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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油到底该如何检测？

地沟油，城市下水道里悄悄流淌的垃圾。有淘者对其进行加工，

摇身变成餐桌上的“食用油”。他们每天从那里捞取大量暗淡浑浊、

略呈红色的膏状物，仅仅经过一夜的过滤、加热、沉淀、分离，就能

让这些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变身为清亮的“食用油”，最终通过低价销

售，重返人们的餐桌。这种被称作“地沟油”的三无产品，其主要成

分仍然是甘油三酯，却又比真正的食用油多了许多致病、致癌的毒性

物质。

“地沟油”是一种质量极差、极不卫生的非食用油。一旦食用“地

沟油”，它会破坏人们的白血球和消化道黏膜，引起食物中毒，甚至

有致癌的严重后果。所以“地沟油”是严禁用于食用油领域的。但是，

也确有一些不法商贩受利益驱动而不顾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私自生产

加工“地沟油”并作为食用油低价销售给一些小餐馆，给人们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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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带来极大伤害。因此“地沟油”这个名称已经成为了对人们生活中

带来身体伤害的各类劣质油的代名词。

有关“地沟油”的检测方法，相关检测专家筛选了八十多种指标，

最后确定了 4 种比较有效的指标。有人问，难道说地沟油那么恶心的

状态，以前都没法查出来么？难道说，餐馆里泔水桶里的油还能检测

合格么？还有人问，是不是可以用这些指标来检测餐馆菜肴盘子里的

油呢？

其实目前媒体所报道的检测方法，主要是针对市场上混有处理之

后的地沟油的食用油产品而言，可以针对餐馆进货时购买的油脂进行

检查，但不是针对刚刚捞出来的地沟油，也不是针对餐馆菜盘子里的

油。

经过脱色、脱臭、脱酸处理，用眼睛看、鼻子闻等办法很难分辨

出来。用酸价、过氧化值、水分等常用指标也很难分辨。然后把这种

“精炼”过的地沟油少量兑到正常食用油当中，粘度、折光等指标也

能合格，这就更难分辨了。即便有些指标略微有超标，也很难判断油

脂里面的杂质是来源于地沟油，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专家说很难检测

出地沟油来，是这个意思。绝非说刚捞上来的地沟油没法判断。

在目前提出的四项敏感指标，也就是胆固醇、多环芳烃、电导率

和基因组成当中，多环芳烃这个指标最容易理解。油脂其实并不非常

耐热，加热时间越长，温度越高，产生的多环芳烃（比如苯并芘类，

均属有毒、致癌物）越多。如果没有加热过，新鲜的油脂中这类物质

含量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地沟油是经过长时间加热的，无论怎么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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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总是含有较多的多环芳烃类物质。所以，假如市场销售的油里面

添加了地沟油，多环芳烃的含量就一定会上升，故而能够鉴别出来。

胆固醇这个指标本来算不上一种油脂质量指标，但它能够区别油

里面有没有动物成分。所有的植物油都不含有胆固醇，一种油脂号称

是植物油，比如花生油、棕榈油、米糠油等，它绝不可能含有胆固醇。

但是，如果掺入了地沟油，这就难说了。地沟油是餐饮业用过的废油，

这些油可能曾经炒过肉炸过鱼，其中就会渗入动物性食品中的胆固

醇。所以，只要在植物油里查出胆固醇，就可以高度怀疑其中掺入了

地沟油。那么为什么不太可能是加入了优质的猪油呢？这是因为精炼

猪油的价格比普通植物油还要高，没人把高价货掺到低价货里去买。

电导率这个指标，是测定油脂的导电程度，极性程度。油脂本来

是电的不良导体，但经过长时间加热烹调之后，食物中的各种杂质，

比如金属离子和极性物质的含量就会上升，造成电导率上升，也可以

间接地判断油脂的品质。

还有就是基因组成，能分辨食用油的原料是不是单纯，有没有掺

入其他成分。比如说米糠油里就不该有棕榈、大豆等植物的基因成分，

更不该有猪、鸡和牛的基因成分等。如果有大米以外的其他动植物基

因成分，那就说明油存在掺假问题，而且很可能添加的是烹调过动物

性食品的油——那当然就很可能是餐饮废油，或者叫做地沟油。

这几个指标当中，胆固醇这一项是不能用于餐盘中油脂的检测

的。因为即便用新鲜的油脂来炒菜，炒肉烹鱼的时候总难免会有少量

胆固醇溶进油脂当中。测基因组成当然也不行，因为炒菜的时候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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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种，不可能只有烹调油所属植物一种。多环芳烃和极性物质这两

个有一定意义，但也难以定论，因为正常油脂炒菜的时候如果发生多

次“过火”，或者加热到 300 度以上，多环芳烃类物质的产量也很难

控制；而炒菜的时候水分和离子难免进入油中，也会大大升高油脂的

电导率。

看到这里，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感慨，那就是掺假容易检测难，作

案容易破案难。这些检测指标仅仅做一项还不能定论，需要多个指标

共同判断，检测成本很高，检测流程很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沈娅瑜综合编辑

13 年间，中国的碳排放被高估了 106 亿吨

目前，中国是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第一大国，但具体的碳排放因子

等一系列数据都还处于未知的状态。过去，中国一直没有进行碳排放

相关数据的核算工作。而现在，我们终于有了目前最为准确的中国碳

排放相关数据。

由哈佛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 24所国内外科研机构与

大学的科研人员共同合作开展的“中国碳排放核算工作”的相关研究

取得重要进展。其研究成果的一篇论文于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研

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总量比先前估计低约 15%，比 2013 年全球

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估计值要低 14%，而比最近一次（2005 年）中国

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汇报的碳排放量低了 12%。“这是目

前为止最精确的中国碳排放估算。”研究人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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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发现，2000 年到 2013 年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

原先估计约少了 106 亿吨。这是什么概念？刘竹教授举了个例子：“从

1994 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西方发达国

家这 20年一共减排了多少呢？才 1亿吨左右。”

作为减排政策制定的基础，精确的碳排放数据依据是不可或缺

的。为了得到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碳排放数据，从 2011 年起，中

国政府投入 8 亿启动“碳专项”，1000 多位国内主要科学家针对五个

碳相关主题展开研究。在《自然》上发表的碳排放研究成果，就是“碳

专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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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历时 4 年的统计了中国所有行业部门化石能源燃烧的碳排

放及水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覆盖了中国 99%的能源消费量。研究团

队对中国各能源类型的排放因子做了详细的研究。光煤一项，研究者

们就对几千家煤矿和上万家用煤企业进行了调查。采样种类多达六百

多个，覆盖了全国 97%的煤种类。用重新核算后更精确的排放因子计

算，中国煤燃烧和生产水泥产生的二氧化碳比之前用发达国家数据估

计出来的可要少掉一大截。

科研人员认为，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之所以比之前估计的少得

多，原因很可能在于中国的煤炭和水泥的碳排放因子并没有之前估计

的那么高——所谓“碳排放因子”，简单地说就是燃烧单位能源所产

生的碳排放数量。

据刘竹介绍，IPCC 做估计时使用的是发达国家的数据，比如美

国，煤比较优质，含灰量只有 14%，中国却高达 27%。煤炭灰分多，

含碳量自然就少了。由于 IPCC 的煤含碳量推荐值是 75%，而中国煤

的平均含碳量只有 54%，差异比较明显。

水泥生产造成的碳排放也是类似的道理。中国的水泥熟料系数只

有 60%，远低于国际组织采用的系数 95%。熟料系数衡量有多少生石

灰能变为生产出的水泥。这个化学过程也要产生大量二氧化碳。而中

国水泥熟料系数低的原因和煤挺像的：都是原料的杂质比较多。

今年年底，讨论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会议即将召开。那时，中国

的研究人员们将带着这些最新的数据，走进巴黎会议的会场。

胡周颖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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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研究使二氧化碳变身碳纤维

或将解决全球变暖

将人为产生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转变为一种有价值商品，一直是

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梦想。现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研究

团队开发出一种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直接转化成在工业和消费领域

都十分紧俏的碳纤维的技术，有望推动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进程。

据物理学家组织网报道，该团队在美国化学协会（ACS）第 250

届全国会议暨博览会上提交了这一新研究。该研究带头人、乔治·华

盛顿大学的斯图尔特·利希特说：“我们发现了一种利用大气中富集

的二氧化碳生产碳纳米纤维的方法。这种纤维可制成强大的碳—碳复

合材料，用于制造波音 787‘梦想客机’、高端体育设备、风力涡轮

叶片和其他一系列产品。”

研究人员称，该研究可将造成全球变暖问题的二氧化碳变成最热

销的碳纳米纤维制造原料。利希特称其方法为“来自天空的钻石”。

利希特说，他们的方法高效、低能耗，只需几伏的电力，有充足

的阳光和大量的二氧化碳即可。该系统使用电解合成纳米纤维：在熔

融碳酸盐的 750 摄氏度高温电解槽中，通过镍和钢电极的热及直流电

使二氧化碳溶解，碳纳米纤维可以在钢电极形成。

这一系统通过混合动力和高效聚光太阳能系统来提供热量和电

力。利希特估计，这个“太阳热能电化学过程”的电能成本大约为每

吨碳纤维产品 1000 美元，系统的运行成本比产出价值少数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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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经过计算，在一片大约有撒哈拉沙漠十分之一大小

的区域，使用该方法可在 10年内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降低至工业革

命前的水平。”

目前该系统正在实验中，研究人员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积累经

验、提高生产能力，生产出大小一致的纳米纤维。利希特说：“我们

正在迅速扩大生产，应该很快就能在一个小时内产出大量的纳米纤

维。”

冯春华综合编辑

美国拟颁布新标准削减甲烷排放

作为美国总统奥巴马削减甲烷排放能源战略的一部分，美国环境

保护署（EPA）8 月 19 日提出新标准建议，拟从石油和天然气设施中

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和烟雾污染物。这项标准是 2012 年发布的标准的

增强版。EPA 提出，计划在 2025 年新建和改造设施中，减少相当于

770 万到 900 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据外媒报道，发布这一拟定标准的背景是，此前两周 EPA 公布了

全面减排目标，即到 2030 年，美国全境从电力部门削减的碳排放总

量要比 2005 年的排放水平低 32%。这项新的标准建议草案的推出，

旨在帮助奥巴马政府达到 2025 年甲烷排放比 2012 年降低 40%至 45%

的目标，同时助其兑现美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承诺——到

2025 年，全美较 2005 年整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 28%。

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操作是美国甲烷排放量的最大单一来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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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全美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9%。甲烷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但当

其释放到大气中，就成为不可忽视的温室气体。

拟颁布的新标准要求石油和天然气处理及传输设备的使用和维

护责任方，积极寻找和修补甲烷排放泄露点，从水力压裂油井捕获甲

烷和烟雾形成的有机化合物，并从泵、压缩机和其他设备中限制上述

物质的排放量。EPA 声称，将有大约 15000 个作业井被要求执行新的

标准和规定。

EPA 预估了相关公司为达标需要支出的总成本，2020 年为 1.7 亿

至 1.8 亿美元，2025 年则达到 2.8 亿至 3.3 亿美元。但由气候转好

带来的福利更多，2020 年达到 2亿至 2.1 亿美元，到 2025 年则达到

4.6 亿至 5.5 亿美元。

然而，行业团体认为这个新标准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理由是从

2005 年到现在，天然气井的甲烷排放量已经下降了 79%。美国独立石

油联合会主席贝利·罗素说：“不必要的成本增加和来自政府当局对

相关标准建议的不确定性，只会增加从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工作人员

的恐慌和痛苦。”

韩俊综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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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皂的妙用

1、清洗锅底积垢。锅底的煤烟垢特别难洗净，如果再使用之前

涂一层肥皂于锅底之上，用后再加以清洗，就可减少锅底煤烟的积垢。

2、去霉味。如果想防止在盛放衣物等用品的壁橱、抽屉、衣箱

里出现难闻的霉味，只需预先在里面放一块用纸张包好的肥皂即可。

3、去衣物折痕。储藏衣物时，常常将其折叠，但时间一长，旧

折痕就很难消除，此时可将肥皂涂于旧折痕处，然后铺一张纸，用熨

斗一熨，折痕立即就消除。

4、润滑缝衣针。在缝制质料较厚的衣物时，如果先用肥皂润滑

一下缝衣针，缝的时候就能省力很多。

5、防止室内返潮。如果室内返潮，可将家具用微温肥皂水擦拭

一遍，出去沾附在上面的油脂、汗液等，可减轻返潮的状况。

6、钉木螺钉。要想将木螺钉旋入硬木，会感觉非常费力。如果

事先把木螺钉刮上肥皂，就能够比较省力地旋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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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清洗油漆。自己动手油漆家具或房间时，手上和其他物件上

都易沾上油漆，一旦沾上就不好洗，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可事先在

手上和其他物件上抹上一层肥皂水，即使沾上油漆也很容易清洗。

8、防止脚跟损伤。如果鞋子太紧，在袜子上和脚跟皮肤上都抹

上一些肥皂，再轻轻按摩几下，可防止脚跟受到损伤。

9、治蚊子叮咬。夏天，讨厌的蚊子无处不在，被其叮咬后更是

奇痒无比，只要用肥皂水涂抹叮咬处，待片刻便能止痒。

10、用肥皂水催吐。如果成人不小心吞进了一些不能消化的异物，

或者吃错了东西导致食物中毒，又不能及时赶到医院的，可以用家用

肥皂制作一杯肥皂水喝下，这样能达到催吐效果，然后立即送医急救。

具体方法为：取一块纯净的肥皂，将其切成细片，然后用温开水使其

溶解，将溶解好的肥皂水用量器分开，成人喝 300-500 毫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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