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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面目全非！科学家预测撞击小行星结果

《美国医学会杂志》

复杂慢性病患儿切除扁桃体
死亡风险较高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团队研究了美
国 5 个州接受扁桃体切除术的患儿特征与术后死
亡率的关系。该成果 6 月 21 日发表于 《美国医学
会杂志》。
研 究 组基 于 对 2005~2017 年 5 个 州 的 医 疗 成
本和利用项目分发的州门诊手术、住院患者和急
诊出院数据集中相关记录的纵向分析，进行了一
项回顾性队列研究。参与者包括 504262 名小于 21
岁的患者。
这 些 儿 童 共 接 受 了 505182 次 扁 桃 体 切 除 术
（患者中位年龄为 7 岁，女性占 50.6%），其中 10.1%
的幼儿接受了扁桃体切除术，28.9%的儿童接受了
睡眠呼吸障 碍手 术，2.8% 的 儿童 接 受了 复 杂慢 性
病手术。共有 36 例术后相关死亡，其中大部分发
生在手术出院后。未校正死亡率为每 10 万次手术
7.04 例。
在多变量模型中，年龄小于 3 岁或睡眠呼吸障
碍与死亡率均无显著相关性，但患有复杂慢性病的
儿童死亡率（16 例死亡 /14299 次手术）显著高于无
这些情况的儿童（20 例死亡 /490883 次手术），死亡
率分别为每 10 万次手术 117.22 例与 3.87 例。患有
复杂慢性疾病的儿童占扁桃体切除术的 2.8%，但占
术后死亡的 44%。大多数与复杂慢性病相关的死亡
发生在患有神经 / 神经肌肉或先天性 / 遗传疾病的
儿童身上。
相关论文信息：

《英国医学杂志》

本报讯 美国宇航局（NASA）的双小行星重
定向测试（DART）任务是全球首个针对小行星
撞击地球的全面行星防御测试。近日，瑞士伯尔
尼大学和国家行星研究中心（NCCR）的科研
人员发现，DART 航天器撞击目标时可能会使
小行星变得“面目全非”，而不是仅留下一个相
对较小的撞击坑。
6600 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地
球，可能导致了恐龙灭绝。目前还没有已知的小
行星对地球构成直接威胁。但如果有一天，一颗
巨大的小行星在与地球可能相撞的轨道上被发
现时，或许不得不使其偏离轨道才能防止灾难
性后果。
去年 11 月，NASA 的 DART 航天器发射
升空，这是此类“演习”的首次全尺寸实验。其任
务是与小行星相撞并使其偏离轨道，以便为开
发行星防御系统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姻

在一项近日发表于《行星科学杂志》的研究
中，伯尔尼大学和 NCCR 的研究人员用一种
新方法模拟了这种撞击。结果表明，撞击可能会
使目标发生比先前想象的严重得多的变形。
“与人们想象中的小行星相反，来自日本隼
鸟 2 号探测器等太空任务的直接证据表明，小
行星的内部结构可能非常松散，类似于一堆碎
石，并由引力相互作用和较小的内聚力连接在
一起。”论文主要作者、伯尔尼大学的 Sabina
Raducan 说。
然而，之前对 DART 任务的模拟大多假设
—小行星 Dimorphos 的内部要坚
其撞击目标——
固得多。“这可能会彻底改变 DART 航天器和
Dimorphos 在今年 9 月份的碰撞结果。”Raducan 说。DART 以每小时 2.4 万公里的速度撞击
这颗 160 米宽的小行星，可能会使后者严重变
形，而不是留下一个相对较小的撞击坑。Di-

morphos 可能发生更强烈的偏转，撞击产生的
物质也可能比之前估计的要多。
“到目前为止，这种松散的内部结构还没有
得到彻底研究，原因之一是没有可行的方法。”
Raducan 说。
“我们采用了一种新颖的建模方法，这种方
法考虑到冲击波的传播、压实和随后的物质流
动，我们首次能够模拟由撞击小行星 （如 Dimorphos） 产生的整个撞击坑的形成过程。”
Raducan 表示。
2024 年，欧洲空间局将向 Dimorphos 发射
一个空间探测器，作为 DART 后续任务 HERA
的一部分，目的是直观了解 DART 探测器撞击
的结果。
“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 HERA 任务，我们
需要对 DART 航天器撞击的潜在结果有很好
的了解。”研究合著者、NCCR 的 Martin Jut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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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组织称全球农产品
行业未来十年面临根本挑战

老年人睡觉
不宜开灯

成本效益分析普遍存在
行业赞助偏倚
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团队研究了成本效益分
析中的行业赞助偏倚。相关论文 6 月 22 日发表于
《英国医学杂志》。
为了在成本效益分析 （CEA） 中评估行业赞助
（药品、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公司）与成本效益之间
的关联，
研究组进行了一项基于注册表的分析。塔夫
茨成本效益分析注册中心用于确定 1976~2021 年间
在 Medline 发布的所有 CEA，筛选出使用质量调整
寿命年报告增量成本效益比 （ICER），并提供有关
ICER 大小或位置的充分信息的 CEA。
8192 个 CEA 符合条件并纳入分析，其中 2437
个（29.7%）由行业赞助。行业赞助的 CEA 与非行业
赞助研究相比，更有可能发布低于 5 万美元（校正后
的 优 势 比 为 2.06）、10 万 美 元（2.95）和 15 万 美 元
（3.34）的 ICER。在 5877 个报告了正增量成本和质
量调 整 寿命 年 的 CEA 中， 来 自 行 业 赞 助 研 究 的
ICER 比来自非行业赞助研究低 33%。
研究结果表明，CEA 中的赞助偏倚是显著的、系
统性的，
并且存在于一系列疾病和研究设计中。独立
机构使用 CEA 可以使付款人有更大的能力获得更
低的价格。
相关论文信息：

美国科学家 6 月 22 日发表于 《睡眠》的
一项研究称，年龄在 63 岁至 84 岁的老年人
中，那些夜间睡觉暴露于光线下的人比不暴
露于任何光线的人，更容易出现肥胖、高血压
和糖尿病。
这是一项真实的非实验性研究，表明夜间
任何光线照射都与老年人肥胖、高血压和糖尿
病有关。
论文通讯作者、西北医院内科医生 Minjee
Kim 说：
“无论是智能手机、通宵开着的电视还
是大城市的光污染，我们一天 24 小时都生活在
大量人造光源中。”
他表示，老年人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更高，所以研究团队想知道这些疾病的发
生频率是否与夜间光照有关。
这项研究的参与者最初加入了于 1967 年至
1973 年进行的芝加哥心脏协会工业检测项目
（CHA）。这是一个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研究项
目，
对已知的心脏病风险因素进行了详细检查。
大约 40 年后（2007 年至 2010 年），西北医
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单独的“芝加哥健康
衰老研究”。一些原 CHA 的参与者被纳入了新
项目。他们接受了详细的检查，并填写每日睡眠
日记。该研究用戴在参与者手腕上的装置测量

图片来源：Shutterstock / Realstock
光照，并跟踪了 7 天。
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在 552 名参与者中，
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每天持续 5 小时处于完全的
黑暗中，其余参与者即使在一天最黑暗的 5 个
小时中也会暴露于一定的光线下，而这通常是
在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
研究人员并不知道是肥胖、糖尿病和高血
压导致人们开灯睡觉，还是开灯导致了这些疾
病的发生。有这些症状的人更倾向于在半夜开
灯上厕所，或者因其他原因开灯。一些因为糖尿
病而脚麻的人，可能想开着夜灯以减少摔倒的
风险。

研究合作者 Phyllis Zee 说：
“人们避免或尽
量减少睡眠中的光照量是很重要的。”他和同事
正在考虑进行一项干预研究，以测试恢复自然
的明暗循环能否改善认知等健康结果。
Zee 提供了一些在睡眠中减少光线的建议。
例如，
不要开灯，
如果需要开灯（老年人可能出于
安全考虑），
那就开一盏离地面近的暗灯。灯的颜
色很重要，
琥珀色或红色 / 橙色的光对大脑的刺
激较小，
不要使用白色或蓝色的光。如果不能控
制光线，
也可以使用遮光罩或眼罩。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疫情中云端上的“精神食粮”
（上接第 1 版）
“所里组织落实党员社区‘双报到’机制，深入社
区做好志愿服务。”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综合办
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毛朝梁说，
“ 据不完全统计，
我们‘双报到’完成率达 95%以上，近 300 名党员参
加了社区抗疫志愿服务，累计服务时长达 7000 多小
时，在身体力行中了解抗疫的艰辛，自觉捍卫来之不
易的抗疫成果。”
封控期间，该所举办“导师讲党课”系列活动，引
导青年要有时代责任和社会担当；国际档案日前后，
举办党史所史专题活动和“档案中的红色记忆”主题
报告会，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此外，针对研究生
群体组织各类活动，引领青年坚定理想信念、矢志科
技报国。
“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节
奏，坦率地说，大家多少都有些紧张和不安。好在所
里对我们非常关心，物资保障、核酸检测等方面优
先照顾，党课、思想教育、文体活动、线上答辩、毕业
典礼等也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关心和鼓励。”上海硅
酸盐所 2022 届博士毕业生陈博文说，
“ 我们也积极
参加志愿服务，为城市贡献一份力量，踏踏实实走
好每一步。”
从 3 月 17 日起，中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
创新中心邀请心理、医学方面专家，通过云端给学生
们带来了 《压力情境下的情绪调试》
《疫情下的心理
压力与应对》等报告，缓解心理情绪。此外，线上人文
素养、爱国主义类教育讲座以及神经科学高阶课程
等
“线上课堂”均正常开展。
该中心还启动研究生年级班主任机制，构建起
矩阵化的研究生辅导架构。疫情之下、云端之上，是
场考验，
也是成长。
“脑智向未来”系列活动加强思政
教育和素质教育，推动人文关怀，让大家从思考中汲
取力量、提升修养，努力从多维度育人，实现全程育
人、
全方位育人。
封控之初，上海有机化学所后勤服务队和党员
志愿者连夜为留所职工和学生安排临时住宿，安抚
疏导情绪，并发放防护物资，回应关切；声学所东海
研究站在第一时间解决研究生物资供应和心理健康
教育问题，邀请医生进行科学防疫指导，消除恐慌情
绪；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举办 13 期“同心战
‘疫’
”学术沙龙、5 期主题科普活动，不但拓宽了青年
人的学术视野，也补足研究人员的“精神食粮”，为跑
出科研加速度贡献力量。

研究发现家用天然气含有害空气污染物
本报讯 每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依靠天
然气为厨房灶具、火炉和热水器等燃气用具提
供能源。但到目前为止，关于天然气到达用户家
庭后的化学成分数据还很少。
一项研究发现，
大波士顿地区家庭使用的天
然气含有的不同水平的挥发性有机化学物质，
泄
漏后具有毒性，
并与癌症有关，
且能形成颗粒物、
臭氧等有害健康的二次污染物。这项研究由哈佛
大学陈曾宏公共卫生学院气候、
健康和全球环境
中心，
PSE 健康能源、
大气与环境研究所（AER），
波士顿大学燃气安全公司和家庭能效团队
（HEET）共同完成，相关论文 6 月 28 日发表于
《环境科学与技术》。
“天然气是推动气候变化的甲烷的主要来
源。”
哈佛大学 Chan C-CHANGE 访问学者、
PSE
健康能源资深科学家 Drew Michanowicz 表示，
“但大多数人没有真正考虑我们的家庭是管道的

说，
“这不仅与行星防御有关，还增加了我们对
小行星的了解。”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终点，当天然气泄漏时，除了会形成气候污染物
外，
还会排放含有有害健康的空气污染物。”
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危害识别研究，评估
未燃烧的天然气中是否存在空气污染物，但没
有评估人类接触这些污染物的情况。在 2019 年
12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研究人员从 69 个独
特的厨房炉灶和大波士顿地区的管道中收集了
200 多个未燃烧的天然气样本。在这些样本中，
研究人员检测出 296 种独特的化合物，其中 21
种被美国政府指定为有害空气污染物。
他们还测量了消费级天然气中着嗅剂的浓
—这种化学物质可使天然气具有特殊气
度——
味，并发现约 20ppm 的甲烷泄漏可能没有添加
足够的着嗅剂，导致人们无法检测到它们。
当发生气体泄漏时，即使是少量有害空气
污染物也可能影响室内空气质量，因为天然气
是由靠近人群的设备使用的。配送系统中持续

存在的室外气体泄漏也可能会降低室外空气质
量，使其成为颗粒物和臭氧的前体。
“这项研究表明，即使我们不使用炉灶和烤
箱等燃气器具，它们也可能是家庭中危险化学
品的来源。这些化学品也可能存在于城市和供
应链上游泄漏的燃气配送系统中。”论文合著
者、哈佛大学 Chan C-CHANGE 研究科学家
Jonathan Buonocore 说，
“ 政策制定者和公用事
业公司可以更好地指导消费者，让他们了解天
然气是如何分配到家庭的，以及燃气用具和街
道下燃气管道泄漏的潜在健康风险，并让人们
更容易获得替代能源。”
研究人员分享了政策制定者和个人可以采
取的行动，以减少家庭使用天然气带来的健康
风险。
（李木子）
相关论文信息：

量提 高 1.7%（0.5% ~4.0%）。 此 外 ，2080~2099
年，气候变化驱动可能导致中国谷物年产量
减少 11.4 Mt（百万吨）。虽然这种减产因土壤
退化而增加了 14%，但通过土壤改良可以避
免 21%的损失。作为“气候智能型农业”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改善土壤质量是提升区域、
国家和全球粮食生产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有
效策略。
（刘莉娜）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放终止后的温室效应持久程度。因此，预估全球
升温达到《巴黎协定》目标的可能性，需要考虑
已经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的尚未实现的升温。
研究人员基于有限振幅脉冲响应气候模型，在
现有及替代性排放减缓路径下，预测 2021 年停
止排放后，2021~2080 年由过去排放的温室气
体导致的年度温度变化。
结果表明，
2021 年立即停止温室气体排放，
到 2029 年全球升温 1.5℃的可能性为 42%，到
2057 年升温 2℃的可能性仅为 2%；
在所有排放情
景下，
2027~2032 年升温 1.5℃的可能性为 66%；
在中高等排放情景下，
2043~2057 年升温 2℃的
可能性为 66%；
在中等排放情景下，
温度变化可能
会提前 4~6 年达到预测水平。
（秦冰雪）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据新华社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
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6 月
29 日联合发布《2022—2031 年农业展望》报告
指出，全球农产品行业未来十年面临根本挑战，
需要以可持续方式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应对
气候危机影响等带来的食品供应中断等冲击。
报告指出，
疫情后需求复苏、
主要供应国天气
恶劣、生产和运输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已推动农
产品价格上涨，谷物主要供应国乌克兰和俄罗斯
农产品出口不确定性上升又令形势进一步恶化。
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表示，食品、化肥及
燃料等价格上涨以及金融条件收紧正使更多的
人生活陷入困难。如果全球食品供应因生产和
主要出口国供应减少而恶化，预计 2023 年全球
面临长期营养不良的人口将增加 1900 多万。
报告预计，未来十年，全球食品消费受人口
增长驱动每年将增长 1.4%，农业产量每年将增
长 1.1%。全球平均农业生产力需提高 28%，才
能既实现零饥饿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保证农
业排放量达到《巴黎协定》目标。
报告指出，在技术、基础设施和培训方面增
加投资提高生产力，是农业增长的关键驱动力。
报告强调，未来十年，全球主要农产品和加
工产品贸易量将与产量同步增长，确保全球贸
易市场运作良好对于应对粮食安全的中短期挑
战至关重要。
（刘芳）

全球 23%人口
面临百年一遇洪水风险
本报讯 一项研究认为，全球 18.1 亿人或暴
露于百年一遇、
淹没深度超 0.15 米的洪水事件。
这一研究还发现，
超 7.8 亿生活水平低于 5.50 美
元 / 天的人会受到洪水威胁，或者会影响有针
对性的缓解措施和政策的实施。相关研究 6 月
27 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洪水是最常见的自然灾害，对较低收入国
家冲击尤为严重。洪水风险升高在世界多地已
成现实。气候模型表明，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
洲，洪水频率可能大增，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威
胁。虽然在地方或国家层面已经有洪水暴露评
估，但缺乏全球评估，使人们对较低收入国家和
亚洲区域的洪水影响了解有限。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世界银行的 Jun
Rentschler 和同事分析了 188 个国家的高分辨
率全球暴露评估，并使用了来自地形和水文模
型的洪水数据，同时利用人口地图评估洪水暴
露风险。他们还将其与世界银行全球次国家级
贫困信息图的贫困估测进行了结合。
作者 发 现，全 球 23% 的 人 口（18.1 亿 人）
可能在百年一遇 （在某一给定年份发生概率
为 1%）的洪水事件中，暴露于深度超 0.15 米
的洪水中。这项研究还发现，面临洪水暴露的
人有 89%居住在中低收入国家。作者表明，超
过 7.8 亿每日生活费低于 5.50 美元的人面临高
洪水风险，凸显了洪水暴露与贫困的关系。
（冯丽妃）
相关论文信息：

环球科技参考
中国科学院兰州文献情报中心

土壤质量可提高作物产量
及气候变化抵御力
土壤质量与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
会影响农田生产充足粮食的能力。近日，
《自
然—气候变化》发文分析了气候变化、土壤质量
与作物产量之间的关系，强调了气候变化背景
下土壤质量对农业的重要作用。
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大学、英国阿伯丁
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包含土壤、
气
候和相关产量的观测数据集，
涵盖中国 90%的谷
物生产。他们采用一种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数据
驱动方法，
量化了当前和未来气候中最佳管理措
施下土壤质量提高对作物产量及其差异性的潜
在贡献。
研究发现，与农民在主要种植制度下的实
际做法相比，最佳管理措施可平均增加 10.6%
的产量。在作物和环境条件方面，高质量土壤
降低了作物产量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从而
提高了作物平均产量和产量稳定性。与低质
量土壤相比，高质量土壤在气候变化下的产

极端减排措施下
仍有 42%可能性使全球升温 1.5℃
近日，美国华盛顿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巴
纳—香槟分校等机构的科研团队在 《自然—气
候变化》发表的文章指出，即使在 2021 年立即
停止温室气体排放，到 2029 年仍有 42%的可能
性使得全球升温 1.5℃。
人为排放停止之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存
在将继续导致全球变暖，其留存时间决定了排

欧盟现代化基金资助 24 亿欧元
加速 7 个成员国绿色转型
近日，欧盟委员会宣布，通过现代化基金资

助 24 亿欧元以加速欧盟 7 个成员国的绿色转
型，助力其能源系统现代化，减少能源、工业和
交通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并支持实现 2030 年
的气候和能源目标。
现代化基金资助涉及主题包括：可再生能
源发电，
能源、
工业、
建筑和交通领域的能源网络
现代化和能源效率提升，低碳燃料替代煤炭发
电。此次资助将支持罗马尼亚 （13.916 亿欧
元）、捷克（5.2 亿欧元）、波兰（2.442 亿欧元）、
立陶宛 （8500 万欧元）、匈牙利 （7430 万欧
元）、斯洛伐克 （4950 万欧元） 和克罗地亚
（4000 万欧元）的 45 项投资提案。项目包括捷
克城市内公共照明系统现代化、区域供热燃
料由煤炭转变为生物质和天然气、能源效率
提升；克罗地亚可再生能源发电；立陶宛公共
建筑翻新与能源效率提升；在罗马尼亚建设
8 个光 伏 园区 和 2 个联 合 循环 燃 气 轮 机 厂 ，
以期用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替代褐煤发电，
实现电网现代化；波兰工业能源效率提升；匈
牙利电网安全储能装置；斯洛伐克区域供热
和制冷网络的修复与扩展。
（刘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