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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荷葉會出淤泥而不染？

「秋荷一滴露，清夜墜玄天。將來玉盤上，不定始知圓。」
唐朝詩人韋應物的這首《詠露珠》詩，呈現了一幅鋪展在荷塘裏
的美麗畫面：清冷的秋夜，荷葉上有一滴露珠在月光清輝之下閃
亮，彷彿墜自蒼穹。宋朝學者周敦頤在《愛蓮說》中也這樣讚美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後人則用荷花來比喻
君子在惡劣的環境中不為世俗所污的高尚品格。

荷葉為甚麼會出「淤泥而不染」呢？ 1997年德國波恩大學植
物學教授巴斯洛特研究植物葉子時，用電子顯微鏡觀察了荷葉表
面結構，才揭開了其中的奧祕。原來，在荷葉的表面上生長着許
多高度約為 5~9微米、間距約為 12微米的乳突，每個乳突表面
上又生長着許多直徑為 200納米的蠟狀突起，這相當於在「微米
結構」上生長着「納米結構」。在荷葉的表面上，這樣的「微納米
結構」看上去像密密麻麻的「小柱子」，再加上蠟狀物的排斥效
應，使得液滴不能鑽到「小柱子」間隙內部，只能在「小柱子」頂
端跑來跑去。於是，液滴與荷葉表面就呈現出了排斥性，我們稱
之為「荷葉效應」，也可稱之為「疏水效應」。當有污染物落在荷
葉表面時，隨液滴滾動，它們會輕易地被帶走。這就是荷葉「出
淤泥而不染」的奧祕。

具有荷葉效應的表面，都有自清潔功
能。如果該表面與水滴間的排斥效應極為
強烈，就稱為「超疏水表面」，這類表面
同時具有很好的減小阻力功效。如果荷葉
乳突上的蠟狀物喪失了，荷葉的超疏水性
質也就被破壞了。但荷葉自身能夠不斷地
分泌蠟質，隨着蠟質的補充，超疏水性質
便可恢復。

與荷葉類似，自然界中具有優良超疏
水性的植物表面幾乎都具有微納米結構。
據不完全統計，自然界中約有 1200 種能
夠在水面上行走的昆蟲，它們的腿部也具
有微納米結構。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對自然界中多種植物葉面和花瓣進行
了研究，不僅人工合成了諸多超疏水材料，還製備出了具有自清
潔功效的衣物，在超疏水領域頗有影響。（呂存景 殷雅俊）

荷葉表面有自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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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葉效應的原理示意圖

微博士
自清潔的超疏水材料

仿照荷葉表面的自清潔性質，科

學家研製出各種各樣 「荷葉效應」
的材料，具有廣闊的工業和生活

應用前景。由這樣的材料製成的

衣服、領帶不易被弄髒；將這些

材料塗在餐具表面，餐具上的油

污就很容易清洗；將這些材料塗

在輸油管道的壁面上，就可以降

低摩擦，節約輸運過程中的能量

消耗；將這些材料塗在機身、電

纜上面，可以起到防止結冰的功

效；「鯊魚皮」泳衣威名遠揚，也

是由於織物上的微納米材料起到

了很好的減阻作用。

表面張力使露珠
呈現近似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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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輪發電機

水閘

水庫

科學偉人
法拉第 (Faraday)

19 世紀初發現電能產生磁之後，

人們很自然會想到：磁能產生電

嗎？為此，許多著名的科學家都

投身研究之中，但均無結果。

最終解決這個問題的，是自學

成才的英國著名物理學家法拉第

（1791 – 1867）。

早在 1822 年，他就在日記中寫

下了自己的思想：「磁能轉化成

電。」從那時起，法拉第就開始

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起

初，法拉第試圖用強磁鐵靠近閉

合導線，或者用強電流使另一閉

合導線中產生電流，可是做了大

量的實驗都失敗了。經過整整

10 年的探索、歷經多次失敗後，

1831 年 8 月，法拉第終於獲得

了成功。法拉第發現，只有當閉

合導體迴路的一部分在磁場中運

動並滿足一定

條件時，迴路

中才會產生電

流—這就是電

磁感應現象。

今天的發電機

利用的都是這

個原理。

為甚麼要在三峽建設發電站？

 在各種供電方式中，水力發電至今仍然是中國第二大供電
方式，每年的發電量超過 6000 億千瓦 • 時，僅次於火力發電。作
為中國首屈一指的水電工程，三峽大壩年發電量為 1000 億千瓦 •
時。

為甚麼要在三峽建設這座當今中國第一大壩呢？為的就是利
用大壩抬高水位進行水力發電。水力發電是利用建在水流上游處
的大壩來攔截水流，蓄存水量以抬高水位，直到水位積累到一定
高度，打開河壩下部的閘門（這個作用就類似於家裏的水龍頭），
通過導葉等輔助控制使一定流量的水經壓力水道流向下游。由
於能量守恆，在這個過程中，水流所減少的勢能轉換為增加的動
能。當水流流經發電站巨型水輪機時，運動的水流會沖擊水輪機
的葉片帶動水輪機轉動，水流大部分動能也就轉換為水輪機的機
械能。

水輪機與發電機轉子（即發電機中能轉動的部分）的軸是相
連的，水輪機的運動使發電機的轉子也繞軸轉動起來。而這個轉
子是個能產生磁場的磁極，磁極的轉動，導致了磁場的改變。這
種變化的磁場作用於定子（即發電機外圈不動的部分）上的線圈，
等效於線圈切割磁感線，使線圈兩端產生感應電壓。

三峽大壩的選址，一方面考慮到三峽地區蓄水防洪的需要，
以及變峽江航道為川江航道可改善通航條件；另一方面是由於三
峽大壩選址的三斗坪基巖為堅固完整的花崗巖，其承重強度高，
透水性弱，適用於建混凝土高壩。建成的三峽大壩壩頂高 185
米，正常蓄水水位可達 175 米，總庫容約 393 億立方米，若將這
樣庫容水的勢能轉換為動能來推動水輪機發電，
可獲得非常巨大的發電量。

然而，修建三峽大壩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視
的隱患：「高峽出平湖」固然很壯觀，但隨着最高
水位的不斷提高，上游來的泥沙在河底淤積抬高
河牀的問題會變得越來越嚴重；大壩周圍土地的
壓力增大會造成山體滑坡，甚至是觸發地震等地
質災害；大壩還會影響三峽地區豐富的生物多樣
性，阻斷洄游魚類通道，等等。所以，在研究新
技術、開發新設施來發展新能源的同時，怎樣以
人為本、儘可能減少負面影響也是未來大工程必
須直面的大問題。（許謝慧娜）

考慮到蓄水防洪的需要及改善通航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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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激光可以移動物體？

光實際上是人類肉眼可以覺察到的一種電磁波，具有波的一
切特性。同時，光也具有粒子性，可看成由一種被稱為光子的粒
子構成。這就是所謂波粒二象性。

為甚麼激光性能優越？

激光應用非常廣泛，從手術刀、焊接、切割、打印機到掃描
成像、微細加工、通信，甚至作為武器，它幾乎無處不在。它具
有普通光源所不具備的很多優點，畢竟它產生的機理和普通光源
非常不同。

光的單色性與發生躍遷的能級的壽命有關，壽命越長，單
色性越好。激光器發出的受激輻射光是從壽命高達幾毫秒到幾秒
的亞穩態發射出來的，單色性很好。此外激光在諧振腔內反覆反
射，多條光束之間發生干涉，進一步增強了單色性。普通光源中
原子的激發態能級壽命約 10 納秒，即使單色性最好的氪燈的單
色性比氣體激光器還差 100 萬倍。利用激光極好的單色相干性，
可以進行很多精密的實驗，由此開創了很多新的學科和工藝，比
如激光全息呈現、激光測距、激光干涉、激光測速等。

由於諧振腔對光束方向的選擇作用，激光光束的發散角很
小，方向性很強，能量高度集中。比如實驗室常用的氦氖激光

器，雖然功率只有 10 毫瓦，產生的光的亮度卻可以達到太陽光
亮度的 10 萬倍。激光的發散角一般只有毫弧甚至更小，將一束激
光射向 38 萬千米之外的月球，其表面光斑半徑不超過 1 千米。如
果採用調製技術將能量在時間上集中起來，可以得到極高的脈衝
功率。比如，美國的國家點火裝置擁有 192 條激光束，能在幾萬

億分之一秒的時間內將激光發射到約 2 毫米寬的靶上，其組合
峯值功率最高達 500 萬億瓦，是三峽大壩總功率的 2 萬倍。

激光的優點一時難以說盡，不妨找找你身邊哪些地
方用到它了吧！（肖能超）

它具有普通光源所不具備的很多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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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光測距

光也具有粒子性。當物體被光子撞擊時

便會有所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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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放大鏡

「激光」與「鐳射」

激光器這個詞實際是「受激輻射

光頻放大器」(Light Amplification 
by  S t imu la ted  Em iss ion  o f 
Radiation) 的縮寫。港台地區把激

光這個詞翻譯為「鐳射」，是根據

英文 LASER 音譯的，實際上激光

跟放射性元素鐳沒有任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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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微波爐也能加熱食物？

現代家庭中，微波爐已經成了廚房必不可少的烹飪器械。
把食物放入微波爐，選好加熱檔，選定加熱時間，它自動就把食
物加熱或烹飪好了。為甚麼不用火，微波爐也能夠加熱甚至烹飪
食物呢？在加熱水分較少的食物時，我們習慣先淋一點兒水在上
面，其實祕密就在水上。

水分子是由一個氧原子兩個氫原子構成的，氧原子對電子的
吸引力很強，所以水分子中的電子比較集中在氧原子那一頭，相
應地氫原子那頭就少一些。整體來看，水分子就一頭帶着正電，
另一頭帶着負電。這樣的分子就被叫作「極性分子」。

在通常的水裏，水分子是雜亂無章地排列的，
衝哪個方向的都有。當水處在電場中的時候，帶正
電的那頭就會轉向電場的負極，而帶負電的那頭會轉
向電場的正極，就是所謂的「異性相吸，同性相斥」。
如果是一個靜止的電場，水分子們排好隊也就安靜下來
了。如果電場在不停地轉，那麼水分子就會跟着轉，試
圖和電場保持一致的隊形。如果電場轉得很快，那麼水分
子們也就轉得很快—類似摩擦生熱，水的温度就升高了。

電磁波就相當於這樣一種旋轉的電場。用在微波爐上的電磁
波每秒要轉 20 幾億圈，水分子們以這樣的速度跟着轉，自然也
就「渾身發熱」，温度在短時間內就急劇升高了。一旦微波停止，
旋轉電場消失了，水分子們也就安靜下來，它們的世界也就恢復
清靜了。在這個過程中，水分子本身並沒有被微波改變，只是温
度升高了。

不僅是水，其他極性分子也都可以被微波加熱。通常的食
物中都含有水和其他極性分子，所以在微波作用下可以被迅速加
熱。而非極性的分子，比如空氣，以及某些容器，就不會被加熱。
我們平常熱完食物後會覺得容器也熱了，往往是被高温的食物給

「燙」熱的。（雲無心）

062
水分子跟隨電磁波急速旋轉，温度短時間

內急劇升高，以加熱食物。

微博士
安全使用微波爐

微波是一種波長極短的電磁波，

其波長在 1 毫米到 1 米之間，其

相應頻率在 300 吉赫至 300 兆

赫之間。微波喜歡水這樣的極性

分子，從而能加熱食物。不過微

波更喜歡金屬裏面的自由電子，

要是你不小心把鋼勺忘在食物裏

一起加熱，微波能量就會加到勺

子上，產生電火花或者把食物燒

焦。加熱食物之前記住千萬要把

勺子等金屬物品拿出來，以保證

安全。

微波加熱原理

水分子

跨學科連線
極性分子

化學物質一般具有相似相溶性。

比如，氨氣和水都是無機化合

物，都是由極性的分子組成，所

以氨氣可以大量溶解在水中；汽

油和食用油都是有機化合物，都

是由沒有極性或極性很弱的分子

組成，所以食用油可以大量溶

解在汽油中；但食用油卻不溶於

水，水也不溶於汽油。

化學

增潤知識

見《化學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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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士
攝氏温標和華氏温標

温度是表徵物體冷熱程度的標

尺，温度的間隔大小則是人為

制定的。歷史上最早出現的温度

表示方法（即温標）是 18 世紀

初由德國人華倫海特提出的華氏

温標，他把一定濃度的鹽水凝固

時的温度定義為 0 ，水的冰點定

為 32 ，沸點為 212 。 1742 年，

瑞典人攝爾西斯提出了攝氏温

度，他把水的冰點定為 0°C ，

純水在 1 個大氣壓下的沸點定為

100°C ，冰點與沸點之間劃分為

100 個等份，每一等份代表 1°C。

科學偉人
開爾文爵士 (Kelvin)

自 19 世紀以來，科學家們發現

用日常的温度不方便描述發動

機熱能轉換與温度之間線性關

係。 1848 年，出生於愛爾蘭的

物理學家威廉 • 湯姆孫（1824 – 
1907）創 立 了 熱 力 學 温 標 ， 即

把 -273.15°C 定義為絕對零度，

1 度的大小與攝氏温度相同。湯

姆孫把熱力學第一、第二定律公

式化。因此，他被稱為「熱力學

之父」。湯姆孫曾參與了電報機

的發明，還為橫跨大西洋的電報

工程做出了貢獻。

他被英國維多利

亞女王封為開

爾 文 爵 士 。

為了紀念他

的貢獻，熱

力 學 温 度

的單位被定

為「 開 爾 文 」

（開）。

温度計（攝氏、華氏）

原子、分子完全靜止時，物體的温度

就達到了最低温度。

055 為甚麼温度不能低於絕對零度？

物體的冷熱程度用温度高低來表示，熱的物體温度高，冷
的物體温度低。那麼物體最冷能有多冷呢？科學家們的研究表
明：物體的温度與物體內部原子、分子等的運動速度直接相關，
原子、分子運動速度越高、越激烈，物體的温度就越高；反之，
如果原子、分子運動速度越低，則物體的温度就越低。因此，假
如物體內原子、分子速度為零，也就是處於靜止時，物體的温度
就達到了最低温度，也就是達到了最冷的程度，科學家們把這個
温度標記為 0 開（開是熱力學温度的單位—開爾文）。不過，
這個 0 開可不是咱們通常所說的 0°C ，換算成攝氏温標，它等
於 -273.15°C!

但是，要讓物體內部的原子、分子停下來達到完全靜止是不
可能的，目前人類利用了各種複雜的技術手段，只能無限逼近但
卻永遠不能達到 0 開 ! 目前，實驗室能達到的最低温度接近 10-8 ~ 10-9

開的水平。

物體的温度與構成它的原子、分子的運動
速度相關，但是直接測量原子、分子的速度很
困難。另一方面，物質的許多物理特性如體積、
電阻等則直接與温度相關。例如，氣體、液體的
温度變化時，其體積就會有顯著變化；金屬的温
度變化，其電阻就會改變。因此，人們通過研究
清楚物質的某些物理特性與温度的關係後，就可
以根據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製成各種原理的温度
計。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温度計是水銀温度計，
它是根據水銀的體積變化與温度成線性關係而製
成的。測量低温的温度計則還有電阻温度計、熱
電偶等。（羅二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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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消防水槍能噴出高速
水流 ?

每當發生火災，消防隊伍就會迅速出動，趕赴火災現場。
為了能迅速撲滅大火，消防隊員往往使用多支消防噴水槍，組成
一道道水網，迅速控制住火勢的蔓延。噴水槍射出的水流又急又
高，可以達到上百米，這是為甚麼？

如果仔細觀察一下，就可以發現，噴水槍的口徑是比較小
的。為甚麼小口徑就能射出高速水流來呢？這是因為設計者利用
了流體力學原理。當一定流量的流體經過管道時，流體速度與管
道直徑大小成反比，當管道直徑大時，流速就小；反之當管道直
徑小時，流速就大。所以，為了獲得較大的噴出速度，消防噴水
槍的出口直徑是比較小的。出口水流的速度愈高，則動能愈大，
也就使水流射得愈高。現代大城市裏高樓林立，一旦發生火災會
損失慘重，因此現代的消防車雲梯高度有的已經超過百米，再加
上水槍上百米的射高，可以直接撲滅幾十層高樓的火災。

水槍是消防戰士撲救火災的重要武器 , 是用來滅火的。除此
之外，水槍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同樣也可以發揮出奇制勝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一艘驅逐艦正停泊待命。突
然，一枚敵方的水雷隨着潮水向軍艦漂來，當全艦官兵發現時都
愕然了。起錨開船已沒有足夠的時間；發動引擎使水雷離開，也
許螺旋槳的轉動會使水雷更快地漂向軍艦；以砲火引爆水雷，水
雷又離艦太近。在悲劇似乎不可避免的時候，一名水兵突然喊
道：「把水槍拿來！」所有的人頓時明白了，他們向軍艦和水雷
之間的海面噴水，利用水流把水雷沖向遠方，再用艦砲引爆了水
雷。高速水槍挽救了全艦人員的生命。

第四次中東戰爭前夕，蘇伊士運河還在以色列控制之下，
如何突破運河這個天塹，成為埃及高級軍官們傷透腦筋的問題。
一個下級軍官想出了用高速水槍攻堤的方法，一試驗果然十分靈
驗。戰役發起後，埃軍裝備特製高壓水槍的工兵部隊迅速破堤，
2 小時內就在運河西岸上打開了 60 條寬 7 米的通道，使近 8 萬人
的突擊部隊在幾小時內就渡過了運河，控制了西奈半島的要地。
埃軍在這次戰爭中，一舉突破以軍經營多年的運河防線。

一個是防禦，一個是進攻，運用水槍創造戰爭奇跡，不得不
令人感歎與沉思。在特定條件下，水槍不僅具有一般武器消滅敵
人、保存自己的功能，而且創造了不俗的業績。（俞家新 陳桂芬）

因為消防水槍的出口直徑小，水流速度高，動能大。

003

消防水槍進行滅火作業 

X射線透視水槍

科學探究場
改變自來水的流速

打開家裏浴室的水龍頭，水從龍

頭流下時，用大拇指擋住部分管

口，觀察一下水的流速是不是發

生了變化。

被擠壓的水流改變了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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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洋

印度洋

太平洋 大西洋

大西洋

單相電導線顏色與電壓

Single-Phase Electric Power 

英國�
導線顏色：
•	 火線	——	棕色
•	 零線	——	藍色
•	 地線	——	黃綠相間
電壓	220V

印度�

導線顏色：
•	 火線	——	紅色
•	 零線	——	黑色
•	 地線	——	綠色
電壓	220V

澳洲及紐西蘭

導線顏色：
•	 火線	——	紅色
•	 零線	——	黑色
•	 地線	——	黃綠相間
電壓	220V

香港�

導線顏色：
•	 火線	——	棕色
•	 零線	——	藍色
•	 地線	——	黃綠相間
電壓	220V

中國

�導線顏色：
•	 火線	——	黃色
•	 零線	——	藍色
•	 地線	——	黃綠相間
電壓	220V

加拿大

導線顏色：
•	 火線	——	紅色
•	 零線	——	白色
•	 地線	——	綠色，或裸露的銅線
電壓	110V

美國

導線顏色：
•	 火線	——	黑色
•	 零線	——	白色或灰色
•	 地線	——	綠色、黃綠相間，或裸露的銅線
電壓	11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