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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科学

浙江义乌消防实验求证：电焊四溅的火星仅 5 秒引燃泡沫板

高温天特种作业请远离易燃物
实验表明，电焊作业时，如不清
理可燃物，
仅 5 秒便会起火。

大的直径超过 45 厘米。
实验二：纸箱极易复燃，需
用水扑灭。
实验准备：
消防员在铁架下方地面放
实验开始前，消防员从工地 置了燃点较低的纸箱。随着电
找到了泡沫板、纸箱和编织袋共 焊作业开始，瞬间火星四起，焊
3 种易燃物进行测试，并准备好 渣溅到纸箱上，7 秒后纸箱也着
灭火器和水随时准备灭火。其 火了。12 秒后，火势变大，纸箱
间，消防员穿好防护服全程守 被烧穿，同样出现了大大小小被
护，以防意外。实验在一处在建 烧焦的窟窿。
工地的一楼空旷房间内进行。
15 秒后，消防员用灭火器对
现场，电焊工人蹲在距离地面 着起火点喷射，猛烈的火苗被瞬
0.8 米高的金属架上进行电焊作 间打压下去。20 秒后，烟雾和火
业。
苗再次从纸箱空隙中冒出来，纸
实验一：泡沫最易燃，仅 5 箱复燃。
秒被引燃且蔓延迅速。
“纸箱起火，用灭火器喷射
消防员在铁架下方地面上 可对火势造成一瞬间的压制作
电焊现场，
纸箱被引燃后，
伴随着浓烟。
铺了一大块厚度为 0.5 毫米的泡 用，但是，效果不佳。纸箱很快
沫板。电焊作业开始后，随着温 就会复燃，想要彻底扑灭，需要
■通讯员陈文青
要请哪些人员操作？作业前要 度的不断升高，很快有大颗大颗 用水浇。
”消防员说。
如何做好火灾防范？万一起火 的焊珠滴落到泡沫板上。
实验三：编织袋遇火星，浓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居民对 该如何应对？
仅 5 秒钟，泡沫板被引燃， 烟伴随着刺鼻气体。
空调的需求增加。工人在安装
近日，浙江义乌市消防救援 释放大量刺鼻气体，并冒出浓浓
消防员在铁架下方放置了
空调时，离不开电焊的使用。在 支队在工地进行电焊火灾实验， 黑烟。10 秒后，消防员用灭火器 建筑工地上用来装运沙子、水泥
日常装修和建筑工地同样离不 还原电焊起火现场，敲响安全警 将火熄灭。此时，泡沫板上出现 的编织袋。随着电焊引起的火
开电焊。对于这种危险作业，需 钟，并传授初起火灾扑救方法。 许多大大小小被烧焦的窟窿，最 星掉落，仅 5 秒钟，编织袋燃起

熊熊火焰，冒出黑色的浓烟，同
时，伴随着一股刺鼻的气体飘
出。14 秒后，消防员灭火。此
时，一张完整的编织袋化为灰
烬。
实验同时，消防员在距铁架
将近一米处使用测温枪对当时
温度进行检测。不到一分钟，温
度蹿到 100 摄氏度以上。瞬间
喷溅的焊熔渣温度高达 2000 摄
氏度，在掉落瞬间，熔珠的温度
并未降低。
实验小结：
实验表明：电焊作业时，瞬
间喷溅的熔渣极易引燃其周围
的可燃物，燃烧物质不同，扑灭
的方式也不一样。
消防提醒：在电焊时，施工
作业人员一定要取得特殊工种
操作证和相关资质。作业前要
先清理可燃物，边上放置足够的
水和灭火器等灭火器具，以防万
一。灭火器可以扑灭初起火灾，
但是容易阴燃的物品如纸箱等
起火，
还需用水进行扑灭。

科普时间

“太阳能灭虫灯”只杀害虫

“探索二号”为深海产业再添利器
我国首艘全数配备国产化科
考作业设备的载人潜水器支持保
障母船——
“探索二号”船 28 日抵
达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海
南深海产业发展再添利器。
“探索二号”是在中科院支持
下，集聚国内各方力量，历时一年
半在福建马尾船厂完成适应性增
装建造的。该船除支持深远海常
规科考作业，还可搭载万米载人
潜水器“奋斗者”号和 4500 米载人
潜水器“深海勇士”号。业内专家
表示，
“探索二号”的成功建造，将
提升我国核心科考设备的整体装
备水平，对我国深远海工程技术
产业和科学考察研究具有积极促

进作用。同时，其建成入列，也是
海南省依托三亚深海科技城，培
育深海深空产业，推进自贸港建
设和深海科技创新的举措之一。
据了解，
目前除了中科院深海
科学与工程研究所，
中国地质调查
局南海地质科学院、上海交通大学
三亚崖州湾深海科技研究院等科
研院校和企业也已相继入驻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南山港作为三亚
唯一承载对外开放海运交通运输
业务的海港，将打造成满足货运、
科考、维修、基地保障等功能需求，
加快深海科考实验研究与岸基保
障、深远海试验场等创新功能平台
建设的海南自贸港重要港口。

俄美公司计划安排游客太空行走
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网
站 25 日发布公告说，该公司与美
国太空探险公司签署合同，将于
2023 年 把 两 名 游 客 送 往 太 空 旅
游，其中一人将太空行走。公告
称这将是首次商业太空行走。
公告说，这两名太空游客将
搭乘“联盟 MS”飞船前往国际空

间站俄罗斯舱段，其中一人将在
俄罗斯宇航员的陪同下进行太空
行走。
公告内容还显示，2001 年至
2009 年期间共有 7 名游客被送往
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进行太空
旅游。
据新华社

跑步、游泳、健身

科学运动，你应该知道这些
■记者程雪
生命在于运动。当下，有越来越
多的人主动投入运动锻炼的行列，跑
步、游泳、健身是人们最青睐的运动
方式。不过，不同的人群身体的灵活
性、协调性，各个器官承受能力等都
不相同，不科学合理地运动，往往容
易造成运动损伤。

■付丽丽
进入夏天，雨水增多，打雷闪电成为常见的天气
现象。从小我们就被家长教育，遇到打雷要赶紧回
家，以防被雷击。
然而，据媒体报道，深圳宝安西乡一位中年女士
却在家中厨房遭遇雷击，致其四肢及面部大面积烧
伤，所幸目前该女士生命体征平稳。这让很多民众表
示不解，怎么在家里也会被雷击中呢，莫非是传说中
的球状闪电？

跑步、
游泳最常出现的运动损伤

警惕与室外有连接的室内导线

“这种太阳能灭虫灯只杀
害虫，不杀益虫。”在武义县更
香有机茶园，浙江更香有机茶
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国庆
给出了答案。
原来，
这种
“太阳能灭虫灯”
更准确的叫法是
“靶标虫害声控
系统”
。该设备由靶标声控虫害
单元、多光谱诱虫光源、远程控
制单元和太阳能电源单元构成，

科学放大镜

是不是球状闪电搞鬼尚不明确
“当时我从厕所出来，就看见一团火球闪过，只感
到一股热浪袭来。”在上述报道中，据受伤者家人描
述，事发时厨房门是关闭的，那一团火球极有可能是
从厨房门与地面的缝隙穿过的。
据此，有民众猜测，会不会是球状闪电？对此，吕
伟涛解释，球状闪电，俗称滚地雷，与生活中常见的云
间闪电和云地闪电相比，这是自然界中一种非常罕见
的物理现象。通常，它会伴随雷暴天气中的云地闪电
发生，有时是静止的，但大部分会水平移动。它会突
然爆炸，也会安静地消失，有些会伴随着臭味和烧焦
味。
“雷击会导致物体燃烧，形成的火球会沿线路移
动，由于视觉上比较像，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球状闪
电，所以这一次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不是球状闪电。”吕
伟涛强调，由于球状闪电是比较少见的现象，所以很
难观测到。
雷电威力如此强大，该如何防范呢？
“能往家跑还
是要往家跑。”吕伟涛笑言，在户外空旷的环境中，人
本身就是“高体”。遇到雷雨天气，首先要找寻安全的
地点躲避，如果时间来不及，应主动降低自己的高度，
不要让自身成为整个环境的制高点，因为统计上来说
雷电更偏爱高的物体。
在室内，雷雨天气要关闭并远离窗户。尤其是偏
远地区或者老旧小区要注意，尽量不要使用电器，断
掉电源插头、宽带插头等。在室内应尽量远离电源
线、网线、金属水管等。此外，在雷雨天气的时候，如
果身处比较安全的地带，可以放心使用手机，但千万
不能一边充电一边使用。

眼

时尚科学

雷电竟能
从这些地方
溜进家

“一般来讲，人们更关注室外防雷。殊不知，雷雨
天气，即使在屋内也要小心。”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灾
害天气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伟涛在接受采访时
说，雷电又称闪电，其出现与雷雨云有关，而雷雨云是
一种强烈对流过程中形成的云。在强烈对流作用下，
大气中的正负电荷被分离并在云的不同部位积聚，不
同极性的电荷区之间的电场增加到一定程度，就会发
生放电现象，
形成雷电。
生活中，由于缺乏对雷电的科学认识和理解，人
们往往会形成一些错误的常识，比如，认为只要在室
内，就不会遭受到雷电的伤害。吕伟涛表示，严格来
说，可以安全躲避雷电灾害的室内是特指具有防雷设
施的封闭式现代化建筑，而一些露天或者半开放式的
建筑是不包括在内的。
“即使在室内，也要格外注意。”吕伟涛强调，要
注 意 各 种 电 源 线、金 属 水 管 等 与 室 外 有 连 接 的 导
体，雷电的电流可能会顺着这些导体进入室内，从
而造成击伤甚至死亡，比如雷电的电流可以顺着太
阳能热水器从房顶连接到屋内的管道进入室内，如
果此时你恰巧在洗澡，就有可能受到电击；又或者
雷电击中室外的电话线路时，从室外引入到室内的
固定电话线上会产生很高的电压，从而对人体造成
伤害。
也有人说，雷雨天气在室内打手机也不行。
“但事
实上，有关雷电伤人的事件大多是在打有线固定电话
时发生的。”吕伟涛说，截至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研究
结论表明，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无线通信设备会引雷，
也没有任何科学实验来支持这种说法。

科学

■陶丽庆

可以通过强声、强光装备技术+
信息对抗技术，以“信息链作用
于生物链”
的方式阻断虫害的繁
殖链，实现虫害的物理精准防
控。它根据茶小绿叶蝉的特性，
发射出特种声波，
干扰其空间定
位和交流，
破坏茶小绿叶蝉求偶
和交尾，
以阻断繁殖链进而达到
物理灭杀的目的。
金国庆说：
“一台设备可以

控制 15~20 亩茶叶地，利用声控
技术从根本上解决了多年来杀
灭茶小绿叶蝉的技术难题，在
降低农残的同时有利于自然生
态的恢复，
提高茶叶品质。”
近日，更香有机茶园成功
入选农业农村部在全国遴选的
110 家国家现代农业科技示范
展示基地。
记者羊荣江 摄影报道

杭州尤看运动医学诊所院长、副
主任医师尤玲华认为，
“运动”是产生
运动损伤的根本原因，错误的、不科
学的运动训练不仅不能提高运动能
力，还可能产生损伤，跑步、游泳等最
常见的运动也会出现运动损伤。
跑步需要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踝
关节、髋关节的灵活性，如果臀部肌
肉特别是臀中肌力量不足时，容易导
致膝关节内扣，造成膝关节骨骼碰
撞，有时候会听到声音，也是造成髌
骨软骨和滑膜炎症等膝关节损伤的
主要原因，
俗称
“跑步膝”。
“游泳肩”是形容游泳者因肩膀
使用过度而造成的肩伤，自由泳、仰
泳以及蝶泳都是很容易损伤肩部的
泳姿，主要原因在于肩膀的内旋不
够。这时候，人们会有机器猫一样的
感觉，划水的时候力不从心，甚至可
能出现身体下沉的现象。
针对肩膀内旋力不足问题，尤玲
华建议增加肩关节运动，多进行拉伸
松弛肌肉的动作，如果关节有“卡住”
的感觉，需要进行关节松动，但要注
意的是像抽屉卡住不能使用蛮力，应

找专业的康复机构进行关节松动，避
免造成二次损伤。
在进行运动之前要做好热身准
备，运动时量力而行，出现不适时最
好休息一会。此外，在进行运动比赛
之前，可以去运动医学门诊进行关节
灵活度或稳定性的检测，评估运动损
伤风险。
健身要适度，
不贪心也不做周末勇士
健身是时下潮流的锻炼方式，在
与健身房内的大重量的器材打交道
时，
如果方法用错，
难免健身变伤身。
尤玲华接诊过很多因为健身过
度或健身方法用错而造成运动损伤
的患者，因此，选择健身的第一步，就
是先准确判断自己需要哪些方面的
训练。
之后，大部分人会选择找健身教
练制定健身计划。这时候，要选择有
资质的健身教练，制定计划的时候，
要有针对性，比如有的人是“圆肩”，
即肩胛骨往前倾，这就需要放松让肩
胛骨“向前”的肌肉，锻炼肩胛骨“向
后”的肌肉，这个效果相当于戴上一
个
“背背佳”
。
科学运动包括运动方式、强度、
密度、总时间几个要素。在健身过程
中，不要太“贪心”，大多数普通人每
周两次、每次 45 分钟到 1 小时运动
量即可。
尤玲华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选
择健身，不要“猛攻”某一部分，要注
重全身肌肉的平衡性，练整体的协调
性最重要；也不要做“周末勇士”，要
均衡锻炼时间。

手机上的摄像头
原来真的每个都有用

成了一张完整的照片，呈现在我们眼
前。
当下各大手机厂商都开始采用
这个过程潜藏着一个很大的问
多摄像头的设计，而且随着手机的更 题，那就是要想拍出一张完美的照片
新换代，
摄像头数量也越来越多。
就要保证进入光学系统的光足够多、
为什么拍摄一张照片需要这么 光学系统足够复杂，这就需要一套尽
多摄像头？看似相同的摄像头之间， 可能大的光学系统和尽可能大的感
又有哪些区别？
光芯片，这与手机越做越轻、越做越
薄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要想拍照好还要手机薄 增加摄
而且，当我们拍摄较远的物体时
像头数量是个办法
往往需要变焦的功能，过于薄的光学
想要回答上面的问题，需要先了 系统无法实现光学变焦，只能通过放
解手机是如何拍摄照片的。
大像素的方法将图像放大，这就会导
首先，光线穿过手机的镜头进入 致图像清晰度的下降。
内部的光学系统。光学系统其实是
那么怎样才能在不增加摄像头
一系列的透镜，这些透镜能把从物体 厚度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手机的拍摄
发出的光线汇聚到感光元件上。
能力，让画面更清晰更明亮呢？增加
感光元件再把接收到的光信号 摄像头数量就是一种不错的方法。
转化成电信号，并将这些电信号编码
突出主体、实现变焦、更清晰 多
成手机芯片可以看懂的一串数字信
摄像头各司其职
号，芯片接收到这些数字信号后，会
将它们存储，经过一系列处理把它们
手机背后的摄像头们本领各有
变成一串指令，告诉显示屏上的每个 不同。
像素点该发出怎样的光。屏幕上每
首先，手机需要有一个主摄像
个像素点发出的光汇聚在一起，就形 头，用来采集要拍摄的画面。主摄像

头拍摄画面的清晰度是足够的，但拍
出的画面可能无法足够突出主体，色
彩不够鲜艳，拍摄夜景时物体的轮廓
也不够清晰。此外，在拍摄更远的物
体时，单一的摄像头也无法实现光学
变焦。
于是人们在主摄像头的基础上
又添加了多个辅助摄像头，这样就
可以在拍照时同时采集到更多的信
息。
这些摄像头的位置、参数都不
同，拍摄出的画面有很大的差异，通
过比较不同摄像头各自拍摄出来的
照片，手机就可以利用算法识别出画
面中哪个物体离我们近，哪个物体离
我们远，然后利用设定的程序，将离
我们近的物体尽可能清晰地显示，这
样就达到了与人眼视物类似的效果。
什么决定着手机拍照的清晰度
呢？
拍照的本质是记录光线中携带
的信息，并再次用画面表现出来。因
此，拍摄的画面要想清晰，不光要有
足够多的像素点，还要保证每个像素

点都获得足够多的光线，也就是进光
量要足够，这就需要黑白摄像头来进
行辅助。
对于彩色摄像头，需要在感光元
件上同时采集红、绿、蓝 3 种光。这
就意味着，对于一个 5000 万像素的
摄像头来说，需要在本来就不大的感
光 芯 片 上 分 割 出 5000 万 个 红 色 像
素、5000 万个绿色像素、5000 万个蓝
色像素，一共 15000 万个区域，每个
区域分到的面积十分少，这使得每个
像素接收到的光也会很少。
而黑白摄像头只需要区分光的
明暗就好，对于 5000 万像素的黑白
摄像头，只需要在感光芯片上分割
5000 万个区域即可，平均每个像素
可以接收光照的面积是彩色摄像头
的 3 倍，能够更清晰地将画面呈现出
来。
于是，当手机拥有黑白和彩色两
种摄像头时，就可以同时拍到一张色
彩鲜艳但有些许噪点的图像和一张
更加清晰、噪点更少的黑白照片。芯
片会通过算法合成出一张既清晰、色
彩又绚丽的照片。

解决了突出主体和进光量不足
的问题，无法实现光学变焦也是手机
摄像头的一大缺陷。
要想实现光学变焦，就需要使镜
头伸缩，来改变光学系统的焦距。然
而手机的光学系统被固定在一个很
小的空间内，无法实现伸缩，自然无
法光学变焦。
既然一个固定焦距的摄像头不
行，那么多个具有不同焦距的摄像头
是不是就能实现变焦了呢？
目前可实现变焦的手机一般是
搭载两个或多个不同焦距的摄像头，
拍摄时，不同焦距的摄像头同时进行
拍摄，获得远近不同的图像信息，手
机芯片将这些信息整合，最终合成出
你想要放大的对应倍数的图像，并保
证放大前后画面同样清晰，达到和光
学变焦相同的效果。
简言之，多摄像头就好比多个观
察员，它们各司其职，把物体的轮廓、
颜色、远近等信息记录下来。而手机
芯片则像一个画师，它利用摄像头收
集来的信息再次把画面塑造在我们
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