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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航

据新华社电 雾 霾 从 何 而 来 ，怎 样
漂移、消散？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真正
治霾。近日，由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 院 牵 头 研 制 的 新 型“ 探 霾 ”激 光 雷 达
项 目 ，通 过 了 由 科 技 部 组 织 的 综 合 验
收。

据悉，该项目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激光
雷达核心技术的垄断，可实时监测 10 公里
高空范围内的雾霾分布并分析其成分，目
前已在国内多个区域组网观测。

激光雷达是探测雾霾的先进技术手
段，但之前我国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从国
外整机进口。2011 年以来，由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安徽光
机所所长刘文清作为项目负责人，国家重
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大气细粒子与
臭氧时空探测激光雷达系统研发与应用示
范”项目启动攻关，在雷达光源、瞬态记录
仪和雷达数据应用等研究方面取得多项重
大突破。

PM2.5 与臭氧是雾霾的两大主要成
分，大气细粒子与臭氧时空探测激光雷达
可以从地面到 10 公里高空范围内，实时探
测这两种成分的高度分布、浓度分布等指
标。“准确知道了雾霾的成分、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有助于解析污染的成因，精准制定
治霾的策略。”项目执行负责人张天舒研究
员说。

据了解，该项目打破了发达国家对激
光雷达核心技术的垄断，成功实现了整机
国产化，并在产品应用方面走在国际前
列。目前，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川渝
等人口密集区，均已规模化布局组网，实时
监测空气质量。 （徐海涛）

我国成功研制
新型“探霾”激光雷达

近年来，日本各地掀起一股“植物工厂
热”，即在封闭或者半封闭环境中，借助人
工光照，使用营养液培育绿叶蔬菜。这种
植物工厂让缺乏耕地的大城市也可以进行
农业种植。

幕张地下植物工厂位于千叶县习志野
市。踩着陡直的不锈钢阶梯，来到地下 10
米处的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一个传送带。沿着传送带，视线尽头
是一片封闭的蔬菜种植区。透过透明塑料
幕墙，可以看到即将收获的生菜等绿叶蔬
菜整齐地分层码放。

据介绍，工厂分为地上和地下 2 个区
域。在种植过程中，首先要对菜苗进行 30
天的地上培育，之后再将模块化的菜苗盒
通过传送带送入地下。地下工厂的 LED
光照和营养液输送都可以自动完成。菜苗
在这里生长 24 天后再被传送带送回地面，
进行包装销售。

与其他植物工厂有所区别的是，这家
植物工厂号称世界首个全自动培育工厂。
从菜苗盒送入地下，到长好的蔬菜被送至
地面的过程中，不需要人工参与，实现了全
自动化。目前，地上培育菜苗和包装等作
业依然需要人工操作。

当地管理人员介绍，在地下管廊建设
植物工厂具有明显优势。首先，地下管
廊温度常年保持在 18—22 摄氏度，适宜
蔬菜的稳定栽培，节省了一大笔取暖降
温的能源费；其次，该种植工厂与消费市
场距离很近，节省了大量物流和包装费
用，又保持了蔬菜的新鲜度；第三，由于
是对闲置管廊的再利用，工厂节省了一
笔基建费用。 （刘军国）

“植物工厂”
在城市地下种菜

（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

6 月，呼伦贝尔市科技馆推出系列科普
活动，点亮孩子们的生活。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到科技馆参观体
验。种类繁多的互动项目吸引了孩子们积
极参与，有的则是家长孩子齐上阵，共同完
成操作体验。身着卡通造型的工作人员在
展区内与孩子们合影留念。

展厅内，集声、光、电于一体的科普展品蓄
势待发，孩子们边走边看，兴致勃勃地体验着
有趣的科技展品。在一层儿童科学乐园，学前
儿童通过观察、体验感知科学技术的魅力。4D
特效影院内，不少孩子们随剧情变化发出高
兴、惊讶的声音，感受着别具一格的视觉体验。

科普小剧场内，“欢乐六一·祝福祖国”科
普主题活动也在欢乐进行。小演员们身着盛
装，载歌载舞，把精心准备的舞蹈《卫拉特女
孩》、朗诵《春江花月夜》、相声《傻小子念书》、
古筝《站台风》、快板《六十六岁的刘老六》、舞
蹈《燃烧我的卡路里》、集体朗诵《厉害了我的
国》等节目纷纷展示，精彩绝伦。期间，科普
亲子趣味活动更是吸引了许多家长孩子们共
同参与其中，小观众们个个兴高采烈，现场节
拍声、歌声、掌声不断。

呼伦贝尔市科技馆寓教于乐的科普活
动，让孩子们在尽情玩乐的同时也轻松获取
了科学知识。

（李富宇） 与内蒙古科协合办

呼伦贝尔市科技馆推出系列科普活动科普在线

高树新带领团队立足当地畜种产业现
状，以科技创新为先导，成果转化为目的，在
全国范围对中国西门塔尔牛进行了开创性
工作——首次组建肉用西门塔尔牛核心群，
建立并完善开放核心群育种技术体系；首次
进行肉用西门塔尔青年公牛的后裔测定；首

次进行大规模西门塔尔牛育肥、屠宰试验。
这些可贵的创新，培育优化了当地畜牧种

群，建立了高效现代肉用牛育种技术体系，使
中国西门塔尔牛种群的肉用生产性能得到快
速提高，同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进行产业
化开发，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直以来，畜牧业都是内蒙古的特色
优势产业，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当前，我区畜牧业从传统走向现
代，转型升级的基础和核心就是要靠科技
创新。

高质量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新时

代的呼唤，科学养殖、规模化经营是现代化畜
牧业的必由之路。加强科技创新的引领作
用，推广创新型技术，调整牲畜品种结构，通
过提高牲畜个体产出提升养殖效益，方能带
动畜牧业向“去库存、提品质、增效益”的新型
发展模式转型升级。

据新华社电 大家都习惯了天气预报带来的便捷服
务，但是否知道目前天气预报的准确率有多高？它的“前世
今生”怎样？未来的天气预报会如何发展？中国科学院大
气物理研究所曾庆存院士对此做出了解答。

预报准确率可达 80%
曾庆存介绍，目前的 3 天预报，在全球范围可达 70%至

80%的准确度，如果是一定区域，比如我国华南地区的 3 天
预报，准确度能高于 80%。同时，国际上天气预报的有效
性已从早期的 1-3 天提高到 5-7 天。

“天气预报达到‘十报九准’甚至‘十报十准’，目前来说
不大可能。”曾庆存说，天气有偶然性，它不在人工实验室
里，也不被人为控制，是预报总会有偏差。

相当准确的预报，帮助我国实现了多个登陆台风的零
死亡。曾庆存说：“如今，我们已经能把台风牢牢控制住
了。”曾庆存举例说，近年来，多个台风的 24 小时预报登陆
点和实际登陆点相差 50 公里左右，“台风半径是 1000 公
里，看相对值的话，50 公里已经是很小的误差范围了”。

从“凭经验”到“算数值”
“古人看云识天，这是过去的天气预报——凭个人经

验。”曾庆存说。
到了 20 世纪，人们已发明和应用了气象仪器来测量大

气状态，气象学开始进入“科学时代”。特别是无线电的应
用，使各地的气象观测数据能及时汇总到一个中心，绘成

“天气图”，但天气图还是严重依赖预报员的主观判断。
20 世纪上半叶，科学界提出用描述大气运动的原始方

程组作定量天气预报的构思，但方程组非常复杂，无法直接
求解。

1961 年，曾庆存在深入分析天气演变过程的理论基础

上，首创半隐式差分法，在国际上首次成功求解大气斜压原
始方程组，画出了世界上第一张用原始方程组的天气预报
图。

我国科学家创造的半隐式差分法和此后又创新的平方
守恒法，至今仍在国际上广泛应用。

“简言之，气象监测已从单纯的‘站点监测’变为包含气
象卫星遥感的全球监测，气象预测已从经验预报发展到数
值天气预报。”曾庆存说。

未来能预测几十年后气候
天气能预报，气候也能吗？曾庆存回答：能。
曾庆存举了个例子：如果要预报几天后的天气，我们只

需考虑大气，但如果要预测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的气候，我们
还需要考虑海洋、陆地植被、太阳活动等等。

在数值天气预报的基础上，我国逐渐发展出短期气候
预测系统，并将最终建成研究和预估全球气候与生态环境
变化的“数值模拟装置”。

曾庆存表示，预测未来 1 个月、1 年，甚至几十年的气
候，关系到国民经济建设方方面面，如夏季洪涝、冬季雾霾、
农业规划、能源布局等，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气候预测愈
显重要。

2009 年，曾庆存与其他科学家就萌生了建立地球模拟
器的想法。在数百位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地球系统数值
模拟装置”于 2018 年在北京市怀柔科学城破土动工，并将
于 2022 年完工。该装置将为国家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
化、大气环境治理等重大问题提供科学支撑。

“解读地球计划迈出至关重要的一步，未来中国可以为
地球做 CT 了。”曾庆存说。

（岳冉冉 董瑞丰）

天气预报为何越来越准了？

[记者手记]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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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和肉用性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利用和肉用性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不能满足不能满足
肉牛生产和市场发展需求肉牛生产和市场发展需求。。高树新带领团队综合应用育种技术高树新带领团队综合应用育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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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莲

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带动下，被誉为
“草原牛羊肉之都”的通辽市牛肉产业驶上了
发展“快车道”。内蒙古民族大学黄牛遗传育
种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高树新带领
团队从我区牛肉市场需求与产业发展需要出
发，开展了大量科技创新工作，取得一系列创
新成果。

建立肉乳兼用西门塔尔牛核心群，选育
高产优质种牛

目前，我国肉牛产业良种缺乏，肉牛选育
技术水平、种质资源高效利用和肉用性能等方
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不能满足肉牛
生产和市场发展需求，肉牛群体资源短缺。

养牛是科尔沁地区的传统产业，通辽市
历来有“中国西门塔尔牛之乡”的美称。中
国西门塔尔牛是由国外引进的西门塔尔牛
与我国地方优良黄牛品种杂交改良后，经
选育形成的一个大型乳肉兼用型牛种，具
有良好的乳、肉用性能和耐粗饲、适应性强
等特点，是目前我国饲养规模最大的兼用
型牛种。

“虽然中国西门塔尔牛具有突出的优点，
但还存在着胴体优质肉块比例低、肉质较差

等缺点。”高树新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规模养牛必须追求良种化，才能获得

较好的效益。“我们就是要综合应用育种技
术及全基因组选择技术等现代生物技术，
对中国西门塔尔牛肉用群体进行选育，保
持其生长速度快、泌乳量高特点的同时，重
点进行提高肉质的研究，最终形成乳肉生
产性能较高、遗传稳定的中国西门塔尔牛
种群。”高树新告诉记者，团队与当地的一
些牛业公司以及肉牛养殖加工基地联合开
展了系统研究。

2008 年，内蒙古民族大学承担了“十一
五”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畜禽新品种选育及快
繁技术研究”的子课题“中国西门塔尔牛的肉
用性能研究与产业化开发”项目。高树新带
领团队着手组建肉乳兼用西门塔尔牛核心
群。

团队从通辽市 200 多万头中国西门塔尔
牛中选优，挑选出 1008 头优秀牛只，组建成
核心群。并对核心群所有牛只的体尺、体重
进行了测定，对部分牛只进行了线性鉴定。
在对核心群牛只肉用性状重点选择的同时，
对其泌乳性能、抗性性状和繁殖性能等也给
予关注。

在种群留种和选择时，团队创新性地
将常规育种技术与基因组选择结合起来，
在核心群的选育提高方面，实现早期选种，

缩短世代间隔，降低了成本，取得较好的选
择效果。

核心群建成后，通过选育，可年向社会提
供高产繁殖牛 300 头，年为社会提供经过后
测的优质种公牛 32 头。

产业化效益显著，发展潜力巨大

据统计，每年我国牛肉产量可达 750 万
吨，但仍旧供不应求，“不够吃”造成的缺口有
200 万吨。专家预测，越往后，这个缺口会越
大，未来肉牛产业发展空间巨大。

不仅普通牛肉供应紧缺，而且消费群体
的口味比以前“刁”了，要吃品质更好、适合自
己口味的牛肉，这对肉牛产业发展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同时也为我区肉牛产业发展提供
了更多机遇。

以中国西门塔尔牛为主导的养牛业是自
治区东部和北部地区的主导产业之一。通过
近 10 年的技术研究和选育，团队创新建立了
集线性模型进行遗传评估、多品种联合评定、
育种规划、兼用牛线性体型评分、分子标记辅
助选择（MAS）等方法于一体的高效现代兼
用牛育种技术创新体系，使中国西门塔尔牛
的种群肉用生产性能得到快速提高，同时加
大了优质安全牛肉的市场供应量。

项目在通辽市多地实施，缓解了我区肉
牛养殖业中优质、经济肉用种牛供应紧张的

局面，同时，对于满足消费市场不断增长的高
档、安全的牛肉需求，肉制品与国际牛肉标准
接轨，部分替代种牛活牛及其冻精、胚胎进
口，加速肉牛的产业化进程，都起到重要的推
动作用。

项目形成的通辽市 3 个示范基地及 1 处
优质肉牛生产示范区，辐射带动自治区东部
地区生产改良肉牛 40 万头，引导通辽市及自
治区肉牛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加速肉牛的产
业化进程，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同时，中国西门塔尔牛纯种繁育和杂交
改良体系，中国西门塔尔牛杂交改良牛挤奶、
育肥、饲料加工等技术体系的建立，配套技术
的推广、规范及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速了中
国西门塔尔牛的育种和产业化进程。这些成
果在我国西门塔尔牛养殖、生产企业均有广
阔应用前景。

随着我区公牛育肥、屠宰、奶肉加工、出
口创汇等流通渠道不断强化，产业效益必将
凸显。

“育种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旦中
断，种群就会出现退化，直接威胁养牛业、肉
牛业发展，严重影响黄牛改良和我区养牛业
良种化进程。对西门塔尔牛进行持续选育，
才能保证种群的不断优化，让肉牛产业蓬勃
发展。”高树新说。

技术创新让西门塔尔牛更技术创新让西门塔尔牛更““牛牛””

壮美 70 智“惠”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