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为什么会发抖

编辑：谢扬烁
版式：姚 慧 校对：夏唯崴

2020 年 3月 11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百科

最近进小区、进公司、进商场，你被
“额温枪”指着脑袋测过体温了吗？ 而我
们外出时面临的这“温柔一枪”，所得的
这些红外体温检测数值靠谱吗？ 为什么
要对着额头打？辐射会不会把脑袋打坏？
会不会把眼睛灼伤？

额温枪并不散发辐射
实际上， 几乎任何物体都会向外散

发红外线。 当检查员拿着额温枪对着你
额头点一下的时候， 枪里的传感器就可
以根据你额头散发的红外能量， 将红外
辐射信号转变成电信号， 再经过放大器
和信号处理电路， 并按照一定的算法和
目标发射率校正后， 最终可转变为被测

目标的温度值。
也就是说，额温枪并不散发辐射，准

确来说它是一个接受辐射的仪器。 辐射
指的是红外线，只要温度比室温高，就会
产生红外辐射， 因此人体也会产生红外
辐射。 额温枪吸收人体发出的红外线来

测量温度，它自身是不会产生辐射的。 因
此，红外额温计是很安全的。

此外，额温枪作为一个采集器，是不
会对身体有害的， 但要注意避免把额温
枪对着眼睛，易对眼睛造成伤害。

不能用测手腕来代替测额头
最近有些地方用测手腕温度来代替

额头温度，事实上这样测温并不可取。
首先，从手腕的生理结构看，血管密

集，皮下组织薄，血管处与非血管处有明
显的温差，经常会超过正负 1℃，无法输
出稳定的测量值，单独测量手腕温度，这
本身不具备测量价值。 人体体温波动时，
会导致外周血管舒张或收缩。 体温上升

过程中，由于外周血管收缩，手足（包括
手腕足腕）的温度都应该比平时凉，而体
温达到低热稳定时，皮肤血管扩张，皮肤
表面温度升高， 故手腕处的温度有可能
比平时高。

所以， 手腕温度无法准确表达机体
在发热时的状态， 临床上也从未把手腕
温度作为临床判断依据， 也没有一个产
品是用手腕温度来标示体温的。

进入公共场所用额温枪测体温只是
筛查发热的第一道防线。 确定自己是否
发热， 最好再用更精准的水银体温计或
耳温式红外温度计测量。

（摘自《青年时报》）

额温枪有没有辐射？ 如何测温才准？

微科普

导致某人发抖的
原 因 也 是 比 较 多 见
的， 首先就是紧张情
绪引起的， 因为紧张
情绪的时候会产生肌
肉的痉挛状态， 其次
当然也要注意疾病因
素引起， 帕金森病就
会出现比较顽固的颤
抖等异常的表现 ，然
后要注意内分泌异常
引起的发抖， 如甲状
腺机能亢进的时候患者的手会出现发抖的现象，以及寒冷刺激产生的发抖。

对于一个发抖的患者，如果排除功能性原因引起的，那么还要考虑疾病因素
导致的发抖，所以必要时应该进行相关检查来确定，特别要注意神经系统的疾病
以及内分泌疾病导致的患者发抖的现象。 （孙雪美）

“五毒俱全”，这是一个所有中国
人都会用的词。 有人认为是“吃、喝、
嫖、赌、抽”，有人认为是“坑、蒙、拐、
骗、偷”，有人认为是“蛇、蝎、蜈蚣、壁
虎、蟾蜍”。 而真正意义上的“五毒”
却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

《周礼·天官》说：“凡疗伤，以五
毒攻之。 ”这里的“五毒”就是石胆、
丹砂、雄黄、磐石、慈石。 五种药材通
过加工之后合成， 其药性就极其酷
烈。 具体的做法是：将这五种药材放
置在坩埚之中，连续加热三天三夜，
之后产生的粉末，即是五毒的成药。
此药共涂抹患处， 据说有相当的疗
效。

很显然，“五毒”之名虽然张牙舞
爪，面目狰狞，却有救人性命的效能。
说是“五毒”,却可以毒攻毒，最后却
成了五味良药。

（摘自《百科知识》）

“五毒”原来是良药
提个醒儿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友在社交
软件上分享出自己利用家里的白酒
进行高温蒸馏或低温冷凝来制取
75%酒精的方法。 但是，自制消毒酒
精真的靠谱吗？

医生介绍，95%的酒精理论上可
以通过加蒸馏水稀释成 75%的酒
精，但需确保没有杂质。“75%的酒精
分子具有强大的渗透能力， 它能打
入细菌的内部，将细菌杀死。 而过高
浓度的酒精则会在病毒表面形成一
层保护膜，阻止其进入病毒体内，难
以将其彻底杀死， 因此 95%的酒精
在家庭中主要用于电子设备的清
洁。 ”

利用低度酒精蒸馏的方法也不
可靠。“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提纯，都需
要达到相应的浓度，而这在家中很难
做到。”同时，在家中提纯酒精还有可
能带来火灾隐患。 医生表示，并不推
荐网友在家中进行此类提纯酒精的
危险尝试。

（摘自《北京晚报》）

自制 75%酒精？
不推荐

生活贴士

新冠病毒系
自然进化产物
在 2 月 17 日发表在美国《病

毒学方法杂志》 月刊上的一篇论
文中， 科学家表示有重要的遗传
线索表明， 新冠病毒不是在实验
室产生的。

报道称，尽管科学家一再努力
揭穿谣言，但有关这种病毒起源的
阴谋论一直十分盛行。

研究人员指出，如果病毒是基
于计算模型而不是自然进化，其中
一个指标———影响病毒“刺突蛋白”
与人体细胞的结合方式会出现不同
的变异。 如果这些结合是经过设计
的，它们将被优化，从而以不同的方
式进入人体细胞。

研究人员提出了两种可能的病
毒进化途径：一种理论认为，病毒是
通过自然选择从动物宿主进入人体
的；另一种可能是，病毒的前身从动
物身上进入人体，随后在人与人之
间的传播过程中完成进化，直到病
毒变得足够强大，导致疫情暴发。

（摘自《参考消息》）

吃野味
加速病毒传播
人为什么要吃野味？ 很多时候

只是由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使然。 事
实上，总体而言，野生动物的营养价
值并不比家养动物好多少。

在野味市场，不同种类的野生
动物被关在极狭小的笼子里。 这种
条件下，动物很容易患病，也给病毒
互相传播提供了温床。 野生动物身
上的病毒，人类可能从未接触过，一
旦发生变异，进而传播到人身上，我
们没有充分的免疫力进行抵抗。

人类与野生动物本应有一个安
全距离。 距离产生美，空间和时间
上的距离是屏蔽人类免受储存在野
生动物个体身上的各种病原体（其
中包括人兽共患病原体）侵扰的屏
障。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逐渐扩张，
与野生动物的接触越来越频繁，人
与野生动物之间的中间屏障逐渐消
失，不仅侵占了它们的生存空间，也
给人类自身带来了极大风险。

（摘自《文汇报》）

探索发现

养生保健

最佳防疫良药其实就是自身的免疫
力。中国人是最讲究时令进补的，每到春日
来临，食疗提升免疫力就显得尤为重要，那
么春日食疗有哪些方式呢？

多吃豆芽，豆芽富含丰富的维生素。春
天的美食中，如春卷、豆芽饼，其中缺不了
的食材就是豆芽。

多吃菌菇，增强抵抗力不长肉。菌菇是

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 非常时期不妨多吃
些香菇、金针菇、杏鲍菇等菌菇，增强抵抗
力还不长肉。

春日食补讲究的是新鲜清爽、 刮油
去脂， 以上这些食材都是市场常见、物
美价廉的好物，做法简单易行，食来别
有野趣。

（摘自《新华日报》）

春日食疗提升免疫力

谣言：据悉，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印发的 《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四版)》
（简称《方案》）显示，临床治疗期的初期和
中期，槟榔被列入推荐处方药材。 近日，网
传“嚼槟榔可以抵抗新冠病毒”。

真相：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屈会化表
示：临床试验证明，槟榔提取物有一定的抗

病毒作用，但是《方案》中含槟榔的两个处
方是专家根据目前新冠肺炎两个证候分型
而言，每一个处方都是一个整体，并不表明
槟榔有单独效果，仅仅是处方中的一味药。
“嚼槟榔抗病毒是不能成立的，没有试验和
临床依据， 药用槟榔和食品槟榔本身就是
两种概念，二者不能等同。 ”

（摘自《中国消费报》）

湖北产地的水果不能吃？
谣言： 疫情发生以来， 不少人谈鄂色

变，面对脐橙之乡湖北秭归 17 万吨滞销脐
橙，众多网友表示有心助农，但担心传染不
敢购买。

真相：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柑橘院士”
邓秀新表示，通过科学防疫，严格品控，湖
北出来的水果是安全的。 果蔬是不可能与
人传染的，不要对湖北水果歧视。

事实上， 暂无科学依据显示新冠病毒
可以通过水果等载体进行传播， 因为不少
水果例如橘子、香蕉等，本身都有表皮，表
皮就是很好的天然防护层， 能够隔绝病毒
的入侵。 诸如苹果、鸭梨等无表皮水果，在
食用前最好削去果皮， 用清水清洗干净以
后再食用，同样可以保证食用的安全性。

（摘自《经济日报》）

嚼槟榔可以抵抗新冠病毒？

流言粉碎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