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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我国丰富的荞麦种质资源。 中国农科院供图

发现·进展

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

用最少检测方向
识别大目标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边

缘计算课题组研究员宋纯贺等人在国际上首次分析了
检测区域与目标实际区域的夹角对识别结果的影响，进
而首次确定了对于大长宽比目标识别时的最少检测方
向。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物
联网》，并申请了系列专利。

架空输电线路是电网的核心，其安全稳定运行关系
到整个电网甚至国家的效益。作为架空输电线路的重要部
件，绝缘子串是输电线路目标和缺陷识别的重点、难点。
目前基于深度学习的目标定位和识别方法，需要以

特定点为中心，通过对特定长宽比和尺度的区域进行分
类来完成目标识别。对于大长宽比的目标，受角度未知
的影响，识别过程中需要沿着特定基准方向对检测区域
进行旋转。但基准方向的个数的确定，以及如何降低由
于多方向检测导致的高计算量成为当前研究的难点。

据了解，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边缘计算课题组
长期专注于电力、油田、矿山等系统的数据分析。在目前
已有方法的基础上，宋纯贺等人提出面向大长宽比旋转
目标识别的超轻量级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首先对目标进
行方向预估计，此后仅沿预估方向进行检测，可以在不损
失识别精度的条件下降低 90%以上的计算量。同时，在高
精度目标识别和分割的基础上，宋纯贺等人还提出了轻
量级高可靠的绝缘子串缺陷识别方法。

相关论文信息：

广东省科学院等

建立果蝇繁殖与
衰老关系模型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通讯员章震）广东省科学院动
物研究所环境昆虫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孟翔与美国加州
大学戴维斯分校昆虫与线虫系杰出教授 James R. Carey
等人合作，运用统计学方法，从时间年龄和死亡年龄两
个角度，分析了果蝇繁殖与衰老的关系。相关研究近日
发表于《实验老年医学》。

死亡时间的准确预测在生物医学领域很重要，可以
让患者更好地考虑自己的未来，也让医生能更准确地做出
诊断。将非人类物种的生命结束模式用于预测人类生存时
间的生物医学模型中，特别是以果蝇作为模式生物建立的
相关衰老和死亡模型对指导医学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人员采集了黑腹果蝇、墨西哥实蝇和地中海实
蝇的雌蝇，并统计了个体单日繁殖量。研究人员将雌蝇
的生命历程划分为产卵成熟期、产卵中期和衰老期，对
其生命末期的产卵模式进行 logistic回归分析并建立了
数学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准确划分上述三种果蝇中寿命较短
个体死亡阶段的时间节点相对困难。数学模型整体的精
确度、准确性、假阳性和真阴性等指标依赖于果蝇种类，
其中，准确性和精度最高的是黑腹果蝇的繁殖衰老死亡
模型，其产卵模式可用于区分死亡终末期和非终末期；
而墨西哥实蝇和地中海实蝇的繁殖—寿命模型的准确
性尚需进一步探讨。

该研究为开拓应用昆虫学新热点和国内衰老生物
学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等

提出唇形科植物
新分类系统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近日，记者从中科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联合多国唇形科分类学
者，历经四年时间对唇形科开展了全球范围的广泛取
样，获得了 79属 175个代表类群的叶绿体全基因组序
列，取样覆盖了目前已界定的 12个亚科。相关研究成果
发表于《BMC生物学》。

唇形科为被子植物第六大科，全球有 230 余属
7000余种，中国是多样性分布中心之一。唇形科植物具
有重要经济价值，且与人类健康生活息息相关。自上世
纪 90年代唇形科与马鞭草科进行系统重排以后，唇形
科的范畴及分类系统发生了剧烈变化。

近年来，随着分子系统学的发展，唇形科系统学研
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分类学者确定了该科歧唇花
属、歧伞花属、辣莸属、全唇花属、膜萼藤属、喜雨草属、
漱齿木属及东芭藤属的系统学位置，并进一步提出了将
唇形科划分为 12个亚科的新观点。然而，荆芥亚科及筋
骨草亚科在该科中的系统位置及与其它亚科的亲缘关
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

为了深入探讨唇形科的起源、性状演化、历史生物
地理学及物种多样性的形成机制，构建唇形科稳固的系
统发育关系迫在眉睫。在此科学问题的驱动下，科研人
员基于 79个蛋白质编码基因重建了唇形科系统发育框
架，验证了 12个亚科的单系性，明确了荆芥亚科、筋骨
草亚科与其近缘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提出了唇形科
12个亚科 22个族的新分类系统，其中本研究建立了三
个新族。同时，研究人员还对各亚科和各族的分类历史、
地理分布、形态特征、属种多样性等内容进行了全面阐
述和系统总结。

相关论文信息：

揭秘苦荞的“前世今生”
■本报记者 李晨 通讯员 卫斐

“一月开花，两月结果，三月收获”的苦荞，
长期以来是我国西南彝区、边疆藏区和高海拔
冷凉山区的主要粮食。如今，它作为重要的药食
同源和健康养生作物，受到更多人的青睐。

1月 12日，《基因组生物学》在线发表了
中外科学家联合构建的苦荞基因组变异图
谱。他们从分子水平上明确了我国西南地区
作为全世界苦荞多样性中心和栽培起源驯化
中心的独特地位。这为研究苦荞驯化和性状
改良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中国苦荞资源世界第一

苦荞属于蓼科荞麦属，是一种起源于我
国、广泛栽培于北半球的健康养生作物。

它生长快、生育期短、适应性强，能耐瘠
薄土地。由于苦荞富含芦丁、槲皮素、大黄素、
荞麦糖醇等众多生物活性物质，含有较高的
可溶性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元素，因此
能缓解多种人体亚健康症状。
“荞麦可以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互补，是

重要的药食同源作物。”论文通讯作者、中国
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作科
所）研究员周美亮介绍，近年来，随着健康中
国战略的实施和国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荞麦及其制品因其具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和医
疗保健功能而深受消费者青睐，在助力乡村
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满足人民对营养
健康新需求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荞麦不仅是营养丰富均衡的健康作物，
而且可以作为改善土壤肥力的轮作作物，对
生产有机小麦和土豆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中国西南部地区凭借其复杂的地理环境
和多样的气候类型孕育了尤为丰富的荞麦种
质资源，是公认的世界荞麦起源中心和多样
性中心。

周美亮告诉《中国科学报》，我国拥有荞
麦属的全部 21 个种，含 1 个变种和 2 个亚
种。自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全国收集了约
3000余份荞麦种质资源，其中苦荞资源 1200
余份，居世界第一。

中国栽培荞麦的历史非常久远，至今已

有 4000 余年。据记载，唐朝初期（公元 6 世
纪），中国苦荞栽培应用就已有较大规模。我
国的古农书、古医书、古诗词和历代史书都有
关于荞麦形态、特性、栽培和利用方面的描述
和记载。这些栽培荞麦经过自然演变、人工培
育和传播后，已走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广泛
分布，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现代品种。

如今，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苦荞生产国
和消费国，荞麦栽培面积接近 100万公顷，年
产量超过 120万吨，栽培面积和产量仅次于
俄罗斯，位居世界第二。然而，“目前关于苦荞
的遗传基础和驯化过程并不清楚，重要性状
和品质形成机理研究缺乏，严重制约其性状
改良和遗传育种。”周美亮说。

明确苦荞栽培独特地位

为解开苦荞的起源、传播和驯化之谜，周
美亮带领荞麦研究团队开始种质资源采集工
作。他们连续多年从我国西南地区搜集野生

和农家荞麦资源上千份，在不同生态区和耕
作制度条件下筛选优异荞麦种质资源，对优
异品质性状形成的遗传机制进行解析并挖掘
其应用价值。

同时，欧盟“地平线 2020”生态育种计划
启动了荞麦项目，并作为该计划的核心研究
内容。该计划由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同发起，
联合中国、美国、英国等 12个国家组织实施。
作科所团队作为中方代表参与该计划，并牵
头实施荞麦项目。

该团队联合国内外 10余家科研单位，对
来自 14个国家的涵盖野生种、农家种不同层
次的 510份苦荞核心资源进行全基因组重测
序，挖掘到超过 109万个单核苷酸多态性，全
面系统地构建了苦荞基因组变异图谱，解析
了苦荞种质资源的遗传多样性和群体结构。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作科所副研究员张
凯旋告诉《中国科学报》，通过生物学分析，他
们将 510个种质分为一个野生群体和两个栽
培群体。他们从分子水平证明了苦荞起源于

泛喜马拉雅地区，然后传播到中国的南方和
北方，形成中国南北栽培苦荞的两个独立分
支，再由中国北方传播到韩国、中亚、俄罗斯、
欧洲以及北美地区，由此明确了我国西南地
区作为全世界苦荞多样性中心和栽培苦荞起
源驯化中心的独特地位。

研究人员在两个栽培群体中分别鉴定到
与株高、千粒重、果皮颜色、黄酮类物质含量
等农艺和品质性状相关的独立驯化区间及重
要遗传位点，从而在基因组水平上解开了苦
荞起源、传播和驯化的谜题。

药食两用的抗逆作物

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作科所博士后何铭介
绍，作为全世界公认的健康主食，苦荞拥有较高
的直链淀粉比例，有助降低人体餐后血糖升高
速度；其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有助抑制血液胆
固醇含量和动脉血栓形成，从而保护人体的心
血管健康；其含有较多的黄酮类物质，可有效维
持毛细血管抵抗力；丰富的荞麦糖醇能调节胰
岛素活性，起到降血糖的作用。

苦荞作为一类重要的药食两用无麸质假
谷作物，是全球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环
境的适应力强、生育期短，可作为高海拔冷凉
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大宗粮食作物之间的
填闲作物、边疆旱区的抗逆作物和荒年灾年
的救灾作物。

该研究通过对苦荞资源进行槲皮素、芦丁
和山奈酚等功能成分的黄酮醇含量测定，发掘
出一批与三种黄酮醇含量显著相关的遗传位
点。进一步研究发现， 基因与山奈酚
含量显著相关，该基因通过编码一个葡萄糖基
转移酶，调控苦荞中的山奈酚含量。

此外，研究人员还发现了调控槲皮素和
黄酮含量的关键因子。
“这些关键位点和基因的发现及其调控

苦荞黄酮含量分子机理的阐明将极大地推动
荞麦的品质改良，加快荞麦的遗传育种进
程。”周美亮说。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国际灾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
在中国大陆设立首个卓越中心

本报讯 1月 12日，复旦大学极端天气气候与健康
风险互联和治理国际卓越中心启动。该中心是国际灾
害风险综合研究计划（IRDR）在中国大陆设立的首个
卓越中心，也是 IRDR国际卓越中心体系下唯一的跨
气候变化应对、大气环境灾害风险响应、公共卫生治理
等诸多领域的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大（跨）专业中心。

据介绍，该中心将由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 /大
气科学研究院牵头，公共卫生学院、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
数据学院、发展研究院等院系联合共建。 （黄辛李沁园）

海洋生态与生物资源开发利用
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主办的
2020年度海洋生态与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学术研讨会在
广州召开。

会议邀请 10位知名专家，围绕海洋生态系统结构与
生态过程、海洋生态环境变动与生态安全、海水健康增养
殖生物理论与技术、海洋生物活性与功能物质的利用原
理与技术等研究方向作特邀报告。10位青年科学家也报
告和分享了科研成果和发现历程。 （朱汉斌刘娟）

全国首个鱼类南繁基地在广州开工

本报讯 近日，我国首个以鱼类为主的南繁基
地———淡水鱼类南沙（南繁）育种中心在广州市南沙区
渔业产业园开工建设。

南繁是指利用我国南方地区冬春季节气候温暖的优
势条件，将夏季在北方种养的农业育种材料，于冬春季节
在南方再种养一季或者两季的农业育种方式。相关专家
表示，目前国内缺乏鱼类南繁育种中心，广州市南沙区具
有独特的温暖气候和温暖的水温，具备建立鱼类南繁育
种中心优越的自然条件。

据介绍，淡水鱼类南沙（南繁）育种中心以国家水产
种业南繁为重点，总用地规模约 8000亩，总投资预计超
过 8亿元。项目实施后，预计每年孵化草鱼、鲫鱼、黄颡鱼、
加州鲈等水产苗种 400亿尾，培育大规格优质苗种 1亿
尾。达产年收入 7亿元，推广养殖面积 100万亩，农户年
新增收入 20亿元。 （朱汉斌）

节水农业：向生物节水和工程节水要答案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刚刚过去的

2020 年是《国家农业节水纲要（2012—
2020年）》实施的最后一年。近日，中国工
程院院士山仑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表示，我国农业节水已取得初步成效，
下一步农业节水要向生物节水和工程节
水要答案。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且水资源
利用效率低下的国家，超过 60%的水资
源作为农业用水使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刘
昌明曾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我国目前有巨大的节水潜力，其中农业节
水潜力约为 30%。
“此前，我国在农业节水方面比较注

重农艺节水、耕作节水，对工程节水、生
物节水的关注不够。”山仑说。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山仑
就提出了“生物节水”的理念。他指出，生
物节水措施是按照作物需求规律采取对

策，例如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量、需水临
界期制订灌溉计划，进行作物布局；从长
远来看，通过研究需水规律提高植物本
身的水分利用效率这一途径十分重要，
是农业节水增产的最大潜力所在。

具体而言，要实现生物节水，一是要
加强培育抗旱节水小麦、抗旱节水水稻
等品种；二是利用作物可以自我补偿的
特点，从栽培学角度出发，在半旱地农业
中仅用少量水进行灌溉。

中国工程院院士尹伟伦也曾表示，
我国应该将节水战略转移到生物节水的
道路上来。一是建立定量评价植物生命
忍耐干旱能力的技术，以便从生命本质
上科学、量化、可靠地筛选出抗旱优良品
种；二是从植物生命需水信号研究入手，
实现农林业按植物需水信号及时灌水和
停水，实现节水精准灌溉技术的新突破；
三是开发利用植物耐旱基因资源，通过

生物工程和技术培育耐旱植物新品种。
此外，工程节水也是农业节水的重

要方向。山仑指出，在灌溉水利用系数
方面，发达国家达 0.7 以上，以色列达
到 0.8，而我国只有 0.5左右。

据介绍，灌溉水利用系数，是指灌入
田间的有效水量与渠首引进的水量之
比。灌溉水利用系数是评价灌溉渠系的
工程状况和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系数越高，说明水资源利用率越高。

山仑指出，农业工程节水方面，以
色列的经验值得借鉴。“以色列农业的
输水已经实现管道化，且输水管网控制
得非常好，农业、园林中，基本上都实现
了滴灌。而我国农业生产中，只有 10%
左右实现了滴灌。”

山仑表示，要提升工程节水，既要加
强农业工程节水技术研究，也要加强工
程节水设施的投入，实现统筹发展。

1月 12日，在浙江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的鱼菜共生系统示范园内，工作人员正在捕捞养殖
的鲈鱼（无人机拍摄）。该系统把水产养殖和水耕栽培进行了整合，创建了“养鱼不换水而水质
清澈，种菜不施肥而正常成长”的小型生态共生系统。

平湖农业经济开发区区域面积 55.8平方公里，下辖 11个村、1个社区，是浙江省首个农业
经济开发区，也是省部合作乡村振兴示范点、浙江省级现代农业园区，旨在推动农业现代种源
研发，国内外先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转移、孵化，延伸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实现产业与
乡村融合发展，助力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徐昱摄

中国学者当选
国际树木年轮学会副主席

本报讯近日，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禹以
全票当选国际树木年轮学会（TRS）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TRS创建于 1939年，会员遍及全球。该学会是一
个致力于树木年轮年代学研究和教育的非营利性国际
科学协会，旨在促进全球树木年轮学界的科学研究与
发展，其通过支持定期组织国际会议等，为全球树轮学
研究人员提供交流平台，并向公众传播有关树木年代
学的知识。

据了解，刘禹是该学会成立以来第一位任此职务
的亚洲学者。 （张行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