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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化學家穆瓦桑
正在電解製氟

有趣的化學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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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氟被稱為「死亡元素」？
單質氟的分離製備尤為艱辛，而且充滿了危險，曾令早期
許多科學家嚴重中毒或爆受傷，甚至死亡。

1768 年，德國化學家馬格拉夫首次報道了氫氟酸。但直到
1810 年，法國科學家安培才正式提出氫氟酸中含有一種新的元
素，英國化學家戴維將其命名為氟。但是，要想提取單質氟，卻
比預想的要艱難得多，此後長達 70 多年的製備單質氟的漫長而又
悲壯的歷程就是明證。許多化學家投入到了分離單質氟的研究中。
然而，元素氟的分離是如此的危險和艱辛，早期的研究者為此付
出了沉痛的代價，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英國化學家戴維最先嘗試
製備單質氟，但很快就因為中毒而被迫放棄了研究。 1836 年，愛
爾蘭科學院的喬治 • 諾克斯和托馬斯 • 諾克斯兩兄弟在製備氟的
研究中都嚴重中毒。隨後，比利時的魯耶特和法國的尼克雷不幸
中毒身亡。而英國化學家戈爾則在電解氫氟酸製氟的過程中遭遇
了爆炸事故。
為甚麼氟的分離這麼困難呢？這是因為氟是化學性質最活
潑、氧化性（與其他元素發生化學反應時奪取電子的能力）最強
的化學元素。通常的化學方法是無法製備單質氟的，只能通過
電解的辦法才有可能得到它。而氟在常温下是一種淺黃色的
劇毒氣體，能和大多數其他元素發生反應，也可以和
除全氟有機物以外的所有有機化合物發生劇烈反應；
在受熱的情況下，氟還能腐蝕金、鉑等貴金屬。因
此，當時的化學家在實驗中即使製備了少量的單質
氟，也由於它立即與其他物質發生反應而難以收集、
鑒定。另一方面，氟氣和氫氟酸有非常強的毒性，即使吸
入少量也會中毒，甚至可能致命。在早期製備單質氟的探索中，
由於當時實驗技術條件不夠完善，容易發生不慎吸入氟化氫而導
致中毒的事故。

氟在常温下是一種淺黃色的
劇毒氣體

螢石，又稱氟石，是一種含氟的礦
物，主要成分是氟化鈣

然而，科學家不屈不撓的探索精神和為真理獻身的精神是任何困難都阻止不了的。在汲取前人
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法國化學家穆瓦桑經過長期艱苦、細緻的探索，雖然多次中毒，仍然鍥而不捨，
終於在 1886 年 6 月 26 日通過電解無水氟化氫和氟氫化鉀混合物的方法首次成功製備分離了單質
氟。直至今天，現代工業大規模生產氟氣仍然利用穆瓦桑電解製氟的方法。 1906 年，為了表彰他
在製備元素氟方面所做的傑出貢獻以及所發明的穆氏電爐，穆瓦桑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1907 年，
由於長期和劇毒物質接觸，嚴重損害了健康，年僅 55 歲的穆瓦桑過早地離開了人世。（呂龍）

有趣的化學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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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金屬見不得光？
銫對光線特別敏感，見不得光的，如在烈日下
照射，它就會變成一灘稀泥。

原來，銫對光線特別敏感，極其微弱的光照，以及從紅外到
紫外區域的各種波長的光照，都會使它發生能量狀態的變化，放
出電子，產生電流，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光電效應」。
科學家利用銫的這一特性，把它噴塗在鋁片上，就可以製
成「光電管」，實現光與電的轉換。照射的光線越強，得到的電
流就越大。正是有了光電管的發明，電視才應運而生。電視節
目在拍攝製作過程中，光電管把所攝物體的光線轉變成強弱不
同的電信號，然後經電視台以電磁波的形式發射出去，送往千
家萬戶的電視機。電視機把接收到的電信號再經過轉換，還原
成圖像，成為我們看到的電視節目。光電管的應用相當廣泛，
在自動化裝置中可以製成開關、報警設備，還可以製成將光能
轉換成電能的光電池。

金屬銫

銫所具有的優異光電性能，還可用於製造軍事偵察、邊防巡
邏、軍艦夜航時用的紅外線望遠鏡。銫接收了目的物反射來的紅
外線，產生電子輻射，電子衝擊熒光屏，即可產生出可見圖像。
銫還有一個特性，它是最軟的金屬。銫的莫氏硬度只有 0.2 ，用小刀就可以像削蘋果一樣把它
削成任何形狀。它的熔點也很低，只有 28.4 ° C ，僅次於水銀。夏天，它就會像冰塊一樣熔化掉。
難怪有人說它是金屬王國裏的「嬌小姐」。
不過，你可別被這些性質所蒙蔽。若是把它放置在空氣裏，它一會兒就會自燃起來，這時可別
用水來澆滅火，因為遇到了水，它就更「淘氣」了，會像炸藥一樣爆炸。所以，為了讓銫「老實」點，
人們只得把它「囚禁」在煤油中，與世隔絕。
微博士

銫的發現
銫是由德國化學家本生和物理學家基爾
霍夫共同發現的。他們在用分光鏡對一種
礦泉水進行光譜分析時，發現了兩條不知
來源的藍線。後來證明這是一種新元素造
成的，並給這種元素起名為「銫」，在拉
丁語中的意思是「天藍色」。在銫的發現
過程中，兩位科學家共蒸乾了 440 噸礦
泉水，反覆結晶上百次。
後來，科學家又用光譜分析法發現了銣、
鉈、鎵、氦等元素。目前，光譜分析已經
成為化學分析的重要手段。
德國化學家本生（左）和物理學家基爾霍夫（右）

銫還有許多用武之地。它是一種很
好的催化劑，在很多有機和無機合成過程
中都有它的身影。銫原子受熱後很容易電
離，所形成的正離子會加速到很高的速
度，能為火箭提供強大的推力，是航天動
力系統理想的燃料。銫的放射性同位素還
可用於輻射育種、食品輻照保藏、醫療器
械的殺菌等。（尹建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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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員穿的衣服為甚麼不怕
火燒 ?
消防員穿的衣服是用聚四氟乙烯製成的，
能耐極端高低温。

香港放大鏡

濃煙滾滾、火苗亂竄的樓房，外面的人不敢進入，裏面的人
也無法逃脫，但有一類人除外，那就是消防隊員。他們能夠衝入
煙燻火燎、高温灼烤的樓房中，從死神手中搶救出一個個居民。

黃金戰衣
香港消防處於 2010 年引進了抗
火服，俗稱「黃金戰衣」，由立陶
宛製造，中外層抗熱防火布採用
PBI Gold 物料，耐燃温度至攝氏
1093 度，比舊款高 300 度，且
較柔韌，具高度的撕裂耐力，有
較佳的透氣功能，可以減少消防
員中暑及被燒傷風險。

消防隊員也是人，為甚麼能穿行在普通人無法進入的火場？
其重要原因就是他們身穿的特殊服裝—消防服。消防服有很多
特種功能，既防火耐熱、防水通氣，又能抵禦酸鹼等化學物質的
腐蝕，並且還具有一定的防靜電作用。不僅如此，寬大厚實的消
防服還能保證消防員穿着舒服、動作靈活。功效如此特殊的消防
服內究竟有甚麼奧祕呢？
現代消防員穿的消防服並非是單層衣服，而是分為好幾層：
最外面的反射層、中間的防水層、裏面的隔熱層等。
消防服的反射層實際上是衣服表面塗的一層金屬鋁塗層，正
是這層薄薄的金屬塗料，在火場中能將襲來的大部分熱輻射反射
出去。消防服的防水層的材料通常採用的是聚四氟乙烯 [(C2F4)n] 。
這是一種性能優良的塑膠，遇水不會被浸濕，也不會膨脹。不僅
如此，它還能耐受 -269.3°C 的極端低温和 250 ° C 的高温，而且
不懼強酸濃鹼，即使是腐蝕性特別強的王水對它也無可奈何。此
外，聚四氟乙烯的介電性能很好，既不受電磁頻率的影響，也不
隨温度而改變，因此獲得了「塑膠王」的美譽。

S

聚四氟乙烯 [(C2F4)n] 分子結構模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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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是怎樣煉成的？
鋼是把生鐵中的部分碳除掉而煉成的。

跨學科連線

看鋼水顏色便可
知道煉鋼爐的温度

物理

在 600 °C 以 下 ， 物 體 的 熱 輻 射
波長在紅外和遠紅外波段，因此
肉眼不可見這些熱輻射。當温度
達到 600 ~ 700°C 之間，物體開
始呈現暗紅色，這表明輻射波段
開始進入可見光區域。隨着物體
温度繼續升高，輻射的波長進一
步向短波方向移動，物體變得鮮
紅，甚至逐漸變成青色。因此，
煉鋼時只要看鋼水的顏色就可以
知道高爐內的温度了。
增潤知識

見《物理 II》

你一定從電視屏幕上看到過煉鋼吧！用轉爐煉鋼，爐口吐着
長長的、耀眼的火舌，給人留下深刻難忘的印象。
鋼，是用生鐵來煉的。按照化學成分來說，鋼與生鐵的不同
只是在於生鐵中含的碳比鋼更多罷了。煉鋼，就是把生鐵中的部
分碳除掉。
煉鋼的轉爐，看上去挺像個「歪頭」的桃子。當人們把熾熱
的鐵水倒進去以後，從爐底呼呼地鼓進熱空氣，這時，生鐵裏的
碳在高温下一遇上氧氣，就燒起來了，另外，部分的鐵與鐵中所
含的硅、磷、硫等，也燒了起來。這樣，煉鋼爐便冒出長長的火
舌，有時還迸出耀眼的火星，真是「爐前鋼花映面紅」。
很多人分不清鋼與熟鐵，告訴你一個簡單的分辨辦法：你只
要把鋼片或者熟鐵片放在砂輪上磨打一下就行了。如果磨打時，
迸出來的火花像樹枝一樣叉開，那是鋼；火花像直線一樣筆直向
前方射去的，那是熟鐵。
按照化學成分來說，鋼與熟鐵的不同，只是在於鋼中的含碳
量比熟鐵多。用砂輪一磨打，鋼末、熟鐵末中的碳受熱燃燒，迸
出火花。鋼中的碳比熟鐵多，迸出的火花也就多，分叉也就多。
（葉永烈）

源於化學的新材料

057

79

甚麼「膠水」可以用於修飛機 ?
環氧樹脂就可以用於修飛機。

當飛機的襟翼表面損傷時，工作人員常常會使用一種名叫
環氧樹脂的膠黏劑進行修理。工作人員將受損的蜂窩狀材料挖去
後，直接把環氧樹脂填充進去。環氧樹脂廣泛應用於飛機上許多
非金屬材料之間或者金屬與非金屬材料之間的黏合。使用環氧樹
脂修補飛機，操作簡單，花費時間短，但是效果特別好。
其實，為了減輕重量，製造飛機的殼體時也使用了環氧樹
脂。用特種環氧樹脂和碳纖維經高温高壓製成的複合材料，強度
比鋼、鋁合金、鈦合金都高。由於質量輕、強度高，成了宇航工
業的寵兒。中國研發的「神舟」系列飛船的殼體上就使用了這種
材料。
確切地說，環氧樹脂是泛指分子中含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環氧
基團的有機高分子化合物。由於它的分子結構中含有活潑的環氧
基團，因此可以與多種類型的物質發生交聯反應形成不溶、不熔
的具有三維網狀結構的高分子聚合物。它具有固化方便、黏附力
強、高化學穩定性等優點。
除了用於膠黏劑，環氧樹脂還可用作大型輸油、輸氣管道的
塗料，製成高強度的熱固性塑膠，用於乾式變壓器，以及製成韌
性好、抗衝擊強度大的環氧樹脂混凝土。（秦浩正）

微博士

膠水的歷史
考古學家發現，很早以前，人類
就已經把樺樹皮焦油當作膠水，
用來製造原始武器——矛。而已
知最早的人工合成膠水也有 7 萬
年歷史，由樹膠與代赭石混合而
成。歷史上，人類曾經使用過各
種各樣的膠水，有的在今天看來
簡直不可思議。例如，中國古代
用混有糯米的泥漿砌牆；巴比倫
人用馬的牙齒來製造膠水；而中
世紀的歐洲人則使用蛋清，混合
各種顏色的顏料作畫。

工作人員在用環氧樹脂修補飛機機翼

60

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化學 I

041

玻璃幕牆是甚麼做成的 ?
玻璃幕牆是由經過鋼化、鍍上銀膜的三層
中空玻璃所造成的。

科學偉人

密斯 • 凡 • 德 • 羅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密斯 • 凡 • 德 • 羅（1886 – 1969）
是德國一個石匠的兒子，他從打
弄石料中愛上建築，自學成才，
成為建築設計師。他的經典名言
是「少即是多」，主張簡潔的建築
設計風格。他是第一個提出玻璃
幕墻這一建築設計理念的人。

跨學科連線

雙層玻璃窗能夠節能

通識

雙層玻璃窗通常是由鑲嵌在框架
內的兩片玻璃構成的，兩者間的
空隙可以由空氣或氬氣等無毒氣
體填充。兩種不等媒介質（玻璃
與空氣）分子不斷交換，形成能
量輸運，以及在雙層玻璃空隙的
內表面塗上一層抗輻射膜，也能
夠有效阻斷熱輻射。

異想天開的人，其實是最富有創造性的人。窗，原意是「牆
上的洞口」，在 1919 年有人卻要把玻璃窗無限擴大，甚至取代整
個牆壁。這個人就是德國建築學家密斯 • 凡 • 德 • 羅，他是 20 世
紀中期世界上最着名的四位現代建築大師之一。 1921 年，密斯
把他異想天開的設想做成模型——整幢大樓的外牆全部是用玻璃
做的，稱之為「玻璃大樓」。他宣稱要把窗與牆合二為一，玻璃
外牆既是透明的窗，又是堅實的牆。
密斯的「玻璃大樓」只是設想， 1971 年，着名美籍華人建築
設計師貝聿銘終於把密斯的設想變為現實，在美國 波士頓建成了
60 層的漢考克大廈，這是世界上第一座玻璃外牆的摩天大樓。這
座通體透明、外牆如同鏡子般的新穎大樓，令人眼前為之一亮，
頓時轟動了美國，轟動了世界。玻璃外牆被稱之為玻璃幕牆，密
斯則被譽為玻璃幕牆之父。
不過，好景不長，對於漢考克大廈的讚美聲很快變成了批評
聲。大廈的玻璃幕牆總共使用了 1.4 × 3.5 米的玻璃 10 344 塊，
才 3 年的光景就噼裏啪啦碎了 2000 多塊！美麗的高樓千瘡百孔。
這是因為那些玻璃的強度不夠，而且支撐玻璃的鋼架強度也不
夠。經過 5 年的修整，漢考克大廈才好不容易治好了外牆上的「傷
疤」。
近幾十年來，經過不斷改進，玻璃幕牆的質量已經有了明顯
提高：
1.

鋼化
經過鋼化處理（熱處理）的玻璃抗衝擊強度比普通玻璃提高了
3 ~ 5 倍，而且即使碎裂也只是碎成無銳角的細小玻璃塊。

2.

中空
把幕牆玻璃做成雙層（甚至三層），在兩片玻璃之間充入乾燥
的空氣層或惰性氣體層，能夠大大提高保温、隔熱、隔音性
能。據測量，當室外温度為 –10 °C 時，單層玻璃窗前的温度
為 –2°C ，而使用三層中空玻璃的室內温度為 13°C 。應該強調
的是，中空玻璃充入的空氣必須是乾燥的，那是為了防止水
汽在冬天凝結在裏層，影響透明度。

增潤知識

見《能源與
環境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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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膠」為甚麼有巨大的黏合力 ?
萬能膠在空氣中的水分子的作用下發生陰離子聚合反應，生成很長鏈的分子，
鏈子兩旁嵌入物體內以形成巨大的黏合力。

1942 年，美國人哈里 • 庫弗想研發一種槍械瞄準器的清潔
劑，誰知陰差陽錯，最後他發明的東西化學名稱叫「氰基丙烯酸
酯」。橡膠、皮革、織物、紙板、人造板、木材、泡沫塑膠、陶瓷、
混凝土、金屬等許多材料，都可以用這種液體黏合起來，而且十
分牢固。因為應用範圍如此之廣，所以被稱為「萬能膠」。

科學探究場

測試萬能膠的黏合力
準備一小罐萬能膠，再找一些
不同材質的物品，看看萬能膠
能粘住哪些材質的物品，黏合
強度怎樣。

原來，氰基丙烯酸酯在空氣中水分的作用下會發生陰離子聚
合反應，生成有很長「鏈」的新分子。這些很大的長鏈分子緊緊
纏繞，固結在一起，長鏈的兩側則深深地嵌入物體表面的空隙，
結果就把兩個物體牢牢地連接在一起了。除了能黏合住許多物
體，庫弗發明的「萬能膠」還有很多其他優點。比如說，配方簡
單，不需要各種各樣其他試劑的配合，就能夠使用；乾得快，氰
基丙烯酸酯遇空氣後很快就會固化變硬，是一種「快乾膠」；無
需加熱，在常温下就能夠使用，這給使用者帶來很多方便；當然，
最重要的特性還是「黏得牢」，那些用萬能膠黏住的地方非常牢，
有時甚至比原來的物體還要牢固好幾倍呢！

使用萬能膠的小竅門：塗膠前要
先清潔物體的表面；塗膠時要向
一個方向刷，塗層宜薄；塗完後
晾置幾分鐘，感覺不粘手指時，
立 即 進 行 黏 合； 黏 合 要 一 次 對
準，不可來回移動，最後壓緊。
放置一段時間後，黏合處就能達
到最大強度。

當然，庫弗發明的氰基丙烯酸酯「萬能膠」並不能黏合所有的東
西，不過，後來的科學家在庫弗發明「萬能膠」的啓發下，研
究開發出了許多性能各異的新「萬能膠」，它們或用途廣
泛，或黏性專一，各自具有很好的用途。（秦浩正）

氰基丙烯酸酯分子結構模型

「萬能膠」用途非常廣泛，
可以用來修補陶瓷

「原子學說」的歷史
約翰 ‧ 道爾頓
(John Dalton)
(1966 - 1844)
約翰．道爾頓提出定量概念的原子論，
所謂的原子是物質分到不可分割的粒子；
相同元素的原子有相同的質量或性質；
單質原子無法重新製造或被破壞；化合
物的原子是由固定正數倨成分元素的原
子，聚集後所形成的複合原子組成。

尼爾斯 ‧ 波耳
(Niels Bohr)
(1885 - 1962)
尼爾斯 ‧ 波耳提出的波耳模型解釋了電
子環繞原子核作軌道運動，外層軌道比
內層軌道可以容納更多的電子；較外層
軌道的電子數決定了元素的化學性質。

W
W

G

德謨克利特
(Democritus)
(460 - 370 BC)

埃爾温 ‧ 薛丁格
(Erwin Schrodinger)
(1887 - 1961)

約瑟夫．湯姆森
(J. J. Thomson)
(1956 - 1940)

德謨克利特是率先提出原子論，他指
出原子是細小、堅硬的粒子，它們是
由一種物料組成，它們有不同形狀及
大小。它們是不斷在運動，連結在一
起便形成不同的物料。
W

埃爾温 ‧ 薛丁格提出雲模型，
證明電子存在於電子雲內。

約瑟夫 ‧ 湯姆森發現了
電子，他利用克魯克斯管
及利用磁鐵的正極將電
子移動。他指出若電子移
向磁鐵的正極，這表示原
子必定含有負電荷。他稱
這原子模型為「梅子布丁
模型」。

路易 ‧ 德布羅意
(Louis de Broglie)
(1892 - 1987)

G

路易 ‧ 德布羅意提出了德布
羅意波（相波）理論。他認為
實物粒子如電子也具有物質
周期過程的頻率，伴隨物體
的運動也有由相位來定義的
相波即德布羅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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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 ‧ 密立根
(Robert Millikan)
(1868 - 1953)

1920

1930

1940

維爾納 ‧ 海森堡
(Werner Heisenberg)
(1901 - 1976)

羅伯特 ‧ 密立根準確測定電子電荷進
行；他還證明這個數量具有恆定的所
有電子，因而顯示了原子結構的電力。

維爾納 ‧ 海森堡海森堡出了
著名的「不確定性原理」，在
一個量子力學系統中，一個運
動粒子的位置和它的動量不可
被同時確定，位置的不確定性
和動量的不確定性是不可避免
的，它們的乘積不小於（為普
朗克常數）。

亞里士多德
(Aristotle)

詹姆斯 ‧ 查德威克
(James Chadwick)
(1891 - 1974)
詹姆斯 ‧ 查德威克發現了
原子內有一沒有帶任何電荷
的粒子，中子。他將波耳模
型改良以表現中子的存在。

(384 - 322 BC)
W

亞里士多德相信每樣物件都是由五大元素
所組成，包括水、土、空氣、火和以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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