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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A10

“3D 大片”
来了

高分七号卫星首批亚米级立体影像产品发布

▲分辨率
为 0.65 米的高
分七号卫星广
东省阳春市潭
梅岭立体影
像。
新 华 社 发（国
家航天局对地
观测与数据中
心供图）

▲工作人员戴着立体眼镜观看
高分七号卫星立体影像。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12 月 10 日，国家航天局发布
了高分七号首批 22 幅亚米级立体影像产品，
包括北京首都机场、
大兴机场等多个地区的正
射影像图、立体核线影像、数字表面模型产品
等。首批影像成果图纹理清晰、层次分明、信
息丰富、立体感强，
体现了高分七号卫星特有
的立体测绘性能，
犹如观看一幅幅
“3D大片”
。
据悉，首批影像产品在国家航天局对地
观测与数据中心的组织领导下，由自然资源
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联合中国资源卫
星应用中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遥感中心、
国家统计局、交通运输部等单位联合制作。
山有多高？峡谷多深？飞机起飞速度
是多少？高分专项工程总设计师童旭东表
示，这些数据都可以通过高分七号卫星的观
测来获取。
童旭东介绍，高分七号卫星是我国首颗
民用亚米级光学传输型立体测绘卫星，也是
民用测图精度最高的卫星，卫星不仅能获取
平面影像，还可形成立体影像，在激光测高
数据的支持下，实现我国民用 1:10000 比例
尺高精度卫星立体测图，满足测绘、住建、统
计、交通等用户在基础测绘、全球地理信息
保障、城乡建设监测评价、农业调查统计等
方面对高精度立体测绘数据的迫切需求。
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主任徐文表
示，11 月 3 日成功发射后，高分七号卫星
主要载荷于 11 月 5 日在轨开机工作下传
数据，已获取 14000 余景卫星影像数据。
目前，卫星处于在轨测试阶段，从初步测试
结果来看，卫星能够达到设计指标，平面精
度可优于 5 米，高程精度有望达到 1.5 米，能
够高效绘制地面 1:10000 地形模型。
“经过 9 年研制建设，高分专项工程初步
构建起了我国稳定运行的高分卫星遥感系
统，形成了全天候、全天时、时空协调的对地
观测能力。
”
童旭东表示。

两名中国公民
在新西兰火山喷发中受伤
新华社电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 10 日晚证实两名
中国公民在怀特岛火山喷发事件中受伤。
截至当晚，由于其中一名伤员伤重不治，这次火山
喷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 6 人，8 人失踪，多人受伤入
院，
其中 3 人已出院，
还有 30 人仍在接受治疗。
在得悉两名伤者所在的医院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
吴玺当即安排使馆官员分别前往探视。
新西兰丰盛湾地区怀特岛 9 日下午发生火山喷发灾
害，
当时岛上共有 47 人。新西兰警方 10 日发布消息说，
他们在怀特岛上没有发现生命活动迹象，
8 位失踪者或已
全部罹难。

法国全国大罢工
再次严重影响交通
新华社电 法国 9 日再次爆发全国跨行业大罢工，
反对政府进行退休制度改革，首都巴黎交通几乎完全瘫
痪，
其他多个城市交通也受到影响。
9 日的罢工是继 5 日 80 万多人参与的全国跨行业
大罢工后，工会发起的第二轮向政府施压行动。当天大
巴黎地区交通几乎完全瘫痪。据法国交管部门统计，9
日上午大巴黎地区交通堵塞造成的车流长达创纪录的
631 公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宣布，9 日、10 日两天全
国铁路仅能保证 15%至 20%的运力。
法国各工会号召 10 日继续举行全国跨行业大罢工
及游行，预计交通、教育等多个行业都将受到影响。多
个城市的学校和幼儿园发出 10 日停课通知。
法国总工会负责人表示，大罢工将是“无限期”的，
直到政府彻底取消退休制度改革计划为止。但法国总
理菲利普 8 日在接受法国《星期日报》采访时表示，不管
面对何种压力，他都会将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退休制
度积分制计划推行到底。

花生和面条放冰箱会释放甲醛？
我们来科普一下
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报联合推出

●科普与健康

最近一则名为“别让白血病接近你，2 样食物可能在冰箱中释放甲醛”的视频，在
网上大量转发。视频中提到的两样食物就是我们常吃的花生和面条。

花生放冰箱会产生有害物质？

面条中真存有甲醛？

视频中提到的“花生不能放入冰
箱”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其实这个观点
本身就比较模糊，只说“会生成有害物
质”，但有害物质的具体种类和致毒、
致癌机理却都没有提出。所以，不能相
信。
网上还有言论说“花生放入冰箱后
会产生黄曲霉毒素，有致癌风险”
。黄曲
霉毒素的确存在一定的危害性和致癌
性，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辖下的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明确的“一类致癌物”
，但它在
冰箱储存的环境中并不容易产生。
黄 曲 霉 毒 素 最 适 合 在 温 度 25℃33℃、相对湿度 80%-90%的环境下产
毒 ， 但 冰 箱 的 冷 藏 温 度 一 般 在 4℃ 左
右，相对湿度也比较低，并不是黄曲霉
菌产毒的适合条件。
反而，将花生放入冰箱中冷藏比在室
温储存更安全，室内温度较高，产生黄曲
霉毒素的风险也比冰箱中更高。因此，花
生可以储存在冰箱的冷藏环境中。

事实上，甲醛在面条（面粉）、水果、
蔬菜、牛奶、水产品等很多天然食物中
都存在。甲醛是细胞代谢的中间产物，
人体的血液中也有，其他生物体中同样
存在。
身体能够承受一定量的甲醛，所以食
物中本身存在的、储存过程中天然生成的
甲醛也可以被接受。面条中存在甲醛，主
要是由于面粉中含有天然存在的甲醛。

是否存在人为添加甲醛？
有些不法商家可能会添加，甚至会在
面 条 中 添 加“ 吊 白 块（甲 醛 次 硫 酸 氢
钠）”
。将吊白块加入到面条当中，主要能
够改善食物的外观品相。那要怎么辨别
面条中有没有加入
“吊白块”
呢？
关注“颜色” 正常的面条发白色或
者淡黄色，有一定的光泽；而经过“吊白
块”
漂白的面条一般会呈现深黄色或者灰
黄色，色彩黯淡且无光泽。
感受“气味” 正常面条闻起来有面

粉特有的香气，而经过
“吊白块”
漂白的面
条会有一股酸臭味，
甚至霉变气味。
只要人为在食物中添加“吊白块”
，不
论剂量多少，
都属于
“非法添加”
的行为。

接触甲醛就会患白血病？
甲醛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
，对于人
体有多种危害，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和
肿瘤存在相关性。如果长期接触甲醛或
者大剂量接触甲醛，的确有可能会增加患
白血病的风险。但是，
“ 接触甲醛就一定
会患白血病”的理论并不成立，任何毒性
物质都有一个致毒、致癌剂量。

如何鉴别
食物是否添加了甲醛？
闻味道：甲醛具有很强的挥发性，如
果面条或其他食物闻起来有明显的刺激
性气味或者化学药品味道，说明该食品存
在问题，
就不要购买了。
看颜色：如果食品颜色已经超过了其
自身应有的白色，而且体积明显增大，则
可能用甲醛处理过。

●科普信息速递
国家林草局 9 日发布，
我国森林面积和蓄积实现 30
年持续增长，已成为全球森
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
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批准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研制的药品“安可达”上
市。该药是国内获批的首个
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主
要用于晚期、转移性或复发
性非小细胞肺癌、转移性结
直肠癌患者的治疗。
王元卓 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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