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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

清早起床时，你可能偶尔会有这样的感觉：浑

身酸疼、瑟瑟发抖，鼻涕也在试探着钻出鼻孔……

这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可能发烧了”。拿

起体温计一测，当看到数值显示为 37℃时，我们

往往会松一口气。

这是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37℃一直被当作

人类健康的体温标准。

然而日前，《eLIFE》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却揭

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正常状态下人类的体温越

来越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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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直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既然我们的体

温是37℃，为何在外部气温达到30℃以上时我们会

觉得酷热难耐而非十分舒适呢？”北京世纪坛医院呼

吸科医师庞莉说，“这正说明，很多人对体温和气温的

理解并不正确。人体体温不是我们感受到的外温，而

是我们自己的‘内温’。”

人体体温指的是人体内部的温度，例如腹

腔、胸腔、直肠、口腔、大脑等的温度，而非体表

皮肤的温度。“包括人类在内的恒温动物体温都

维持在三十几摄氏度，这可能与地球的温度有

关，无论是动物还是人类，我们为了在地球上世

代生存，适应地表温度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

正如爱斯基摩人能忍耐北极的寒冷，而刚果人

对日复一日的暑热早已习惯。”庞莉说。

而正常状态下的人类体温，此前公认的看法

是不超过 37℃。我们使用的体温计上，37℃处都

有一个明显的标记（通常是红色），意在提醒用户，

超过 37℃意味着你的身体出现了某些问题。

而这个 37℃“标准体温”源自 1851 年德国内

科医生卡尔·翁德里希的研究成果。当时，他对

25000 名测试对象进行了数百万次的体温测量，

并基于这些数据撰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设

定了一个被奉行了 100 多年的体温标准，即 37℃

是正常体温的“生理点”。

翁德里希用来测量体温的设备，已被收藏在

美国费城穆特博物馆，这是一种内装水银的玻璃

仪器，大约 23 厘米长。监测体温时，翁德里希将

该仪器放在测试对象的腋下，这样获得的读数比

口含温度计略低，但准确性略差。

“虽然而今的数值证明了人类体温并非是一

成不变的，但 37℃在它所处的时代的确有着重要

意义。这一方法以数值的形式确定了病人是否发

热以及发热的严重性，进而帮助医生更好地为患

者确诊。”庞莉说。

此前确有科学家做过实验，模拟人体具有

30℃—40℃之间的体温，计算怎样补充能量，才能维

持身体的运转。实验结果显示，人体在37℃左右的

时候，能够使用最小的动力来维持身体需求的平

衡。“也就是说，人类体温在37℃时通过获取最少量

的能量，就能达到最大的行动力。这可以理解为是

自然进化的结果，如果地球持续升温或者降温，环境

发生巨变，我们的体温也会随之变化。”庞莉认为。

正常体温“生理点”从何而来

生活方式进步生活方式进步，，炎症反应减少炎症反应减少
人类因此越来越人类因此越来越““冷冷””
陈 曦

据《eLIFE》发表的文章介绍，美国斯坦福大学

研究人员从 2000年起开始测量人的体温，并与参

加美国南北战争的士兵体温记录进行了比较。这

项研究揭示，与 19 世纪的男性相比，现代男性体

温下降了 0.58℃，相比之下现代女性体温比 19 世

纪下降了 0.32℃。数据显示，人类体温约每 10 年

下降 0.03℃。

温度计制造技术的发展让测量数据越来越精

细，但这与人类体温下降却无甚关联。那么，难道

是我们自己的身体或我们所处的环境导致了体温

人类体温每10年下降0.03℃

听闻这一结论，很多人感到恐惶。庞莉说：

“体温变化是 100多年的漫长变化，即便未来真的

有一天我们的平均体温是 35℃、34℃甚至更低，

这都是一种自适应机制，一种人类适应自然环境

的生理机制，无需为之感到害怕。”

与我们想象的相反，体温降低后，人体便不需

要花费过多的能量来产生热量。的确，如果温度

升高，真菌和其他微生物对人体的侵袭将进一步

减少，但与此同时，人体体温的上升对身体而言未

必有益，因为需要耗费更多的能量来产生热量。

“热量的产生是由于食物为人们提供了让人

体温度调节机制发挥作用的能量。若人类体温

不降反升，就需要吃得更多、不断地喂饱自己，

这是不可行的。”庞莉说，为了不必整天吃东西

并降低感染风险，人类的进化将不断改变所谓

的“标准体温”。

庞莉援引《eLIFE》的文章特别指出，尽管人类

是恒温生物，但应注意人体温度并非完全恒定。

它的变化取决于性别、一天中的时间、年龄、体育

锻炼、女性月经周期甚至进食。如果没有疾病，那

么 100 年以内人体的平均温度将在 36.4℃至 37℃

的范围内移动。

体温下降不一定是坏事

近日，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上海的波音

777航班，在迫降过程中于市中心上空抛洒燃油，导

致机场附近 6所学校近 60名师生出现了不适感，其

中数十人受轻伤。这则消息引起许多读者的疑问，

飞机放油竟有如此“威力”吗？

减少自身重量
飞机空中放油实为安全着陆

“飞机在空中放油是一项紧急却能保证飞机安

全着陆的重要措施。”我国著名航空发动机专家、北

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学会顾

问陈光指出。

据陈光介绍，客机在飞行中，特别是在起飞阶

段，当遇到无法克服的机械故障，或者遇到旅客突

发重大疾病，急需终止飞行紧急降落到临近机场

时，飞机携带燃油重量可能会超过本身最大着陆

重量，此外也容易因摩擦、碰撞产生高温导致火

灾。因此在降落前，需要立即将飞机油箱中的燃

油泄放。

陈光解释说，在飞机着陆时，起落架不仅要

承受飞机整体的重量，而且在落地瞬间，还要承

受 一 个 极 大 的 冲 击 力 。 如 果 飞 机 重 量 过 大 ，会

造成起落架折断，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当飞

机起飞时，或长途飞行途中必须立即着陆时，应

立 即 将 油 箱 中 的 燃 油 放 掉 ，以 减 轻 着 陆 时 飞 机

的总重。

不过，天空虽大，油也不能乱放，城市、机场、森

林上空和近地低空不能放油，一般放油地点都选在

海洋、山区、荒原的上空。

很多人担心，飞机在空中放油，万一掉到行人

头上怎么办？

“空中放油不像人们打开水龙头，油像水柱般

往下流，更不像人们想象的‘天上下油’的情景。飞

机放出的航空煤油是在燃油泵的加压作用下由喷

口射出的，很快喷出的燃油在压力作用下雾化，雾

化后的燃油变成许多非常细小的油滴，悬浮在空中

形成油雾。”陈光说，“而 3000 米高空的低气压带来

较大的空气流动。高空风将这些油雾吹散形成油

气，使其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稀释，因此，对地面

环境的污染有限。”

禁止低空放油
吸入煤油会损害身体健康

尽管高空放油对地面环境污染有限，但在中低

空放油可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了——据媒体报道，

上述事件中的波音 777航班是在飞越学校和居民区

时低空放油，造成 60多人受影响。

根据航空燃油的危化品资料表，航空燃油有

一定的腐蚀、刺激性，危害人体健康。通常煤油

可 通 过 吸 入 、食 入 及 皮 肤 吸 收 3 种 途 径 侵 入 人

体。吸入高浓度煤油蒸气，会导致乏力、头痛、酩

酊感、神志恍惚、肌肉震颤，出现共济运动失调的

症状；食入煤油会刺激口腔、咽喉和胃肠道，出现

与吸入中毒相同的中枢神经系统症状；皮肤接触

煤油会产生灼烧感，触及煤油的皮肤会日益变得

粗糙、瘙痒；煤油蒸气还可能引起眼部及呼吸道

刺激症状。

因此，对于放油区域和放油高度，一般都有相

应的规定。

据《飞行圈》杂志创办者、资深机长陈建国介

绍，在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规定中，要求

飞机释放燃油高度必须高于 8公里范围内最高障碍

物 600 米，同时要求周围 5 英里内及下方不得有飞

机，以免其他飞机发动机吸入空气中的航空煤油引

发不测。

陈建国说：“我国民航规章要求，飞机最低的放

油高度为 1800米，在这个高度飞机释放的燃油会有

足够的雾化，飘落到地面时，一般不会对地面人员

造成伤害。除此之外，我国机场一般会在人烟稀少

的地区或者海上、湖上划分专门的放油区，以减少

对地面人员的伤害。”

因此，对于这次达美航空在洛杉矶市区放油，

有航空专家称之为“教科书级错误”。因为洛杉矶

机场西面就是大海，完全可以在海面上放油。“除非

遇到非常紧急的情况，否则没有任何必要在市区上

空放油。”陈建国说。

美飞机空中放油致多人受伤

放油没错，但不能搞错高度和位置
本报记者 华 凌 何星辉

科技日报讯 （张喆 记者盛利）在我国西南地区海拔

1600米至 3100米的森林边缘地带及山坡草地上，有一种其貌

不扬的草，名叫“鸭茅”。这种不起眼的小草，却是世界四大广

泛栽培的禾本科牧草之一，不仅可用于青饲、青贮或调制干

草，还因适应能力强、抗旱、耐瘠薄等，在边际土地及石漠化深

度贫困区草牧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日前，记者从四川农业大学获悉，该校教授张新全、黄琳

凯团队已完成了鸭茅全基因组测序工作，这是我国在牧草领

域完成的第一个基因组测序，将为选育出更多优质、高产、适

应性强的牧草提供有力保障。

阳光灿烂、雨水充足的夏季是不少植物“疯长”的季节，但

对于鸭茅确格外难熬。高温高湿环境下，危害它生长的主要病

害之一锈病极易滋生、蔓延，严重影响鸭茅的饲草产量和品

质。过去，科学家主要用传统育种方法改良鸭茅的产量、品质

和抗性，但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约15年时间，效率低下。但借

助分子育种的新技术，利用分子标记辅助选择技术（MAS）和基

因编辑技术可大大加快育种进程，把育种周期缩短为 8—10

年，这都需要鸭茅的基因组信息库作为支撑才能实现。

目前，张新全团队已在植物学权威期刊《植物生物技术》

在线发表了题为《鸭茅参考基因组组装为其系统进化和开花

分子机制提供新的见解》的研究论文。

“我们旨在建立一个质量较好的鸭茅基因组数据库，因为

其相关质量指标是黑麦草基因组的 50 倍以上。”该论文第一

作者黄琳凯称，“这些特有基因大多和草类植物适应能力强、

抗旱耐寒相关，通过比较发现鸭茅和小麦较为近缘。因此，这

些基因资源也可用于近缘作物小麦抗寒、抗旱等品质的遗传

改良技术中。”

如今，鸭茅基因组数据库已经开始在科研工作中发挥作

用，其数据库网站已于去年 8月上线，访问量近 5000次。目前

已有包括复旦大学、新西兰皇家科学院农业研究所等在内的

中外学者访问网站，进行相关基因位置及表达的检索。

鸭茅基因组测序完成
我国牧草“生命天书”被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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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在37℃左右的时候，能够使用最小

的动力来维持身体需求的平衡。也就是说，

人类在37℃时通过获取少量的能量，就能达

到最大的行动力。这可以理解为是自然进

化的结果，如果地球持续升温或者降温，环

境发生巨变，我们的体温也会随之变化。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 通讯员衣晓峰）近日，记者从

哈尔滨工业大学获悉，由该校生命科学中心教授何元政团队

完成的一项阳光视紫红质蛋白研究课题已发表在国际期刊

《细胞研究》上。专家指出，阳光视紫红质蛋白的生理功能首

次获得了解析，为今后开发设计新型光遗传学工具调控神经

元活动，进而用于某些神经性疾病的治疗奠定了理论基础。

视紫红质蛋白是一种重要的信号膜蛋白分子，分为动物

视紫红质蛋白和细菌视紫红质蛋白。前者在动物的视觉形成

中有重要作用，而后者中的离子泵型、离子通道型蛋白广泛用

于光遗传学中，有助于微生物利用光能开展能量代谢和驱动、

调节各种生理活动。

早在 2018年，有学者成功鉴定出一种全新的微生物视紫

红质蛋白——阳光视紫红质蛋白，发现与现今所有视紫红质

蛋白的同源率非常低；更重要的是，不同于传统的蛋白类型，

这种新型蛋白的氮端朝向胞内，而羧端面向胞外，其完全反转

的拓扑构造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

作为国内目前唯一从事视紫红质蛋白结构研究的课题

组，何元政及团队成员路阳、爱德华、周为等人抓住上述线索，

对阳光视紫红质蛋白的结构特征进行了解码。他们借助先进

的膜蛋白结晶和 X 光衍射技术，发现阳光视紫红质蛋白有着

独特的二聚体构象和与其他微生物视紫红质蛋白完全相反的

膜分布的拓扑“架构”，揭示了其质子泵和离子通道关闭的关

键机制。

据介绍，现阶段何教授团队正在利用已知的结构信息，对

该新型蛋白进行功能改造，以期对神经元活动做出精确调控，

从而为未来医工领域的成果转化提供可能。

阳光视紫红质蛋白
生理功能首次获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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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

“人体体温下降经过证实确凿无疑，但体温

下降的原因尚无法确切证实，正如国外科学家

的猜测，可能与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进步有关。”

庞莉说。

斯坦福大学医学教授朱莉·帕松内特在其研

究结论中指出：“从生理上说，现在的我们与过去

的我们不是一回事。我们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变

化，其中包括室内温度、我们接触的微生物以及我

们能够获得的食物。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尽管我

们认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没有任何变化，但实际

上我们已经发生了变化。从生理角度来说，我们

实际上是在不断变化的。”

对此，国内外很多专家认为，代谢率的下降

可能也是人类正常体温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

更舒适的生活方式，使得人类的劳动强度低于

19 世纪；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炎症反应的减

少。因为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人类患

病的频次。而炎症反应能产生各种蛋白质和细

胞因子，它们能提高人体新陈代谢速度，使体

温上升。

庞莉说：“温度太高，新陈代谢就会很快，我们

就需要不断吃更多的食物来维持体能。而温度太

低，容易滋生真菌感染。37℃左右的温度，是一个

完美的平衡，足以防止真菌感染，但又不会太热，

导致我们一天要吃四五顿才能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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