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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科协科普志愿活动
送新春好礼进万家

□张吏

近日，江北区科协联合区委宣传
部和铁山坪街道在铁山镇街道五里坪
社区开展“迎新春·送科普”志愿服务
活动。

活动现场，举办了2022年度铁山
最美志愿者颁奖仪式，为2022年度铁
山最美志愿者颁发证书，包括科技志
愿者、巾帼志愿者、环卫志愿者等 12
位。区曲艺家协会为群众带来一台
丰富多彩的迎新春节日秀，内容涵盖

舞蹈、杂技、魔术以及最为震撼的川
剧变脸。文艺演出结束后，江北区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科学普
及队成为了主角，群众排好队伍，有
序领取区科协为大家准备的新春礼
物。现场发放“江北科普”科普宣传
册 100份、环保袋 100个、科普宣传品
100个。

春节将至，江北区科协还将江北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科学
普及队带入基层，把新春好礼送进千
家万户。

浪漫的烟花？
不过是焰色反应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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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东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走深
走实，近日，城口县科协领导来到帮扶
社区北屏乡太平社区作党的二十大精
神主题宣讲。

宣讲会紧扣党的二十大报告原
文，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30个关键词
对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了深入阐述，并
结合城口县第十四次党代会确立的

“三县一城一枢纽建设”目标，介绍了
科协如何在实际中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

下一步，城口县科协将把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市
科协党组《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实施意见》，团结引领
全县广大科技工作者切实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贯彻
落实好《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
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着力开展好科
学素质提升、科普阵地建设、科技助力
乡村振兴、科普平台载体建设等工作，
积极融入全县“三县一城一枢纽”建设
整体布局，为城口县“十四五”发展贡
献科协力量。

城口县科协到帮扶社区
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成澄

说起烟花，大部分人的第一反
应 会 是“ 浪 漫 ”“ 绚 丽 ”“ 光 彩 夺
目”……然而，根据《中国烟花爆竹
标准——安全与质量》对烟花爆竹
的定义，则是：以烟火药为原料，用
于产生声光色的娱乐用品。一经定
义，烟花瞬间便失去了几分浪漫的
味道，但仍有不少人充满求知欲：到
底是通过怎样的变化过程，才能绽
放出如此美丽的烟花呢？

焰色反应是一种定性分析法

焰色反应是一种定性分析法，也
称作焰色测试及焰色试验，是某些金
属或它们的化合物在无色火焰中灼烧
时使火焰呈现特殊颜色的反应，通常
用于检测金属离子，判断物质中是否
含有这些金属或金属化合物。

最古老的定性分析法源自中国南
北朝时期，著名的炼丹家和医药大师
陶弘景在他的《本草经集注》中记载：

“以火烧之，紫青烟起，云是真硝石（硝
酸钾）也。”

18世纪中叶，德国著名定性分析
化学家马格拉夫在对比植物碱（草木
灰，即碳酸钾）与矿物碱（苏打，即碳酸
钠）转化生成的各种钾盐与钠盐的晶
形、潮解性和溶解度时，发现了钠盐和
钾盐可以分别使火焰着上各自特殊的
焰色。自此，利用焰色反应鉴别钾盐
和钠盐就成为了常用的定性分析手
段。

19世纪中叶，本生灯的出现又给
焰色反应增加了一层神奇的色彩。本
生灯能使煤气和空气在灯内充分混
合，从而使煤气完全燃烧，产生几乎无

色的高温火焰。利用这种灯，德国著
名化学家本生展开了对焰色反应的详
细研究，并在物理学家基尔霍夫的建
议下，通过观察光谱，实现了对元素的
定性检验，开创了分析化学的一个重
要分支——光谱分析。

由于每种元素都拥有自己的特殊
“身份证”——特征谱线，所以，利用物
质的光谱来鉴别物质及确定它的化学
组成和相对含量的光谱分析法就显得
格外灵敏、迅速。历史上曾通过这种
方法发现了许多新元素，如铷、铯、氦
等。因为钠、锶等元素的光谱中有某
些谱线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它的焰
色反应会非常明显，烟花制作者便是
利用了这些特点，制作出了颜色亮丽
的烟花。

烟花绽放中的变化

我们常见的烟花会在漆黑的夜幕
中凌空而起，绽放出宛若流星陨落般
的花火。

其实，烟花与鞭炮的结构非常相
似，它们都是用烟火药作为药引，药剂
爆炸时会瞬间将烟花送上高空，而火

药在高空中燃烧，就会形成烟花。
在烟花制作过程中，制作人员会

加入定量的金属发光剂（主要为铝粉
和镁粉）和发色剂（主要是金属化合
物）。当金属发光剂在氧气中充分燃
烧，就会发出耀眼的白光；而发色剂中
的金属和氧离子结合时，则会发生剧
烈的焰色反应。此时，烟花就会产生
出不同颜色的光芒。

常见的发色剂，例如钠元素燃烧
时产生黄色焰色，铜元素燃烧时产生
绿色焰色，钾元素燃烧时则产生浅紫
色焰色。烟花制作者会将这些物质进
行巧妙的排序，来决定燃烧的先后次
序。这就是我们能够在一发烟花弹中
看见丰富多彩、变幻莫测的烟花的原
因。

看到这里，相信不少人都会觉得
焰色反应是一种化学变化。其实不
然，事实的真相是：焰色反应属于物理
变化。因为在焰色反应中并没有新的
物质生成，主要是物质内部的电子能
级改变所产生的变化，并不涉及化学
性质和其本身物质结构的改变。

那烟花绽放存在化学变化吗？答
案是存在的。当烟花升空，我们会听

见花开的声音——砰！这是燃烧的火
药在空中爆炸的声音，也是化学变化
的开始。根据不同的药剂，烟花爆炸
的声音也不尽相同。有的能产生出悦
耳的哨声或笛声，有的则能产生出类
似鸟鸣的“嗡嗡”声。

既美观又环保的电子烟花

“爆竹声中一岁除……”曾经，只
要听到噼里啪啦的鞭炮声，看见一簇
簇绚丽夺目的烟花，人们便知道，翘首
以盼的春节即将来临。然而，近几年，
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实施《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管理规定》，许多城市的天空
不再有烟花，耳畔也不再有扰人清梦
的鞭炮声。部分人对此举赞不绝口，
部分人却认为失去了节日氛围，不免
显得有些冷清。

那么，你知道这些美丽的烟花与
响亮的鞭炮，是无形的大气“杀手”吗？

从古至今，我们都知道烟花爆竹
具有易燃易爆的特点，每年春节因此
造成的伤亡数不胜数。并且，烟花爆
炸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和
PM2.5，这些刺鼻的气体不仅会对大气
造成危害，更会影响人体的呼吸系统
和心血管系统。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心环保问题，于
是电子烟花由此诞生。

电子烟花不采用烟火药和药
引，单纯利用内部的电子元器件，通
过灯光反射带、彩屑来产生传统烟
花爆炸后的绚烂。例如 2018 年，河
北就举办了一场美轮美奂的电子烟
花展，展览结束后，既没有产生过多
的刺鼻气味，也没有产生传统烟花
燃放后会有的垃圾，甚至还能回收
利用，非常环保。

所以，并非只有传统烟花能为
我们带来浓厚的节日氛围。你不妨
转念一想，还有什么会比加入了人
类科技智慧的电子烟花更酷炫更浪
漫的呢？

近日，重庆出现了一次超强降温，
主城区迎来了今年冬季的首雪。在兴
奋之余，你有没有发现，最近你的手机
变得越来越“难用”了？

相信不少人都知道电子产品怕高
温，过高的温度甚至会直接将设备烧
毁。但实际上，低温对电子产品的破
坏也非常大。目前，很多手机在说明
书的注释中都给出了手机使用的正常
操作环境。如苹果手机是0~35℃，华
为手机则是-10~45℃。由此可见，过

低或过高的温度都会对手机的使用造
成影响。

那么，低温环境对手机的影响表
现在哪些方面呢？

一般来讲，电池的蓄电能力通常
会受气温的左右，所以，低温对手机造
成的最大影响就是耗电速度加快。当
气温在0℃以下时，电池的蓄电能力
会降低30%甚至更多，因此，会大大
降低手机的使用时间。

其次，在低温环境下，手机还会出

现反应迟钝、屏幕重影等问题。如果
从寒冷的室外突然进入温暖的室内，
出现的水汽也会凝结到手机上，有可
能会进入主板，使手机受潮，从而导致
手机突然死机或无法开机。

不过也不必担心，只要不是长期
处于低温环境，一般的低温对手机造
成的影响都是可以自然修复的，只要
温度恢复到正常操作的范围，其性能
也会随之恢复正常。

（本报综合）

近日，国家航天局公布了我国嫦
娥五号月球样品的科研成果：科学家
们通过对月球样品的研究，发现在20
亿年前，月球依旧存在岩浆活动。

嫦娥五号的首批样品于2021年7

月12日向国内科学家发放，目前已完
成五次样品分发，共计198份65.1克。

2021年，科学家团队通过对嫦娥
五号采集月球样品中玄武岩的研究，
证实月球火山活动可以一直持续到

20亿年前，刷新了人类对月球岩浆活
动和热演化历史的认知。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李献华院士说：“在此之前，我
们一直认为月球的岩浆活动在30亿

年到28亿年前就已经结束。这次通
过对嫦娥五号月球样品的研究，加
深了人类对于月球的认识，我们也
更期待嫦娥六号任务能够带来更多
新的发现。”

据悉，位于月球背面的南极-艾特
肯盆地，是太阳系中最大的陨石坑，直
径超过2000公里，它很可能隐藏着月
球形成早期的更多信息。相信嫦娥六
号的月球极区采样返回任务，能为我
们带来更多新的发现。

（本报综合）

今年重庆将开建6条轨道交通线
路，分别是中心城区至永川、南川、大
足、綦江（万盛）等 4 条市域铁路，以
及 7 号线一期、17 号线一期等 2 条城
市轨道。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心城区至永川、南川、大足、綦江
（万盛）等 4 条市域铁路总长 278 公
里。4条线路计划年内开工建设，将
加强主城新区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
系，形成“1小时通勤圈”，助力打造“轨
道上的都市区”，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其中，永川线线路长68公里，起于
重庆西站，止于永川城区，途经重庆高
新区和璧山区，可与城轨快线15号线、
规划26号线贯通运营，全程旅行时间
约50分钟。

南川线线路全长75公里，起于巴
南区惠民，止于南川金佛山，可与城轨
快线27号线贯通运营，全程旅行时间
约45分钟。

大足线线路长56公里，起于璧山
区黛山大道，止于大足石刻高铁站，途
经铜梁区，可与城轨快线27号线贯通
运营，全程旅行时间约38分钟。

綦万线线路长79公里，起于巴南
区学堂湾，止于万盛城区，途经綦江区，
可与规划城轨快线28号线贯通运营，
全程旅行时间约45分钟。

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起于科学城
高铁站，止于金凤站，全长25公里。轨
道交通17号线一期起于大学城站，止
于石家院子站，全长13公里。

7号线一期、17号线一期计划年内
开工，将建设形成覆盖科学会堂、科学
谷、金融街、金凤、大学城等重要节点
的南北向骨干线路，增强科学城核心
区轨道覆盖，构建科学城轨道骨架，并
预留南北向延伸条件，促进重庆高新
区和北碚、沙坪坝、九龙坡、江津、璧山
协同发展。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供稿）

今年重庆将开建
6条轨道交通线路

低温为何会影响手机使用

嫦娥五号采集样品
揭示20亿年前月球仍存在岩浆活动

□刘小兰

近段时间，大足区科协领导率队走
访慰问镇街、园区科协主席及基层科技
工作者代表，为他们送去了党和政府的
关怀，并致以节日的祝福。

活动中，大足区科协一行与科技工
作者代表亲切交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
对科协工作的大力支持，同时借助走访
慰问时机，听取他们对全区科技创新、
人才政策以及科协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激励他们踔厉奋发、笃行不怠，在各自
领域和岗位上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
更生精神，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次新春慰问活动对象包括 27

个镇街和 4 个工业园区科协主席，8
个区级学会推荐的共计54名基层科
技工作者代表，旨在表扬基层科技工
作者为大足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
贡献，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热情，
推动大足做靓文化会客厅，建强“两
高”桥头堡。

今后，大足区科协将进一步加强
与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强化线上线下

“建家交友”，切实为大家解难题、办实
事，大力营造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良
好氛围。

大足区科协开展新春慰问活动
营造良好氛围

□刁雯蕙 刘传书

近日，一项发表于《科学》杂志的
研究颠覆了以往人们对饮水的认知。
在该研究中，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
术研究院医药所能量代谢与生殖研究
中心首席科学家、深圳理工大学（筹）
药学院讲席教授约翰·罗杰·斯彼克曼
团队联合近100个国际团队，基于稳
定同位素法，对26个国家共计5604
名受试者进行了研究，样本年龄覆盖
8天大的婴儿到96岁的老人，推导出
全球首个用于预测人体每天需水量的
公式，首次揭示了人类全生命周期的
需水量规律。

“了解影响水周转率的因素以及
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我们在预
测未来水需求方面向前迈出的一大
步。这项工作建立在来自世界各地科
学家的贡献基础上，显示了国际科学
合作在回答重大科学问题方面的重要
性。”斯彼克曼表示。

人体每天的水周转量即水的总交

换量，包括了我们摄入的水分和流失
的水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
需水量。

斯彼克曼团队联合国际团队，基
于国际“双标水”数据库，运用氘稀释
技术测量了受试者的水周转率，发现
20~35岁男性每天的水周转量为4.2
升，30~60岁女性每天的水周转量为
3.3升，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
到了90多岁，都下降到2.5升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水周转量并不等
于饮用水的需水量。例如，一名20多
岁的男性每天水周转量为4.2升，但并
不需要饮用4.2升水，因为人体代谢和
体表水交换可提供其中的15%，其余
85%的需水量来自食物和饮水，食物
和饮水各半，因此该年龄段男性每日
平均饮水量为1.5~1.8升。

相比之下，女性饮水量较小，因为
女性的非脂肪成分低于男性，例如一
位20多岁的女性，每日的饮水量可能
为1.3~1.4升。

经研究发现，水周转率的个体差

异较大。例如仅在成年人中，有些人
每天的水周转率仅为身体水分的5%，
而 另 一 些 人 的 水 周 转 率 则 高 达
20%。不同年龄段、性别、国家的人的
需水量是不同的。

研究人员表示，在过去的研究中，
对于人类需水量的研究大多依赖于主
观问卷调查和实验室里的生理学研
究，样本量少且评估方法不精准。

而该研究团队用氘稀释技术客观
精确地测量了受试者的水周转率，研
究了整个人类生命过程中，体重、年
龄、身体成分、总能量消耗、身体活动
水平等因素，以及气候、纬度、海拔、温
度和湿度等条件对水周转率的影响。

分析发现，生活在炎热潮湿的环
境和高海拔地区的人群，以及运动员、
孕妇、哺乳期妇女和高体力运动水平
人群中，水的周转率更高。此外，在发
展中国家和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
中，也观察到较高的水周转率；日常体
育活动也会增加水周转率。

此外，该研究提到，水周转率被证

明与很多生理健康指标相关，例如身
体活动水平、体脂率等，并首次提出了
水周转率可以作为反映人类代谢健康
的新生物标志物的理念，这为肥胖、糖
尿病等各种代谢慢性疾病的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

基于上述因素对水周转率的影
响，科研人员开发了全球首个用于预
测人体水周转率的方程式。“该方程式
可以运用在世界各地的国家与地区，
只需要了解一个人的基本生理指标和
其所在生活环境的平均温度和湿度，
就能预测一个人的需水量。”研究人员
介绍。

随着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气
候变暖，该研究提供了大数据集指导
下用以预测人类需水量的方程式，为
未来饮用水和富水食品的管理方案的
制定与改进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水是生命所必需的，水周转率与
需水量密切相关，该研究迈出了建立
个性化预测水周转率算法的第一步。”
斯彼克曼表示。

人体水周转率
告诉你人类全生命周期的需水量规律

□李小华

近日，在传统节日“春节”临近之
际，渝北区科协领导一行先后到渝北区
人民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以下简称“重医附三院”）慰问一线科
技工作者代表，为他们送上慰问礼品，
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美好的祝福。

慰问现场，渝北区科协领导充分肯
定了渝北区人民医院、重医附三院一直
以来在医疗救治和健康科普等工作中
做出的突出贡献，勉励一线科技工作者
代表，在今后的工作中，要继续深入研
究、勇于创新、再接再厉，提升渝北区人
民医院的学术影响力。

在座谈交流中，渝北区科协领导表
示，希望渝北区人民医院依托院士工作
站等平台，与院士团队交流合作，培育
一批业务骨干，提升科研能力和业务水
平；广大医务科技工作者在今后工作中
要积极发挥作用，申报健康科普活动，
开展义诊科普宣传，助力渝北居民科学
素质提升。重医附三院发挥医院医疗
人才集中优势，立足渝北、放眼西南，不
断强化医疗技术创新、医疗服务管理创
新，引进培养高精尖人才，突出医疗服
务能力、科研创新能力、医疗质量与安
全等核心竞争力建设，带动渝北医疗服
务能力持续提升，促进渝北医疗事业高
质量发展。

渝北区科协慰问医疗卫生系统
一线科技工作者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