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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写科学新闻的机器人

“小柯”秀

更多内容详见科学网小柯机器人频道：

《自然—化学》

研究揭示气、液相中二苯乙烯
超快异构化过程不同时间尺度

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Hans Jakob

W觟rner 团队利用时间分辨光电子能谱揭示了
气、液相中二苯乙烯超快异构化过程的不同时间
尺度。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发表于《自然—化学》。

直接对比气相和液相中的超快激发态动力
学对于理解复杂环境的影响至关重要。以前的研
究通常依赖于不同的光谱观测，这使得直接比较
具有挑战性。

研究人员将极紫外时间分辨光电子能谱应
用于气态和液态顺式二苯乙烯，揭示了其异构化
的耦合电子和核动力学原因。研究人员测量跟踪
从激发到最终产物的整个反应路径的激发态波
包。研究人员在物质的两个相阶段观察到相干激
发态振动动力学，这两个阶段持续到最终产物，
从而能够表征 S1~S0圆锥交点的分支空间。研究
人员观察到液相中弛豫时间尺度系统性延长，并
测得激发态频率红移，这在复杂反应坐标中最为
明显。这些结果详细描述了在完全光化学转化期
间液体环境对电子和结构动力学的影响。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

人类声带解剖学复杂性
在进化中丧失是对语言的适应

近日，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W. Tecumseh
Fitch、日本东京大学 Takeshi Nishimura等研究人
员合作在《科学》发表论文，揭示人类声带解剖学
复杂性在进化中的丧失是对语言的适应。

为了解语音的演变，研究人员调查了各种灵
长类动物，将对发音的观察与数学建模相结合。研
究人员发现，声源的稳定性依赖于喉部解剖的简
化，特别是气囊和声膜的丧失。研究人员认为，声
带的演化损失使人类的语音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
其他灵长类发声中常见的自发非线性现象和声学
混乱。这种损失使人类的喉部能够产生稳定的、富
含和声的发音，理想地突出传达大多数语音信息
的形式变化。矛盾的是，人类口语的复杂性增加，
因此人类的喉部解剖结构也随之简化。

相关论文信息：

《自然》

对感染后修复至关重要的
单核细胞—瘦素—血管生成途径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Paul Kubes、Justin F.
Deniset等研究人员合作，发现了一条对感染后修
复至关重要的单核细胞—瘦素—血管生成途径。
该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研究人员使用涂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的异物，
对从皮肤感染到伤口愈合的时间进行成像，表明
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在低剂量感染时被招募
的数量相似，但在高剂量感染时则不然，并形成
一种定位模式，即单核细胞围绕感染部位，而中
性粒细胞则浸润在其中。单核细胞对细菌清除没
有贡献，但转化为巨噬细胞，在感染后持续数周，
调节下皮脂肪细胞的扩张和脂肪因子激素瘦素
的产生。在被感染的单核细胞缺陷的小鼠中，皮
下持续增厚，瘦素水平升高，促使功能失调的血
脉过度生长，延迟愈合，出现增厚的疤痕。与瘦素
功能相对立的 Ghrelin由单核细胞局部产生，并
减少血管过度生长，改善感染后的愈合。总之，研
究人员发现，单核细胞通过调节瘦素水平和伤口
修复过程中的血管再生发挥细胞变阻器的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美国医学会杂志》

55岁以下人群
中风发病率显著增加

英国牛津大学 Peter M. Rothwell 团队研究
了 2002—2018年低龄和高龄与中风和其他血管
事件发病率变化的相关性。相关成果日前发表于
《美国医学会杂志》。

2002 年 4月至 2018年 3月，研究组进行了
一项前瞻性、基于人群的发病率研究，使用英
格兰牛津郡 94567 人的数据。暴露因素为日历
时间、病前血管危险因素和职业。主要结局为
中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和其他重大血
管事件（心肌梗死、心源性猝死和外周血管事
件）发生率的变化，按年龄、性别、诊断检查、病
因和严重程度分层。

研究组共确定了 2429例中风事件（平均年龄
73.6岁；51.3%为女性）。从 2002—2010年到 2010—
2018年，55岁以下参与者的中风发病率显著增加
（发病率比率 IRR为 1.67），但 55岁及以上参与者
的中风发生率显著下降（IRR为 0.85）。55岁以下
患者发病率的显著增加与性别、中风严重程度、病
理亚型和研究变化无关，TIA患者发病率也有显著
增加（IRR为 1.87），但心肌梗死和其他重大血管事
件的发病率无显著增加（IRR为 0.73）。

虽然 55岁以下参与者的 TIA和中风与糖尿
病、高血压、当前吸烟和肥胖显著相关，但从
2002—2010年到 2010—2018年，在没有这些危险
因素的个体中，发病率仍然显著增加。专业人员 /
管理人员的发病率增长最大，部分技能人员 /非
专业人员的增长最小。55岁以下且无已知血管危
险因素的患者中，TIA和中风的比例随时间显著
增加，尤其是在有隐源性事件的患者中。

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此刻姻 姻

撞击地球还有

第二颗小行星

西非海岸附近的海底发现了一个 9公里宽
的陨石坑。它形成于希克苏鲁伯小行星撞击地
球事件前后———那次撞击导致大多数恐龙灭
绝。科学家猜测，这一陨石坑是由希克苏鲁伯小
行星脱落的一块碎片形成的。相关论文 8月 17
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这个陨石坑被命名为“纳迪尔”。它位于几
内亚海岸几百公里外的大陆架上，埋在 300 米
深的沉积物下，海水深度为 900米。

英国赫瑞—瓦特大学的 Uisdean Nichol-
son 说：“它绝对符合陨石坑的特征。”
Nicholson 从石油天然气公司提供的地震反射
数据中发现“纳迪尔”具有同等大小陨石坑的
所有特征，包括凸起的边缘和陨石坑外喷射
物质的迹象。

研究小组成员、美国亚利桑那大学 Veronica
Bray进行的建模表明，陨石坑是由一颗直径约
400米的小行星撞击造成的。
“纳迪尔”大约形成于 6600万年前，与现在

墨西哥境内 180公里宽的希克苏鲁伯陨石坑处

于同一时期。这使得研究小组推测，它是由一块
从希克苏鲁伯小行星上分离出的碎片形成的，
该小行星直径估计为 13公里。

如果分离正好发生在撞击前，两个陨石坑
将会非常接近。相反，Nicholson认为，引力可能
使小行星在接近地球的早期轨道上分离，导致
两次撞击相差了几天。
“希克苏鲁伯小行星可能分裂成若干碎片。

其他撞击坑可能仍有待发现，也可能已被构造
过程破坏。小行星撞击数千米深的海水时不会
形成陨石坑。”Nicholson说。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研究希克苏

鲁伯小行星撞击的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 Gareth
Collins说，“它有许多与撞击源一致的特征。”

但 Collins并不认为新发现的陨石坑与希克
苏鲁伯有关。“在时间上有很多不确定性。我认
为这两个事件更有可能是不相关的。”他说。

Nicholson则认为这是可能的。其团队提出
了一个方案———钻穿“纳迪尔”并取回岩芯，以
确认它是否为撞击结构，并更加精准地确定撞
击事件的年代。
“单是‘纳迪尔’撞击不会造成大灭绝。”

Nicholson说。根据这项研究，该事件将主要影响
周围地区，尤其是在撞击地点附近产生 500米
高的海啸。他表示，“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
区性事件。” （王方）

相关论文信息：

恐龙可能在短时间内经历了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 图片来源：serpeblu/Shutterstock

美国纽约污水检测出
脊髓灰质炎病毒

据新华社电美国纽约州和纽约市卫生部
门日前联合通报，在纽约市污水样本中检测
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表明此种病毒可能已
在当地传播。

通报说，检测结果表明纽约人面临的脊
髓灰质炎病毒感染风险是真实的，各级卫生
部门将继续展开病例调查，并积极评估病毒
传播情况。成人和儿童远离脊髓灰质炎的最
好方法是安全有效的免疫接种。

7月 21日，纽约市邻近的罗克兰县确诊
了一例脊髓灰质炎病例，为近 10年来美国发
现的首例。目前，还不清楚纽约市带有病毒污
水样本的具体来源以及样本中的病毒浓度。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是脊髓灰质
炎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影响 5岁以下
儿童。脊髓灰质炎目前尚无治愈方法，接种疫苗
仍然是预防和控制该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上世纪 70年代，在广泛接种疫苗后，全
美每年确诊的脊髓灰质炎病例已大幅减少。
美国上一次报告脊髓灰质炎病例是在 2013
年。但近年来，该国脊髓灰质炎疫苗接种率呈
下降趋势。早在新冠疫情前，一些卫生专家便
警告说，脊髓灰质炎可能在美国卷土重来。

（黄恒）

北大西洋飓风季起始时间提前

本报讯一项新研究分析发现，自 1979年
以来，北大西洋飓风季首次风暴的出现时间平
均每 10年提前约 5天。相关研究 8月 16日发
表于《自然—通讯》。作者表示，相关研究结果对
于制定更好的应对和适应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北大西洋飓风季的定义于 1965
年正式确立，将飓风季的出现时间定在 6月
至 11月。虽然这个时间段确实覆盖了该地的
大部分飓风，但北大西洋飓风季缺少一个更
精确的定义，而且近来多个热带气旋的形成
时间都早于 6月 1日，也就是北大西洋飓风
季的官方起始日期。

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Weather Tiger
公司的 Ryan Truchelut与合作者，利用观测数
据分析了 1979年至 2020年大西洋热带气旋
活动出现时间的变化，以及 1900年至 2020年
美国风暴登陆的时间。

研究结果显示，自 1979 年以来，北大西
洋被命名风暴的形成时间一直在提前———速
度为每 10年提前 5天以上。作者还指出，自
1900年以来，首个登陆美国的被命名风暴每
10年提前约 2天。作者认为，这种风暴提前发
生的趋势可能与大西洋西部地区的春季暖化
有关，这种暖化也在同期有增加的趋势。

作者最后表示，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对
北大西洋飓风季起始时间的定义或能根据经
验提到 6月 1日以前。作者指出，另一边海洋
温度的上升或能让热带气旋提早形成，从而
加剧有人居住陆块的热带气旋暴露。（晋楠）

相关论文信息：

这种鲨鱼几口就能吞下一头虎鲸

本报讯在影院里，有很多以巨齿鲨为题材
的惊悚电影。人们之所以关注巨齿鲨，是因为它
是地球上生存过的体形最大的鲨鱼，并且“牙如
其名”，一颗就有人手大小。

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巨齿鲨完整的化石记录。
为了一睹巨齿鲨真容，研究人员利用一个

保存异常完好的标本，制作了巨齿鲨全身 3D
计算机模型。他们的研究表明，巨齿鲨完全可
以吃掉今天顶级海洋掠食者———虎鲸大小的
猎物，并且能在没有更多食物的情况下，在海
上游荡两个月。相关研究 8月 17日发表于《科
学进展》。
“鲨鱼牙齿是常见的化石，因为它们的坚硬

程度使其能够完好保存。”论文第一作者、英国
斯旺西大学博士生 Jack Cooper说，但是鲨鱼骨
骼由软骨构成，因此相关化石很少见，这也是很
难完整复原巨齿鲨的原因。

研究团队此次建模利用的是比利时皇家自
然科学研究所独一无二的巨齿鲨椎骨化石。这
根椎骨的“主人”在 46岁时死于 1800万年前的
海洋中。

研究人员首先测量并扫描了每一节椎骨，
并将其与一个美国的巨齿鲨齿列 3D扫描结果

相结合。然后，他们对一条南非大白鲨的身体进
行了 3D扫描。通过上述步骤建模骨骼，最终在
其周围添加“肌肉”完成模型。

重建的模型显示，该巨齿鲨体长达 16米，
重量超过 61吨。据估计，它能以每秒 1.4米的速
度游动，每天需要摄入 9.8万多千卡的热量，其
胃容量接近 1万升。

巨齿鲨的高能量需求，可通过食用富含卡
路里的鲸脂得到满足。根据上述模型分析，巨齿
鲨能够吃掉长达 8米、如虎鲸大小的猎物。饱餐
一顿后，巨齿鲨可以在两个月不吃东西的情况
下横渡数千英里的海洋。
“这些结果表明，巨齿鲨是跨洋的顶级食肉动

物。”论文高级作者、瑞士苏黎世大学教授Catalina
Pimiento说，“这种标志性巨型鲨鱼的灭绝可能影
响了全球营养物质的运输，并使大型鲸目动物摆
脱了巨大的捕食压力。” （徐锐）

相关论文信息：

图片来源：J. J. Giraldo

本报讯 说到燃烧卡路里的方法，很少有
人想到咀嚼。一项研究发现，人们每天消耗的
能量中，约有 3%来自嚼口香糖、软骨和其他美
食（如果吃沙拉和芹菜茎，可能会消耗更多）。
虽然咀嚼消耗的能量不多，但可能足以重塑人
类祖先的面容。相关研究结果 8 月 17 日发表
于《科学进展》。

未参与该研究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解剖学家
Callum Ross认为，这为了解人类颌骨为何与我
们的远祖和现代灵长类动物如此不同提供了具
体数据。

长期以来，科学家一直怀疑我们的下巴大
小和牙齿进化是为了让咀嚼更有效率。随着原
始人类祖先将饮食习惯转向更容易咀嚼的食
物，并发展出切割和烹饪等技术，人类颌骨和牙
齿的形状也发生了变化———与其他灵长类动物
相比缩小了。

但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生物人类学家
Adam van Casteren认为，在不知道咀嚼过程消

耗多少能量的情况下，很难确定节省能耗是否
也是推动这些进化的一个因素。

在这项研究中，van Casteren团队测量了 21
名男性和女性消耗的氧气量和呼出的二氧化碳
量。然后，他们让参与者咀嚼一种无味道、无气
味、无热量的口香糖（这样的口香糖不会触发消
耗能量的消化系统）15分钟。

在咀嚼时，参与者呼吸中的二氧化碳水平
上升，表明他们的身体工作得更努力了。当口
香糖较硬时，参与者多消耗了 15%的能量；当
口香糖变软时，参与者的新陈代谢水平平均提
高了 10%。

该研究作者之一、荷兰莱顿大学考古学家
Amanda Henry认为，虽然耗能的规模不大，但仍
然意义重大。

研究人员表示，嚼口香糖消耗的能量不及
参与者日常能量预算的 1%。在实验室里嚼口香
糖本质上是一种概念证明：在烹饪和使用工具
出现之前，早期人类可能花更多的时间咀嚼。如

果古人花在咀嚼上的时间和大猩猩及红毛猩猩
一样多，研究人员估计他们至少要消耗 2.5%的
能量。
“如果你吃的食物比较硬，咀嚼的时间比较

长，那么你消耗的能量占总能量的比例就会大
得多。”Henry认为，根据饮食量身定做、更高效
的咀嚼可能是一种进化优势。通过在咀嚼中节
省能量，就有更多的精力花在休息、恢复和成长
等其他事情上。

计算人类咀嚼的能量消耗也可以让我们对
其他原始人的进化策略有所了解。例如，南方古
猿（生活在 400万至 200万年前的非洲原始人
类）拥有比现代人类大 4倍的咀嚼面牙齿和巨
大的下颌肌。它们在咀嚼时一定消耗了更多能
量，而这项新研究是计算其能量消耗的第一步。

不过，Ross并不认为仅凭能量学就能解释
颌骨和牙齿的进化过程。其他的因素可能更重
要，如能减少牙齿断裂或磨损的下颌形状。“自
然选择可能更侧重于不让你的牙齿磨损，而不

是能源效率。”Ross说。 （辛雨）
相关论文信息：

虽然人类进化出了减少咀嚼的策略，但南方
古猿等原始人进化出了强壮的牙齿和颌骨来咀嚼
坚硬的食物。 图片来源：PHILIPPE PLAILLY

（上接第 1版）
目前，该刊撤销首批 20篇涉事论文。编辑

将逐步完成对其他论文的后续调查工作，并每
两周分批作一次处理。

反对撤稿

对于 PLOS ONE的首批撤稿，很多作者并
不认同，声称他们与学术编辑之间并没有利益
关系。李云洲就是其中之一。
“我强烈反对撤稿。首先，我并不知道撤稿

原因；其次，（我们的）所有数据和评审过程都严
格遵循程序，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再者，这会影
响该刊的声誉和可信度。如果任何期刊都可以
自由地撤回作者稿件，那该期刊也会消亡。”李
云洲 8月 3日在接受“撤稿观察”网站的采访时
表示。

在 8月 9日回复《中国科学报》的邮件中，
他表示，即便 4 篇论文存在问题，其“产权也不
属于中国”，因为第一作者和第一通讯作者都来

自巴基斯坦，他本人只是参与了部分工作。
“在开题报告、试验设计、文章撰写等方面

（我们）都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沟通。因疫情原因，
他们在本国试验，我参与部分试验设计，但作者
顺序、作者添加都是巴基斯坦方决定的。”他说，
“我不认识 PLOS ONE所说的编辑，更不可能
操纵评审。”

撤稿发生后，李云洲表示正在积极与期刊
沟通，“不能把期刊的猜测认定为事实”。

首批 20 篇撤稿涉及的另一位中国作者是
延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秀康，他与巴基
斯坦方合作者共有两篇稿件被撤回。其中一篇
王秀康担任通讯作者的论文中，他负责试验的
概念化、形式分析以及稿件写作、审查和编辑。
他也反对此次撤稿。

王秀康的一位合作伙伴、华中农业大学植
物科学技术学院的 Muhammad Hamzah Saleem
则是此次被撤稿的两篇论文的通讯作者。他也
不同意撤稿，因为自己和学术编辑并非朋友，也
从未合作过。

“我完全不同意（期刊）单方面的决定。”另
外两篇论文的通讯作者、巴基斯坦巴哈丁·扎卡
里亚大学的 Subhan Danish 表示，“现在许多科
学家的事业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的论文没有
问题，却因为没有犯下的罪行在遭受痛苦。我恳
求（期刊）不要在年轻科学家的事业刚起步时就
伤害他们。”

“希望所有作者对文章内容负责”

对于作者们的观点，PLOS ONE 高级传播
经理 David Knutson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
时表示：“个人层面的责任超出了期刊的裁决权
限。我们希望所有作者对文章内容负责，通讯作
者负责并代表所有作者发言。”

实际上，在涉事论文相关的 1700多名作者
中，大多数人（约 75%）的名字仅出现过一次。对
此，Knutson说：“在这起事件中，并非每位作者、
编辑或审稿人都存在诚信问题。但即便如此，也
不能回避文章或作者群体的整体问题。”

那么，此次撤稿中如果只是因为学术编辑
未披露本应公开的信息，而非论文本身存在问
题，该刊是否会重新收录所撤回的论文呢？

对此，PLOS ONE向《中国科学报》表示，除
非满足以下 4个条件：作者直接向期刊提出由
该刊发起全面调查，并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期
刊获得作者所在相关机构的官方支持，就有关
事项进行调查和提供意见；机构调查的结果能
够令人满意地解决有关问题；作者需要修改稿
件直到满足期刊的要求，并确保新提交的内容
完全符合期刊的所有规则。

这并非 PLOS ONE首次批量撤稿。早在几
年前，Bik就曾检举该刊 348篇论文存在问题。
随后，期刊撤回其中 22篇论文，对另外 55篇进
行了修正。
“期刊的可信度不仅取决于其发表论文的数

量或影响因子，还取决于其对所检举问题的关
注。”Bik对《中国科学报》说，一本从不撤稿的期刊
有时并不可信。过去几年，PLOS ONE对不当行为
指控的回应明显改善，也获得了 Bik的尊重。

学术编辑与论文作者联手造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