所自然与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庆文告诉《中国科
学报》。为此，他的团队在此进行了野外调
查、农户访谈、资料和数据搜集，更加系统的
研究工作也已展开。

系统机制不容小觑

2300 多年前，李冰父子率众修建的都江
堰水利工程，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
知饥馑”的天府之国。无坝引水、自流灌溉，
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统一。而郫
都区正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核心灌区。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客座研究员梁洛辉
也认为，这种在全国乃至全球都十分独特
的土地利用与景观，包含深邃的水资源管

理、水旱轮作技术、林盘景观持续管理等技
术体系。

“房前屋后，都是树木和竹子，所有田埂
上都种上农作物，一个小院落拥有生活生产
所需的所有材料和工具。在这个系统中，都江
堰造就的资源优势被利用到了极致，又通过
技术、文化、生物方式组合到了极致。”闵庆文
评价。

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研究员卢琦对
此深有同感，“每一个林盘既是独立完整的，
又是整个大灌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苑利提醒，农业
物种多样性也是水旱轮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他认为农业文明最集中体现的是种子，真
正值得保护的是老种子。

近一段时间，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战
略开展得轰轰烈烈。在生态规划专家、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张林波看来，这些工作
大都重视大生态，忽视了微观生态，郫都林盘
的微生态环境恰恰具有很多地方乡村振兴所
缺少的特质。

多重价值有待发掘

都江堰水利工程为成都平原带来了福
祉，其灌渠水系构成了一个人工湿地生态系
统，调节水量、净化水体的功能使其成为成都
市区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多次深入郫都区开展专题调查的中国林
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斌介绍
说，宋元时期这里就形成了多种形式的水旱
轮作耕作制，包括间种、套种、增种、小春作物
轮种和多种蔬菜间种。

王斌认为，水旱轮作的生态学意义在于，
用地养地相结合的生物学措施有利于均衡利
用土壤养分，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改善土壤理
化性状，调节土壤肥力防治病虫草害，具有经
济与生计、社会与文化、生态与环境、示范与
推广、科研与教育等多重价值。

林盘—旱轮作系统体现了水、田、林、宅
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北京
科技大学副教授杨丽韫表示，这是典型的散
居型农村聚落，是成都平原乡村景观的典型
代表，具有独特价值。

闵庆文强调，林盘具有生活、生产、生态
多种功能与价值。作为生活场所，形成了散落
式院落与血缘性联结的乡村社会；作为生产
基地，形成了以林、竹、禽为对象的种植养殖
和手工艺相结合的生产方式；作为生态之基，

形成的森林生态系统，在维持区域碳氧平衡、
保水固土、维持生物多样性、改善区域小气候
等方面具有重要生态价值。

动态保护亟待加速

郫都区是成都市饮用水源保护区，承担
着成都市中心城区 90%以上的供水任务，生
态地位无疑很重要。

在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吴文良看来，这里
的生态资源非常丰富，有很多历史悠久的农
产品品种。“在这么好的地方，不能做普通种
植，必须把生态有机的种植方式上升到制度
层面，这样才能真正可持续，同时也是系统性
保护的需要。”

“既要尊重单元的完整性，又要尊重整体
系统性，不能随意分区和割裂。”卢琦建议。他
认为，这里的农耕系统具备五千年中国农耕
文化的典型要素，而且是一个完整体系。“要
尽快整理申报中国甚至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
产，申报工作要加速”。

“林盘有其系统性和独特性，保护工作不
能局限在农林部门。”张林波建议，保护整体
系统，需统筹城乡发展，关注工业化、城镇化
带来的影响，要纳入成都市的整体发展战略
规划，并划出林盘保护红线。

中科院地理资源所博士生张碧天则建
议，增强科技支撑，将农遗保护、水源保护和
农村生活环境改善统筹考虑，将生态环境保
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贯穿于农业的绿色发展
之中。同时，对遗产系统中的文化进行挖掘和
整理，识别出亟待抢救的文化要素。

姻新华社记者刘诗平

搭载中国第 35 次南极科考队的“雪龙”
号极地考察船，日前到达距离中山站 44 公里
处的陆缘冰区。经过紧张的冰上探路确定冰
面卸货路线后，一场“海陆空”全天候卸运物
资的“战役”在南极冰天雪地中打响。

此时的“雪龙”号，使命从航行变成了物
资倒运。“雪龙”号大副和水手长轮班带领水
手将物资卸至冰面；轮机长和机匠长在冰面
指挥油囊的加油；驾驶员轮流在驾驶台完成
各项要求和做好相关记录。

当地时间 12 月 2 日午夜时分，4 辆雪地
车拉着 6 个集装箱的物资，从“雪龙”号所在
处出发，驶向中山站。凌晨 3 点，雪地车抵达
中山站。当它们再次回到“雪龙”号附近的冰
面时，已是早上 8 点。此时从驾驶台朝后甲板

方向看去，橘红色的克令吊张开巨大的“手
臂”，正在把一个红色集装箱吊到右舷外冰面
雪地车的雪橇上；左舷外冰面上，一架直升机
正在进行吊挂作业。

物资卸运是本次南极科考的首场攻坚
战。受海冰影响，“雪龙”号每年需视冰情破
冰至离中山站最近的地点，再将船上物资转
运至中山站和内陆出发基地。

自“雪龙”号 11 月 30 日到达中山站固定
冰外缘海域，直升机吊运作业便已展开。当直
升机飞到左舷外的空中时，等待在冰面上执
行挂钩作业的人员，迅速为直升机挂上重约
3.6 吨的油囊。随后，直升机一路飞越海冰、冰
山和冰盖，抵达内陆出发基地。

“在南极飞行难度较大，冰面作业没有参
照，全是白色，飞行高度较难确定。紧挨‘雪
龙’号作业，直升机旋翼吹吸的气流也容易引

起乱流。”直升机机长龚树明说。
南极风速、风向变化快，有的吊挂物资体

积较大，极地飞行凭的是过硬的技术和经验
的积累。一天下来，3 名直升机机长轮番上
阵，完成物资吊运 15 吊。

在冰面上为直升机挂钩也颇为不易。直
升机等待货物挂钩期间，旋翼产生的风速达
10 至 12 级，在其下挂钩的人员需要以冲刺
跑的速度进入货物堆放点，迅速将钩挂上。
承担挂钩作业的科考队大洋队队长蓝木胜形
容那一刻为“手脚并用、连滚带爬”。

上午 10 点，满载物资的雪地车再次向中
山站进发。为确保冰上运输安全，在雪地车运
送物资的同时，科考队员组成的护路队密切
关注着海冰变化，确保行驶安全。

晚上 7 点半，记者看到，在距“雪龙”号不
远的冰面上，科考队副领队魏福海正带着两

名队员监测海冰及路况。承担冰上护路任务
的科考队员，骑着雪地摩托来回于不同的路
段。

处于极昼的南极，太阳永不落山，照在冰
雪之上是刺目的白。入夜后，虽然与白天没什
么区别，但温度急速下降，露天作业的科考队
员除了经受强紫外线和烈日“关照”外，低温
和冷风此时加倍“光顾”他们。

晚上 11 点，完成当天最后一次飞行任务
的直升机停在了船尾停机坪上，静候第二天
新的作业开始。此时，4 辆雪地车刚刚走完冰
上之路到达中山站。

“此次卸货，海陆空联合作业，多种技术
装备参与其中，是我国南极考察能力的集中
展示。”科考队领队孙波说，就像南极的极昼
一样，卸运物资也没有白天和夜晚之分，人换
班，卸运不停，直至安全顺利完成任务。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记者 12 月 5 日从中科院遗传与发
育生物学研究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获悉，该中心吕东平研究
组在国际上率先报道了植物天然免疫系统建成的调控机制。
该结果近日在线发表于《植物细胞》。

婴儿出生后容易受到病原微生物的侵染。不过，新生儿免
疫系统不成熟，需要经历一个快速的建成过程。这导致了婴儿期
感染性疾病的高发病率与高死亡率。那么，植物在种子萌发后，
其天然免疫系统是否也会随个体的发育而逐步成熟呢？

吕东平研究组利用模式植物拟南芥与丁香假单胞杆菌
的植病互作系统，通过多年潜心研究发现，由鞭毛蛋白受体

（FLS2）介导的免疫反应在拟南芥幼苗的生长过程中逐步增
强，而且这个过程受免疫受体 FLS2 基因转录的控制。进一步
研究发现，在拟南芥幼苗的生长过程中，小 RNA miR172 的
丰度逐步升高，miR172 的靶基因 TOE1 和 TOE2 编码蛋白
的积累量逐渐降低，因此，TOE1 和 TOE2 对 FLS2 基因转录
的抑制逐步减小。这使得 FLS2 基因在幼苗的生长过程中的
表达逐渐提高，最终促成植物天然免疫系统的生成。

相关论文信息：

发现植物免疫系统
建成的调控机制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

本报讯（记者赵广立）12 月 1 日，由中
国自动化学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承办的中
国自动化领域最高级别会议———“2018 中
国自动化大会”在西安曲江国际会议中心举
行。多位院士专家就中国自动化技术与产业
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

被问及高铁智能化的未来走向时，北京
交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宁滨表示，
我国正在探索高铁自动驾驶。

“高铁能否实现自动驾驶？现在所有的
国家都尚未实现这一点，我国已经在京张高
铁上开始试验探索。”宁滨表示，不过，从试
验情况来看，“还是很有挑战性的”。

宁滨表示，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其

中控制系统在高铁的安全运行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下一步，高铁在控制方面的目标是
智能、自主和协同。

他还提到，高铁自动化的另一个方向是
高铁运行控制和调度的动态一体化。“中国
拥有世界最大的高铁网，停电、机车故障、电
气故障等造成的运行延误，有时需要一天才
能恢复。因此我们申请的自然基金项目，就
瞄准了高铁运行网调度和控制的动态一体
化，目标是使系统迅速从故障中恢复。”

此外，宁滨还表示，代表高速列车的真
空磁浮管道也在发展，未来的时速可能高达
1000 甚至 2000 公里，“这无疑在自主、协同、
智能方面提出了更高的科学要求”。

专家在 2018 中国自动化大会上透露

我国正探索“高铁自动驾驶”

《中国气象大数据（2018）》显示

气象数据开放共享效益显著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通讯员高子越）记者日前从中科院
软件所获悉，11 月 20 日发射的“天智一号”卫星第一阶段在
轨测试已经完成，卫星状态良好，载荷工作正常。其中，首个
星载 App“星箭分离成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获取了星
箭分离时刻图像。此外，“对地成像”App 按规划完成在轨试
验验证，有效获取了地球表面图像。接下来，除完成既定的在
轨科学技术试验外，科研人员还将择机上注软件定义卫星应
用创新大赛中的部分优秀作品开展在轨试验验证。

据悉，“天智”系列卫星允许并鼓励广大程序员通过“天
智星云”软件开发平台为其开发软件，允许并鼓励普通大众
通过“追星 App”察看卫星状态，甚至在卫星空闲时指挥其进
行“太空拍照”。

“天智一号”是我国首颗专门用于验证软件定义卫星关
键技术的新技术试验卫星。它采用了开放系统架构，其核心
是一台能耗低、计算能力强的小型云计算平台。有效载荷包
括一台采用计算摄影技术的超分相机和 4 台大视场相机，可
以上注不同的 App，让卫星完成不同任务。

发展软件定义卫星技术的目标是为未来卫星打造一
个开源的系统级软件解决方案，解除卫星应用软件和特定
卫星型号之间的绑定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航天应用商
店。中科院软件所科研人员表示，这将有助于催生一大批
独立的卫星软件公司，从而大幅提高卫星的效费比和智能
化程度。

“天智一号”星载App
完成首秀

中科院软件所等

散居型农村聚落，是成都平原乡村景观
的典型代表，具有独特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