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中秋，不知道你有没有对着圆月

吃上一口香甜的月饼，再品上一壶好茶。说起品

茶似乎有很多讲究，但你是否知道不光茶能品，水

也能品。不久前，成都环境集团所属自来水公司

的一位 90后品水师就在网上火了。那么水到底是

如何品的？又能品出什么呢？10 月 10 日，科技日

报记者走近“品水师”，带你一探究竟。

品水师是这样工作的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定法》将水的嗅味分为 6

个等级。0 级无任何嗅味；1 级嗅味微弱；2 级嗅味

弱；3 级嗅味明显；4 级有显著臭味；5 级具有较为

强烈的恶臭或异味。

普通人只能辨别 2—5 级水，而 0—1 级的水，

恐怕只有嗅味敏感的品水师才能够辨别。

“我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对生产过程中的水进

行取样，然后做嗅味检测，如果发现异常，我们会

根据公司的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处理。”成都环境集

团所属自来水公司首席“品水师”王兰英说。

品水师的品水过程可以概括为“一闻，二尝，

三观色”。“闻，取水样后，根据不同的检测需求，分

冷水嗅味检测和热水嗅味检测；尝，水取样过后就

要进行品尝，尝自来水的‘味道’；观色，在对各环

节的水取样过后，进行比色管比对，看水的色度。”

王兰英说。

随后，王兰英给记者演示了品水的过程。在

她面前的 5根水管里，分别流淌着水厂生产过程中

重要环节的水样，她先提取其中 4份水样加热至微

沸后，通过嗅觉检测其是否有异味；然后拿起量杯

从第五个管子中接一杯出厂水，含入口中进行感

知；再将先前提取的水样与色度系列标准进行对

比，确定水样色度，最后将嗅味和色度检测结果记

录在册，而这样的一套检测流程，王兰英和同事每

半小时就要做一次。

品水师是这样炼成的

以前，成都环境集团所属自来水公司的嗅味

检测工作都是由水厂化验室人员、一线运行值班

员兼职完成的。由于人的嗅觉和味觉灵敏度存在

差异，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为了进一步

把好自来水水质安全关，近年来，该自来水公司建

立了嗅味检测能力测评机制，从公司水厂运行和

化验岗位细分出品水师。

王兰英就是由一名运行值班员经过反复训练

和强化嗅味辨识，在 4万余次的嗅味检测中建立起

条件反射，并在接受化验知识的专业训练、嗅味检

测能力测评等层层考验后，成为一名品水师的。

严格的检测流程，也对品水师提出了高要

求。为了保持嗅觉灵敏、味觉辨识度高，“品水师

不能吸烟，不能使用香水、气味芳香的护肤品，不

能食用具有气味的调味品（如大蒜），避免接触强

烈挥发气味的物品（如汽油、柑橘）等。”王兰英说，

除了这些条条框框以外，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品

水师，还要嗅觉灵、味觉辨识度高、视觉好，并且要

细心、耐心、有高度责任感。“因为工作要靠鼻子和

嘴巴，所以日常生活中要对它们精心呵护。”

品水师是仪器无法替代的

据了解，符合 GB5749-2006《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106 项指标限值的自来水，才是合格的自来

水。而合格的自来水应是无色、无味、无嗅（除正

常氯味以外）的液体。

但有人可能会问：现在有很先进的仪器可以

检测水的质量，还需要品水师做什么呢？

首先，在《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列出的 106项

水质标准中，自来水绝大部分指标都可以通过各

种分析仪器和设备来进行检测。但其中有一项嗅

味感官指标，需要根据人的嗅觉和味觉进行感知

和识别，目前还没有仪器设备可以取代人的这两

种感官能力，必须通过人工检测完成。其次，饮用

水不像香水、榴莲等有浓郁气味，因此饮用水的嗅

味等级判别比较困难。正因如此，才需要品水师

这个职业。

“不同于品酒师和闻香师是判断酒和香水本

身具有的特殊味道和气味，品水师的主要任务是

识别自来水中除正常氯味以外的其他任何异常气

味和味道。”成都环境集团所属自来水公司相关负

责人解释说，品水师更像是一个预警员，相比仪器

检测，一定程度上可以更直接、快速地综合评判水

质风险，以便快速处置。

品过茶品过酒，但“品水”是个啥操作

新知

1550 米！我国在广东北部发现了目前最深

的工业铀矿化，创我国铀矿发现深度纪录。

项目负责人、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院长李

子颖 10月 9日告诉记者，这一发现将我国工业铀

矿化的发现深度，从之前的千米左右向深部推进

了 500多米。

什么是铀矿？铀矿发现深度的突破难在

哪？新在哪？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1789年，M·H·克拉普罗特从德国铀矿中发现

了铀，并将其命名为Uranium，元素符号定为U。

地球诞生之前，甚至在太阳诞生前，铀就存

在于宇宙中了。

如果要评选世界上最美丽动人的矿石，铀矿绝

对名列前茅——它被誉为矿石家族中的“玫瑰花”。

李子颖告诉记者，铀作为一种特别活泼的元

素，可与许多元素结合形成矿物，自然界已发现的

铀化物有300多种，它们有的特别容易氧化，形成

新的矿物，风吹日晒后颜色更加鲜艳。19世纪末

20世纪初，欧洲不少建筑物还用它来做装饰材料。

即使现在，铀玻璃仍受到不少玩家的推崇。

所谓铀玻璃，是一种玻璃制品。在熔融的玻璃水

中加入铀盐，会得到一种漂亮的绿色或黄绿色玻

璃，在紫外线下会发出绿色荧光。自然光下玻璃

表面会显出油腻的感觉，所以又称为凡士林玻璃。

1938 年 O·哈恩和 F·施特拉斯曼用中子轰

击铀核发现核裂变同时释放出能量，引起人们重

新对铀的重视；1946 年，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

强及其夫人何泽慧发现了铀原子核“三分裂”“四

分裂”现象，在世界科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第二次

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由于核武器和核动力的需

要，加速了铀资源的勘探和开采。

天然铀中主要含有铀 238 和铀 235，它们都

是铀的同位素，半衰期分别是 44.68 亿年和 7.04

亿年，这样的半衰期可谓地久天长。在它们的衰

变过程中，铀矿石会释放α射线、β射线和γ射

线，其中最主要的是α射线。

相比最危险的γ射线，α射线穿透性最弱，一

张纸就可以把它挡住。但在铀矿开采时，需要采

取保护措施。因为铀矿埋在地下时是密封的，长

年累月聚集了很多具放射性的氡气，它是由铀衰

变产生。氡的半衰期只有3.8235天。铀矿中大量

聚集的氡气很危险，人吸入体内后会损害健康。

铀矿被誉为矿石家族中的“玫瑰花”

铀元素活泼，喜欢“广交朋友”，比如碰到碳硅

泥，就在碳硅泥里富集，而且在各种岩石中的含量

很不均匀。正因如此，虽然铀元素分布广，但铀矿

床的分布却很有限，主要分布在中亚、澳大利亚、加

拿大、南非、西南非、俄罗斯、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日常生活中，人们很难直接接触到铀的矿物

原料。因为在铀矿中，铀的含量很低，地壳中铀

的平均含量约为百万分之二点五，即平均每吨地

壳物质中约含 2.5 克铀。换句话说，与沙里淘金

没有区别。按照我国现行的矿石划分标准，如果

硬岩（花岗岩、火山岩）中铀的含量高于 0.05%、

砂岩中高于 0.01%，就可以称作工业铀矿化了。

李子颖告诉记者，按含矿的岩石类型划分，

我国铀资源主要有四大类型，即花岗岩型、火山

地表3公里以下不易形成铀矿

本报记者 陈 瑜

对地质工作者来说，要找矿先得看看哪里

有成矿的条件、哪里有成矿的作用、哪里有矿

化异常。

除了根据以往资料开展室内工作外，更重要

的是“跑野外”，实地查看是否有有利的地质构

造，是否有成矿流体的作用，是否有矿化的显示

或异常，对好的迹象，还要采集样品，回到室内进

行鉴定和分析或确定它们是什么时间形成的，在

地质学家眼里，石头是有生命的。有经验的地质

工作者，从野外裸露的岩石上，凭借肉眼就能看

出是否能成矿的门道。

都说入地难，对看不见的地球深部变化，则

需要借助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航测遥感等

手段，在一个很大的面积里，缩小范围，找到可能

的成矿远景区。打个形象的比方，这好比医生通

过透视、验血等方法，查出身体的异常指标，找出

发病的部位或原因。

李 子 颖 说 ，他 负 责 的 项 目 团 队 历 时 两 年

多，调研了大量资料，对研究区开展了详细的

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三维建模与预测等

综合研究。他们工作的面积从最初的上万平

方公里，缩小到南岭诸广地区一个光盘大小的

钻孔位置，整个过程有点类似于大海捞针，但

他们还是做到了。

深钻是成矿理论和预测技术与模式的验证

手段，二者互相补充，可以为开辟更深找矿空间

提供依据，提高探测的深度和精度。

在科技部“华南热液型铀矿基地深部探测

技术示范”重点研发项目等的支持下，被命名

为“长江 1 号”的钻孔在南岭诸广地区开钻。当

钻孔深度达到 1484 米时，仍发现有工业品位的

铀矿化。但团队又面临新抉择，是按照项目设

计书打到 1500 米终钻还是继续深入。关键时

刻，李子颖根据岩心观察和研究，拍板继续深

入钻探，让人惊奇的是，在 1550 米深度也发现

了工业铀矿化。此外，在 1560 米、1606 米、1696

米等深度还发现多段铀矿化，显示更深部还有

成矿潜力。“如果打浅一米，可能都不会有这样

的发现。”李子颖说。

钻孔位置与在产的中核韶关锦原铀业有

限公司的直线距离为 4 公里左右，李子颖说，

根据目前单孔打钻情况，还不能简单判断二

者之间是否是同一成矿带，后续需要进行加

密调查。

随着铀矿发现走向深部，不可避免的是，开

采成本将进一步提高。在李子颖看来，是否往更

深处挖掘，取决于对矿藏的需要程度。以德国为

例，铀矿开发的深度曾达到近 2000米。

在李子颖看来，1550 米深度工业铀矿段的

发现，为诸广及我国开辟第二找矿空间提供了直

接依据，也进一步验证了“热点铀成矿作用理

论”，以及深部探测技术方法的有效性，提高了探

测深度和精度，对我国铀矿找矿和家底潜力评估

具有重大意义。

上万平方公里间找到光盘大小钻孔位置

李 迪 本报记者 盛 利

5
2020年 10月 13日 星期二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chenm@stdaily.com

■责编 陈 萌
GONG XIANG KE XUE 共享科学

科技日报讯（洪恒飞 柯溢能 记者江耘）为何“久居兰室而不

闻其香”？科学界以往将其归因于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麻痹”造

成的嗅觉适应性。如今，这类现象有了新的解释。

9 月底，记者从浙江大学获悉，该校脑科学与脑医学学院康

利军教授团队和段树民院士团队合作，首次发现外周神经胶质

细胞可以直接感受环境气味刺激，并通过 GABA 神经递质，实时

抑制嗅觉神经元的活性，从而引起嗅觉适应性。这一研究开拓

了人们对胶质细胞功能的认知。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刊物

《神经元》。

据介绍，神经胶质细胞是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功

能异常会直接导致各种神经性疾病。相对于神经元，神经胶质

细胞一般不形成典型的神经突触结构，且细胞膜电兴奋性比较

低，曾长期被学界认为是有惰性的组织，二者像孪生兄弟般相

伴而生。

科研人员用浓度低时芳香四溢、浓度过高时会发出臭味的

脂溶性物质异戊醇进行了实验。当他们通过高浓度的异戊醇对

模式生物秀丽隐杆线虫的头部化感器进行刺激时，发现其嗅觉

神经元和胶质细胞的钙离子都升高，而且都可以独立感受到这

个气味。

“以前的理解是，遇到刺激是神经元冲锋在前，胶质细胞不那

么活跃。”康利军介绍，但这次通过实验发现，胶质细胞可以直接感

受气味，感受到外界刺激后，还会释放出具有抑制性的 GABA神经

递质，进而控制神经元使其对气味的敏锐度降低。

“胶质细胞的这个主动作为，让神经元对重复性刺激变得反应

迟钝，产生了环境适应性。”康利军说，这就好像是一个电子归零

器，已有的刺激信息由此被削弱。

康利军表示，对胶质细胞功能的新认知，为未来通过胶质细

胞调控神经元和神经功能开拓了新思路。“例如，对于阿尔兹海

默症等产生的嗅觉退化和感觉功能障碍，就可以开拓新的药物

分子靶标。”

“久居兰室而不闻其香”有新解

学者找到另一调控嗅觉的开关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

校生命科学学院赵忠教授团队通过发育生物学和植物病毒学两个

领域的交叉研究，找到了植物干细胞免疫病毒的关键因子——

WUSCHEL（WUS）蛋白，揭示了植物干细胞的广谱抗病毒机制。

该成果 10月 9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植物病毒病害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中的第二大病害，植物一旦

染上病毒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已知的植物

病毒就有 1000 多种，现有的抗病毒手段只能针对少数病毒，且随

着病毒不断进化，抗性也会逐渐减弱。“茎尖脱毒”是少有的有效生

物技术，但其深层次科学机理一直未被探明。

赵忠团队另辟蹊径，以传统的“茎尖脱毒”技术为灵感来源，历

经 8年潜心研究，发现 WUS是一个存在于植物干细胞中的关键抗

病毒蛋白，在低等植物到高等植物中普遍存在。这个蛋白受病毒

感染诱导，并且通过直接抑制一类甲基转移酶基因，影响了细胞参

与蛋白质合成的主要细胞器——核糖体的组装，从而降低了蛋白

质合成速率。这将直接导致病毒不能利用植物细胞完成自身蛋白

质的翻译，以及病毒的复制和组装过程，从而抑制了病毒的传播。

同时，WUS蛋白也可以成为其他细胞抵抗病毒的“利器”。研究

人员检查了多种病毒，并证实WUS蛋白均可以抑制这些病毒对植物

细胞的感染，说明WUS蛋白介导的干细胞病毒免疫具有广谱性。

这项研究成果第一次发现在病毒抗性和分生组织维持基因之

间存在如此精确的分子连接。同行专家评论：“此研究解决了一个

长期存在且备受关注的问题，是植物病理学和植物发育领域的一

个开创性研究。”

植物如何抵抗病毒？

“反病毒劫持”关键蛋白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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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型、砂岩型和碳硅泥岩型，前两个为热液型铀

矿。这两种铀矿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

铀矿是怎么形成的？一般来说，它是在适合

的环境条件下经特定的地质作用富集到足以开

发的量。对热液型铀矿来说，传统理论认为，铀

来自近地表，运移铀的流体是地表水，控制成矿

的是氧化还原作用。但李子颖团队经过长期的

研究提出“热点铀成矿作用理论”，认为铀元素和

成矿流体来自地球深部，铀成矿流体上升至近地

表时物理化学条件的变化导致铀的沉淀富集成

矿。这一活动最深可发生在距离地表约 3 公里

处。因为再往深处走，地球深部的物理化学条件

就不利于铀成矿了。这一理论为找到铀矿指明

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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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深处的铀矿是这样挖到的地球深处的铀矿是这样挖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