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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自然—医学》

科学家发现抗 GD2 与抗 CD47
联合使用可介导肿瘤根除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Robbie G. Majzner
研究团队近期取得了新的研究进展，他们发现抗
GD2 与抗 CD47 联合使用可介导肿瘤的根除。
相关论文发表在 1 月 13 日出版的《自然—医学》
杂志上。
在这里，研究人员在神经母细胞瘤的同基因
和异种移植小鼠模型中建立了抗 GD2 和抗 CD47
组合的有效协同作用。在该模型中，
抗 GD2 和抗
CD47 的联合应用可以根治骨肉瘤和小细胞肺癌，
显著降低肿瘤负担并延长患者生存期。这种协同作
用是由重新调整巨噬细胞活性平衡的两个 GD2 特
异性因子驱动的。GD2 在肿瘤细胞上的连接一方
面导致表面钙网蛋白的上调（这是一种促吞噬细胞
的
“吃我”
信号），
促使细胞被清除，
另一方面可以中
断 GD2 与抑制性免疫受体 Siglec-7 的相互作用。
这项工作证明了抗 GD2 和抗 CD47 的组合可用
于临床转化，
并表明 CD47 阻断与改变肿瘤微环境
中额外的促吞噬和抗吞噬信号的单克隆抗体联合
使用将是最有效的。
据介绍，
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 GD2 在几种实
体肿瘤中过表达，
靶向 GD2 的单克隆抗体显著改
善了高危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预后。然而，大约
40%的神经母细胞瘤患者仍会复发，抗 GD2 在其
他 GD2+ 恶性肿瘤中并没有显著的临床活性。
相关论文信息：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臭氧污染正在大量吞噬东亚口粮
（上接第 1 版）
根据 3 种作物产量损失数据，我国小麦受损
最为严重。整个华北平原小麦的相对产量损失超
过 35%，中国小麦的全国平均相对产量损失达到
33%。韩国小麦的全国平均损失也高达 28%。相比
之下，日本小麦的全国平均损失约为 16%。
研究人员发现，在亚洲大田试验中，小麦的
敏感性更高。他们估计，这可能与小麦生长环境
有关（通常生长在低地平原水稻—小麦种植系统
中），此外，小麦品种的生理特性等其他因素也会
影响其敏感性。
研究人员还发现，高产杂交水稻品种的相对
产量损失远大于常规稻，与小麦相当。臭氧引起
东亚三国粮食产量损失合计约 630 亿美元。
冯兆忠表示，该研究促使人们客观地认识当
前日益严重的地表臭氧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效
应，
更加重视推动臭氧污染治理工作。
“如果臭氧
浓度降低了，那么粮食产量会在当前的基础上进
一步增加。”

需要联合防控
臭氧影响的量化研究为制定行动策略提供
了科学数据。
不过，在研究人员看来，真正的挑战是降低
臭氧水平。他们建议，应该通过大幅减少道路运
输和能源部门的排放来降低臭氧水平，而单一区
域或国家的政策可能不足以将臭氧浓度降低到
理想的水平。
因此，为了实现更高的减排目标，必须在更
广泛的亚洲区域协同实施严格的排放管制，这种
控制将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和改善粮食质量。
臭氧浓度降低带来的益处并不仅限于经济
方面。
“臭氧浓度降低会增加作物供应，有助于在
降低中国环境成本的情况下，确保粮食供应。此
外，还有助于保护自然植被，减少对人类健康的
损害。”
冯兆忠说。
对南亚和东南亚地区，臭氧污染控制同样重
要，
因为这里是大米的主要生产地和全球供应源。
冯兆忠认为，应采取一些适应性农艺措施，
如选育耐臭氧性更强的品种，以及在关键生育期
喷施化学防护剂。未来，一方面应该科学防控大
气污染物的浓度；另一方面，也应立项研究哪些
措施能减缓臭氧对粮食生产的负效应。
相关论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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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火山爆发产生神秘大气涟漪
本报讯 近日汤加火山的爆发引发了一系列
令人费解的地球大气涟漪，科学家正加紧研究
这一现象。卫星数据显示，这一事件引发了一种
不同寻常的大气重力波，以前的火山喷发还没
有产生过这样的信号。
据《自然》报道，这一发现是 1 月 14 日汤加
火山爆发数小时后，由美国宇航局 Aqua 卫星上
的大气红外探测器（AIRS）收集到的。
卫星图像显示了几十个同心圆，每个同心
圆代表大气中快速移动的气体波，并且绵延超
过 16000 公里。这些波从海洋表面到达电离层，
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可能环绕了地球好几圈。
德国于利希超级计算中心大气科学家 Lars
Hoffmann 补充说：
“ 这台仪器已经运行了大约
20 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同心波模
式。”
大气中的空气分子在空气柱中受到垂直扰
动而不是水平扰动时就会产生大气重力波。当

姻

风从山顶掠过时加速，或者当地天气系统对流
时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这种上下波动在大气
层中传递能量和动量，它们的影响通常表现为
在高高的云层中形成一系列涟漪。
从理论上讲，火山喷发产生的热空气和火山
灰迅速上升，在进入上层大气后可能会引发更大
规模的重力波。但是，
自从 2002 年 5 月 AIRS 仪
器发射以来，
科学家还没有观测到类似的情况。
英国巴斯大学大气物理学家 Corwin Wright
说：
“这是真正让我们感到困惑的地方。这一定
与正在发生的物理现象有关，但我们还不知道
那是什么。”
Wright 团队怀疑，上层大气中“巨大的、杂
乱的热气体堆”可能是引发这些波的原因。他认
为，热气体上升到平流层，会撞击周围的空气。
汤加火山爆发的声音传遍了南太平洋，甚至
在美国的部分地区也能听到。火山灰覆盖了汤加
的许多地区，
但由于断电、
电话线和互联网连接中

断，
救援机构很难评估其伤亡和损失程度。
Wright 是第一个在 Hoffmann 提供的数据
中发现重力波模式的人。他表示，这些图像如同
不同大小和类型的波的混合物。大气中的对流
似乎非常复杂和颠簸，同时正在产生一系列的
东西。“这是我们认为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但
我们只研究了几个小时。”Wright 说。
牛津大学气候科学家 Scott Osprey 表示，这
次火山喷发可能在引起这些重力波方面是独一
无二的。
火山喷发可能持续了几分钟，但其影响可
能是持久的。在热带地区，重力波会干扰周期性
的风向逆转，Osprey 认为，这可能会影响远至欧
洲的天气模式。
研究人员正在密切监测该火山的进一步喷
发。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火山学家 Shane Cronin
说：
“我们只是在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火山可
能会从地下深处重新注入大量岩浆，从而产生

科学此刻 姻

注意力不集中
考试易作弊
近日，
一项发表于《学校心理学》杂志的研究
表明，在课堂上注意力不集中的高中生更容易作
弊。研究人员发现，
注意力不集中及其引起的学生
多动，
共同导致了学生作弊的概率增加。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心
理学教授 Eric Anderman 说，这个问题很重要，
因
为许多有注意力问题的学生没有得到正式诊断，
比如可能患有多动症（ADHD）。
“确诊患有 ADHD 的学生在学校里会得到更
多支持和帮助，但其他许多注意力有问题的孩子
却被忽视了。”
Anderman 说，
他们得不到所需的帮
助，
从而难以取得好成绩和避免作弊。
研究人员对美国 3 所中西部公立学校、两所
郊区学校和 1 所农村学校的 855 名青少年进行了
研究，
共收集两次数据，
大约间隔一年。
研究中，学生完成了一项对注意力不集中的
标准化测试，后者要求他们对自己在集中注意力
听老师讲课方面有多大困难、
健忘程度、
注意力持
续时间是否很短等类似问题进行评分。学生的多
动症是根据他们对问题的反应来评定的，
比如他们
是否很难坐着不动，
以及是否开小差。
为了评估作弊行为，学生对他们在考试时打

图片来源：pixabay
小抄、抄袭他人答案以及类似作弊行为的真实性
进行了评分。
结果表明，注意力不集中程度较高的学生的
多动症程度较高，而多动症程度较高的学生作弊
率也较高。
Anderman 指出，多动症本身与作弊行为无
关，
“注意力不集中才是驱动因素，是导致课堂出
现问题的原因。学生难以集中注意力，
所以才会胡
闹，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
就形成了完美的作弊
条件”
。
这项研究还考虑了与作弊相关的其他各种因
素，
包括抑郁症、
学习障碍、
性别、
平均分数以及学

生是否有资格接受特殊教育等，
但研究人员发现，
作弊还是与注意力不集中有关。
在 17 岁及以下的学生中，
ADHD 患病率在
7%~9%之间。然而，
这项研究表明，
多达 3 倍的学
生有注意力或多动症问题，但这些学生要么不符
合 ADHD 诊断标准，
要么从未接受过诊断评估。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帮助。有很多
项目可以帮助注意力有问题的学生学会自我调
节、学会如何成为一名学习者。”Anderman 说。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梁龙祖先用两条腿“跑步”
本报讯 腕龙和梁龙等大型长颈四足恐龙的
早期祖先古槽齿龙是一种敏捷的两足动物，它们
会用前肢抓取食物，
包括树叶、
树枝和肉。相关研
究日前发表于英国《皇家学会—开放科学》。
古槽齿龙是一种 30 厘米高的恐龙，生活在
2 亿多年前的三叠纪晚期，是一种蜥脚类动物。
这意味着，它与生活在晚些时候的侏罗纪和白
垩纪的巨型蜥脚类恐龙属于同一类群。
古槽齿龙后腿肌肉的用途更倾向于速度而
不是力量，前肢肌肉则更适合抓取而不是负重。
“然而，大约在 2000 万年后的侏罗纪早期，它的
后代已经转变为行动缓慢的四足动物，其肌肉
能够支撑更大的重量。”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的
Antonio Ballell 说。
Ballell 和同事检查了古槽齿龙的四肢和身
体骨骼中与肌肉形态相关的肌肉插入点、凹槽、
突出物、嵴和疤痕。古槽齿龙是最早被研究的恐

自主创新，与兄弟单位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朱晓波说。
燃气轮机被誉为“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国
家综合国力、工业基础和科技水平的集中体现。
但长期以来，我国深受大功率高参数燃气轮机试
验装置空白的瓶颈制约，缺乏开展科技攻关的基
础性条件。
在江苏连云港，服务“航空发动机与燃气轮
机重大专项”优先启动的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
装置 CTF#1 燃烧室试验平台在 2021 年完成动
态调试，初具试验服务能力，已支撑多个型号的
研发攻关，其中两个型号燃烧室已完成研制并装
机。目前，多个试验平台完成工程设计，核心关键
设备正在研制加工，配套建设全面展开。
“燃气轮机的核心技术只能依靠自主研发，
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装置是解决‘卡脖子’问
题、实现国产燃气轮机技术自主可控的重要手
段。”中科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项目研究员邵卫
卫告诉《中国科学报》，该装置投入使用后将为我
国更高效率、低碳 / 零碳排放燃气轮机自主发展
提供数据积累和试验平台，推动低碳能源动力系
统自主创新。

图片来源：Lars Hoffmann/NASA
更大的爆发。但是如果它已经耗尽了主要供给，
则可能只会产生较小的喷发，且大部分隐藏在
海洋表面之下。
（辛雨）

福奇：公共卫生领域不平等
是美新冠疫情严重重要原因

龙之一，也是第一个被命名的三叠纪恐龙物种。
这些来自英格兰西南部三叠纪陆地表面一个古
老裂缝的化石保存得非常完好。
“这种情况并不常见。”Ballell 说，
“通常骨头
的表面会被风化掉，所以你看不到细节。”研究
人员将化石的骨骼表面与现代鳄鱼和鸟类骨骼
的表面进行了比较，尤其是骨骼上曾经附着肌
肉和其他软组织的部位。他们还研究了现代蜥
蜴的骨骼，并分析了之前从三叠纪和侏罗纪获
得的有关四足蜥脚类恐龙的数据。
他们发现古槽齿龙的后肢肌肉收缩 得 很
快，因此能够进行快速、敏捷的运动。
“这是一个
折中方案，因为产生大量力量的肌肉收缩缓慢，
而快速收缩的肌肉通常产生较少的力量。”Ballell
说，
“古槽齿龙肌肉的位置和方向表明，它可以
移动得更快，并且可能会快速转弯。”
“相比之下，侏罗纪蜥脚类恐龙是‘巨型植

强国有我，
矢志不渝
（上接第 1 版）
“近年来东方超环取得的系列原创性重大成
果，以及深度参与 ITER 计划取得的成果和经
验，
都为未来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的建设和运行
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和工程基础。”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徐国
盛说。
同样在安徽合肥，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在
2020 年底横空出世，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二
个实现
“量子优越性”的国家。一万年太久，只争
朝夕。2021 年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院
士团队厚积薄发，好消息频传：
“九章二号”
“祖冲
之号”
“祖冲之二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相继问
世，
稳固了我国量子计算第一方阵的位置。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朱晓波表示，
“ 祖冲
之二号”
实现了对“量子随机线路取样”任务的快
速求解，比目前最快的超级计算机快一千万倍，
计算复杂度比谷歌的超导量子计算原型机“悬铃
木”高一百万倍，使得我国首次在超导体系达到
了“量子计算优越性”里程碑。
“超导量子计算作为国际竞争的焦点之一，
相关设备多次被国外限制与禁运，我们唯有通过

国际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是具有高速率、
低时延和大连接特点的新一代宽带 移动 通 信
技术，是实现人机物互联的网络基础设施。5G
射频滤波器也是未来 5G 技术走向应用的关键
元器件。
在由国家纳米科学中心和广州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共建的新型研发机构——
—广东粤港澳
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科研团队正在
进行 5G 手机射频滤波器的攻关，力争在“十四
五”实现全流程、智能化制造。
紧盯着发展的“制高点”，晚一步就会被动，
慢一点就会被超越，他们靠着毅力和决心攻下一
个个技术堡垒。

打造大国重器集群，
助力创新“加速度”
科技强国离不开大国重器，高精尖技术的发
展也离不开高精尖水准的实验平台。
散裂中子源被誉为“超级显微镜”，是研究物
质微观结构的理想探针，金属疲劳、可燃冰、磁性
材料、化学反应催化剂的原位研究等都须使用散
裂中子源。

食性动物’，这意味着它们需要四条柱状的腿来
支撑‘巨大的消化道’。”Ballell 说。
古槽齿龙前肢的肘骨和肩胛骨上有“深深伤
痕”
的凹槽和其他痕迹，
表明它们的肘部有很强的
灵活性和伸展性。前爪和肩骨细长的形状暗示着
其肌肉较小、
肩部伸展较少，
因此不太可能作为负
重肢体。髋骨也反映出恐龙肌肉的存在，
这些肌肉
—研究人员说它可能是杂食性
可能让这种恐龙——
的——
—用两条后腿站立和行走。
“它们很可能用前爪抓握树枝，从而获取食
物。”Ballell 说，这双前爪发育得很好。
“恐龙体态的进化相当复杂。”Ballell 说，这
—尤其是蜥脚
些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恐龙——
类动物——
—如何以及何时从两足行走进化到四
足行走。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据新华社电 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
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 1 月 17 日举行的 2022 年
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上说，美国本应该是应对
新冠大流行准备最充分的国家，但却成为受疫情
影响最严重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美国公共卫生
领域的不平等性，
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福奇在参加论坛关于新冠疫情未来 发展
趋势视频会议时说，如今，美国累计新冠确诊
病例数已超过 6500 万、累计死亡近 90 万例，
“这真的是非常不幸，也是我们原本希望可以
避免的情况”。
他说，在美国，人们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不
同，
“我们有大量无法获得治疗的个体，少数族
裔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高于普通人群”。他同时表
示，不少人抵制公共卫生措施，不愿戴口罩、不
愿接种疫苗等现象“让人非常不安”。
福奇指出，在对抗新冠病毒的过程中，如果
不团结协作，就会让病毒占上风，对美国这样的
富裕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如果全社会携手，
“我
们会应对得好很多。”
他强调，应对新冠变异毒株，不应像“打地
鼠”那样，即每出现一个新变异毒株就接种加强
针，这将会让人类处于被动状态。他指出，必须
建立一个更具协调性的全球反应机制。

世卫官员：
更愿处于新冠清零环境中
据新华社电 针对新冠清零策略，世界卫生
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 1 月
18 日在世卫记者会上说，在对比不同疫情应对
策略时必须谨慎，一个国家所采取的策略是基
于该国正在经历的疫情状况。就他个人而言，更
愿意处在新冠清零的环境中。
瑞安认为，在对比不同疫情应对策略时必
须谨慎，很难简单以对错判断，因为很多时候这
种大流行病暴发初始的情况限制了国家能够采
取何种应对策略的机会。例如，许多亚洲国家一
开始就采取了非常积极的举措，将病例数量保
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因此，这类国家由于疫情控
制良好，才能有机会实施清零策略。
瑞安说，也许有人说现在那些实施清零策
略的国家由于易感人群数量大等因素，存在病
毒传播风险。但瑞安表示他更愿意处于这样的
环境中，
“如果我是一个国家，我希望处于那类
（实施清零策略的）国家中”。
他认为，那些已成功将疫情保持在较低水
平的国家，既保护了本国人民，又提高了疫苗接
种水平，现在更重要的是要继续推动疫苗接种。
他指出，清零的策略主要是侧重于最大限
度地抑制病毒传播，通过疫苗接种保护民众，加
强监测网络及灵活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系
统，通过动态、灵活的应对措施将新冠传播保持
在最低限度，并利用疫苗接种来填补人群中的
免疫空白。
（刘曲）

在广东东莞，中国散裂中子源已经成为国际
完成工程建设任务，为工程材料、能源环境等领
前沿的高科技、多学科应用的大型研究平台。 域的国家重大需求和前沿基础研究提供创新平
2021 年，中国散裂中子源加速器首次实现全年
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潘卫民说。
度 100 千瓦供束运行，完成有效打靶供束时间
在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一个酷似
5148 小时，供束期间的束流可用率达到 96.1%， “鹦鹉螺”的建筑承载着我国中能第三代同步辐
年度运行指标再创新高，达到国际同类装置的先
射光源——
—上海光源。
2016 年 11 月，上海光源线站工程（即上海
进水平。
“新的一年，中国散裂中子源将继续做好高
光源二期工程）开工建设，新建 16 条高水平的
质量开放运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我们全
光束线站并拓展光源性能，以实现第三代同步
辐射光源近乎极限的空间、时间和能量分辨能
体科研人员将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为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中科院
力，全面提升上海光源的科技策源能力，更好
地服务于国家战略。截至目前，上海光源已完
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延伟说。
同样被誉为“超级显微镜”的，还有同步辐射
成 11 条新光束线站的建设任务，并全部投入
光源。同步辐射光源可以利用同步光看清物质内
使用。
“二期工程将在 2022 年 10 月完成所有线站
部的结构，是科技界和工业界不可或缺的重要实
验平台。
建设，11 月完成工艺测试验收并全面向用户开
在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筑外观
放。”中科院上海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
形似放大镜的高能同步辐射光源 （简称高能光
院士赵振堂说。
源），完成主环建筑封顶、首台科研设备安装，进
助力创新的“加速度”，为最前沿的研究研制
入基建施工、设备安装并行阶段。建成后，它将成
最先进的平台，他们靠着使命和担当打造一个个
为我国第一台高能量同步辐射光源，也成为世界
国之重器。
最亮的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与时俱进、革故鼎
新、坚忍不拔的中科院人，身为“国家队”
“ 国家
“我们将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
发挥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大装置建设的优势，
人”
，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正在为我国
同时吸收国内外大装置建设的先进经验，加快关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按质量、按工期、不超概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