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们的印象中，雪糕受热就会融化。然而，

最近某品牌雪糕在 31摄氏度室温下放 1小时不化

引发热议。紧接着，一段网友用打火机点燃雪糕

疑似烧不化的视频再度引发关注。

那么，雪糕化不化与什么有关呢？科技日报

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专家。

雪糕受热不化和两大因
素有关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科技传播部主

任阮光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雪糕受热不化主要

与抗融性和保型性这两个因素有关。抗融的目的

是延缓雪糕融化的时间，而保型的目的则是使雪

糕化了也能尽量保持形状。

“抗融性是指雪糕对室温的耐受程度。其会

受到许多条件的影响，雪糕中的糖、脂肪等成分，

都会影响到其抗融性。一般来说，糖对抗融性的

影响最为明显。”阮光锋表示，相比其他糖类添加

物，蔗糖更有利于雪糕保持良好的抗融性，而果

糖、赤藓糖醇等常见的小分子糖类物质则会削弱

抗融性。

除此之外，雪糕中添加的不同种类的油脂，也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抗融性。一般来说，饱和

度和熔点越高的油脂，比如常见的稀奶油、椰子油

等，会显著地增强雪糕的抗融性。

“保型性是指雪糕在非低温的环境中保持自

身形状和形态的特性。水含量越少，即固形物含

量越高的雪糕，其保型性越好。”阮光锋进一步说，

与保型性相对的是膨化度，一般雪糕的膨化度越

高，其质地就越松软，其保型性也就越差。

这些添加剂影响雪糕融
化速度和程度

雪糕中的添加剂，如乳化剂和增稠剂，也会影

响其抗融性与保型性。

“乳化剂主要用于提高雪糕原料的均匀性和

稳定性，常见的乳化剂有乳清蛋白、卵磷脂等。我

们通常用亲水亲油平衡值（HLB值）来衡量乳化剂

的乳化性能。HLB值越大，乳化剂的亲水性越强；

HLB值越小，乳化剂的亲油性越强。”阮光锋表示，

“通俗地说，雪糕中的乳化剂就像一双握紧的手一

样，能紧紧地抓牢雪糕原料中各种微小的气泡和

脂肪颗粒，有效提升了雪糕的抗融性与保型性，也

在很大程度上为其柔顺而润滑的口感提供了基本

的保障。”

增稠剂则能使雪糕及其原料变得更粘稠，让

融化的雪糕也能“尽力”维持原样。阮光锋表示，

一般来说，添加在雪糕中的增稠剂可分为天然增

稠剂和合成增稠剂两大类。常见的天然增稠剂有

卡拉胶、琼脂、明胶等，而常见的合成增稠剂有羧

甲基纤维素和酪蛋白等。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

天然增稠剂一般是从含多糖类粘性物质的植物中

提取的，而合成增稠剂则源于化学合成。

“增稠剂作为一种具有很强亲水性的高分子

物质，其溶于水中，能增强雪糕的粘度和稠厚感。

同时，其也会让雪糕形状更加稳定，更不易在光照

等外界刺激的影响下融化。”阮光锋补充道。

按照现行国家相关标准，在雪糕生产中添加

乳化剂和增稠剂，应“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事实上，无论是乳化剂还是增稠剂，正规企

业一般都不会超量添加的，因为这二者并不便宜，

而且过多添加会影响口感。此外，过量添加还可

能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效率。比如，若加了过多的

增稠剂，则可能让生产线上雪糕与雪糕黏在一起，

影响后续操作。”阮光锋表示。

他指出，无论添加了何种乳化剂或增稠剂，只

要该雪糕生产者严格遵循国家标准，那么产品就

是安全的，公众无需过度担心。只有那些不合规

的雪糕，才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雪糕疑似烧不化的视频引发关注

想知道雪糕“顽固不化”的秘密，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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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出现高温天气。医院接诊中，由于户外运动时间

过长导致中暑和热射病的患者增加。专家指出，在酷暑时节，盲

目追求“夏练三伏”是不可取的。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专家韩小彤介绍，热射病又称重症

中暑，是一种致命性急症，以高热和意识障碍为主要特征，患者

因高温引起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从而发生器官损伤甚至器官衰

竭。对于青少年学生而言，高温天气不要盲目进行户外运动，可

以选择游泳、健身操、太极拳等慢节奏运动。如果出汗较多，应

及时补充水分，必要时可饮用淡盐水或含盐的饮料，以保证体内

的电解质平衡。

湖南省人民医院急诊科医生张兴文建议，广大体育爱好者可

以选择在清晨或者黄昏进行户外运动。酷暑时节，运动爱好者每

天的锻炼时间不宜过长，一般锻炼 30 分钟到 1 个小时为宜，以免出

汗过多，体温过高，引起中暑。锻炼后不要立即洗澡，更不能贪凉

吃冷饮、洗冷水澡，如果出汗后用凉水洗澡，会使毛孔闭合、血管收

缩，反而容易生病。

韩小彤提醒，体育爱好者在户外运动时可以携带藿香正气液、

风油精等常用药，如果发生了中暑症状，可以服用一些藿香正气

液，同时进行物理降温；在室内运动要注意通风降温，使用空调的

家庭需要调整到适宜的温度，不要过低，以免降低人的耐热性，出

门时难以适应。

湖南心血管病专家潘港教授提醒，在夏天，人进行体育运动

后大量出汗时容易脱水，从而使循环血容量减少，加上高温还会

使血管扩张、回心血量减少，有可能导致血压明显降低，引起虚

脱、乏力甚至晕倒等情况。另外，大量水分丢失后，如果得不到

及时补充，会使血液变得相对黏稠，容易诱发血栓形成，诱发心

肌缺血、心梗等危险情况。老年人和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运

动要量力而行，应避免在烈日下运动和长时间行走，以免发生心

血管意外。

盲目追求“夏练三伏”不可取

专家送你份科学运动指南

超市冰柜中，各类雪糕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

接。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如何仅凭借配料表，就

能选出一款高品质雪糕呢？

对此，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科技传播部

主任阮光锋表示，不同的蛋白质、油脂和可能添加的

巧克力成分，都会对雪糕的品质产生很大影响。乳制

品蛋白来源优于豆类蛋白来源；乳脂优于植物油脂；

可可脂（或者可可液块）优于代可可脂。“这些都是原

料表中清晰可见的，消费者可以自行辨别。”他说。

除此之外，雪糕的配料表中原料含量大于 2%

的，要按照添加量的多少排序。“添加越多的成分，

在配料表中排得越靠前，所以可以通过看配料表

中一些成本高的原料的添加剂量，判断雪糕用料

的‘良心’程度。”阮光锋表示。

教你通过配料表选出高品质雪糕

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结束，流感又来“添乱”。

近日，国家流感中心发布的全国流感监测信

息显示，6月以来，南方部分省份进入流感高发期，

流感病例数创近年同期新高。

通常情况下，流感多在冬春季高发，为何今年

南方多省出现反季节性高峰？我们又该如何有效

预防？对此科技日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流感，即流行性感冒的简称，是由流感病毒引

起的、具有较强传染性的呼吸道疾病。在人们的

一般印象中，流感病毒似乎很“怕”热，一般只在冬

春季传播，而今年却在夏季大肆“活动”，这让不少

人感到疑惑。

对此，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郭

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其实夏季流

感并非今年才有。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就是从

5月开始暴发的，当时也曾波及我国广州、上海、温

州等地。

“之所以今年我国南方多地夏季流感高发，主

要和这些地方气温偏低有一定关系。”郭伟分析

道，比如往年 5 月，福州、厦门等地的气温能达到

33 摄氏度左右，而今年同期，气温却只有 20 摄氏

度左右，最低气温甚至才 13摄氏度。此外，由于南

方多地持续降雨，气温也随之走低。这样的气温

条件，能够延长流感病毒维持传染性的时间，也为

其大规模传播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湖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陈纯琪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进一步解释道，在高温环境下，流感病毒

状态不稳定、易失去活性，其传播能力也会下降。

“一般温度超过 40摄氏度，流感病毒的传播力就很

弱了；但在 4 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中，流感病毒可能

存活长达一个月。”她说。

随着夏季流感的高发，很多老年人和儿童，特别

是学龄前儿童纷纷“中招”。“容易感染流感的主要是

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比如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学龄前

的儿童，还包括孕妇、慢性病患者以及BMI（身体质量

指数）大于30的肥胖人群等。”郭伟表示，如果工作压

力大、过度劳累，也容易被流感病毒“盯上”。

流感并非只在冬春季流行

引发这次流感的主要为 A（H3N2）亚型流感

病毒，其属于甲型流感（以下简称甲流）病毒，具有

传染力强、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历史上多次大规

模暴发的流感都与其有关。”郭伟说。

甲流病毒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其感染者症

状通常比较重。除了一般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

（流鼻涕、咽喉痛、咳嗽）外，其感染者还会出现超

过 39摄氏度的高烧，同时伴有寒颤、头痛与肌肉痛

等不适。

此外，流感病毒家族并非只有甲流病毒，还有

乙型流感（以下简称乙流）病毒和丙型流感（以下

简称丙流）病毒两种，只是后两者的“名气”不如前

者大。

“其实，甲、乙流病毒在形态、结构和生物学功

能等方面均比较相似，但统计结果显示，甲流发生

的几率是乙流的 3 倍。甲流之所以能引起大规模

传播，主要与其十分‘善变’有关。”陈纯琪解释道，

流感病毒是 RNA（核糖核酸）病毒，根据病毒颗粒

表面的血凝素抗原（HA）和神经氨酸酶抗原（NA）

的不同组合，甲流病毒可进一步分为各种亚型，理

论上多达 198种。更重要的是，甲流病毒在复制过

程中缺乏 RNA 校正酶的参与，故易出错，且分节

段基因组的特征使不同亚型的甲流病毒在同时感

染一个宿主时，易发生基因重配。

“甲流病毒在复制过程中，HA 基因和 NA 基

因发生点突变后导致抗原漂移，可再次感染先前

已获得免疫的宿主，导致流感反复流行，这也是我

们每年都要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的重要原因之

一。”陈纯琪介绍，由于甲流病毒在复制过程中发

生变异的频率较高，导致病毒基因组发生重配乃

至产生全新病毒的概率也较高，但科学家尚难准

确预测出全新甲流病毒出现的准确时间。

相比之下，乙流病毒的变异速度就比较慢，其

变异速度只有甲流病毒的 10%至 20%，且很少发生

较大的变异。很多患过乙流的人就会产生抗体免

疫，因此乙流病毒通常只会出现局部、小范围传

播，很少造成较大范围的传播。

“乙流的症状也相对比较轻，一般感染者会

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类似百姓常

说的胃肠感冒。而丙流病毒则只会引起不明显

或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很少造成流行。”陈纯琪

表示。

甲流比乙流更易造成大范围流行

如今，为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国上下都实

施了严格的防控措施，有效地控制了新冠肺炎病

毒在人群中的传播。可面对来势汹汹的流感，有

人不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流感和新冠肺炎同为呼

吸道传染病，为什么能控制住前者却无法遏制后

者的流行？

“这更多是由于我们对流感和新冠肺炎的重

视程度不同所导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规定，我国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

类。传染病级别越高，对其采取的管理措施就越

严格。流感属于丙类传染病，而新冠肺炎属于乙

类传染病，但现在将其按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

郭伟分析道。

即便确认感染流感病毒，公众也不必恐慌、焦

虑。“少数患者因为并发症需要住院治疗，大多数

感染者在一周内即可痊愈。”郭伟表示，感染病毒

后要注意避免家庭成员发生交叉感染，最好把感

染者隔离起来，如在单独房间起居生活、不与家庭

其他成员密切接触等。

对于预防，郭伟表示，目前来说接种流感疫

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

罹 患 流 感 和 发 生 严 重 并 发 症 的 风 险 。 我 国 目

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随着南方夏季流感高发，近期多地网友表示，

有“流感神药”之称的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缺货，

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一药难求”的现象。

对此，天津市儿童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郭

伟介绍，奥司他韦属于神经氨酸酶抑制剂，通过抑

制甲型和乙型流感病毒的神经氨酸酶活性，从而

抑制病毒从被感染的细胞中释放，减少甲型和乙

型流感病毒在人体内的进一步传播。可以起到缓

解流感症状、缩短流感病程的目的。

临床上，奥司他韦可用于成人、1 岁及 1 岁

以上儿童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治疗，也可用于成

人、13 岁及 13 岁以上青少年的甲型和乙型流感

的预防。“不过，奥司他韦是处方药，需要有医

生开具的处方才可购买，不可自行购买服用。”

郭伟表示。

其实，目前抗流感病毒药物不只有奥司他

韦。根据《流行性感冒诊疗方案（2020 年版）》，目

前国内上市的抗流感病毒药物，有神经氨酸酶抑

制剂、血凝素抑制剂和 M2 离子通道阻滞剂三大

类，其中神经氨酸酶抑制剂不仅包括奥司他韦，还

包括扎那米韦、帕拉米韦。

郭伟强调，从医学角度来看，服用奥司他韦的

确有预防流感的作用，但这不是常规的预防方法，

通常医生仅建议与流感患者亲密接触且容易因流

感引发重症的人服药预防，预防流感的最佳手段

还是接种流感疫苗。

“流感神药”系处方药，不可自行购买服用

““怕怕””热的流感病毒为啥在夏季热的流感病毒为啥在夏季““作乱作乱””

前 批 准 上 市 的 流 感 疫 苗 ，有 三 价 灭 活 疫 苗（主

要用于 6 月龄及以上人群接种）、三价减毒活疫

苗（主要用于 3 至 17 岁人群接种）、四价灭活疫

苗（主要用于 3 岁以上人群接种）。三价流感疫

苗主要预防 H1N1、H3N2 和 BV 型流感；四价流

感疫苗除了能预防以上 3 个类型的流感，还可

预防 BY 型流感。

勤洗手是预防流感传播最简单、最重要的措

施之一。“在接触公共物品、打喷嚏后，都应该及时

洗手。除此之外，要勤通风、保持家庭环境卫生，

流感易感人群在流感高发期，要尽量少去人员密

集以及封闭的场所。”郭伟补充道。

最近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末，我国养猫和养狗的

人群数量占比均超过 50%，且养猫人群数已超过养狗人群数——“喵

星人”成为更受欢迎的宠物。

在短视频领域中，和猫有关的内容收获了更多的流量。在短视

频平台抖音上，与猫相关的话题数超 98万，视频数超 4500万，整体播

放量突破 3000亿。

那么，猫类短视频为何如此火爆？人们从中又能够获得什么呢？

诱发受众的积极情绪

网上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吸猫一时爽，越吸越爽”，而“吸猫”

一词也生动地反映出部分人对猫咪的喜爱。

“萌”是人们对猫最直接的印象，也是大多数人对猫有好感的根

本原因。“萌”能够唤起人们多种正向情绪，包括爱、愉悦等。此类媒

介内容在传播过程中，可以诱发受众的积极情绪，而这些积极情绪能

让此类信息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也就是猫类短视频转发量大的

原因之一。

同时，与猫咪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调节人们的情绪，使自我

情绪状态得到调整、缓解压力。一些猫咪饲养者还会在社交媒体平

台上互相交流，从而形成了相关的群体认同，这就满足了人们在社交

方面的需求。

除此之外，猫类短视频火爆的原因还与人们更爱“云吸猫”

有关。

“云吸猫”是指在互联网上频繁观看与猫咪相关的图片、视频，从

而获得与现实生活中撸猫类似的满足感的行为。与图片不同，短视

频糅合了图片、影像、声音等多种元素，能给人们带来更好的观看体

验，因而它也成为网友“云吸猫”的主要方式。

“云吸猫”的流行，其一得益于短视频平台让部分人可以不

受时空限制随时观看猫咪短视频。其二，缘于部分人自己没有

条件养猫，就以刷短视频的形式替代线下豢养。其三，相较实际

养猫的劳心劳力，猫咪短视频带来的愉悦更易得。

过度沉迷或造成拖延

猫类短视频虽然能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起到情绪调节的作用，

但也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国外一项针对“吸猫”的研究显示，人们在网上看与猫相关的图

片、视频的频率越高，越容易产生继续观看的想法，而这往往会导致

其忽略当下本应聚焦的重要事项、从而造成拖延。长此以往，拖延的

情况或会进一步加重，同时拖延又会使个体产生内疚感。

虽然目前尚无实证研究明确表明，看猫类短视频与拖延症之间

存在因果联系，也暂时没有证据显示过度观看猫类短视频会使受众

沉迷其中，但已有许多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的过度使用可能

导致网络沉迷。

因此，“云吸猫”虽好，也不要过度，不要让其扰乱我们原本正常

的生活。

2021 年《科学》杂志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发布全世界最前沿的

125个科学问题，在生命科学领域，“人类为什么会对猫狗如此着迷”

赫然上榜。未来，或许科学家可以从更多的视角来研究、探讨人们喜

爱猫咪短视频的原因。

“云吸猫”一时爽

但未必越吸越爽

◎新华社记者 帅 才

2022年6月以来
广东、江西、福建、海南等南方省份的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持续上

升，流感患者显著增多，已进入夏季流感高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