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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初，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用天

鹅座货运飞船将大约 3.6吨物资和设备送到国际

空间站。其中颇受瞩目的，是一个新马桶。

没错，即使是高大上的航天员，也需要面对

“屎尿屁”的“三俗”问题。

不过换个角度说，即使是马桶，要进入到太

空，也得变成高精尖的装备。

全 国 空 间 探 测 技 术 首 席 科 学 传 播 专 家

庞 之 浩 向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介 绍 ，这 台 名 为“ 通

用 废 物 管 理 系 统 ”的 新 型 太 空 马 桶 ，耗 资

2300 万 美 元 、花 费 6 年 多 时 间 研 制 ，堪 称 史

上最贵马桶。

太空马桶为什么这么贵，航天员上厕所有多

难？咱们来说道说道。

新型太空马桶重 45 公斤，高 71 厘米。庞之

浩说，它的体积比目前空间站使用的马桶减少

了 65%，重量降低了 40%，可以减少对国际空间

站宝贵空间的占用，并可以集成到不同航天器

的生命维持系统中。

过去，国际空间站的马桶在设计上更适合

男性使用。而新型马桶为了更好地适用于女

航天员，在设计上有所改进，更符合人体工程

学。其座位更高且略有倾斜。这使得女航天

员可以坐在马桶上小便，用异形漏斗和软管吸

尿。而此前女航天员小便需要借助其他专用

设备。

新型马桶采用了 3D 打印的钛合金风扇分

离器，可以产生强大的吸力，将排泄物吸入马

桶，确保它们不会乱飘。

相比老式太空马桶，新马桶还有一个特点，

打开马桶盖后，气流会自动喷出，从而控制异

味的扩散。钛合金材料也大大提高了马桶的

耐腐蚀性和耐久性，能节省更多的清洁和维护

时间，让航天员可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科研和

探索任务中，而不必为刷马桶这样的事情过度

劳神。

在太空里，水资源需要大量循环利用。据

估算，航天员如果在太空生活 1年，要喝掉 700多

升经过处理的尿液。新型马桶的尿液回收效率

有了进一步提升，处理之后可以转变为饮用水

的比重有所增加。其尿液净化功能是通过尿素

生物反应器电化学系统来实现的，能将尿液中

的尿素有效地转化为氨，然后将氨分解为水和

能量。据称，这种将航天员排出的尿液进行循

环利用、过滤净化得到的纯净水，比地球上任何

水都要干净。

庞之浩介绍，每年地面向国际空间站提供

2200 升饮用水的运输费用高达 2200 万美元，

而且空间站的饮用水储存能力也有限。如果

人类想离开近地轨道，进一步探索星际空间，

水的补给将更加困难。新型太空马桶的设计

目标，是在人类前往火星之前实现 98%的液体

回收率，此次将其运到国际空间站，也是为了

进行试验。

天价太空马桶到底好在哪

要想熟练使用太空马桶，航天员需要开展专

门的训练。排便时，他们要保证屁股紧贴坐垫边

缘，让马桶内完全密封，同时要牢记屁股与马桶坐

垫的相对位置关系，以使肛门能准确地瞄准直径

为 10厘米的中心孔。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大便

能顺利地被吸走，而不会从马桶缝隙中飘出来。

为此美国约翰逊航天中心专门设计了马桶

训练器，在马桶里装了一个摄像头，航天员可以

通过屏幕观察和调整自己的屁股，找到瞄准精度

最高的姿势。

苏联虽然在登月竞赛中输给了美国，但此后

专注于空间站研发，在长期在轨驻留、环控生保

系统等方面经验丰富，造出的太空马桶也更为精

良。美国虽然也研制出太空马桶，但效果不尽如

人意。2007 年，美国干脆花费 1900 万美元从俄

罗斯订购了一个太空马桶，还表示这比自己研发

的更划算。不过后来，美国又重新开始了太空马

桶的研发，耗资超过 1亿美元。

想用好马桶需开展专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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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昂贵的太空马桶，是不是就一定安全可

靠呢？不。

2008 年 5 月 21 日，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

的马桶出现故障，只能收纳固体排泄物，液体处

理不了。俄罗斯航天局紧急制造了替代品，请美

国用 6月初发射的“发现”号航天飞机捎了上去。

2009 年 7 月 19 日 ，美 国 舱 段 的 马 桶 也 坏

了，其原因是用来冲马桶的 6 升水错误地流入

分离器以及其他地方。好在奋进号航天飞机

对接在空间站上。包括空间站值守人员和奋

进号乘组的 13 名航天员，不得不排队去航天

飞机上厕所。然而，航天飞机上的马桶并非为

频繁使用而设计。为了保护这台珍贵的“独

苗”，地面指挥中心对航天员排便做出了严格

的限制：每两次如厕需间隔 6 分钟以上；使用 3

次后要停用 30 分钟以上，以便系统冷却。航

那些不堪回首的马桶故障

新买的亮白帆布鞋洗完、晾干后，仿佛经历了岁月蹉跎，变得

泛黄。翻出你压箱底的白 T 恤，你可能也会发现它们发黄了。但

这跟衣物的质量没什么关系。

手洗过衣物的人都知道，无论你冲洗多少遍，水里总会有残余

泡沫。容易变黄的织物比如帆布鞋面，多是棉麻材料，吸水性特别

强，这就意味着洗完后它们更容易有杂质残留。这些杂质在空气

中，尤其是阳光下会加速氧化，把白色染黄。

衣物的亮白色也并非棉麻本色，它们的自然色更偏向米黄，经

过增白处理才白得发亮。所以即使是全新未穿的白色棉麻衣物，

放久了也会发黄。

纸巾发黄的原理也差不多，但纸张里除了纤维素，还有木质

素，后者本身就容易被氧化成黄色，旧报纸黄得快正是因为木质素

含量高。

要想防止白帆布鞋发黄，除了注意清洗干净、避免曝晒外，建

议在刚洗完的鞋面上裹纸巾，这样残留在鞋面里的杂质就会随水

分迁移到干燥的纸巾中了。

白帆布鞋洗完为什么容易发黄

白煮蛋可以说是最省事且健康的鸡蛋烹饪方式，然而给鸡蛋

剥壳却无法像打蛋那么痛快，尤其是遇到蛋白粘着蛋壳的情况，一

个鸡蛋剥得只剩下半个。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越新鲜的鸡蛋煮出

来越难剥壳。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刚产下的鸡蛋中溶有二氧化碳，以弱酸性的碳酸形式存在，但

蛋清还是弱碱性，蛋壳和蛋清之间的那层膜由角蛋白构成，它在这

样的酸碱度下会更强韧，经过加热，变性凝固的蛋清与蛋壳内膜紧

密结合，因此剥壳时就难免把蛋白一起扯下来。

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二氧化碳会慢慢从蛋壳表面的微小气

孔跑出去，让蛋清的 pH 值升高。刚产下的鸡蛋冷藏 7—10 天后，

pH 值会升到 8.6—8.9，此时的壳膜与蛋白的黏附力下降，分离起

来更容易。

想要鸡蛋好剥壳最简单的方式还是利用蛋壳与蛋清的膨胀系

数不同，将刚煮熟的鸡蛋放在冷水中浸泡几分钟再剥。

白煮蛋为什么有的难剥，有的好剥

在甜品、饮料和烘焙界，从冰淇淋到蛋糕、咖

啡等，香草口味始终占有一席之地。香草味是从

一种名为香荚兰的香草的果实中提取的。

扒一扒香草的真面目

香荚兰是兰科香荚兰属植物，香草是它的

俗名。

香荚兰属下物种有 100多个，其中广泛种植的

有 3 种：除了香荚兰，其他两种为大花香荚兰和塔

希提香荚兰，香荚兰产量最高。

香荚兰是一种藤本植物，喜欢攀爬在树干上，

能长到几米长。它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对

温度的要求是昼夜的温度都不能低于 20℃、对湿

度要求不低于 70%，所以香荚兰只能生长在热带

地区。香荚兰拥有肉质肥厚的叶子和茎，每节生

一片叶及一条气生根，茎为圆柱形，叶子为长椭圆

形，较大，几乎没有叶柄。香荚兰的生长周期很

长，需要 3年的时间才能开花，它的花也比较大，几

乎没有香气，开花的方式比较特别——每朵花只

开一天。花期可持续 2个月，其间花的颜色会从淡

绿色变成黄色，再到乳白色。香荚兰的果实为长

条形，看上去有点像豆角。果实在 4—6 周内可以

长到 20厘米，但成熟得很慢，大概需要 9个月。种

荚成熟后，里边会有很多黑色的籽。香草味的来

源就是种荚。不过，当你闻种荚的时候，会发现根

本闻不到香气。

香草的世界之旅

香荚兰原产于墨西哥，如今，马达加斯加成为

了它最大的生产地，在塔希提岛、留尼旺岛、印度

尼西亚、我国海南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都有栽培。

和很多植物一样，香荚兰早先能走出原产地，

得归功于殖民者。19 世纪初，西班牙殖民者将香

荚兰带回了欧洲，但是带回的香荚兰不能正常结

果。因为香荚兰花的结构有点特别，需要原产地

一种特殊的蜂作为媒介，才能成功授粉和结果，而

离开了原产地，没有了这种蜂，香荚兰就不能自然

授粉。

1841年，留尼旺岛（印度洋西部马斯克林群岛

中的火山岛）的一位 12 岁男孩发明了手动为香荚

兰授粉的方法：用一根木签将香荚兰的蕊柱向上

推起，并将覆盖着花粉的花药压向雌花的部分。

这一方法让香荚兰成功授粉，为香荚兰在墨西哥

以外地区的种植创造了可能。

留尼旺岛的人们采用了这种授粉方法后，香

荚兰的产量飙升，其种植也扩展到了附近的马达

加斯加，之后香荚兰的足迹便慢慢遍布其他热带

国家和地区。

香草味是从哪里来的

再说回到香荚兰本身，无论是香荚兰的花还

是种荚，都没有香气，那香草味是从哪儿来的呢？

通过对香荚兰种荚化学物质的提取，化学

家们发现，香荚兰的香味主要来源于一种叫香

兰素（香草醛）的物质。不过，香兰素并不天然

存在于香荚兰的种荚，而是在后期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

先将香荚兰的种荚进行杀青（用热水浸泡，释

放其中的酶）和发酵，种荚颜色会变成深巧克力

色；接着将其放在太阳下曝晒，并摊放在通风处阴

干，待其彻底陈化（在自然条件下，经过时间的推

移，香气变浓郁、色泽变深）之后，就可以进行分级

和包装。整个生香过程漫长，大约需要半年左右

的时间。

就是在发酵的过程中，种荚中的香兰素葡萄

糖苷被酶分解成香兰醛和其他香味物质（香草酸、

油树脂、糖、树胶、草酸钙、醇、醛和酯等），拥有了

奶油、热带水果、焦糖、蜂蜜、丁香、木质、花香等多

种香气。

你可能从未感受过真正的香草味

19世纪，随着合成化学的发展，人工合成化合

物的技术出现了，而香兰素成为第一种人工合成

的香精。1858 年，法国化学家第一次提取出了香

兰素，16年后，德国科学家发现了香兰素的化学结

构，很快他们就成功合成了它。

现在，香兰素的化学合成方法已经发展到近

10 种之多，一般都是以工业纸浆废液和石油化学

品作为原材料，合成方法中以木质素法和愈创木

酚—乙醛酸法最为常用。

人工合成的香兰素产量高，价格便宜，能极大

地满足市场的需求（世界市场上香兰素年消费量

在 16000—20000 吨）。我们吃的价格比较便宜的

冰淇淋里一般都是添加的香兰素精，化学合成的

香兰素香型比较单一，缺乏天然香兰素的复合香

气。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虽然我们从小就尝过

香草味的冰淇淋、蛋糕等，但很多人可能并没有感

受过真正的香草味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有机会吃

到天然香草味的冰淇淋，就会发现，白色冰淇淋里

面混有一些细小的黑籽，这些黑籽就是香荚兰种

荚里的籽，它们散发的才是真正的香草味。

（来源：数字北京科学中心）

你吃的香草味冰淇淋，有可能是“假”的

（以上内容来源：《万物》杂志官方微信“把科学带回家”）

人类在进行太空探索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

排泄问题。在没有太空马桶的时候航天员是怎

么“方便”的呢？

如果飞行任务时间不长倒还好说。例如

2003 年我国航天英雄杨利伟执行神舟五号任务

时，在历时 21小时 23分的飞行过程中，借助航天

服内一个类似于尿不湿的小便收集装置排便。

该装置可以通过吸水材料，把小便变成絮状的固

态物，并且能除臭，但对于大便则无能为力。

随着太空旅行时间逐渐延长，航天员的排泄

问题不再是尿不湿所能解决。虽然航天员的食

品经过专门处理，能在保证营养的同时，尽量减

少消化后的遗留物，以降低大便次数和分量，但

该有的总会有的。

在早期载人航天活动中，航天员处理排泄物

的方式较为奔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实施阿波罗计划时，航

天员在太空还没用上马桶，大小便需分别使用收

集装置。其中大便收集袋拥有类似漏斗的圆形

袋口，使用时要用它罩紧屁股，排入大便，再倒入

杀菌剂，密封袋口后摇匀、揉捏，使内部物质充分

混合。曾经，阿波罗 10 号乘组中不知哪位航天

员的操作出了问题，以至于一枚大便华丽地飘入

舱内，让航天员们饱受惊吓。有了这样惨痛的经

历，后来完成登月的阿波罗航天员，纷纷将大便

收集袋扔到了月球上。

航天员对尿液的处理则更为简单直接。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是将废水直接排放到

太空。后来这种行为被叫停，原因不仅是为了

环保，还有其带来的代价。2001 年和平号空间

站退役时，由于采用排出式浴室和厕所，太阳

能电池板被尿和洗澡水层层包裹，效率损失了

40%。尿液甚至还结成冰块高速撞击电池板，

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没有太空马桶时，航天员怎么“方便”

天价马桶升空背后天价马桶升空背后
是一部航天员的辛酸如厕史是一部航天员的辛酸如厕史

天员们坚持了一个月，终于盼到下一班航天飞

机送去了新马桶。

史上最不堪回首的马桶故障，发生在 1981

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首飞任务中。任务期间，

马桶堵了。航天员们坦然面对逆境，坚强地套上

了大便收集袋。然而返程途中，报废厕所中存储

的排泄物转移到通风系统，如天女散花般喷涌而

出，在舱内到处飘浮，场面极为惨烈。

对于清除舱内杂物，航天员都接受过专门训

练。比如对于大块固体，可以直接“抓捕”；液体

需要用吸水纸等材料吸附。细微的颗粒或碎末

比较麻烦，要等它们随着舱内循环的气流集中在

风口滤网上，才能清理干净。大家在这次大扫除

中充分实践了训练内容，只不过所面对的，是他

们在训练时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清理目标。

太空马桶失灵，带来的不只是卫生问题和感

官刺激，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健康。庞之浩介

绍，美国已在空间站厕所中发现对抗生素具有高

耐药性的细菌菌株，它们有可能会进化成致病细

菌，导致航天员患病。

为了设计出更好的太空马桶，今年 6 月，美

国启动了一项“月球厕所挑战赛”活动，面向全球

征集“月球厕所”设计方案，用于 2024 年的登月

计划。“月球厕所”必须满足多项设计要求，比如

能同时在微重力和月球重力环境下正常运作、兼

容男性和女性使用者、可同时排尿和排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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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郝晓明）11月 2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

化物所获悉，该所江凌研究员和杨学明院士团队与清华大学李隽

教授研究组合作，利用自主研制的基于大连相干光源的中性团簇

红外光谱实验方法，发现了多个最小冰立方的新结构，这些最小冰

立方是由 8 个水分子组成的水团簇，这为揭开冰的微观结构和形

成机制提供了新思路。相关成果于近日发表在《自然·通讯》上。

冰在我们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然而，由于冰的结晶过程

非常迅速并且难以控制，精确解析微冰结构和形成机制仍是一个

巨大的科学难题。研究水分子如何一步步成长为水分子团簇、液

态水和冰的过程，对理解冰的微观结构和形成机制至关重要。

江凌和杨学明团队利用自主研制的中性团簇红外光谱实验装

置在研究中发现，中性水分子八聚体（H2O）8的红外光谱呈现出冰

的光谱特征。此外，李隽研究组采用自编的 TGMin程序结合高精

度的量子化学理论方法，计算出水分子八聚体的各种稳定结构和

红外光谱，理论结果与实验结果高度吻合，说明这些最小冰立方是

由 8个水分子组成的水团簇。

研究结果表明，水分子八聚体存在 5个稳定的立方体结构，其

中 3个水立方体结构是首次被实验观测到。这些立方体结构中的

水分子均以三配位的方式结合在立方体的顶角，这些特殊结构的

优异稳定性源于大量的离域三中心二电子氢键作用。

该研究揭示了最小冰立方的多个新结构，为揭开冰的微观结

构和形成机制尤其是“速冻”提供了新思路，对于大气科学和水科

学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水如何成冰？

科学家发现最小冰立方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