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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怎么

碰撞预警
■发射预警
指预测发射后短期内是否会与

碎片或航天器的位置及轨道交会，
一旦发现危险，可以通过更改发射
时间来躲避碰撞

■在轨预警
指预测航天器在稳定运行后是

否与碎片存在危险交会，若存在交
会风险，需变动轨道来躲避碎片

清除方式
■一类是接触式，如机械臂抓、

网捕等

■一类是非接触式，如激光推
移、离子束推移等

吃蚝油致癌、超市大米不
生虫是因为加了防腐剂、饮富
氢水能抗衰老……上个月，有
关食品的谣言闹得人心惶惶，
让不少无辜的食物被拉进了
黑名单。记者日前走访有关专
家，帮您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吃蚝油致癌？

真相：
所谓的致癌物
不仅无害反而有益

先是味精，后是鸡精，最
近是耗油，这些老百姓常用的
调味品一个个被造谣者拉入
致癌的黑名单，而害这些调味
品背上致癌黑锅的，是一种名
为谷氨酸钠的物质。

“蚝油最早是用生蚝熬煮
制成的，而现在市场上销售的
蚝油，为了延长保质期、提升口
感，会加入一些添加剂，其主要
成分是生蚝浓缩汁、白砂糖以
及谷氨酸钠等物质。其中，谷氨
酸钠是蚝油香味的主要来源。”
天津科技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
学院教授王浩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让大家“谈之色变”的
谷氨酸钠，是目前全球范围内
都认可的调味品，它是由谷氨
酸（从小麦和玉米淀粉中提
取）与钠结合而成的。

谷氨酸钠在进入胃部后，
受胃酸的影响会被分解成谷
氨酸和钠。对于人体而言，谷
氨酸并无致癌作用，反而与其
他氨基酸一样，可构成人体组
织所需的蛋白质。不少食物中
也含有该物质，比如番茄、豆
角、玉米、海带等。

还有传言称，谷氨酸钠之
所以会致癌，是因为在炒菜
时，若温度超过 150℃，它就
会在高温下转化为焦谷氨酸
钠，这种物质具有一定毒性、
可致癌。

对此，王浩表示，目前尚无
任何证据表明焦谷氨酸钠能致
癌，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致癌物
清单》中也未见其踪影。

而针对网上“耗油不放冰
箱冷藏会致癌”的说法，王浩
称，蚝油性质不稳定，在常温
环境中营养成分容易被氧化，
所以耗油说明书上一般会写

“请存放在阴凉干燥处、开盖
后需冷藏”。但这不等于食用
未被冷藏的蚝油就会致癌，不
能将二者混为一谈。

超市大米不生虫是因为加了
防腐剂？

真相：
如今储存技术已达标，
无需添加剂防腐

近日，网上流传一篇标题
为《这些关于大米的惊天秘
密，你一定不知道》的文章，指

出“超市里卖的大米不生虫，
是因为加了防腐剂和添加
剂”，这让很多网友深感忧虑。

“其实，仔细看这篇文章，
就会发现其中漏洞百出。”王
浩解释，该文章指出，超市售
卖的大米中可能加入的食品
添加剂包括淀粉磷酸酯钠、双
乙酸钠和壳聚糖，其中双乙酸
钠就是防腐剂。其主要论据是
我国在 2007 年发布的《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但这版标
准 早 已 被 废 除 ，在 现 行 的
GB2760-2014《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中，已经明确规定在
大米中不再添加这 3 种食品
添加剂。

“之所以不再添加，并不是
因为它们有安全问题，而是没
有添加的必要。”王浩介绍，我
们日常食用的大米都是以糙米
形式进行储存，在储存前都会
通过物理手段对其进行干燥、
杀菌。在进入市场流通环节前，
工作人员会对糙米进行脱壳等
精加工，在包装过程中也会进
行充氮或者真空处理，因此大
米生虫、发霉等问题非常容易
得到解决，一般来说无需再添
加其他物质防虫防霉。

“精加工后的大米保质期
不会很长，消费者买回家后尽
量放到阴凉通风处储藏，防止
生虫或霉变。”王浩建议。

吸氢或饮富氢水能抗衰老？

真相：
抗氧化机制尚不明确，
不可自行尝试

不知从何时起，位列元素
周期表第一位的元素“氢”突
然“香”起来。不少商家打着吸
氢或饮用富氢水能抗衰老的
旗号，销售吸氢设备和富氢饮
水机。

氢气在抗氧化、减少炎
症、抑制肿瘤生长方面的作用
似乎不是空穴来风。最近一项
研究表明，氢气能够激活细胞
的内源性抗氧化酶，或者通过
调节一些细胞信号通路，来减
少氧化反应对人体造成的损
伤。近年来发表的几项研究也
表明，氢气或能影响血液中免
疫细胞或免疫因子的浓度，从
而可抑制肿瘤的生长。

但关于氢的各种功效还
停留在研究层面，其抗氧化的
具体机制尚不明确，还需要更
多的研究结果和数据，才能最
终让其应用于临床治疗。

同时，使用氢气治疗或预
防疾病属于医疗行为，需要在
具备资质的医生指导下、在医
院或医疗机构中使用。

专家提醒，不要轻信吸氢
能包治百病的谣言，也不要轻
易尝试吸氢或饮用富氢水。

据科技日报

我国的“天宫”空间站过
境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不
少摄影爱好者也记录下了“天
宫”过境的美丽瞬间。天文专
家介绍，从 7 日到本月下旬，

“天宫”空间站将较为频繁地
过境我国上空，是一段适宜我
们观测的时间。来看专家教你
如何观测“天宫”空间站。

北京天文馆研究员朱进
介绍，从12月7日起到本月下
旬，“天宫”空间站将频繁经过
我国上空的不同区域，届时人
们在夜晚某一特定时间段就
可以看到“天宫”过境。“比如
对北京来讲，会从12月7号的
傍晚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一个
傍晚的过境，大概会持续两个
星期。在 12 月的中、下旬，除
了特别靠北的地方，对全国的
绝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观测
和拍摄‘天宫’空间站过境的
一个比较好的时候。”

专家称，由于“天宫”空间
站本身有一个 41.5 度的轨道
倾角，所以相对来说，我国南
方看到“天宫”过境的几率更
大一些。那么我们如何知道观

测“天宫”空间站的时间和地
点呢？

朱进说，对于这种人造天
体的观测，提前就能查出它过
境的预报。有的网站或一些应
用都可以，比如“天文通”小程
序，你只要打开手机，它就能
把你现在定位的那个地方，未
来10天“天宫”空间站的过境
信息全都给你列出来。

确定好观测时间和地点
后，剩下的就是怎么观测和用
什么来观测了。专家称，实际
上，“天宫”空间站过境时，由
于反射了太阳光，它在夜晚的
亮度可达到负2等左右，基本
和夜空中我们看到的很多恒
星或行星相似，因此我们用肉
眼就可以看到。如果想拍摄照
片，就得使用专业设备。“对于
这种人造天体，用相机来拍效
果会好得多，一般拍摄就是用
三脚架、快门线，然后采用连
拍的方式就可以把它拍出
来。”朱进表示，同时由于“天
宫”过境时是持续移动的，因
此用望远镜观测效果不佳。

据新华社

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无限战
争》中，灭霸集齐了6块无限宝石，嵌
入金属的无限手套中，打个响指就
毁灭了宇宙的一半生命。但是，美国
佐治亚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最近用
研究证明，灭霸只要戴着金属的无
限手套就打不了响指。

《英国皇家学会学报：界面》近
期发表的这份研究显示，打响指需
要特定的物理条件，而不同材料影
响手指之间的摩擦力会导致打不
成响指。该研究未来可能应用到仿

生工程系统中，也可为模仿人类手
的一系列功能的假肢设计提供数
据参考。

从公元前300年左右的古希腊
艺术品，到西班牙的弗朗明哥舞蹈，
再到现代的超级英雄电影中，都有打
响指这个动作。但是，人类直到现在
才真正了解了这个动作的物理过程。

2018年一个周五的晚上，佐治
亚理工学院助理教授萨德·巴姆拉
（Saad Bhamla）和学生一起观看电影
《复仇者联盟：无限战争》。看到灭霸
的响指之后，他们随即产生了疑问，
开始讨论：戴着金属的无限手套有
可能打响指吗？考虑到金属手套的
摩擦特性，他们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由此开始研究，而试验数据
把这些专业研究人员都震惊了——
裸指的打响指中测量到最大旋转速度
为7800°/s，旋转加速度为160万°/
s。从这个普通的响指动作中测量到了
最快的人体角加速度，几乎是职业棒
球投手手臂旋转加速度的3倍。

“当我刚看到数据的时候，从椅

子里跳了起来。”巴姆拉教授回忆
道，“打响指发生在7毫秒之间，比眨
眼的动作还要快超过20倍（眨眼需
要150毫秒）。”

到底是什么让人能成功打响
指？研究发现，一次成功的响指需要
恰到好处的摩擦力和压力。一旦某
些因素产生变化，如增加或减少摩
擦力就会改变速度和加速度，导致
动力不足或能量耗散，影响打响指。

研究人员试验了手指打滑，用橡胶
等不同材料覆盖手指的打响指情况，结
果证明了他们的猜想——当手指被金
属覆盖的时候不可能打出响指。

戴着金属的无限手套就打不了
响指，打响指就不能戴着金属无限
手套。对灭霸来说，这确实是个无解
的问题。

巴姆拉教授指出，这也是一个
好奇心推动科学研究的例子，说明
在日常生活中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
东西或行为，只要仔细观察就能产
生令人惊叹的科学发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容

与垃圾“擦肩而过”
风险在增加

据俄罗斯卫星社消息，今年 11
月份，国际空间站数次与太空垃圾

“擦肩而过”。
11 月 15 日，一块太空垃圾从国

际空间站附近飞过，但未发生撞击。
由于受到太空垃圾的威胁，宇航员们
不得不进入“联盟”号飞船躲避。

11月25日，美国spacex火箭的碎
片在距离国际空间站 5 公里外的地
方飞过，所幸未干扰国际空间站的正
常运行。

此前在今年5月，美国国家航空
航天局和加拿大航天局在对国际空
间站的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由加拿
大提供的机械臂上有一个直径 5 毫
米的小孔，是轨道碎片撞击所致。分
析结果显示，机械臂的操作未受影
响，能够完成原定任务。有分析人士
表示，这次撞击事件也在提醒人们，
随着地球轨道上卫星数量的上升，这
些太空垃圾造成的风险也在增加。

搞卫生

灭霸打个响指就能毁灭宇宙一半生命灭霸打个响指就能毁灭宇宙一半生命？？

科学家：只要戴手套，他就办不到

据俄罗斯航天局当地时间12月3日消息，国际空间站（ISS）当天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
变轨，以避免与美国1994年发射的火箭的一块碎片发生碰撞。

国际空间站的轨道是利用“进步MS-19”号货船的推进器调整的，该货船与轨道上的
实验室对接。空间站的轨道高度在160.9秒内下降了约310米，以提供足够的空间来避免
与美国1994年发射的“飞马座”号运载火箭的碎片发生碰撞。

清除太空垃圾
有何“妙招”？

在轨太空垃圾的大
量累积，将导致航天器
运行风险增加，甚至造
成轨道空间无法利用。
随着航天活动的蓬勃发
展，若不加以治理，太空
垃圾将越来越多，太空
环境也将迅速恶化。

目前，主动清除太
空垃圾的方式主要分
为两类：一类是接触式
的，如机械臂抓、网捕
等；另一类是非接触式
的，如激光推移、离子束
推移等。

不管何种方法，清
理太空垃圾都不容易。
这项长期工作仍需要各
国加以重视，加强合作，
并付诸实际行动。

据央视新闻

太空垃圾7.9千米/秒飞来
如何躲避？

太空垃圾是宇宙空间中各种人造废
弃物体及其衍生物，包括失效航天器、火
箭残骸、操作性碎片、解体碎片等。在太
空中，太空垃圾运行速度接近第一宇宙
速度（7.9 千米/秒），是狙击枪子弹最大
出膛速度的数倍。

一旦太空垃圾与航天器发生碰撞，
轻则导致航天器表面磨损、功能失效，重
则导致航天器的在轨解体，甚至对航天
员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如何躲避太空
垃圾是航天器空间飞行面临的一个非常
严峻的问题。

目前航天器躲避太空垃圾的办法，
即开展碰撞预警。碰撞预警包含发射预
警和在轨预警两个阶段工作。发射预警
指预测发射后短期内是否会与碎片或航
天器的位置及轨道交会，一旦发现危险，
可以通过更改发射时间来躲避碰撞；在
轨预警指预测航天器在稳定运行后是否
与碎片存在危险交会，若存在交会风险，
需变动轨道来躲避碎片。

是指在宇宙空间中的各种人造废弃物体及其
衍生物，包括失效航天器、火箭残骸、操作性碎片、
解体碎片等。它们的运行速度接近第一宇宙速度
（7.9千米/秒），有撞击其他航天器的风险，某些太空
垃圾在返回大气层时也会对地面安全造成威胁。

避 免 与 美 国
1994年发射的“飞马
座”号运载火箭碎片
发生碰撞

吃蚝油致癌？
饮富氢水能抗衰老？
这些传言别再信了

“天宫”空间站
明起进入适宜观测期

专家教你怎么看

粉言谣 碎机太空
垃圾

古希腊艺术
品中打响指的动作

《复仇者联
盟：无限战争》
中灭霸打个响指
就毁灭了宇宙的
一半生命

图据网络

国际空间站躲垃圾急变轨国际空间站躲垃圾急变轨

近地轨道上的
太空垃圾示意图
图据欧洲航天局

科沿前 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