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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在冬季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每当脱下毛衣
的时候，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手碰门把手的时候
也会被砰的打一下，那种不经意的电击感，让你很是害怕，
都感觉自己变成了电人。这些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最为常
见的静电现象，一般在冬季会较多，因为冬季比较干燥，很
容易就会产生静电。
那么，什么是静电？ 静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言不合就触电
冬日防静电小贴士了解一下
静电是怎样产生的？

静电的危害

常见产生静电的方式通常有 3 种， 即接触起
静电的危害来源于带电体的互相作用。 比如
电、摩擦起电和感应起电。
在飞机机体与空气、水气、灰尘等微粒摩擦时会使
飞机带电，如果不采取措施，将会使飞机变成聋子
接触起电
和瞎子。 静电的第二大危害，是有可能因静电火花
点燃某些易燃物体而发生爆炸。
不带电的物体接触带有静电的物体时，由于电
势高低的作用，电荷立即从高电势处移动到低电势
如何有效去除静电？
处，正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于是不带电的物体就带
了电。 比如说，用手触摸带电的水管、电器、金属门
进出门前先
“放电”
把、电视荧屏甚至开关等，会感觉被“
电”一样，有麻
麻痛痛的感觉。
进出门前可以先摸一下墙壁，去除静电，或者
用手抓紧一串钥匙，再用钥匙的尖端去接触铁门，
摩擦起电
就能够放掉身上的电，防止被门或者钥匙电到了。

择合适的梳子
冬天梳头的时候，头发会经常“飘”起来，
越梳越乱；那是因为你使用一些塑料材质的梳
子，令头发产生了大量的静电。 因此我们尽量
用木梳或者用牛角或猪鬃毛梳来梳头，这些纯
天然材质不容易产生静电，还有我们不要用手
拨头发， 如果你的手没有做好保湿工作的话，
和头发接触，更容易产生静电。
用完电子产品要洗手
家电产生的静电荷会被我们人体吸收并
积存起来，一旦触碰到其他物质，就会产生静
电。 因此我们在用完电子产品之后，洗手，让皮
肤表面上的静电荷在水中释放掉。
做好人体保湿工作
经常被“电”的人说明是你身体的湿度不
够，我们要多饮水、保持身体的一个湿度，多擦
润肤霜， 保持皮肤的滋润就可以防止静电聚
集。 平时也要多吃蔬果以及带鱼、甲鱼等可以
增加皮肤弹性和保湿性的食物，维持人体内电
解质平衡，保护细胞膜电位正常的功效。 一定
程度上避免受到静电的影响。

相互接触的 2 个不同物体发生摩擦，分离后使
保持室内的湿度
接触表面带电，就形成摩擦起电。 如用橡胶棒或塑
胶制作的钢笔筒摩擦毛皮（或头皮），玻璃棒摩擦丝
冬天我们长时间的在空调房里，室内干燥的空
绸，就会产生静电；再用橡胶棒靠近，便能吸引纸
什么是静电？
气会令皮肤的水分流失，当室内湿度低于 30%时，
屑、绒毛等。
是比较容易摩擦起电的。 因此我们可以在室内用
当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或表面时就形
个加湿器，没有加湿器的朋友建议种植花草或者放
感应起电
成了静电，静电是一种处于静止状态的电荷。
一盆清水来增加室内的湿度。
电荷分为正电荷和负电荷两种，也就是说
将不带电的物体如金属靠近（但不接触）带电
选择棉质衣物
静电现象也分为两种即正静电和负静电。 当正
体，则使不带电体带电，这个过程叫做感应起电。
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时就形成了正静电，当
比如说雷电的发生过程中，各自带有大量正、负电
衣服也是产生静电的一个很大原因，不想有静 负电荷聚集在某个物体上时就形成了负静电，
荷的 2 个云团，与大地之间会产生强大的电场并击 电，我们在穿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衣服的材质， 但无论是正静电还是负静电，当带静电物体接
穿大气分子，引起瞬间巨大而壮观的放电现象，即 尽量选择一些轻柔，纯棉、真丝材料的服装来减少 触零电位物体（接地物体）或与其有电位差的
闪电，同时伴随雷声。
静电的产生，另外，洗衣服时应使用防静电的洗涤 物体时都会发生电荷转移，就是我们
剂。
（新华）
日常见到火花放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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