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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汶川特大地震十周年国际研
讨会暨第四届大陆地震国际研讨会在成
都举行，并同期举办中国防震减灾成果
展，展示了近年来我国在防震减灾实践
中取得的成就及各类科研技术和产品。

前沿技术 显现实力

据应急管理部副部长、中国
地震局局长郑国光介绍，经过10
年的建设发展，我国在地震科学
基础理论、应用技术和方法等方
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

地震发生后的 72 小时是黄金救援时
间。对此，一台搭载了雷达生命探测仪的
无人机，仅需 3 分钟部署时间便可快速起
飞，适合紧急搜救和大面积搜索任务，为地
震救援行动争分夺秒。它即使在黑夜、浓
烟或树林中也能进行搜索，还可同时探测
多个目标。

上可飞天，下可入地。由中国科学院
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生产的我国第一台执行
废墟搜索任务的可变形机器人闪亮登场。
该机器人已在四川省芦山“4·20”强烈地震
灾害现场投入使用，协助国家地震灾害紧
急救援队完成了多处废墟和危楼的生命搜
索排查与灾情勘测任务。如今，它还多了
一位好搭档——蛇形探查机器人，专门用
于狭小空间及管道探查等。

地震无情，但很难预测，人们对于
地球内部结构组成状态和演化的了解几
乎都是基于对地震波的分析研究。多年
来，由中国地震局实施的“地下明灯”
计划，就以发展小规模流动人工震源为
契机，对地表以下数百米范围内精细结
构成像，服务城市地下空间精细探测需
求。此次展览还演示了一番模拟新疆呼
图 壁 大 容 量 气 枪 震 源 主 动 探 测 系 统 操
作，相关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区域地
震趋势判定。

据郑国光介绍，经过 10 年的建设发
展，防震减灾科技进步明显，在地震科学基
础理论、应用技术和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
系列重要进展——

今年 2 月份，我国首颗电磁监测试验
卫星“张衡一号”成功发射，实现了我国地
震天地一体化观测的革命性进步，将有效
支撑地震观测新方法的探索和发展，提高
人类对地震孕育发生规律的认识；

此外，我国科学家发展绿色人工震源
探测技术，探索地下结构微小变化，在国际
上首次突破内河流域主动源激发和数据接
收技术；

由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主持完

成的“基于性态的抗震设计理论”项目获得
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被国际
科学界予以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中国地震科学台阵探测计
划顺利实施，获取了南北地震带约 200 万
平方公里的地下精细结构，数据质量和处
理结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成果应用 服务民生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障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减轻地震灾
害风险，成为地震科技攻关的重
点，相关成果惠及大众

“中国是世界上地震灾害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地震频度高、强度大、分布广、损
失重。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但防震减灾工作仍面临严峻挑战。”郑
国光指出，新时期防震减灾工作要从注重
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不断提升
全社会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能力。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减轻地震灾害风险，成为地震科
技攻关的重点。郑国光告诉记者，在这方
面，地震部门对第五代国家地震区划图采
用了小概率地震危险性分析和地震动预测
等核心技术，充分考虑“极罕遇地震”对社
会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冲击，消除了不设防
地区，大幅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地震防
护安全水准。

高速铁路地震预警及紧急处置技术历
经 4 年联合攻坚，突破了 P 波预警、阈值报
警等关键技术，主要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已在福厦线、成灌线等部分线路开展示
范应用，使我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拥有高
速铁路地震预警技术的国家。

与此同时，减隔震技术得到充分推
广。“目前我国已有各类减隔震建筑 6000
余幢，约占世界的一半。昆明长水国际机
场航站楼等一批重大工程和基础设施采用
了减隔震技术，有效提高抗震能力。”郑国
光说。

值得关注的是，增强农村住房御灾能

力仍是防震减灾的关键。郑国光表示，针
对各地不同自然条件和地域特色设计的各
类抗震技术，使得农村安全民居工程惠及
6000多万人，我国农村千百年来对于地震
灾害不设防的状况正在逐步改变。近年
来，新建地震安全农居经历多次中强地震，
特别在新疆等地区基本实现了 6级地震人
员零死亡。

展览上，来自新疆农村安居工程展示
的几种农房模型，就兼具民族特色和安全
抗震能力。在科学选址的基础上，房屋结
构以砖混或砖木单层结构为主，采取了墙
体、构造柱和上下圈梁的抗震构造形式，注
重房屋平面布局、高度、开间尺寸、门窗洞
口尺寸和位置，同时根据气候特点，布局气
象灾害防护措施。

试想一下，基于“地理信息+”的新型智
慧城市又将如何应对地震风险？此次展出
的智慧化管理平台以建立数据库为基础，
通过三维方式对城市地上地下全空间资源
进行统一管理。工作人员介绍，“比如可以
对地下轨道交通、地下综合管廊、地上建筑
物等进行监测预警，当事故发生后及时报
警，通过现场模拟还原事故发生现场及影
响范围和设施，并对事故的分析处置提供
辅助建议”。

中外合作 协同创新

目前，我国已围绕地震监
测、震害防御、应急救援和科学
技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了积极的
国际合作，成果丰硕

截至2016年，中国地震局已与全球77
个国家、13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并
与其中 40 余个国家签订了政府间地震合
作协议。其中，与“一带一路”沿线 41个国
家建立了双边合作关系，签订了 22份合作
协议或备忘录，在地震监测、震害防御、应
急救援和科学技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了积
极合作。

正如亚洲地震委员会主席巴纳吉所
言，“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地震防范水平、

灾害应急管理水平及生命财产损失之间相
互关联，存在因果链，是可以进行科学干预
的。”他呼吁，大部分国家往往缺少震后重
建经验，科学界需要积极主动参与进来，建
设具有包容性的创新环境，在区域和国际
层面上促进更高效的科学交流，共同守护
人类美好家园。

10 年来，我国防震减灾国际合作成绩
抢眼。2007年至今，中国地震局共为阿尔
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老挝、缅甸
和萨摩亚 6 国援建了 40 个地震台站，培训
技术人员100余名。正在实施的中国—东
盟地震海啸监测预警系统将整合 30 个地
震台站，实现对中国南海及邻近区域的地
震海啸监测预警。

各项双边合作也进展顺利。以与美国
的合作为例，郑国光介绍，1980 年 1 月份，
中国地震局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
地质调查局在北京签署了合作议定书。在
长达 30多年的交流合作中，双方完成了在
地震监测、地震工程、基础研究等方面，一
系列优秀的合作交流项目，其中，中美数字
化地震台网项目被誉为中美科技合作典
范。2015 年，双方还商定增加地震预警、
地震预报实验场、大震联合科考等合作。

“地震灾害不分国界，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可以显著增强地震科技创新能力。近年
来，我国防震减灾对外合作交流力度逐步
加大，合作交流成果丰硕，为防震减灾事业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郑国光如是说。

10年来取得巨大进步——

我国防震减灾科技实现飞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汶川特大地震 10年，见

证了奋勇前行的中国力量，

也见证了中国防震减灾事业

的飞速跨越

粮食进口也会带来进口国环境污染，这一结
论日前由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团队与美国科学家
联合研究得出，并在 《美国科学院院刊》 在线
发表。

当前，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很多国家
将大量农产品生产转移到国外，然后从国外进口
粮食成品。传统研究观点认为，粮食生产需要消
耗土地资源、水资源，过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会导
致环境污染，因此普遍得出的结论是：“粮食进
口国是环境受益者。”

然而，中美两国科学家以全球大豆贸易作为
研究对象，通过大量文献数据和实地调查数据分
析发现，粮食进口导致进口国作物种植结构、农
业生态环境平衡等发生显著变化，甚至形成环境
污染，所以“粮食进口国并非都是环境受益者”。

研究人员基于公开发表的科学文献，计算了
全球五大洲 （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和美
洲） 主要作物 （大豆、小麦、玉米、水稻、蔬
菜） 的平均氮营养平衡，实证分析了大豆进口导
致的作物种植结构转换过程中的氮污染问题。结
果显示，全球大豆贸易导致主要大豆进口国农业
氮污染加重，不仅对区域地表、地下水生态环境
和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危害，同时还产生了大量温
室气体，进一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

据悉，该研究成果弥补了传统科学认知的不
足，深刻揭示了以往粮食贸易中被忽视的进口国
环境污染问题，论证了系统评估国际粮食贸易对
环境连带影响的重要性。

科学家研究发现

粮 食 进 口 国

并未成为“环境受益者”
本报记者 常 理

中国防震减灾成果展上展示的核电站

KIS地震仪表系统模型。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 中国防震减灾成果展上展示的模

拟新疆呼图壁大容量气枪震源主动探测

系统操作。

◀ 图为中国防震减灾成果展上，展

出的高速铁路地震监控系统。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春季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然而，对于
过敏体质者而言，这却是经受考验的日子：
各种植物花粉和纷飞的柳絮、杨絮成为致
敏原，让不少人备受困扰。

那么，花粉过敏是个什么病？花粉过
敏症是指由花粉过敏而引起的呼吸道及眼
部过敏表现，也是特异性个体对花粉的一
种过敏反应。花粉直径一般在 30 微米至
50微米，它们在空气中飘散时，极易进入人
体呼吸道内。在自然界中，植物花粉的传
播方式可分为风媒花和虫媒花两类。虫媒
花很少经风传播；而风媒花由于花粉产量
多、体积小、质量轻、容易借风力传播，成为
花粉症的主要过敏原。

花粉过敏症的表现有很多种，具体可
划分为以下 3大类：一是花粉性鼻炎，主要
表现为患者突然间持续打喷嚏，并伴有大
量鼻涕，以及鼻子堵塞症状。二是花粉性
哮喘，患者表现为阵发性咳嗽，并有白色泡
沫样黏痰，呼吸困难。三是花粉性结膜炎，
患者表现为眼睛发痒、眼睑红肿，并有水样
或黏液脓性分泌物出现。

花粉过敏症具有季节性特点。由于引
起过敏的花粉种类很多，它们随季节变化
分为春季型、夏季型和秋季型。春季主要

由树木花粉所致，引起花粉过敏的多为种
子树，如法国梧桐、杨柳、榆树、松树等。这
些植物花粉多、体积小、空气中含量高，起
风时更容易飘散。夏季型以园草花粉和野
草花粉为主，主要有狗乐草、猫尾草等。秋
季则主要为野草花粉——豚草所致。在我
国，每年的4月份至5月份、8月份至9月份
是花粉过敏症的高发期。

过敏症反应属于超敏反应的一种。超
敏反应，又称变态反应，是指机体与抗原性
物质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产生致敏的
淋巴细胞或特异性抗体，当再次接触同一
抗原时，引起的机体生理功能紊乱和组织
细胞损伤。

过敏症主要分为 4种类型，其中，花粉
和柳絮引发的过敏症都属于 I 型变态反应

（速发型），发病机理具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免疫应答即致敏阶段。

过敏体质者机体中具有一种叫 IgE 的免疫
球蛋白，可与肥大细胞和嗜碱粒细胞上的
Fc受体结合，从而使该细胞致敏。

第二个阶段是效应阶段即发病阶段。
IgE与肥大细胞和嗜碱粒细胞结合后，当特
异性抗原（花粉等）再与之结合，便可引起
细胞释放出过敏介质。这些过敏介质可导

致机体平滑肌收缩、毛细血管扩张、通透性
增强，引起黏膜水肿、腺体分泌增加及组织
损伤，从而表现出过敏反应。

在过敏反应的发生过程中，过敏介质
起着直接作用，过敏原是产生过敏病症的
外因，而抗体（IgE）是致敏反应的内因。

科学研究表明，我国花粉过敏患者逐
年增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生
活水平提高，人们摄入大量高蛋白、高热量
食品，导致体内产生抗体的能力亢进，更容
易发生变态反应。二是由于环境污染以及
大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导致人体接触到更
多的抗原物质，致使变态反应性疾病频发。

那么，如何才能度过一个“不敏感”的
春天呢？

首先，需要对易飞絮的植物进行处理。
目前，我国各地的园林部门都积累了很多
对付柳絮的妙招：一是减少杨柳雌株种植。
杨柳科树木多为雌雄异株，仅有雌株飘絮，
而这类树种基本具有无性繁殖能力。因此，
减少杨柳雌株种植可以直接减少飘絮。二
是通过抑制花芽分化、更新品种等方式，对
杨柳雌株进行品种优化。三是通过给杨柳
树“洗澡”等措施减少柳絮飞扬。

其次，个人应注意尽早防范并对症治

疗，这主要包括4个方面。
一是平时注意饮食。易过敏者应少食

刺激性、高蛋白食物，要多食用预防性食
物 ，如 大 枣 。 大 枣 中 富 含 环 磷 酸 腺 苷
(cAMP)，有科学研究表明，cAMP 是一种
具有较强抗过敏活性的天然物质。二是避
免接触过敏原。花粉过敏者应减少户外活
动，尤其少去花草、树木茂盛的地方；家
中可加装空气净化器，减少过敏原。三是
免疫治疗。即通过将变应原制剂按剂量从
低到高刺激患者，从而提高患者对该种变
应原的耐受性，帮助机体再次接触过敏原
时，过敏症状消失或减轻。目前，常用的
方法有皮下注射免疫治疗、舌下含服免疫
治疗，一般疗效可维持 3 年至 5 年。四是
查明过敏原，对症治疗。过敏者通过做皮
肤试验、抽血检测花粉特异性 IgE 抗体的
方式，可明确诊断出过敏花粉种类，进行
针对性治疗。其中，常用药物分为口服抗
组胺药，以及鼻内喷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喷
鼻剂两种。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
本文授权转载自科学大院（微信号：

kexuedayuan），略有删改。

花 粉 过 敏 者 要 从 四 方 面 防 护
湛 钰

前不久，我国高分五号卫星发射成功，它将
满足环境综合监测等方面的迫切需求，对于掌握
高光谱遥感信息资源自主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具有重要意义。

高分五号，是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重大专
项中唯一一颗陆地环境高光谱观测卫星，也是世
界首颗实现对大气和陆地综合观测的全谱段高光
谱卫星。它装载了2台全新研制的陆地观测载荷
和4台全新研制的大气类观测载荷，可以获取从
紫外到长波红外谱段的高光谱分辨率遥感数据，
实现对大气和陆地表面的综合观测。

高光谱遥感是当前遥感技术的前沿领域。地
球上不同的元素及其化合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谱
特征，光谱因此被视为辨别物质的“指纹”，是
用以识别和分析不同物体特征的重要“身份
证”。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发射的高分专项卫星
在光学成像中只能看到物质的形状、尺寸等信
息，而高分五号卫星具备的光谱成像技术，则可
使光谱与图像结合为一体，探测物质的具体成
分，使污染气体、温室气体高精度遥感探测成为
可能。

我国幅员辽阔，生态环境监测范围广、要
素多、内容复杂，仅靠地面环境监测是远远不
够的。据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主任、
高分专项应用系统副总师王桥介绍，卫星遥感
监测具有宏观、快速、定量、准确等特点，近
年来作为生态环境动态变化监测的有效手段，
在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生态环境监管
等方面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并发挥出越来
越大的作用。

此前，我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专用卫
星。高分五号卫星将填补国产卫星无法有效探测
区域大气污染气体的空白，通过对大气污染气
体、温室气体、气溶胶等物理要素的监测，动态
反映我国大气污染状况，如大气环境方面的灰
霾、颗粒物、秸秆焚烧等遥感监测，水环境方面
的湖泊水华与富营养化、城市黑臭水体、农业面
源污染、饮用水源地安全等。同时，高分五号卫
星还可对内陆水体、陆表生态环境、蚀变矿物、
岩矿类别进行探测，为我国环境监测、资源勘
查、防灾减灾等行业，提供高质量、高可靠的高
光谱数据。

高分专项工程总师、国防科工局重大专项工
程中心主任童旭东说，高分专项的实施大幅度提
升了我国民用遥感卫星技术水平，使低轨卫星空
间分辨率由实施前的最高 2.1 米提高到 0.8 米，
地球同步遥感卫星分辨率由千米级提高到 50
米，低轨遥感卫星设计寿命由 3年大幅提高到 8
年。在卫星数据应用方面，高分专项突破了数据
遥感政策、共性关键技术、数据与资源共享、服
务创业平台等方面的管理技术瓶颈，为卫星数据
应用和推广扫清了障碍。目前，高分卫星数据已
在20余个行业、30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得
到广泛应用，成为相关部门主体业务不可或缺的
手段，有力支撑了各级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
现代化，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建
设、精准扶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分五号——

监测环境看得更清
本报记者 姜天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