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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艾云尼”月初在琼州海峡画了一
个圈，它在两天内三次登陆我国，成为 1949
年以来首个完成该动作的“初台”。 作为一
个合格的台风，“艾云尼” 在 6 月 5 日 8 时

“出生”后，尴尬地流浪了一天，没有名字，
只能被称为“小四”。 直到 6 月 6 日上午日
本气象厅才给它上“户口”，起了“艾云尼”
这个名字。 影响我国的台风为何由日本气
象厅命名？

台风“小四”的尴尬
6 月 5 日 8 时， 南海热带低压风力加

强，升级为热带风暴，宣告了今年第 4 号台
风的“出生”。 中央气象台的微博写道，“我
是小四， 是今年台风家族的第四个孩子”，

“但我的名字其实不是小四，我的名字还挺
好听的，就可惜现在还不能叫”。

台风的名字谁说了算？ 实际上，以前国
际上也没有统一的命名规则， 后来为了避
免台风名称混乱， 世界气象组织下属的台
风委员会决定从 2000年起对西北太平洋和
南海地区的热带气旋采用统一命名法。

中国、朝鲜、日本、美国等世界气象组
织在亚太地区的 14 个成员提供台风名，每
个成员提供 10 个名字， 最终形成了包括
140 个台风名字的命名表。 此后，台风的名
字就根据这个表按照规定的顺序循环使
用。

目前我国提供的台风名有悟空、风神、
电母等。 然而，“有权提供台风名字”不等于

“有权命名台风”。 台风名称的实际分配工
作由日本气象厅东京区域专业气象中心负

责。
正是这个原因， 在今年第 4 号台风生

成后， 尽管气象人都清楚它未来会叫啥名
字，但在没有得到官方命名前，只能暂时称
呼为“小四”了。

台风命名背后的现实需要
台风的命名看似是个轻松的话题，其

背后实际上却是防灾减灾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 公众所熟知的台风是热带气

旋的一种强度。 当热带气旋达到热带风暴
级别后，才会被称为“台风”并获得命名和
编号，而在此之前，它被称为“热带低压”。
现实中，人们往往从“台风”形成后才开始
予以重视。 但三防、气象、应急救援等部门，
则需更早准备。

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伍志芳说，
中央气象台观测到今年的南海热带低压加
强为热带风暴级别后， 从技术的角度开始
称之为今年第 4 号台风。 尽管日本气象厅
还未对其命名，但我国对其“已经是台风”
的明确，有利于各级部门特别是广东、海南
等地采取积极主动的防御措施。

实际上， 尽管日本气象厅 6 月 6 日上
午才对台风“艾云尼”命名，但我国的防御

工作早已做在前头。 6 月 5 日 9 时，在中央
气象台认定热带低压已加强为今年第 4 号
台风后， 广东省防总开始启动防风Ⅳ级应
急响应，琼州海峡全线停航。

差距是保持前行的最大动力
影响中国的台风为何由日本气象厅命

名？ 中央气象台微博里的一句话道出了其
中的原委：“是因为以前我们技不如人”。 科
普作家 @ 中国气象爱好者在社交网络上
说，日本气象科技家底厚，基础研究多，以
前的水平确实高出亚洲其他国家一大截，
在世界气象组织话语权大。 我国最近几年
气象水平突飞猛进， 但总体而言和日本还
有差距。

意识到差距是保持前行的最大动力。
就在台风“艾云尼”生成的同一天，6 月 5 日
21 时 07 分， 我国风云二号 H 星在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升空。 至此，我国已成功发射 8
颗风云二号卫星。 风云系列被世界气象组
织列入国际气象业务卫星序列， 正在为全
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卫星资料和产
品，在台风、暴雨、大雾、等监测预警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田建川

台风的名字谁说了算？
本报讯（通讯员 梁超）以科技强国、交通强国

为己任的湖南磁浮产学研用团队， 在磁浮产业创
新的轨道上不断提速。 日前，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
权的中国首列商用磁浮 2.0 版列车在中车株洲电
力机车有限公司（简称中车株机公司）下线。

据中车株机公司磁浮研究所负责人介绍，中
国商用磁浮 2.0版列车设计时速 160公里，采用三
节编组， 最大载客 500 人。 它具有以下几大创新
点：（1） 世界首列短定子直线电机快速磁浮列车。
采用系统工程学分析法， 成功搭建了 2800mm 车
宽的世界时速最快的短定子直线电机牵引磁浮列
车平台。（2）牵引功率提升 30%� 。优化了牵引辅助
系统设备设计， 单位重量功率密度得以大幅度提
升， 其中牵引功率提升 30%， 辅助系统功率提升
25%，悬浮电源容量提升 30%，载客量提升至 500
人。（3）悬浮能力提升 6吨。优化端部电磁铁设计，
补偿了高速运行时端部涡流效应的影响， 并优化
了中间电磁铁结构设计， 使整列车悬浮能力提升
了 6吨。（4）车辆设计轻量化。 车辆各系统在设计
时均注重了轻量化，采用了大量新结构和新材料，
如： 车体采用铝合金与复合材料相结合的复合顶
盖等。

时速 160公里磁浮列车
在中车株机公司下线

本报讯（通讯员 余旭华 李新庭）1000 克
TNT 当量炸药在防护栏内爆炸，3.5 米外的实验
生物毫发无伤， 爆炸产生的火焰被迅速阻隔熄灭
…… 6月 13日，全球首创的柔卫甲柔性防爆技术
已经成功在长沙麓谷实现产业化， 由湖南艾尔防
务技术有限公司生产的防爆围栏、防爆罐、防爆桶
等相关产品能实现对爆炸冲击波、 破片和火焰的
全方位防护。

与传统的刚性防护不同， 柔卫甲系列产品结
构设计融合真空缓冲层、强防护复合材料层、超弹
性防爆支撑结构层、防爆阻燃混合液体层等技术，
轻质便携，能高效吸收爆炸冲击能量，并通过了公
安部权威检测。 例如，能防护 500 克 TNT 当量爆
炸物或 5个手雷的 G500柔卫甲防爆桶，总重不足
60公斤，极大地便利了移动应急处置工作。

据艾尔防务相关负责人介绍， 湖南制造的该
系列产品已经在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等顶级会议和
活动中得到应用，北京、新疆、山东、辽宁等多省市
批量装备，以色列、俄罗斯、约旦、马来西亚等约 30
余个国家正在洽谈出口应用事宜。

全球首创防爆黑科技
在湘产业化

“中国版超级高铁将采用‘高温超导磁悬浮
+ 真空管’技术，目前已着手探讨时速 1500 公里
的可行性。 ”6月 19日，在 2018年世界交通运输
大会“高速铁路技术发展论坛”上，西南交通大学
首席教授张卫华介绍说。

张卫华在当天的论坛上介绍说，由西南交通
大学承担的“多态耦合轨道交通动模试验平台”，
是在 1500 米可模拟不同低气压环境的真空管道
里， 开展不同磁悬浮模式比例模型车运行测试，
包括高温超导磁悬浮模式在内，试验速度超过音
速，理论上有望达到时速 1500公里。 据张卫华透
露，世界上时速最快的真空高温超导磁悬浮比例
模型车试验线正在成都搭建，预计今年年底前将
建成并投入试验测试。

“‘多态耦合轨道交通动模试验平台’或在
今年 9月获国家批准，项目从开始实施到建成约
需 31个月。”张卫华透露。按这个进程，我国最快
将于 2021年 4月达到 1500公里试验时速。

矫阳

中国版“超级高铁”试验
时速有望达到 1500公里

农业领域迎来一项重大科技进展：继老鼠、线
虫之后，又一物种的“自私基因”被找到———水稻！
找到它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 中国工程院
院士万建民领衔的科研团队， 这也是人类第一次
在植物领域找到“自私基因”，这将挑战孟德尔遗
传规律，有望解决水稻杂种不育难题。该研究成果
日前已由国际学术期刊《科学》杂志在线发表。

孟德尔定律是以遗传学家格里哥·孟德尔的
名字来命名的著名定律， 被认为是催生遗传学诞
生的基础。 然而多年来，科学家们不断发现表明，
这一定律在哺乳动物中正在被打破，即“大部分后
代，只是更像某一方（父亲或母亲）”，这种现象叫
“自私现象”，而引发这种现象的就是“自私基因”。
这种基因使得亲本即父亲或母亲自身的遗传信
息，能更多、更快地复制，并能更多地传递给子代。

据万建民团队介绍， 该研究阐明了“自私基
因” 在维持植物基因组的稳定性和促进新物种的
形成中的分子机制， 探讨了毒性 -解毒分子机制
在水稻杂种不育上的普遍性， 为揭示水稻籼粳亚
种间杂种雌配子选择性致死的本质提供了理论借
鉴，为籼粳亚种间杂交稻品种的培育提供基础。

邱晨辉

人类首次找到
水稻的“自私基因”

相信经常下雨打伞出门的人会有感触，用手机或是拿东西的时候，手持
雨伞会带来很多不便。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近日本就开发了一部 Hands-
free 雨伞，它利用无人机架着雨伞，这样的设计确实解放了双手，另外对残疾
人士也很有帮助。据悉，这把免持雨伞由日本一家叫 Asahi Power Services 的
公司制作，它的特点是能够跟随拥有者步行，利用 AI 人工智能辨别拥有者
的头部。制作公司的 CEO 指出，无人机飞行时会制造出气流，而这个气流可
变成风扇，在炎炎夏日为使用者吹风，防止中暑。 艾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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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雨伞

● 新知

人类最开始酿造的是爱尔啤酒，至
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拉格啤酒一般认
为最早于 15 世纪出现在德国巴伐利亚
地区，它很快流行开来，逐步取代爱尔
啤酒成为全球生产和消费量最大的酒
精饮料。 我国生产的啤酒基本上都属于
拉格啤酒。

拉格啤酒发酵菌种又被称为巴斯
德酵母，是由爱尔啤酒发酵菌种与另一
种野生酵母菌杂交而形成，后者就是拉
格啤酒酵母最原始的“祖先”。 它让拉格
啤酒酵母有了低温发酵能力，但科学家
一直没有找到它源自何处。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
研究员白逢彦团队研究发现，青藏高原

酿酒酵母属的物种多样性远高于世界
其他地区，青藏高原或相邻地区可能是
该类酵母菌的多样性中心或起源中心。
真贝氏酿酒酵母也广泛分布于青藏高
原，其遗传多样性远高于该种的巴塔哥
尼亚群体，可证明青藏高原才是真贝氏
酿酒酵母的真正起源地。 通过多基因和
基因组分析后发现，该种在青藏高原存
在三个种群（谱系），其中的一个西藏种
群在基因组上与拉格啤酒酵母具有
99.82%的序列相似性， 该种群才是拉格
啤酒酵母真正的野生亲本。 由此，白逢
彦团队提出了青藏高原才是拉格啤酒
酵母的真正起源地的学说。

喻思南 纪海丽

啤酒酵母或源于青藏高原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生物地理与生

态学等学科相关研究人员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合作， 整合欧亚大陆 149 个植物大化石数据点，
重建了化石点的古气候数据。这项化石大数据与
古气候模型研究的最新成果，可为预测未来气候
变化研究提供重要参考。相关成果日前在线发表
在国际知名地学刊物《冈瓦纳研究》上。

中英科学家通过对不同时期和地区的古气
候进行对比，分析了不同地区的气候差异，并与
现代气候作了对比分析。通过对渐新世和现代气
候的对比分析，表明地质构造运动是影响欧亚大
陆渐新世以来的气候演变的重要驱动因子。通过
与古气候模型的对比，表明气候模型和大化石数
据大体一致。

赵汉斌

化石大数据可用于
预测全球气候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