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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夏季，各种看似言之凿凿的“科普”跟又大又红的樱桃

同步“上市”。

近日，有一段关于樱桃质量安全的视频在网上传播，称

“市面上 99%的樱桃都使用了膨大剂。正常的樱桃只能长到

12—13 克重，用膨大剂可以增大一倍。如果樱桃核没有果仁，

空心的就是用了药……”

常被点名的膨大剂究竟是啥，真有传言中的奇效吗？樱桃

个头的大小，到底跟什么因素有关呢？为此，记者走访了农业领

域专家，就人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咨询。

尚未发现其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

“膨大剂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在樱桃生长过程中，为

了提高授粉率和坐果率，以暖棚方式栽种的樱桃通常需要使

用膨大剂；而在露地栽培的樱桃是不需要使用的。”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杭州）研究员王强告诉记

者，目前，露地樱桃是我国主流栽培模式，据此推算，市售樱桃

的确有可能使用了膨大剂等植物生长调节剂，但使用率应该

不足 50%。

果蔬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植物生长调节剂是如何发挥作用

的呢？

“植物生长调节剂与植物激素具有相似的作用，可以刺激植

物细胞的分裂、增长，不同之处在于，植物生长调节剂是由科学

家人工合成并做了改造，使其活性比植物激素更强。”中国农业

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东辉说。

在管理方面，从 1997年开始，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植

物生长调节剂作为农药进行管理。

据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取得登记的

植物生长调节剂有近 40 种。国际上登记使用的有 100 多种。

批准登记的植物生长调节剂都要制定安全使用技术规范，包

括用药时期、用药剂量、施用方法、使用范围、注意事项和安全

间隔期等，并在产品标签上明确标注，指导农民合理使用。此

外，登记的产品都要进行一系列的残留试验，并根据残留试验

等数据制定残留限量标准和合理使用准则，确保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自 2015 年起，农业农村部对农产品中植物生长调节

剂残留进行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植物生长调节剂的平均残留

值仅为 0.001—0.034 毫克/千克，膳食暴露风险很低，产品质量

安全有保障。

专家表示，在安全性方面，国际上至今为止未发生因植物生

长调节剂残留而引起的食品安全事件。在我国，施用过植物生

长调节剂的农产品对消费者来说也是非常安全的。与其他农药

相比，植物生长调节剂虽然纳入农药范畴管理，但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治病防虫除草的农药，其产品属于低微毒性，有些甚至因为

几乎无毒而被列为不需要制定残留限量的豁免物质。如膨大果

实常用的氯吡脲毒性（半致死量大于 4918毫克/千克）低于食盐

（半致死量为 3200 毫克/千克）。此外，由于植物生长调节剂用

量微小，过量使用易产生反作用，农民不可能大量使用，因此植

物生长调节剂的残留较低。

果实大小由多种因素综合决定

那么，樱桃果实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膨大剂能让果实

“增大一倍”吗？

据专家介绍，大果樱桃和无核樱桃与品种特性、栽培措

施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的使用都有关系。

徐东辉告诉记者，“美早”是目前樱桃种植品种当中果实最

大的一种，这个品种的樱桃具有果型大、口感饱满且甜等特点。

正常情况下培育的“美早”，单果重量是 8—12克，特殊栽培方式

下可以达到 16—20克。

“我国选育的甜樱桃品种‘红灯’，正常情况下单果重可达

11—15 克。从用药调控角度看，已经有文献报道，通过植物生

长调节剂赤霉酸处理樱桃，能提高单果重约 15%—30%，膨大作

用是有限的。”王强说。

那么，樱桃无核就意味着经过了膨大剂处理吗？王强

说，这个说法太绝对了。尽管有文献报道，一定浓度的赤霉

酸处理后樱桃核会形成空心，但低浓度赤霉酸处理后不一定

100%为无核果。此外，造成樱桃空心的原因也有自然败育或

其他可能，不一定是因为使用了赤霉酸等药剂。

徐东辉解释，为提高樱桃的授粉率和坐果率，果农会在花期

施用赤霉素等植物生长调剂，同时可能造成无籽果、果实无果仁

等现象，但这不影响樱桃的安全性。

99%的樱桃是催大的？

专家指出膨大剂使用安全性有保障

本报记者 马爱平

今年雨水来得早、雨量大，全国多地刷新历史

纪录。雷电、暴雨等这些强对流天气现象，与人类

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暴雨之下，有人对于饮用水

源、电动车和太阳能热水器的安全问题提出了疑

问，还有网传视频将暴雨和海市蜃楼等自然现象相

关联。为了厘清真相，科技日报记者走访了多位相

关领域的专家，听听他们怎么说。

会不会污染饮用水源？
控制好污染源至关重要

最近全国多地连降暴雨，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

来不便，也让人担心：暴雨会不会污染饮用水源？

对此，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黄津辉表

示，暴雨导致饮用水污染的情况，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不同的地方，污染风险并不相同。

“首先要看饮用水的水源是从哪里来的，是地

下水还是地表水。”黄津辉认为，如果是地下水，需

要分析这一地区的地质条件。有的地方特别是山

区，地质条件有裂隙岩，会导致雨水沿着裂缝进入

地下。如果是冲积平原，降水下渗要通过很厚的粘

土层，在下渗过程中，实际上已经对水中的颗粒物

起到了过滤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农业耕作施肥

后未被农作物吸收的氮、磷等化肥成分，下大雨后

会加速渗入到地下水。

黄津辉分析，如果饮用水来自地表水。下雨

时，地表径流流量变大，从四面八方汇集的水，最后

都流到河里，则容易造成非点源污染。有些地方乱

扔垃圾乱倒油污，一到下雨时，周边的农田、工业

区、居民区的污染物被冲进河道。很多作为饮用水

水源地的水库和湖泊，承接的正是上游各个河道里

来的水，所以如果上游有污染物顺流而下，那么污

染物就可能进入水源地，饮用水就会受污染。

“预防暴雨带来的水污染风险，更多的是要控

制污染源。水是流动的，总是要从上游流到下游，

所以上游能不能采取控制措施，就决定了能否保护

下游水质。”黄津辉表示。

能不能开电动汽车？避
免“深度穿行”和长时间浸泡

电动汽车作为一种主要的代步工具，在雨天驾

驶电动汽车通勤在所难免。专业人士提醒，电动汽

车有防水设计，但并不意味着电动汽车可以随意在

水中“深度穿行”和长时间浸泡。如果关键的“三

电”部件（电池、电机和电控）进水，会对车辆造成伤

害，导致短路或无法启动。

“下雨的时候，电动汽车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电动汽车底盘最低的部分是电池组，每个电芯和电

池包都是做好防水的。目前我国电动汽车防护级

别大都达到了 ip67级以上，这个级别能做到没过电

子设备 1 米水深半小时不出问题。”中汽数据有限

公司管理部项目经理李川鹏介绍。

“尽管电动汽车涉水能力比较强，但还是不建

议往水太深的地方开。”李川鹏强调，如果水没过底

盘，进到机舱里就比较危险，因为那里的线束可能

就没有防水包裹。而且主电源往往会连接“一分

多”线束，以便为灯、空调、音箱供电。电动汽车的

电子化程度高，其线束要比燃油车更多。这些线束

的防水性能就不那么强，有可能造成短路。

可不可以用太阳能热水
器？应切断电源，防止设备损坏

夏季暴雨天气频频光顾，不少人都有这样的疑

问和担心：雷雨天气中能不能使用太阳能热水器？

在雨天使用太阳能热水器会不会更容易遭受雷

击？对此天津沐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冲

表示，合格的太阳能热水器本身具有防雷击设计，

规范安装，正常使用是安全的。但雷雨天气下，有

可能造成电器设备损坏，因此不建议雷雨天使用太

阳能热水器洗澡。

刘冲介绍，太阳能热水器一般是放在建筑的顶

部，而建筑都会有自己的避雷装置，太阳能安放的

位置一般不会高过避雷装置。此外，太阳能热水器

本身具有防雷击设计，有接地的线路，随着电源进

入户内，户内有零线火线地线，可以将雷击导电风

险化解。同时，太阳能热水器的太阳能板外层是强

化玻璃，内层是铜管，外皮是合成塑料，不会导电。

虽然集热器支架是金属材料，但安装的时候，都会

和建筑物的避雷带或接地端子相连接，也会避免雷

击风险。

“我从业大概 10年了，几乎没有听说有人因下

雨时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而遭受雷击的情况。”刘冲

说，但是雷击会瞬时增大电量，对正在使用的电器

造成损坏。因此雷雨天气时，为了安全起见，还是

应尽量把太阳能热水器的电源切断，防止电气设备

损坏。

饮用水被污染饮用水被污染？？电动车电动车、、太阳能热水器不能用太阳能热水器不能用？？

暴雨中这些安全问题暴雨中这些安全问题““浮出水面浮出水面””

6月以来，我国南方迎来持续强降雨，因其影响范

围广、持续时间长、极端性强、局地强降水重叠度高等

特点，也引发网友热议，并将其归咎于“异常天象”。

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王建成研究员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按照常识，降水的成因更多在于大气环流

和气候变化，它有时有规律，有时没规律，但把持续

降雨和洪水灾害与太阳系其他行星乃至银河系联

系到一起，这是毫无科学道理的，稍有物理学常识

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纵观历史，长江水患频仍，是由于长江整体呈

东西走向，并基本处于同一纬度，若上中下游同步

进入汛期，防汛压力就会剧增。而今年也是这样的

局面，7 月 4 日至 10 日，云南、重庆、贵州至长江中

下游地区出现今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江西境内鄱

阳湖压力尤巨。

水利部中国水科院减灾中心洪水管理与影响

评价研究部主任李娜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1998 年洪水之后，我国做了几项大工程，长江防洪

能力大幅提升。重点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移

民建镇”工程，长江的蓄洪能力有所增加；长江干流

堤防的加固加高和河道疏浚，行洪能力大大加强；长

江干支流上修建了很多具有防洪作用的水库，调蓄

洪水的能力显著提升，最主要的是建成了三峡水利

工程，其防洪库容达到220亿立方米。同时，长江流

域的洪水监测、预报和防洪联合调度的覆盖面、准确

度和时效性，与20多年前相比也有了很大提升。

“如果再发生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长江干流的

防洪体系完全没有问题。”李娜表示，但长江东西横贯

非常长，一些支流和上游山洪沟的防洪能力还不高，

局部区域发生洪水造成损失的局面还难以避免。

降水由大气环流和气候变化决定

与天体联系到一起毫无科学依据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是我国为满足空

间天气预警监测需要建立的，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收

集、处理数据并发布空间天气现报、警报与预报，为

我国卫星发射及科学研究部门提供观测数据。

科技日报记者7月16日在国家卫星气象中心—

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网站首页醒目位置看

到，过去 24小时空间天气综述为“太阳活动水平极

低，没有爆发 C 级以上耀斑。”“预计未来 3天，太阳

活动水平极低，爆发 C 级以上耀斑的可能性低；地

磁活动平静到微扰。”并未出现传言中的异动。

“太阳是太阳系的主宰，能对地球产生决定性

影响的只能是太阳，土星、木星的影响微乎其微，来

自银河系的影响更是不值一提。”长期从事太阳物

理研究的中科院云南天文台研究员林隽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目前，太阳整体上处于一个非常稳定的

阶段，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大约 50 亿年里

也将保持这样的状态。

太阳在整体能量释放平稳的基础上，大约每

11 年会表现出明显的磁场活动现象，具体表现就

是表面会出现很多黑子，并伴随有间歇性的能量突

然释放，被称为太阳爆发。

“对于有人类活动的地球来说，太阳爆发导致

的后果有时是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比如短波无线

电通信中断、大型变电站设备烧毁、卫星运行异

常等。”林隽指出，从长时间的统计结果来看，太

阳磁活动与地球灾害之间大致有负相关的关系，

即太阳活动频繁、表面上黑子很多、爆发激烈的

时候，地球上一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太阳活动

不频繁、表面上黑子很少甚至没有黑子、明显缺

少爆发的时候，地球上的自然灾害会明显增加。

太阳自从前一个活动周结束之后的 2007—

2009 年，就进入了罕见的不活动时期，原来预期从

大约 2012 年开始的上一个活动周中，确实出现连

续几百天太阳表面上没有黑子的状态，这种状态断

断续续一直持续到现在。

“太阳带着太阳系内的一众成员，基本上一直

都在银河系所在的平面，也称为银面上围绕着银河

系中心旋转，不存在并到一条线上、让地球引力场、

磁场紊乱的问题。”林隽说，地球自转、公转，以及太

阳围绕银河系中心的运动，都是这些天体经过几十

亿年的相互作用、相互磨合之后达到的一种自然和

谐状态。其间偶尔会有些起伏波动，但至少在可以

预见的近 50亿年内，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认为，把两种

不相干的事实扯在一起，引出一个谬论，是一种典

型的伪科普逻辑。

太阳状态正常

木星、土星对地球影响可忽略不计

在云南省地震局，预报中心主任苏有锦研究员听

明记者的来意，肯定地说：“地震成因主要是地球本身

的结构和运动导致，地震发生和天象没有相关性。只

要地球在运动，就会一直有地震发生。”

苏有锦介绍，全球 7.0 级以上的地震年均水平

为 18次左右，半年频次为 9次左右，今年 1月至今，

共发生 6次，频次略低于年均活动水平；同期，我国

大陆地区共发生 5.0级以上地震 19次，频次虽然略

高于年均活动水平，但仍在正常活动范围内。“因

此，从全球尺度和中国大陆地区来看，今年以来的

地震发生情况保持在正常活动水平范围内，并没有

什么特别之处。”苏有锦说。

在全球范围内，平均每天都会发生一万次左右

的地震。“地震发生在时空分布上具有不均匀性特

征，它在某个时段会相对频繁一些，某个时段会相

对少一些。”苏有锦说，如今年 7 月 12 日，河北唐山

发生 5.1 级地震，云南绿春发生 4.4 级地震，四川若

尔盖发生 4.2 级地震，备受关注。“人们聚焦于地震

地震与天象没有相关性

目前发生频次在正常范围内

近日，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中，有网友表示暴

雨过后，城市内出现了海市蜃楼的景象。那么暴雨

过后，城市中是否真的能出现海市蜃楼的奇观呢？

对此，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教授张连众表示，

海市蜃楼是一种因光的折射而形成的自然现象，是物

体反射的光经大气折射而形成的虚像。就像盛了一

半水的玻璃杯里插根筷子，会看到筷子是弯折的，这

是因为空气、水、玻璃有不同的折射率。正常的空气

随着高度提升，会有很小的密度变化，随着高度升高

逐渐减小，折射率不会变化太大。有时候特殊的天气

条件会导致温度、动力等因素异常，就使得空气的密

度发生比较复杂的变化，引起了折射率改变，所以某

一处的地面景观，在空气中传播的时候，因为折射率

的变化，其并非按照直线传播，而是由于折射反射的

变化，在另一处地方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形成海市蜃

楼最简单的原理。

“海市蜃楼的科学原理是非常清晰明确的，暴

雨应该不是造成海市蜃楼的原因，因为暴雨不会

直接导致空气折射率发生变化。”张连众说，暴雨

要是下得很大的话，雨水从高空落下，对空气起过

滤和清洗作用，这种情况下更不会出现空气折射

率的突变。

暴雨后城市中出现

海市蜃楼奇观？假的！

本报记者 陈 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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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轮回，今年是小轮回的庚子年，更是 180

年周期的白元年，太阳、地球、木星、土星以及银面

并到了一条线上，让地球引力场、磁场紊乱，太阳风

离子更猛烈地扑向地球，所以灾害频仍，未来几个

月是最高峰……”

最近，类似传言甚嚣尘上，“地球引力场、磁

场紊乱”“地质、气候巨大灾难”等在微博、朋友

圈以及一些短视频平台频刷存在感。看似“好

心又科学”的提醒，到底有没有道理？如何看待

今年出现的气象、地震等灾害？科技日报记者

邀请天文学专家和地震及防灾减灾专家为您答

疑解惑。

本报记者 赵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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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多了，但从长期观测结果来看，基本也在这

些地区地震发生情况的正常范围内。”苏有锦说，一

般来说 5级以下地震基本上不会产生破坏。

此外，近日一些所谓预测某时某地会发生地

震的言论也是没有科学道理的。在现实生活中，

有人“看到天空中有地震云”，又或“谁家的动物

出现了异常反应”……事实上，这些所谓的预兆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即便人类目前的科学技术已

经长足进步，但依然做不到像预报天气一样提前

预报地震发生。

“从积极防灾的角度说，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科

学合理选址，按抗震设防标准把房子建得结实，尤

其是在多震区和地震易发区，还应做好防震减灾知

识宣传，这才是科学、务实的做法。”苏有锦强调。

子虚乌有的天象谣言子虚乌有的天象谣言
才是真才是真““灾害灾害””

网传庚子年多灾多难，180年周期白元年，

太阳、地球、木星、土星和银面并到一条线扰乱

地球引力场、磁场，导致地震、洪水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