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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气象组织指定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

为世界气象中心

世界气象组织（WMO）8月 14 日发表声明表示，将欧洲中期天

气预报中心（ECMWF）指定为世界气象中心之一。WMO执行理事

会今年 5月在日内瓦的会议上通过了这一决定。WMO表示，该指定

是对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全球预报能力的明确认可。

WMO指出，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符合成为世界气象中心所有

三个相关领域的要求，即全球确定性数值天气预报、全球综合数值天

气预报和全球数值远程预测。

世界气象中心在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测系统（GDPFS）中处于尖端

地位。另外两个是区域专业气象中心（RSMC）和国家气象中心

（NMC）。这一指定强调了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对WMO的重要作

用。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已证明，该中心在对未来观测的质量控

制、数据收集和产品传播、数据和产品的长期存储、产品验证和预测

性能、预测系统和产品的文档和培训方面符合全球数据处理和预测系

统设立的新标准。

2016 年 11 月，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在中国广州的会议上向世

界气象组织基础系统委员会（WMO Commission on Basic Systems）提

交了符合这些标准的情况资料。

WMO为世界气象组织会员国提供一系列全球范围的中期和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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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综合预测模型的预测产品。这些中心还提供相关文件和验证来证明

其预测的质量，旨在帮助世界气象组织会员国在国家层面履行职责。

2017 年 5 月，中国气象局被正式认定为世界气象中心。此外，

WMO指定的世界气象中心还包括设在东京、埃克塞特和蒙特利尔的

国家气象中心。华盛顿、莫斯科和墨尔本于 1967 年获得了指定，目

前仍保留世界气象中心地位。

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是一个开展全球天气预报研究和业务的

国际性组织，它包括 24个欧盟成员国，总部位于英格兰雷丁。

钱晶晶编辑，摘自联合国新闻网站

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8563

全球变暖将导致农作物蛋白质含量降低

由于全球变暖引起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将大幅度降低大米、小麦

等主要农作物的蛋白质含量。专家预测，这一现象将会导致到 2050

年，全球 1.5 亿人罹患发育障碍症及早亡的风险。

一项由哈佛大学主导的研究第一次对全球变暖对作物蛋白质的

影响做出了量化分析，这项研究基于现实试验的数据，让农作物在高

浓度的二氧化碳环境中生长。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尚未调查出二氧化

碳究竟是怎样使作物中的蛋白质和其他营养成分衰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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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全球饮食信息曾用来计算蛋白质摄入量临界点对人们

产生的影响。没有蛋白质，生长就会迟缓，各种疾病甚至早亡的概率

都会上升。二氧化碳是石化燃料燃烧过程中的副产品，会让地球表面

的热量难以释放。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随着碳排量几十年后的上涨，

海平面会上升，天气变得更炎热，极端天气将更加频繁。

最公认的假设是：二氧化碳可能会增加作物中淀粉，从而降低蛋

白质及其他营养素的含量。但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高级研究

科学家萨缪尔.迈尔斯表示，实验并不能支撑这样的理论。他向法新

社透露，“简单说，我们已经做了广泛的研究，但依然不知道其中原

因到底是什么”。

蛋白质并不是唯一受影响的营养素，其他研究表明，二氧化碳浓

度的增加会降低作物中如铁、锌等矿物质，这无疑使全球营养缺乏问

题雪上加霜。据研究人员计算，到 2050 年，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会使

大麦中 14.6 的蛋白质受损，大米为 7.6%，小麦为 7.8%，土豆为 6.4%。

报道称，“如果二氧化碳水平继续上升，由于大米、小麦等作物的营

养价值降低，到 2050 年，将有 18 个国家的人口饮食中的蛋白质下降

至少 5%”。全球共有 76%的人口依赖各种作物摄取每日的主要蛋白质，

尤其是贫穷地区的人们。受影响最严重的是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这

里有几百万人的饮食中已经缺乏蛋白质，还有以大米和小麦为主要作

物的南非亦是如此。印度会从每日饮食中失去 5.3%的蛋白质，预计

5300 万人将面临新一轮蛋白质缺乏的风险。

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法，如降低碳排量，饮食方式多元化，



2017 年第 17 期（总第 139 期） 第 5页

增加主要作物中的营养成分，培育对二氧化碳敏感度较低的新作物

等。

韩俊综合编辑

为应对全球变暖

加拿大科研人员培育出新品种耐热豌豆

全球变暖将给地球和人类带来复杂的影响,可能导致农作物减

产。据美国农学会统计，全球豌豆每年的产量约为 1000 万〜1300 万

吨的豌豆，在豆类作物中产量排在第三。但温度升高致使豌豆的产量

受到影响。因此科学家正在考虑采取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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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卡彻温大学植物科学家罗 Rosalind Bueckert 表示：“有些

年份，由于热应激，一些豌豆品种的产量并不高。我们希望培育出一

个在变暖世界中具有更好收益的新品种。”

Bueckert 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努力确定豌豆中影响热应激的特

征，进而更多地了解给予它们这些能力的基因。为此，研究人员交叉

研究了两种常见的豌豆，CDC Centennial 和 CDC Sage。然后该团队

在萨斯喀彻温省培育出一些具有更好耐热性的新品种豌豆。一批在 5

月中旬播种，第二批在 6 月播种。分批播种允许团队寻找在更高温度

下具有更高产量的品

种。

通过这项工作，该

团队能够确定两个特

征，这些特征对于豌豆

的耐热性是重要的：开

花持续时间和荚数。意

思是说，具有更多荚数

和更长花期的豌豆品

种，极端天气事件中恢

复的机会更大，并提供

更高的产量。Bueckert

表示：“我们可以用遗

传位点和分子技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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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工作，效率会越高。”

此外，该团队将寻找除开花持续时间以外的特征，以及可以有助

于耐热性的荚数。例如，该团队已经确定，半无叶型品种在耐热性方

面优于蔓生型品种。该研究成果发表在《Crop Science》杂志上。

冯春华综合编辑

中低速磁浮列车有啥可牛的？

近日，央视新闻关于我国新一代中低速磁浮列车在试验中成功跑

出 121千米/小时的最高运行时速的消息颇为引人瞩目，但有网友评

论说这个速度也没有多快，为啥新闻还要特别报道呢？那么我们就来

了解一下磁浮列车和中低速磁浮列车吧。

一、磁浮列车的原理。

磁浮列车是利用“同极相斥、异极相吸”的电磁原理，通过在车

厢底部安装多组电磁铁，使车厢从轨道上悬浮起来，实现列车与地面

轨道间无接触运行，具有噪音小、行驶平稳、加减速快、行驶阻力小、

绿色环保、无脱轨风险等特点。

按照磁浮方式的不同，磁浮列车可分为 EMS式（常导电磁吸引

式，以德国的 Transrapid为代表）和 EDS式（超导电动推斥式，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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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MLU为代表）。

EMS 式（常导电磁吸引式）

EDS 式（超导电动推斥式）

二、速度不同的磁浮列车，其实根本是两个物种。

高速磁浮列车：时速 200 千米/小时以上，适合远距离交通，例

如各城市之间的交通，竞争对手是高铁、动车、民航等。高速磁浮是



2017 年第 17 期（总第 139 期） 第 9页

采用装在地面上的长定子直线同步电机作为动力来源，直接从地面供

电，不用受流器，采用感应发电来满足车上用电。2003年建成运营

的上海磁浮快线，线路长度 29.86千米，运行时速 430千米/小时，是

世界第一条商业化运营的高速磁浮线路。

中低速磁浮列车：时速 200千米/小时以下，适合近距离交通，

例如市内交通、市郊交通，竞争对手是公共汽车、地铁、轻轨等。中

低速磁浮是采用装在车身中的短定子异步电机作为动力来源，通过车

上安装的受流器为磁浮列车提供电能，适用于中低速运行。2016年

建成运营的长沙磁浮快线，线路长度 18.55千米，运行时速 100千米

/小时，是世界是最长的中低速磁浮线路；预计 2017年年底开通的北

京首条磁悬浮线——门头沟线（S1线）也属于中低速磁浮线路。

三、中低速磁浮列车的优势。

中低速磁浮列车与地铁、轻轨等同属于中等运量交通制式，但与

地铁、轻轨相比，它具有振动噪音小、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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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其速度（运行速度快）、弯道（转弯半径小）和坡道（爬坡能力

强）这三项综合技术指标，是目前其他单一制式轨道交通无法同时实

现的。

经过 8 年科研攻坚，2017 年 6 月，由中车大连公司和西南交通

大学联合研制的新一代中低速磁浮试验车，完成了时速 120千米/小

时的运行试验，打破了中低速磁浮列车速度的世界纪录，这也标志着

我国已掌握新一代中低速磁浮系统集成等关键核心技术。我国也成为

继德国、日本、韩国后，第四个掌握中低速磁浮技术的国家。

胡周颖综合编辑，摘自掌上科技馆

西瓜皮的花肥功效

吃剩的西瓜皮，有人会拿来做菜，有人直接扔了。其实，西瓜皮

不仅可以做菜，还能用来当花肥。西瓜皮中除了含有大量的水分和蛋

白质外，还有养花必需的磷元素、钙元素、氮元素，可以说是养花的

得力助手。

制作步骤：

1.将吃剩的西瓜皮收集起来，切成小块，越小块沤制肥料所需时

间越短。也可以切一些柑橘皮进去，起到去除异味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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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切碎的西瓜皮放到一个大容器中，在上方盖上一层保鲜膜。

由于发酵过程中会释放出大量的气体，可以在保鲜膜上方戳上几个小

洞。

3.将其放置在阳光下暴晒，让其在阳光作用下充分发酵。大约一

个月左右的时间西瓜皮就会充分腐烂。

4.发酵完成之后，得到的液体可以加入 6倍到 8倍左右的水，稀

释之后当做液肥使用，而过滤下来的残渣可以直接埋进盆底，当做花

卉植物的基肥。

5.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肥料，已经充分腐熟完毕，因此完全可以

放心使用，就算是在炎热的夏季，也不会对花卉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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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像栀子花、杜鹃花这样喜欢酸性土壤的花卉，则可以借助

西瓜皮的力量配制出完美肥沃的酸性土壤。

制作步骤：

1.准备一个较大的花盆当做容器，先铺上一层 5厘米左右的园林

土。

2.将西瓜皮洗净后切成小块，铺在园林土上，厚度约 10厘米左

右。

3.重复上述两个步骤，直到容器被填满为止，再用塑料膜将容器

彻底密封。

4.约半个月后，西瓜皮就彻底腐烂了，将容器中的物质充分搅拌

均匀，就是制作完成的酸性土壤了。这样的土壤已经拥有充足的肥力，

在使用时可过较长时间再施肥。

金晓芳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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