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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把头发打湿，结果挤不出洗发水了，再怎么

使劲甩瓶也只能弄出一点。但你知道洗发水并没

有用完——拧开瓶盖，内壁还顽固地粘着不少洗

发水。无奈之下，只能派“水”来将其强行带走，但

总感觉冲多少遍瓶壁都有残留。

不止是瓶壁内残留的洗发水会造成浪费，每

次挤洗发水也总有一些“流连”在瓶口。而像番茄

酱、辣椒酱这样的酱料瓶口，如果有未及时清理的

残留物就不只是美观问题，还可能产生健康隐

患。那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洗发水或酱料干干净

净、利利索索地倒出来，而不像前面描述的那样

“拖泥带水”呢？

想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先来摸清这些粘稠流

体的性质吧。不论是洗涤用品还是酱汁，它们的

成分都有亲水或亲油的特点。像酱油、果汁大都

属于水基的流体，也就是说它们的含水量很高。

对于它们，科学家早已发明出有效的疏水材料。

灵感来自大家都很熟悉的荷叶。在仔细观察荷

叶表面的微观构造后，科学家发现上面密布着微

小的突起，突起间充满空气，减少了水滴与荷叶的

直接接触，因此，水滴

就 会 从 荷 叶 上 直 接

“溜”走，而不会粘在荷

叶上。

现在的大多数超

疏水材料都是模仿荷

叶结构设计的，例如以

纳米级别的二氧化硅

颗粒制成的超疏水喷

涂材料，用在布料表面

可以起到“百污不侵”

的防污效果。麻省理

工学院的科学家发明

的超疏水涂层也是类

似原理，将其使用在包

装瓶内壁上，番茄酱和

糖浆也能挤得干干净净。

不过上述疏水材料更适用于水基流体，对食

用油、芝麻酱这类含油量高的物质，效果就不尽人

意了。而洗发水等洗涤用品的主要成分是表面活

性剂。表面活性剂分子一头亲水，一头亲油，因此

材料还需要兼具疏水性和疏油性才能不被粘上。

我们知道，水在物体表面还可能形成水珠，但

油滴基本都会摊开。这是因为油的表面张力比水

小，内聚力不足，容易散在其附着的表面上。表面

活性剂的表面张力也比水小得多，而且浸润能力

强，想甩开它可不容易。

不过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已经成功研

发出了兼具超疏水性和超疏油性，且稳定耐用的

不粘涂层，几乎能够应对所有常见流体，包括难以

对付的洗涤剂。这种材料的疏水原理和上述疏水

材料类似，材料表面布满由二氧化硅纳米颗粒形

成的“Y”形突起结构，Y 的“枝丫”间托着气泡，形

成空气隔层，从而达到与流体最小化接触的效

果。要想实现不沾油，还需要对材料表面进行氟

硅烷化处理，形成类似不粘锅涂层（特氟龙）的单

分子膜，以强化疏油效果。

把这种超疏水疏油涂层加工在塑料包装瓶

内，洗发水就可以前所未有地顺畅倒出，直到一滴

不剩。材料中所使用的原料在一般条件下对人体

也是安全无害的，因此还可以应用于食品包装，从

此喝酸奶再也不用舔瓶、舔盖了。

或许你认为一瓶洗发水残余的量不算什么，

但每年这些商品的消耗数量惊人，积累起来就是

巨大的浪费。另外，保持包装瓶的清洁，也有利于

塑料包装瓶的回收。不仅能提高回收率，还能减

少清洗塑料瓶的成本。除了包装瓶，排水管道这

种容易附着污物、滋生细菌的地方，还有医疗器

械、电子产品外壳等需要保持清洁的物件，也可以

用到这种不粘材料。不过目前这种材料仍在完善

中，尚未实现商业化推广。

近年来，不粘材料的发展“百花齐放”，就连

黏性固体也能实现不粘。例如，宾州州立大学的

研究团队从猪笼草的“滑梯”陷阱获得灵感，开发

出了能使便便不粘马桶的超滑材料——LESS 涂

层。这种涂层拥有更细密的表面突起结构，由聚

二甲基硅氧烷构成疏水基底，然后再喷洒上一层

1 微米的硅油润滑剂，它能使黏性的便便变得润

滑，同时基底又将其与马桶表面隔开，这样便便

就能一滑到底，不在马桶上留下令人尴尬的痕

迹。但是 LESS 也有大多数不粘材料的通病——

不够耐久。它所搭配的硅油需要后期喷涂，冲马

桶 500 次后就需要重新再喷，对于普通消费者来

说成本还是略高。

不粘 T 恤、不粘包装瓶、不粘马桶，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这些产品都会得到普及，让生活更舒爽。

（来源：《万物》杂志官方微信“把科学带回
家”）

难舍最后一滴洗发水难舍最后一滴洗发水？？不粘材料来帮忙不粘材料来帮忙！！

据新华社讯 （记者冯玉婧）中国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登山队 5

月 27 日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为何对珠峰高度的测量工作常选

在 5月进行？各大洲巅峰的高度又是在何时测定？

测量巅峰“身高”是一项颇具挑战的工程。许多测量仪器都需

要人携带至峰顶。

为成功将测量仪器放置到峰顶，登顶时间选择很重要。中国

2005 年珠峰测量和本次测量的登顶时间都选在 5 月，尼泊尔 2019

年珠峰测量的登顶时间也是 5月。这是为什么？

因为珠峰地区每年 10 月到次年 3、4 月份是风季，而受印度洋

暖湿气流影响，6月到 9月又是雨季，相较之下，5月天气最稳定，也

最适宜登顶。2005年，中国测绘人员就是在 5月登顶，测出珠峰峰

顶岩石面海拔高程为 8844.43米，峰顶冰雪深度为 3.50米。

而位于南半球的南美洲最高峰阿空加瓜峰常年天气条件恶

劣，最佳攀爬时间是每年 12 月底至 1 月底之间。受太平洋反气旋

带来的潮湿季风影响，阿空加瓜峰经常出现暴风雪天气，还常有闪

电，登顶极其困难。

12 月底至 1 月底期间，正值南半球夏季，气候相对更稳定，是

攀登阿空加瓜峰的最佳时间。由意大利地质学家乔治·波雷蒂领

导的团队于 2001 年 1 月成功登顶，并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测

量法等测出阿空加瓜峰海拔高度为 6962米。

即使登山队克服变幻莫测的天气成功登顶，并收集到相关数

据，也无法立刻计算出山峰准确的“身高”。因为利用 GNSS 接收

机等获取空间位置等信息后，还需结合其他地形测量数据，才能计

算出准确的海拔高度，过程有可能长达数月。

美国地质调查局于 2015 年 9 月宣布北美洲第一高峰迪纳利

峰“新高度”约为 6190 米，比此前官方数据“变矮”了约 3 米。这

个新高度是在分析和处理登山队当年 6 月收集的原始数据后得

出的结果。

虽然耗时费力，但人类一直在追求精确测定巅峰高度，相关工

作受测量技术发展及自然因素变化等影响，永远都是“进行时”。

无论是位于赤道附近的非洲之巅乞力马扎罗山，还是极寒的南极

洲最高峰文森山，各地巅峰的“身高”在不断被改写。

坦桑尼亚国家公园管理局等机构 1952 年把乞力马扎罗山的

海拔高度定为 5895米后，又经过几次重测，1999年为 5892米，2008

年为 5902米，2014年为 5899米。

由美国登山家康拉德·安克带领的探险队于 2001 年 1 月在南

极洲文森山山顶获取了首个地面 GPS 读数，显示南极最高点海拔

为 4900 米。不过，2004 年又有测绘人员登上文森山，测出高度为

4892米。

欧洲和大洋洲最高峰由于地理划界等原因存有一定争议，厄

尔布鲁士山是欧洲最高峰的有力竞争者，而查亚峰是大洋洲最高

峰的有力竞争者。

俄罗斯地理学会 2019 年 8 月底公布，根据登山队当年 7 月登

顶获得的数据可测算出，厄尔布鲁士山的“身高”比 1985年测量的

数据下降了 10厘米，新海拔高度为 5642.58米。

关于查亚峰的“身高”，目前常用的一个数据是澳大利亚探险

队 1973年登顶后测得其最高峰高度 4884米。

各大洲巅峰的“身高”
都在何时测定

新华社讯（记者岳东兴 白旭）南澳大利亚大学 5月 26日发布

公报说，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一种蛋白质会让乳腺癌更快恶化，以

这种蛋白质为靶点也许能开发乳腺癌新疗法。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名为 Creld2 的蛋白质与几类高侵袭性乳

腺癌密切相关，这种蛋白质会“劫持”健康细胞从而促进肿瘤生

长。相关论文发表在英国《自然·细胞生物学》杂志上。

研究负责人之一、南澳大利亚大学副教授迈克尔·塞缪尔说，

这种蛋白质似乎使肿瘤周围的正常健康细胞“行为异常”，从而帮

助肿瘤生长。他的团队目前正在研究破坏或阻断该蛋白质发挥作

用的疗法，目的是阻止乳腺癌在体内发展和扩散。

研究人员已在三阴性乳腺癌中发现了高水平的 Creld2 蛋白

质。该类乳腺癌病例约占澳大利亚乳腺癌病例的 15%。三阴性乳

腺癌难以治疗，存活率低，且经常影响年轻女性。

此外，研究人员还在肾癌、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侵袭性鳞状细

胞癌中发现了高水平的 Creld2 蛋白质。塞缪尔说，这几类癌症预

后较差，如能破坏或阻断这种蛋白质发挥作用，将有可能阻止这些

癌症的发展。

一种蛋白质
会导致乳腺癌加快恶化

又到了六一儿童节这个小朋友们最盼望的

日子。从能发射“十万伏特”电击的皮卡丘，到争

夺“赛博坦”星球“能量块”的变形金刚，再到飞向

外星系进行能源探索的赛尔号……动画片陪伴

一代又一代小朋友快乐成长。细心的观众也许会

发现，动画片里的一些情节似乎都能从现实世界

找到影子。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就让我们

来聊聊动画片里的那些科技梗吧。

看过动画片《宠物小精灵》的朋友一定对矮

胖矮胖圆咕隆咚的小精灵——皮卡丘印象深

刻。尤其是在对战中，它可通过脸上的电气袋释

放电能。鲜有对手的“十万伏特”绝招，让许多小

朋友艳羡不已。不过，皮卡丘能放电也许并不是

作者的凭空想象，自然界真的就有和皮卡丘一样

的放电高手——电鳗。

对此，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副研究员赵亚辉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鱼类中确实有不

少种类都具有放电功能，既有海水鱼类，也有淡水

鱼类。它们主要的放电器官大部分是由肌肉衍生

出来的，如电鳗放电器官就是由尾肌转变而来。

其放电器官由发电细胞构成，发电细胞在神经中

枢指挥下，神经层出现极化逆转，从而产生电流，

使得这些细胞就像一个个“小电池”一般。虽然每

个发电细胞只能产生约 0.1伏电压，但 1尾长达 2

米的电鳗大约有6000个发电细胞，当它们串联在

一起后，实测最大发电量可以超过550伏，从而达

到电晕甚至电死其它动物的效果。至于电鳗为啥

不会电到自己，赵亚辉解释说：“由于电流都会选

择从电阻最小的通路经过，所以电鳗在水中放电

时，电流会经由水传递，并不会电到它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电鳗的放电过程是脉冲式

的，并不能持续放电。这一点也与皮卡丘放电后

变得虚弱，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使用绝招的

状态相似。

《宠物小精灵》皮卡丘

灵感或来自“放电高手”电鳗

动画片《变形金刚》可谓 80 后的集体记忆，

其从 1984年首播起至今已有 33年的历史。而其

中贯彻始终的情节主线，就是汽车人和霸天虎之

间对于一种紫色的小方块——“能量块”的争夺。

《变形金刚》中机器人争夺的这种体积小、能

量大的“能量块”，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找到原

型，它就是可燃冰。

可燃冰学名“天然气水合物”，外形像冰块，

一旦遇到火，它就可以像固体酒精一样燃烧，但

燃烧时间远远长于固体酒精，产生的能量也十分

巨大。有专家表示，可燃冰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量

密度高。同等条件下，其产生的能量比煤、石油、

天然气要高出数十倍。以生活中常见的汽车为

例，如果一辆以天然气为燃料的汽车，一次加

100 升天然气能跑 300 公里的话，那么加入相同

体积的可燃冰，这辆车就能跑 5万公里。

可燃冰是清洁燃料，燃烧后只生成二氧化碳

和水，如果替代化石燃料，将有助于解决空气污染

的问题。不仅如此，可燃冰储量巨大，广泛分布于

全球大洋洋底、陆地冻土层和极地之下。有专家估

计，其资源量相当于全球已探明传统化石燃料碳总

量的两倍，是一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未来能源。

《变形金刚》“能量块”

可燃冰也许是它现实生活原型

公元 2110 年，地球能源已接近枯竭，环境污

染日趋严重。为了实现地外星系探索计划，人类

制造了能源探索飞船赛尔号……这是动画片《赛

尔号》中的情景。

动画片中的情景在未来或许会走进现实。

人类对月球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歇，我国实施了探

月工程，美国推进“重返月球”计划，世界各主要

航天大国也纷纷提出雄心勃勃的月球探测计

划。各国之所以对月球探索这么热衷，原因之一

就是现代科学证明，月球资源对人类的生存、发

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据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

自远介绍，地球上的石油、煤、天然气等资源终究

要耗光，而月球则蕴藏着丰富的能源。他说，月

球上一个“白天”大约相当于地球上半个月，表面

没有大气、电离层等遮挡，十分利于太阳能的采

集。同时月表没有建筑物，可无限铺设太阳能电

池板，而且月球太阳能转变为电能后输送到地球

的技术也已解决。

月球上特有的矿藏和能源，是对地球资源的重

要补充和储备。科学考察探明，月球上已知矿物有

100多种，包括大量的铝、镁、钙、钛、硅、钠、铬、钾、

锰、锆、钡、钪、铌等，另有5种是地球上没有的。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春表示，

把外太空的资源开采后拿到地球上用，代价非常

高昂，而且有些资源，如黄金、铂金等，品质如果

不高完全没有必要开采。但有些资源，如月壤中

含有的氦-3，如今已被世界公认为是高效、清

洁、安全、廉价的核聚变发电燃料，而且地球上没

有，这就有必要拿回来。据了解，氦-3在核磁共

振成像设备的超导电磁体冷却、半导体、超导实

验、光电子、激光陀螺等领域有着重要作用。但

如何把氦-3 从月球拿回来，是科学家们首先要

解决的问题。

“把外太空资源就地利用。这种方式也许更

科学、合理。”郑永春强调。

《赛尔号》探索地外能源

与现今各国瞄准月球能源不谋而合

在动画片《美少女战士》中，美少女战士每次

变身时都会在额头上出现一个金闪闪的 V 型头

饰。这个头饰能够和额头贴合得如此紧密，有人

猜测，一定是由记忆合金做成的。

对此，有专家解释，记忆合金，又称形状记忆

合金，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变形，之后又能恢复

其变形前原始形状的合金材料。这样的特性就

好像这块金属对自己之前的样子有记忆一样，所

以人们把它叫做记忆合金。

而记忆合金究竟是如何记忆的，科学家表

示原理目前还不清楚，只知道其在一定的温度

条件下，能恢复原来的形状，而且具有百万次

以上的恢复功能。这种合金的另一个独特性

质是在特定温度下发生“超弹性”效应，表现

为能承载比一般金属大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可

恢复应变。

记忆合金以镍钛记忆合金为典型代表，在医

疗、建筑、航空航天等领域应用广泛。例如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新火星车的车轮，将使

用一种由镍钛记忆合金制成的非充气式网状轮

胎，它比“好奇”号使用的铝制车轮能承受更大形

变与更多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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