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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烷值愈高 ，
汽油的抗爆
性能愈好 !

無處不在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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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為甚麼愛
「喝」93 號汽油？
93 號汽油就是辛烷值為 93 的汽油。

內地很多加油站都掛着「93 號汽油」的標牌， 93 號是甚麼意
思呢，是汽油的純度嗎？內地的汽車為甚麼愛「喝」93 號汽油？

香港放大鏡

作為汽車內燃機的燃料，汽油質量的好壞取決於它能否使內
燃機有更高的效率。如果汽油的質量不好，汽油蒸汽往往在壓縮
到一半時，就自己點火，造成機械裝置的嚴重不協調。此時，
汽車就會產生震動，發出猛烈的金屬敲擊聲，同時一部分燃料
因不完全燃燒而排出黑煙。這就是所謂的爆震。產生爆震的原因
是汽油中自燃點低的碳氫化合物含量太高。而碳氫化合物的自燃
點的高低與它的結構、燃燒值有關。按自燃點從低到高的順序為：
直鏈烴 < 支鏈烴，環烷烴 < 芳香烴
如果要評價各種汽油的質量，就需要把汽油中的所有組分都
完全弄清楚，再根據它們的自燃點來判斷。理論上說，這是可行
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是非常複雜的，幾乎不可能做到。因此，
在汽油質量的比較中，科學家採用了相對比較法來確定汽油的質
量。先設定一個基準辛烷值：將自燃點低的庚烷 (223 ° C) 的辛烷
值定為 0 ，自然點較高的異辛烷 (418 ° C) 的辛烷值定為 100 。將
被測試汽油與某一個溶液的抗爆性能一樣，則該汽油的辛烷值即
為該混合溶液中異辛烷的百分數。例如，如果某汽油的抗爆性能
與 60% 異辛烷和 40% 正庚烷的混合溶液一樣，則該汽油的辛烷
值就是 60 。

重整

輕汽油餾分

高辛烷值的汽油

輕汽油餾分經過重整，轉變成高辛烷值的汽油

可見，辛烷值越高，汽油的抗爆性能越好，汽油的質量也就
越好。加油站出售的汽油牌號就是辛烷值。 93 號汽油就是辛烷值
為 93 的汽油，它比 90 號汽油的性能更好，但沒有 97 號汽油的
抗爆性能好。不過，97 號汽油要昂貴許多，因此從性價比來說，
很多車主都愛使用 93 號汽油。（劉旦初）

香港加油站
香港的加油站並沒有掛着汽油的
標牌，全港的加油站只提供辛烷
值 98 的無鉛汽油。

微博士

相對比較法
自然科學研究中常常會遇到這樣
的情況，當需要兩種物質的某一
性能進行比較時，卻無法直接測
量或測量過程極為困難。這種情
況下，科學家往往會採用相對比
較法。即人為地確立一個比較的
基準，所有的未知樣本都和基準
比較，得到一個相對值，比較相
對值大小就能知道未知樣本的差
異了。例如，元素周期表中的相
對原子質量（原子量），就是以
碳 -12 作為基準得出的數據。

守護健康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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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大多數中藥是苦的？
大多數中藥是取材於動植物，當中含有
具苦味的化學物質—生物鹼。

中藥主要取材於動植物，裏面含有多種化學物質。科學家
通過分析，發現大多數中藥藥材中都含有一類叫生物鹼的化學物
質。生物鹼是存在於自然界（主要為植物）中的一類含氮的鹼性
有機化合物。它們大多數有複雜的環狀結構，氮元素多包含在環
內，有顯著的生物活性。多數生物鹼都具有苦味，少數呈辛辣味
或其他味道。由於一服中藥往往由很多種藥材組成，只要其中有
一種藥材含有生物鹼，熬出的藥汁就是苦的。
提到苦，大家自然都會想到以苦聞名的黃連，而黃連苦的根
源就是它所具有的生物鹼—黃連素生物鹼。其實，在中草藥中
最苦的並非黃連，而是一種叫苦參的植物，因為在苦參的根和花
中含有多種生物鹼成分。
但是，中藥也並不都是苦的，例如甘草。甘草中含有一種叫
甘草酸的成分，它的甜度為蔗糖的 80 ~ 300 倍。
西藥和中藥不一樣，一般西藥中的有效成分比較確定。如果
其中的有效成分中包含的化學物質味苦，這種藥就是苦的，甚至
比中藥更苦。為了改善口味，製藥時往往會使用膠囊或糖衣等遮
藥物，將苦味掩蓋起來，便於吞服。
現在，中藥的生產已部分採用西藥的生產方
式，在保證藥效的前提下，製成片劑、水劑，也
加上糖衣、膠囊，或加入甘草等，盡可能將苦口
良藥變為爽口良藥。（汪禮權）

中草藥藥汁的苦味主要來自生物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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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為甚麼愛
「喝」93 號汽油？
93 號汽油就是辛烷值為 93 的汽油。

內地很多加油站都掛着「93 號汽油」的標牌， 93 號是甚麼意
思呢，是汽油的純度嗎？內地的汽車為甚麼愛「喝」93 號汽油？

香港放大鏡

作為汽車內燃機的燃料，汽油質量的好壞取決於它能否使內
燃機有更高的效率。如果汽油的質量不好，汽油蒸汽往往在壓縮
到一半時，就自己點火，造成機械裝置的嚴重不協調。此時，
汽車就會產生震動，發出猛烈的金屬敲擊聲，同時一部分燃料
因不完全燃燒而排出黑煙。這就是所謂的爆震。產生爆震的原因
是汽油中自燃點低的碳氫化合物含量太高。而碳氫化合物的自燃
點的高低與它的結構、燃燒值有關。按自燃點從低到高的順序為：
直鏈烴 < 支鏈烴，環烷烴 < 芳香烴
如果要評價各種汽油的質量，就需要把汽油中的所有組分都
完全弄清楚，再根據它們的自燃點來判斷。理論上說，這是可行
的，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是非常複雜的，幾乎不可能做到。因此，
在汽油質量的比較中，科學家採用了相對比較法來確定汽油的質
量。先設定一個基準辛烷值：將自燃點低的庚烷 (223 ° C) 的辛烷
值定為 0 ，自然點較高的異辛烷 (418 ° C) 的辛烷值定為 100 。將
被測試汽油與某一個溶液的抗爆性能一樣，則該汽油的辛烷值即
為該混合溶液中異辛烷的百分數。例如，如果某汽油的抗爆性能
與 60% 異辛烷和 40% 正庚烷的混合溶液一樣，則該汽油的辛烷
值就是 60 。

重整

輕汽油餾分

高辛烷值的汽油

輕汽油餾分經過重整，轉變成高辛烷值的汽油

可見，辛烷值越高，汽油的抗爆性能越好，汽油的質量也就
越好。加油站出售的汽油牌號就是辛烷值。 93 號汽油就是辛烷值
為 93 的汽油，它比 90 號汽油的性能更好，但沒有 97 號汽油的
抗爆性能好。不過，97 號汽油要昂貴許多，因此從性價比來說，
很多車主都愛使用 93 號汽油。（劉旦初）

香港加油站
香港的加油站並沒有掛着汽油的
標牌，全港的加油站只提供辛烷
值 98 的無鉛汽油。

微博士

相對比較法
自然科學研究中常常會遇到這樣
的情況，當需要兩種物質的某一
性能進行比較時，卻無法直接測
量或測量過程極為困難。這種情
況下，科學家往往會採用相對比
較法。即人為地確立一個比較的
基準，所有的未知樣本都和基準
比較，得到一個相對值，比較相
對值大小就能知道未知樣本的差
異了。例如，元素周期表中的相
對原子質量（原子量），就是以
碳 -12 作為基準得出的數據。

改變了環境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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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過度温室效應會
危害地球？
温室效應引起氣候反常和極端氣候現象，
影響地球生態系統。

科學研究表明，工業革命以來，由於人類活動的影響大大增
強，大氣中的温室氣體濃度急劇增加。以二氧化碳為例，濃度從工
業革命之前的 280 厘米 3 / 米 3 上升到 2005 年的 379 厘米 3 / 米 3 ，
達到 65 萬年以來的最高點。短短 100 多年間，二氧化碳的濃度
值增長了 30% 以上，由此引發了過度的温室效應，導致地球平
均温度的上升。
温室效應導致的全球變暖引發了一系列嚴重後果。據報道，
過去 50 年南北極至少有 7 個大冰架消失。冰蓋的融化，將引起
海平面的上升，一些島國和沿海城市將遭受滅頂之災。一些被冰
封十幾萬年的史前致命病毒也很有可能隨着冰層的融化而重見天
日，帶來新的傳染病，嚴重威脅地球上的現有物種。氣候的變化
使得全球生態系統發生變化，生物群落受到危害，活動範圍發生
變化，全球 12% 的哺乳動物和 11% 的鳥類瀕臨滅絕，每天都可
能有上百種生物從地球上消失。
儘管迄今為止人類對於温室效應還沒有有效的解決對策，但
是我們可以通過植樹造林、提高能源的有效利用率、優化能源結
構等方法，努力減少温室氣體排放量的增長，儘量抑制温室效應
上升的趨勢。（劉朝順）

科學偉人

傅立葉 (Fourier)
法國科學家讓．巴普蒂斯．約瑟
夫．傅立葉在 1820 年研究熱傳
導論時發現：能量是以陽光的形
式從太陽照射到地球上的，一部
分被吸收，另一部分反射回了太
空。通過計算到達的能量與流失
的能量之差，地球應該是冷卻
的。但是，大氣層就像是一個斗
篷，留住了一部分熱量，使得地
球適合人類、動物和植物生存。
因此，傅立葉推測，二氧化碳
（CO2）在 大 氣 中 就 像 是 一 床 毯
子，捂住熱
量並引起地
球表面温度
的上升。這
種效應後來
被叫作「温室
效應」。

跨學科連線

通識

暴冷現象

隨着全球變暖狀況日益嚴重，洋
流循環的熱量調節作用被破壞
了。極地冰川大量融化，融解的
淡水直接注入了高緯度海域，使
當地海水鹽度降低，沉入深海的
海水變少。原有鹽度差驅動的洋
流就會因此減緩甚至停止，熱量
不再被從低緯度帶到高緯度，而
是聚集在赤道附近。這樣，高緯
度地區將更加寒冷。
增潤知識

見《能源與環境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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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跳跳糖能在嘴裏蹦蹦跳？
跳跳糖內的二氧化碳受熱膨脹，
令跳跳糖能在嘴裏蹦蹦跳。

科學探究場

把跳跳糖放進石灰水
往玻璃杯裏倒進透明的石灰水，
再放入一顆跳跳糖。這時你不僅
可以看到跳跳糖在溶解時不斷
「跳」出氣泡，而且石灰水慢慢變
混濁了。這是因為跳跳糖裏的二
氧化碳跟石灰水中的氫氧化鈣發
生化學反應，生成了白色的碳酸
鈣沉澱。

跳跳糖於 1974 年由美國人米切爾發明的奇異的糖，放在嘴
裏之後不時會噼啪作響，蹦躂跳動，因而得名。
跳跳糖好吃又有趣，似乎很神奇，但其實原理很簡單：把糖
加熱融化之後，往裏面加入高壓的二氧化碳氣體，於是就在黏稠
的糖中形成了許許多多小氣泡。冷卻之後，這些含有高壓二氧化
碳的小氣泡就凝固在糖裏。在吃跳跳糖時，唾液溶解了糖，小氣
泡裏的二氧化碳受熱膨脹，就噼哩啪啦地蹦了出來，在你的舌尖
上「跳舞」了。（葉永烈）

010

為甚麼大米做不出鬆軟的麪包？
大米中的蛋白質含量很低及沒有形成網絡結
構的能力，所以做不出鬆軟的麪包。

微博士

麪包出了烤箱就「瘦身」
剛剛烤好的麪包温度很高，內部
氣泡的體積大，看起來「胖乎乎」
的。出了烤箱之後，温度下降，
氣體收縮，體積變小，也就「撐
不起」那麼大的架子，看起來就
「變瘦」了。

麪包的主要原料是麪粉。麪粉的主要成分是澱粉和蛋白質。
此外，還有一些添加劑，比如小蘇打等。麪粉加上水，和成麪團，
經過發酵，放在烤箱中高温加熱，最後就變成了麪包。
小蘇打的作用是發酵，它的成分是碳酸氫鈉（NaHCO3），在
高温下會釋放出二氧化碳。也有一些麪包用酵母粉發酵，作用也
是產生二氧化碳。澱粉吸收了水，成為麪團。二氧化碳在麪團中
形成一個個氣泡，氣泡受熱膨脹，會試圖逃出麪團。但是麪粉中
的蛋白質，吸水之後會互相連接起來，形成網狀結構。氣泡被這
個網絡「固定」在了麪團中，就形成了鬆軟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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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添加了三聚氰胺的牛奶是
為
「毒牛奶」？
三聚氰胺是化工原料，不含蛋白質，
所以製成的是毒牛奶。

原本十分冷僻的化學名詞三聚氰胺，在 2008 年秋天由於爆
發了「毒牛奶事件」，一下子成了媒體的高頻詞，成了人人關心
的化學名詞。

科學偉人

尤斯圖斯•馮•李比希
(Justus von Liebig)
尤斯圖斯 • 馮 • 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1803 － 1873）出
生在德國達姆斯塔特城，他的父
親是藥劑師。李比希家的門口
掛着「喬治 • 李比希藥房」的牌
子，周圍鄰居多為染坊、製革作
坊，大都與化學有着千絲萬縷的
聯繫。李比希在這樣的「化學環
境」中長大，這是他成為未來大
化學家的搖籃。他首先製成了多
種有機化合物，因此被尊為「有
機化學之父」；他還是農業化學
的創始人，提出了植物生長所需
養料的基本原理。李比希用化學
方法製成的三聚
氰胺，後來
成為重要
的化工原
料。

「毒牛奶」是怎樣被發現的呢？那是在 2008 年 9 月 8 日，甘
肅岷縣 14 名嬰兒同時被查出患有腎結石病。嬰兒很少會得腎結
石這種疾病，何況這麼多嬰兒一下子都得了同樣的病，顯然跟他
們的食品有關。一查，發現他們的主要食品都是同一品牌的一種
奶粉。再查，對這種奶粉進行仔細化驗，竟然查出含有大量化工
原料三聚氰胺，正是三聚氰胺導致嬰兒得腎結石。這種「毒奶粉」
經過媒體曝光之後，全國震驚，各地紛紛嚴查牛奶、奶粉，竟然
發現了不少含有三聚氰胺的「毒牛奶」、「毒奶粉」。
牛奶、奶粉裏面怎麼會冒出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呢？
人們不由得想起 2004 年安徽阜陽的「大頭娃娃」事件：100
多名嬰兒因食用了當地出產的劣質奶粉，四肢短小，身體瘦弱，
腦部偏大，成了「大頭娃娃」。其實，就「造假技術」而言，這些
劣質奶粉還處於「初級階段」，是以澱粉、蔗糖等替代奶粉，再添
加奶香精，蒙混消費者。由於澱粉、蔗糖遠比奶粉價廉，不法商
人借此獲取暴利。查驗這種劣質奶粉的方法很簡單，只要測定其
中的蛋白質含量，就能使其原形畢露。按照國家衞生標準規定，嬰
兒一級奶粉的蛋白質含量不低於 18% ，二、三級為 12% ~ 18% ，
而那些劣質奶粉的蛋白質含量大多數只有 2% ~ 3% 而已。
2008 年毒奶粉事件的始作俑者顯然明白，
蛋白質含量直接檢測十分繁瑣，通常是以氮含量
為指標，用「凱氏定氮法」進行測定。蛋白質是
氮、碳、氫、氧等元素組成的化合物，而澱粉、
蔗糖之類只含碳、氫、氧，並不含氮，因此倘若
奶粉中摻入很多澱粉、蔗糖，氮含量就很低。為
了提高劣質奶粉的氮含量，以便產品檢驗時能夠

傢具中經常使用的三聚氰胺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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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個為甚麼（新視野版） 化學 II

守護健康的化學

食品中的有毒物質

摻假
蘇丹紅一號

摻假
三聚氰胺
一種無味無色無毒的單斜晶體，可作為製造
塑膠、塗料的化工原料。把三聚氰胺加入奶
類製品，可在進行蛋白質含量測試時提高氮
含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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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添加劑

工業用油溶性偶氮染料，用於彩色蠟、油脂、
汽油、溶劑和鞋油等的增色添加劑，還可以
用於焰火禮花的着色。

摻假
甲醇

受污染食物：鴨蛋或雞蛋
化學式：C16H12N2O
分子結構式：

受污染食物：奶粉
化學式：(ClC6H4)2CH(CCl3)
分子結構式：

鄰苯二甲酸二（2- 乙基己基）酯（DEHP）

一種有機化合物，是最簡單的醇類。甲醇很
輕、揮發度高、無色、易燃及有毒。通常用
作溶劑、防凍劑、燃料或中和劑。

具有乳化穩定的作用，價格遠比常用的起雲
劑（主要成分為棕櫚油），用作增加飲料的潤
滑性、厚實感，美化視覺和口感效果，還有
增稠效果。

受污染食物：酒
化學式：CH3OH
分子結構式：

受污染食物：牛奶、乳酪及台式飲品
化學式：(ClC6H4)2CH(CCl3)
分子結構式：

H
H C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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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大劑

生物生長調節劑

一種生物生長調節劑，叫作氯吡脲，簡稱
CPPU 。白色無味結晶或粉末，不太溶於水。
它會影響植物自身激素的產生，從而促進生
長。它被廣泛使用於獼猴桃、甜瓜等農作物上。

瘦肉精

動物用藥

一種有效的治療支氣管哮喘的藥品，叫作鹽
酸克倫特羅。白色結晶狀粉末，無臭無味，
能溶於水。對於畜禽具有「營養重分配」作用，
摻進豬飼料之中，令豬的瘦肉率提高 15% ，
脂肪減少 18% ，而且飼料用量減少 10% 。

孔雀石綠

動物用藥

DDT ( 又作「滴滴涕」)
白色晶體，不溶於水，溶於煤油，對人類毒
性低，曾經是最著名的合成農藥和殺蟲劑。
後來由於不易被降解，能積累下來對魚類和
鳥類生存繁殖不利，破壞生態平衡，因此世
界大部分地區已經停止使用。

一種合成染料，可用於絲、羊毛、棉及紙等不
同物料。早在三十年代，世界各地已廣泛使用
孔雀石綠養殖水產；食品工業界有不少人視之
為有效的抗真菌劑；同時也用於治療魚類的寄
生蟲、真菌和原蟲疾病。

受污染食物：豬肉
化學式：C12H18Cl2N2O
分子結構式：

受污染食品：西瓜
化學式：C12H10ClN3O
分子結構式：

農藥

受污染的食物：「海產」類食物，特別是魚和蠔
化學式：(ClC6H4)2CH(CCl3)
分子結構式：

受污染食物：淡水魚及鰻魚
化學式：C23H25ClN2
分子結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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