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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皮肤宏观摩擦学研究有效的模拟了现实生活中皮肤与各种物体表面的接触，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皮肤纳米摩擦学研究在纳米尺度上深入研究皮肤的表面微

观组织结构，以及皮肤与相对运动表面在接触界面上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两者相

互结合，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皮肤摩擦学理论。同时研究表皮-护肤霜分子之间的

相互作用，对于开发高效的护肤品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大鼠表皮、人造皮肤和人体皮肤为研究对象，使用原子力显微镜

(AFM) 和纳米压痕仪研究了大鼠表皮 (简称表皮) 和护肤霜涂覆表皮 (简称涂

覆表皮) 的纳米力学性能、摩擦性能和摩擦电性能，研究了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

性能，使用往复摩擦试验机研究了宏观尺度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性能，使用

UMT-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研究了人手皮肤和护手霜涂覆人手皮肤的摩擦性

能、人体皮肤和纺织品之间的摩擦性能，主要结论如下： 

大鼠表皮的纳米力学性能试验研究显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划痕深度随

着载荷的增加而增大；当载荷小于 15 µN 时，涂覆表皮具有较好的抗擦伤性；护

肤霜可以有效的软化皮肤，增加皮肤的弹性和延展性，降低皮肤角质层碎片的产

生。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学性能研究显示，护肤霜能够降低表皮的粗糙度并且提

高表皮的亲水性；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膜厚、速度和载荷的变化而变化；

环境湿度和温度显著影响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由于表面膜厚的变化，表皮

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扫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电特性研究显示，环境中的水分和护肤霜可以有效的消

除表皮的静电荷。皮肤上的摩擦静电荷通过与周围空气的接触而衰减；表皮在摩

擦过程中容易产生静电，而护肤品能够很好的抑制摩擦电荷的产生；当采用宏观

尺度方法摩擦表皮时，绝对电势的变化大于纳米尺度摩擦方法；表皮和涂覆表皮

的表面绝对电势的变化量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而增大。 

护肤霜对大鼠表皮纳米摩擦学性能的影响研究显示，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具

有较好的持久性，质地粘着油腻。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霜的持久性相对较低，

质地润滑。水合甘油的持久性最差，质地润滑；高动态粘度的护肤霜的持久性较

好，同时会使表皮产生高的摩擦系数。环境湿度对五种涂覆表皮的粘着和力学性

能影响的研究显示，环境湿度影响表皮的表面膜厚、粘着力和弹性模量。 

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学性能研究显示，人造皮肤具有和大鼠表皮相似的表面

性能和摩擦性能，是大鼠表皮的适当替代物；由于人造皮肤-2的硬度和大鼠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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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人造皮肤-2比人造皮肤-1更适合作为大鼠表皮的替代物使用；当涂覆护肤

品后，人造皮肤显示出和大鼠表皮相似的表面、摩擦和力学性能变化，因此在护

肤品研究中适合作为大鼠表皮的替代物使用。 

大鼠表皮的宏观摩擦学性能研究显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学性能对尺度

有依赖性。宏观尺度下测得皮肤摩擦系数大于纳米尺度下测得的。不同研究尺度

下，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摩擦性质的影响有一定差异，表

皮和涂覆表皮的磨损性能有一定的差异。 

人体皮肤的宏观摩擦性能试验研究显示，皮肤湿度和温度显著影响皮肤的摩

擦性能；人体手部皮肤的摩擦性能研究表明，人体手部四个部位皮肤的摩擦系数

的从高到低依次为指纹，手掌，手背和指甲；护手霜涂覆皮肤的摩擦性能研究表

明，甘油护手霜的润肤效果最明显，凡士林护手霜和普通护手霜的润肤效果相近。

凡士林护手霜的保持效果最佳，甘油护手霜和普通护手霜的保持效果相近；皮肤

-纺织品的摩擦性能研究表明，四种纺织品的摩擦系数由高到低分别为毛呢，皮

革，丝绸和棉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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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of tribology at the macroscale can simulate the contact of skin with 

various surfaces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e studies of 

nanotribology focus on the microstructure of ski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the molecules 

on the interface of skin and relative motion surface, and it is very useful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nano- and macroscale data, as well as to gai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ed tribologcial mechanisms. Since the skin care industry continually searches 

for better cream formulations, the studies of the interaction of the molecules of skin 

cream ingredients and skin is useful to the development and assessment of skin care 

products . 

In this paper, the nanomechanical properties,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and 

nanotriboelectrification of virgin rat skin and cream treated rat skin were carried out 

using an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and a nanoindenter. The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synthetic skins were also studied. The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virgin rat 

skin and cream treated rat skin was carried out by using a tribometer at the macroscale. 

The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virgin hand skin, hand cream treated skin, and 

skin-fabrics were carried out by using a multi-speciment test system at macroscale.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ing: 

The study of nan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shows that the average 

scratch depth increases almost linearly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normal load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Compared with virgin skin, cream treated skin exhibits 

better scratch resistance up to a normal load of 15 µN. Skin cream treatment can 

soften skin, increase the elasticity and ductibility, and reduce the generation of 

fractions (patches) as the strain increases. 

The study of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shows that the skin cream can 

reduces the surface roughness and increases the hydrophilic properties of skin. The 

film thickness, velocitiy, normal load, relative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influence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of skin surface. The change of the film 

thickness leads to the change of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with the 

increase of scan cycles.  

The study of nanotriboelectrification of rat skin shows that the moisture in the 

environment and skin cream can reduce the static charging effectively. The static 

charges decay through air with time. The static charge is easily generated on virgin 

skin surface and the skin cream treatment can reduce the generation of static cha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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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gnitude of the average absolute surface potential change with the macroscale 

rubbing method is higher than that with microscale rubbing method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The change of absolute surface potential increases with an 

increase of velocity, normal load, and rubbing tim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The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skin creams on the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shows that pure lanolin and pure petroleum jelly have high durability and 

sticky tactile perception, whereas oil-free cream and common cream have a lower 

durability and slippery tactile perception. Aqueous glycerin has the lowest durability 

and slippery perception. The higher viscosity results in higher friction and durability. 

The relative humidity affects the film thickness, adhesive force, and Young’s modulus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The study of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synthetic skins shows that based on 

surface and friction properties, synthetic skins are good simulations of rat skin. 

However, the hardness of synthetic skin-2 is comparable to rat skin and can be a better 

simulation. After treatment with skin cream, the trends of the properties of the two 

synthetic skins and rat skin are comparable. The methodology presented here can act 

as a good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to evaluate the surface, frictional,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ynthetic skins. 

The study of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at the macroscale shows that the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is depondent on the scale of study.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rat skin at macroscale is larger than that at the nanoscale. The influence of 

film thickness, velocity, and normal load on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is 

different at different study scale. The durability of rat skin is also dependent on the 

study scale. 

The study of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human hand skin at the macroscale shows 

that the surface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affect the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hand 

skin. In the four parts of hand skin, the decrease magnitude order of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skin was nail, hand back, palm, and dactylogram. In the three hand creams, 

the moistening effect of glycerin hand cream was distinct, and moistening effect the 

petroleum jelly hand cream and common hand cream is similar. The petroleum jelly 

hand cream was highest durability and the durability of glycerin hand cream and 

common hand cream was similar. In the four fabrics, the decrease magnitude order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fabrics and skin was wool, leather, silk, and cot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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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1 绪论 

1 Introduction 

1.1 研究背景 (Background) 

摩擦学是研究作相对运动的接触表面及其有关理论与实践的一门学科。人和

动物机体的许多器官都会由于相互接触和相互滑动而产生摩擦，研究与生物系统

相关的所有摩擦学问题的学科称之为生物摩擦学，这一定义是由Dowson和

Wright于1973年提出的[1]。生物摩擦学分为人体生物摩擦学和动物仿生学。动物

仿生摩擦学主要研究动物体外表适应自然环境的摩擦学行为，摩擦副置于体外，

不涉及生物介质与磨损产物的相互作用。人体生物摩擦学研究对象置于人体内，

研究人体器官的摩擦、磨损和润滑，以及生物介质与磨损产物的生物反应。人体

生物摩擦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人工关节、心脏、头发、眼睛、牙齿、口腔 (舌

头、喉咙)、皮肤、血液等[2]。其研究内容包括天然关节和人工置换关节的摩擦，

天然牙齿、人工种植义齿和口腔修复材料的摩擦，人体皮肤与纺织品的摩擦，皮

肤与劳动工具、假肢之间的摩擦与损伤机理，护肤品对皮肤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人工心脏瓣膜的耐磨性，夹板和固定螺丝与骨骼之间的摩擦，红血细胞在血管中

的挤压和减摩行为，眼睑与角膜的眨动, 食物在消化系统的摩擦运动，等等。人

体生物摩擦学的特点在于摩擦副由人体构成，在生物环境中产生摩擦行为，摩擦

副具有感知和自适应能力，摩擦磨损行为受到生命物质 (细胞、蛋白质等) 的影

响。可见，生物摩擦学涉及先进生物材料、物理学、化学、数学、医学等领域，

它比传统的机械摩擦学更具有复杂性和挑战性[3]。固体与固体界面接触的本质为

固体表面的多微凸体之间的接触，研究单个微凸体接触对于认识表面和界面微观

力学和摩擦学性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生物摩擦学研究对象的粘

着、摩擦和磨损等现象的本质，必须揭示两种材料发生接触、分离或滑动时在原

子尺度上的作用机理和动力学原理。微纳米生物摩擦学弥补了宏观摩擦学不能深

入揭示摩擦界面的微观结构和性能的不足，两者相互结合，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生

物摩擦学理论。 

皮肤摩擦学是生物摩擦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涉及的研究对象是人体皮

肤。皮肤位于人体的表面，就像一层薄膜或屏障，保护身体不受外界有害因素的

侵袭，其品质直接影响到人体的健康和美观。皮肤能敏锐地感受外界刺激，并具

有屏障、吸收、调节体温、分泌和排泄功能，同时，它还积极参与机体的代谢和

免疫反应。人体皮肤的摩擦学性能研究，与多个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如皮肤病理

学、皮肤保护产品、纺织工业、制造业等，对现实生活有很大意义。例如研究人



博士学位论文 

 2

的指纹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及其作用原理对指导工业机器人手指、车辆橡胶轮

胎表面花纹、刹瓦表面花纹、防滑鞋表面花纹以及其它工业摩擦材料的表面形状

的设计均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不同人体指甲的摩擦学性能，为人体置换指甲的设

计和制造提供依据；研究皮肤的电性能和摩擦性能可以为皮肤疾病的诊断提供依

据；同时护肤护发产品的润肤润发效果、纺织品的舒适性、劳动用品及体育用品

手柄的可抓握性，以及在康复医疗中, 脊柱和颈椎的矫形支架和皮肤的摩擦，假

肢接收腔和残肢之间的摩擦，都涉及到手部皮肤的摩擦学性能。可以说皮肤与周

围环境物体的摩擦无处不在，皮肤的宏观摩擦学性能研究有效的模拟了现实生活

中表皮与各种物体表面的接触，对于皮肤病理学的研究、仿生学的发展、化妆品

的开发研究、纺织品的舒适度、手持物体的可靠性、以及假肢的适用性都有重要

的意义。由于人体皮肤摩擦性能的评估也是个复杂的问题，不仅取决于皮肤自身、

纹理结构、柔软度和光滑度等，还取决于与其接触的界面环境，为了更好的了解

皮肤的宏观摩擦性能，必须在原子、分子尺度上深入研究皮肤的表面微观组织形

貌，皮肤与相对运动表面在接触界面上分子间的相互的作用。皮肤纳米摩擦学可

以弥补宏观摩擦学不能深入揭示摩擦界面的微观结构和分子间作用的不足，两者

相互结合，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皮肤摩擦学理论。 

护肤霜对维护皮肤的正常营养、生理功能，防止与延缓各种因素引起的皮肤

老化、粗糙和皲裂都具有明显的效果，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大多数护肤品的

作用范围限于皮肤表皮范围内，并且护肤品中的各种成分的分子尺寸在微米级

别，当护肤品涂覆到表皮，其中的成分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渗透到表皮

里，起到补给皮脂和水分、营养滋润表皮的作用。表皮-护肤霜之间所发生的一

系列物理的和化学反应，与分子和原子间的相互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目前我

们对表皮-护肤品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十分有限。AFM 可以直接测定生物大

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为人们理解分子相互作用原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使用

AFM 深入研究表皮-护肤霜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开发高效的护肤品具有重

要意义。 

1.2 生物摩擦学的研究现状（Status of the study of biotribology） 

1.2.1 生物摩擦学的研究对象及内容 

生物摩擦学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是摩擦学领域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重要分

支，生物摩擦学中有关人体器官的摩擦研究最多。人体生物摩擦学的研究对象可

划分为: 骨、关节系统的生物摩擦学, 牙、口腔系统的生物摩擦学, 心血管系统

的生物摩擦学, 眼系统的生物摩擦学, 皮肤、毛发的生物摩擦学, 消化系统的生

物摩擦学, 呼吸系统的生物摩擦学, 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生物摩擦学, 人工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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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生物摩擦学等。目前针对关节的摩擦学研究最多, 对牙齿、头发、眼睛、皮

肤的摩擦学行为的研究较少, 而对人工心脏、口腔、血液和人骨的摩擦学行为研

究很少[3]。表 1-1 详细列举了近年来生物摩擦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表 1-1 生物摩擦学研究对象和内容[4] 
Table 1-1 Study object and content of biotribology 

类别 研究对象 研究内容 

第一类： 

涉 及 生

物 体 内

部器件 

 

各种关节 天然关节、关节液的润性能研究；人工关节及涂层(如 UHMWPE、钛

合金等)、人工关节液的摩擦性能研究；人工关节植入部位的松动问

题 

牙齿 天然牙及牙科修复材料的摩擦性能研究；种植一尺固定部位的松动问

题 

心脏瓣膜 人工心脏瓣膜的血液冲蚀磨损及耐久性研究 

管壁 天然血管、食管、尿道和生殖道等及相应人工管状结构中流体或办流

体摩擦学行为研究 

骨骼 骨骼坚固结构外快材料(如不锈钢)的微动磨损 

医疗手术

器械 

用于切割、固定等的一些手术器械 

植物材料 一些木材、竹材的结构与磨损 

第二类： 

涉 及 生

物 体 表

皮 

 

人体皮肤 个体差异下(如年龄、性别等)人体各部位皮肤摩擦学性能；皮肤与使

用工具材料、纺织品材料、化妆品材料等之间的摩擦学匹配性能；皮

肤与假肢材料之间的摩擦学设计；人造皮肤的摩擦学设计 

卫生保健

用品 

刮胡刀、尿不湿等卫生保健用品的摩擦学问题 

体育、劳

动、生活

用品等 

各种球拍手柄、转向盘和一些农用工具等的摩擦学问题 

眼皮 眨眼过程及干眼病态下的润滑问题；隐形眼镜与眼睑的摩擦问题 

皮制品 动物皮制作的鼓、皮鞋和皮衣等的磨损 

毛发 头发、体毛的摩擦学性能 

鸟类羽毛 羽毛结构、组织与飞行阻力等的关系 

鱼类皮肤 皮肤显微组织、结构与表面粘附的关系 

土壤类动

物皮肤 

皮肤显微组织、结构与表面粘附的关系 

植物类叶 叶子表面显微生物组织、结构与表面粘附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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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表面 

贝壳类表

面 

表面硬度、粗糙度、形貌等与摩擦行为的关系 

1.2.2 纳米生物摩擦学的研究现状 

为了认识生物体粘着、摩擦、磨损和压痕过程的本质，必须揭示相互运动材

料之间发生接触、分离或滑动时在原子尺度上的作用机理和动力学原理。大多数

固体与固体的界面接触产生于许多微凸体，人们很早就认识到研究单个微凸体接

触对认识表面和界面微观力学和摩擦学性能的重要性。近年涌现的扫描探针显微

镜和模拟探针与表面作用以及界面性质的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能够在高

分辨率下深入考察界面问题，并对纳米结构进行修饰和处理。这些发展促进了微

纳米尺度摩擦学 (简称微纳米摩擦学) 的诞生。纳米摩擦学是纳米科学技术的发

展而产生的新兴领域，它从原子和分子尺度到微米尺度上对滑动表面的粘着、摩

擦、磨损、压痕及薄膜润滑等过程进行试验和理论研究[5]。 

图1-1是传统的宏观尺度摩擦学与纳米尺度摩擦学的对比。宏观尺度摩擦学

试验摩擦副的质量和尺寸较大，并且试验在大载荷状态下进行，试验中磨损不可

避免，摩擦副的宏观性能决定了其摩擦学行为。微纳米摩擦学试验中，摩擦副中

至少有一个组件的质量很轻，并且试验在小载荷状态下进行。这种情况下，磨损

可以忽略不计，并且其表面性能 (几个原子层厚度) 决定了其摩擦学行为。微纳

米摩擦学的研究对于小尺度范围内界面现象的基本原理、超薄薄膜 (1-2 nm) 涉

及到的界面现象、磁盘存储系统和微机电系统 (MEMS/NEMS) 的微观结构以及

其他工业应用问题等有重要的作用。纳米摩擦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和

研究模式，即从原子、分子尺度揭示摩擦磨损与润滑机理，建立材料微观结构与

宏观性能之间的构性关系和定量准则，弥补了宏观摩擦学不能深入揭示摩擦界面

的微观结构和性能的不足，两者相互结合，有助于建立完善的摩擦学理论，更加

符合摩擦学的研究规律[5][7]。在纳米尺度下，研究与生物系统相关的所有摩擦学

问题的学科称之为纳米生物摩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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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宏观尺度摩擦学与微纳米尺度摩擦学对比 
Figure 1-1 Comparation of tribology at the macroscale and nanoscale 

1.2.2.1 纳米生物摩擦学研究方法及设备 

现代表面测试技术和仪器的发展，提供了在原子、分子尺度上观察表面现象

及其变化的有效手段，使得纳米摩擦学的试验研究成为可能。可以说纳米摩擦学

是在纳米表面形貌和微小动态力测量技术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完善的[8]。 

纳米摩擦学的试验仪器主要为扫描探针显微镜 (scanning probe microscope, 

SPM)，它包括扫描隧道显微镜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e, STM)、原子力显

微镜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AFM) 和摩擦力显微镜 (friction force microscope, 

FFM)，此外，还有专门研制的试验仪器，例如表面力仪 (surface force apparatus, 

SFA)、光干涉纳米润滑膜测试仪、石英晶体微天平(quartz crystal microbalance, 

QCM) 等等都得到广泛的应用[8]。最早出现的纳米摩擦学研究仪器是诞生于上世

纪 60 年代末，由 Tabor 和 Winterton[10]以及 Israelachvili 和 Tabor[11]研制的 SFA，

常用于研究两个分子级光滑表面之间的分子薄膜静态和动态性能。STM 于 1981

年由 Binning 和 Rohrer[12]研制成功，它不仅能在原子尺度范围内显示表面原子结

构的图像，而且能够同时获得表面电子结构等信息，使人们对于原子世界的认识

大为深化，从而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1985 年 Binning[13]等人又在 STM

的基础上研制成功了 AFM，对纳米摩擦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AFM 为

测量探针与工程表面 (导电或绝缘) 之间极弱作用力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它能

够测量纳米尺度下的表面形貌，也可测量粘着力和静电力。随后，Mate 等人[13]

以及 Meyer 和 Amer[15]通过对 AFM 进行了改进，设计出 FFM，使用它可以研究

原子尺度和纳米尺度下的摩擦行为。AFM 也在划痕磨损、压痕、转移材料探测、

边界润滑和微制造、微切削等研究中使用。伴随着计算机建模和模拟方法的发展，

使人们能够在空间和时间上以高分辨率研究复杂界面现象，这种模拟方法有助于

探究摩擦过程在原子尺度上的能量学、结构学、动力学、热力学、传质和流变学

机理。 

本论文主要应用 AFM 研究纳米尺度下皮肤及护肤品的粘着、摩擦、磨损和

力学性能。下面简单介绍一下 AFM 的工作原理[5]-[7]。图 1-2 是 AFM 的工作原理

图。图 1-2(a)显示的是一种常用的多模式 AFM，试样安装在一个 PZT 压电陶瓷

管扫描器上，PZT 设有分离的电极，他们控制试样在在 x-y 平面上的精确扫描，

并在垂直方向 z 上移动试样。柔性悬臂梁末端的尖锐探针与试验发生接触，采用

激光束偏转技术测量作用在探针与试验界面之间的作用力和摩擦力。激光束来自

二极管激光器，通过反射棱镜导向悬臂梁自由端的背面，激光束相对水平面向下

偏转 10 º。从悬臂梁背面法向反射的光束，经过反光镜片传送给四象限光电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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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其上下光电二极管产生的信号差是悬臂梁偏转量的信号。当试样在探针下作

扫描运动时，试样的形貌变化导致探针在垂直方向发生偏转，此偏转改变了反射

光束的方向，也改变了四象限光电探测器的上下二极管信号 (即 AFM 信号) 的

强度差。当 AFM 执行 “接触模式” 时，反馈电路调制 PZT 扫描器上的上下信号

差，使得悬臂梁的垂直偏转在扫描过程中始终保持恒定，因此，PZT 的位移变化

就直接测量出来试验的表面粗糙度。 

AFM 也可用 “轻敲模式” 来测量表面粗糙度。在 “轻敲模式” 下，探针扫

描试样时，悬臂梁上安装的压电晶体激发探针移动，使探针以悬臂梁的共振频率

轻敲试样表面，反馈回路保持平均作用力恒定。因为振幅足够大，所以探针不会

因为粘着而吸附在试样表面上。采用轻敲模式测量表面粗糙度时，可以减小摩擦

力和其他侧向力对表面粗糙度的影响，尤其适用于软表面的表面粗糙度测量。 

使用 AFM 测量滑动过程中作用在探针上的摩擦力，需要利用左右象限的光

电探测器 (水平放置)。在所谓的 “摩擦模式” 下沿悬臂梁长轴的垂直方向对试样

进行扫描，试样与探针之间的摩擦力使悬臂梁产生扭曲，激光束从弯曲悬臂梁顶

点的扭转平面反射过来，使左右象限探测器接收的激光束产生一个强度差，这就

是 FFM 信号，此强度差直接与悬臂梁的扭转角度有关，因此也就是与摩擦力有

关。这种测量方法的问题是激光束与光电探测器轴线存在按照误差时，将给测量

结果带来误差。Ruan 和 Bhushan[16]提出了一种方法来消除安装误差的影响，他

们将试样两个相反方向扫描的 FFM 信号分别从这两次扫描的摩擦信号中扣除，

通过试验测得的摩擦力信号和法向力的关系，计算出转化系数，从而将测量的电

压可转化为摩擦力，然后从摩擦力随法向力变化的斜率即可得到被测试样的摩擦

系数，而摩擦力为 0 时的法向力即为粘着力。 

图 1-2(b)是适用于大尺寸试样的，并且探头兼有扫描和悬臂梁偏转检测功能

的 AFM。力的传感器采用光束偏移原理，扫描装置按照在显微镜头上，其横向

分辨率在某种程度上比试样扫描运动的分辨率低一些。这类 AFM 适用于无法安

放在多模式 AFM 平台上的大型试样的测试。这类 AFM 的探头不仅可以扫描而

且产生悬臂梁的偏转，有二极管激光器产生的光束反射到悬臂梁之后，由四象限

光电探测器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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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AFM 工作原理示意图 (a) 适用于小尺寸试样的多模式 AFM，(b)适用于大尺寸试样的

探头兼有扫描和悬臂梁偏转检测功能的 AFM[7] 
Figure 1-2 Principles of operation of (a) a commercial small sample AFM, and (b) a large sample 

AFM [7] 

1.2.2.2 纳米生物摩擦学研究现状 

生物体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具有很多纳米尺度下的独特结构特征，可以

说其表面微观成分、结构和形貌决定了生物体的整体性能。随着纳米表面形貌和

微小动态力测量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使得纳米生物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下面

介绍一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纳米生物摩擦学和力学的研究内容和进展。 

(1) 关节软骨的微观摩擦和力学性能研究 

关节软骨是具有优异弹性的多空生物材料。其表面覆盖着高粘度的细小颗粒

状高电子密度材料。软骨表面的结构和成分已经成为近几年研究的热点。目前，

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都被用于研究关节软骨表面及其微观结构和力

学性能，图 1-3 为牛天然软骨的表面形貌 AFM 图像。Park 等人[19]使用 AFM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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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了牛天然软骨在纳米尺度下的杨氏模量并且表征了软骨的微观机械响应，研究

显示在 600 nm 形变水平下，软骨的杨氏模量大约为 30.9 KPa，关节软骨的杨氏

模量受压入深度的影响，但是受载荷加载频率影响不大。Park 等人[20]还使用

AFM 对比研究了宏观尺度下和纳米尺度下牛软骨的摩擦系数，研究表明纳米尺

度下，软骨的摩擦力不随时间变化，宏观尺度下，软骨的摩擦力对时间具有依赖

性。纳米尺度和宏观尺度下，软骨的摩擦系数分别为 0.152 ± 0.079 和 0.138 ± 

0.036，没有很大差别。Gupta 等人[21]利用纳米压痕和反向散射电子图像，定量研

究了人关节软骨连接处矿物质含量和力学性能的关系，研究显示与钙化软骨相

比，软骨下骨需要相对较少的矿物质来达到相同的硬度。 

 
图 1-3 牛天然关节软骨表面形貌 AFM 图像(100 µm × 100 µm，灰度范围 = 8 µm)[18] 

Figure 1-3 AFM images of bovine articular cartilage (100 µm × 100 µm，灰度范围 = 8 µm)[18] 

(2) 壁虎的下趾垫的微观粘附性能研究 

壁虎和很多昆虫都具有超乎寻常的爬行能力，它们可以在垂直的光滑表面甚

至可以悬挂在天花板上爬行。通过对几百种昆虫和动物的对比研究发现，它们超

常的爬行能力主要集中为两种原理：由从几百纳米到几微米大小的突出刚毛组成

的多毛结构和由微妙的显微组织覆盖在光滑表面的光滑结构[22]-[24]。壁虎、甲壳

虫、苍蝇和蜘蛛都是腿部具有多毛结构的生物。很多研究使用冰冻置换技术和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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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电镜揭示了这类生物趾垫上的超微结构的很多细节。研究发现壁虎趾垫上成千

上万的微刚毛，每一根刚毛的大约 30-130 µm 长，并且包含了几百个突出的亚微

粒结构分支，如图 1-4 所示。其中涉及的生物吸附理论包括机械表面互锁、流体

分泌物 (毛细管现象和粘性) 和分子粘附 (相互作用的范德华力)。Autumn 等人
[25][26]利用 MEMS 技术精确研究了单个壁虎趾垫刚毛的粘着力，发现当刚毛上的

卷须和物体表面贴得非常近时, 可以产生微弱的分子间作用力, 即范德华力，于

是提出壁虎刚毛黏附机制的范德华力假说. 他们的工作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认同

和引用[27][29]。 

 
图 1-4 壁虎趾垫的分层粘附结构，一个壁虎趾垫上有成千上万的微刚毛，每一根刚毛的包

含了几百个分支。 (a) 和 (b) 不同放大倍数下的一排刚毛的 SEM 图像和 (c) 刚毛末端的分

支。ST: 刚毛；SP: 刚毛最末端的分支；BR: 分支[30] 
Figure 1-4 The hierarchical adhesive structures of Gekko gecko. Atoe of gecko contain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setae and each seta contains hundreds of spatulae. (a) and (b):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s of rows of setae at different magnifications and (c): spatulae, the finest terminal 
branches of seta. ST: seta; SP: spatula; BR: branch[30] 

(3) 人体头发及护发产品的微观纳米性能研究 

人的头发表面具有多孔隙结构，人发微观表面具有极性，其表面能与表面纳

米级形貌分布基本一致，因此，人发的表面摩擦和润滑性能同极性密切相关。图

1-5为天然人体头发的表面形貌和摩擦力AFM图像。Bhushan的课题组[31]-[37]使用

AFM和纳米压痕仪对人体头发及护发产品的纳米摩擦、粘着、磨损、力学和电

性能做了系统的研究。研究显示纳米尺度下，经过化学和机械损伤的头发的摩擦

力和摩擦系数大于天然头发；由于弯月面力的增加，护发素涂覆的天然头发表皮

磷节层的边缘部分的摩擦力稍微有所增大。经过化学和机械损伤的头发的粘着力

低于天然头发。人体头发摩擦力和黏附力的尺度效应和方向依赖性，在不同尺度

下测得的摩擦系数数值从高到低依次是宏观尺度、微尺度和纳米尺度。头发的磨

损研究显示，涂覆护发素的头发具有很好的耐磨性，表明护发素对头发具有保护

作用。护发素涂覆头发的杨氏模量和硬度低于天然头发，表明护发素有效的增加

头发的弹性并且软化了头发。护发素涂覆头发的表面电势低于护发素能够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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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头发表面的电势，表明护发素能够有效消除头发表面的静电荷。环境湿度对

头发表面的静电荷具有重要的作用，头发表面静电荷的数量随着湿度的降低而升

高。 

 
图1-5 天然头发的表面形貌和摩擦力AFM图像[31] 

Figure 1-5 Surface roughness and friction force AFM images of virgin hair[31] 

1.3 皮肤摩擦学的研究现状 (Research status of tribology of skin) 

早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就有关于皮肤摩擦学试验的研究报道，人们通过模

拟皮肤与物体表面的接触，测定人体皮肤的摩擦系数。但是由于研究手段的限制, 

皮肤摩擦学大多采用传统摩擦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基本方法都是在宏观尺度

下，使探针与皮肤接触并且在皮肤上滑动一定距离，测定相对运动时两者之间的

摩擦阻力，并以此计算摩擦系数。同时人体皮肤摩擦性能的评估也是个复杂的问

题，不仅取决于皮肤自身、纹理结构、柔软度和光滑度、干燥度或含油程度等，

还取决于与其接触的界面环境，包括皮肤接触界面的微气候及湿度、滑动条件、

皮肤组织的反应等[2]。由于研究手段的限制以及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关于皮肤的

摩擦学性能的研究还没有形成体系，很多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探索阶段，但是随着

现代表面测试技术和仪器的发展，提供了在纳米尺度下研究皮肤的摩擦性能成为

可能，下面是近年来皮肤摩擦学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和进展。 

1.3.1 宏观尺度的皮肤摩擦性能研究 

1.3.1.1 年龄、性别、种族和解剖部位对人体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 

关于皮肤的摩擦系数与年龄的关系，前人的研究与人们的传统认识有所不

同，Cua 等[38]研究发现不同年龄人脚踝处的摩擦系数没有差异。Elsner 等人[39]

和 Asserin 等人[40]的研究都发现，不同年龄人外阴处的摩擦系数没有差异，但是

年轻人前额皮肤的摩擦系数比老年人的高，他们猜测是因为光照的影响。前额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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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在日光下，由于光照的影响，加速了皮肤老化，所以不同年龄的人其暴露皮肤

的摩擦系数不同；而外阴部较少暴露在日光下，所以不同年龄的人群其摩擦系数

相差不大。Sivamani 等人[41]发现不同年龄人群前臂皮肤摩擦学性能的差异很小，

他们也认为这是因为前臂皮肤较少暴露在日光下造成的。李炜等人[42]选择了四个

年龄段的志愿者：7-10 岁、20-25 岁、35-45 岁和 55-65 岁的志愿者，人体的六个

部位皮肤：手掌、手背、前臂掌侧、前臂背侧、胫骨脊外测和胫骨脊内测与假肢

材料对摩，研究发现人体不同解剖部位皮肤的摩擦性能与年龄密切相关，随着年

龄的增大，人体各解剖部位皮肤之间的摩擦系数差异变得越不明显。 

关于不同组织部位皮肤的摩擦系数，Manuskiatti等人[43]的研究发现，人体不

同组织部位的粗糙程度有很大差异，环境差异 (例如光照) 和水合作用的不同都

会影响皮肤的粗糙程度。Cua等人[38]发现腹部的摩擦系数为0.12，而前额的摩擦

系数为0.34。Elsner等人[39]经过试验发现，人体外阴部的皮肤的水分含量比前臂

皮肤的高，因此其摩擦系数 (0.66) 比前臂的摩擦系数 (0.48) 高35 %。Sivamani

等人[41]研究发现手臂不同位置的摩擦系数有很大差异，手臂近侧皮肤的摩擦系数

比远侧的摩擦系数高30 %。Anastasia等[44]选择了人体十一个部位的皮肤即: 前

臂、后臂、手掌、手背、腹部、后背、脚跟、大腿、前额、前胸和小腿进行了试

验研究。结果表明摩擦系数在这些解剖位置中存在较大差别。摩擦系数最大处在

前额和后背，为0.34，最小处在腹部，为0.12。Zhang和Mark[45]选择了五种材料 

(铝、尼龙、硅树脂、棉袜和泥质盐) 分别和人体六个部位的皮肤 (手背、手掌、

前臂、后臂、前腿和后腿) 进行摩擦试验，研究发现在所有测试部位里，手掌的

摩擦系数最大，为0.62 ± 0.15。康剑莉等[46]通过在自行设计的手指皮肤摩擦性能

测试系统上的试验研究，得到如下结果：指纹皮肤的最大静摩擦系数大于动摩擦

系数；干摩擦时的摩擦系数大于有润滑时的摩擦系数；滑动方向不同，其摩擦系

数也不同；同一人体的不同指纹，其干摩擦时的摩擦系数与有润滑时的摩擦系数

之间的也存在差别；实验对象不同，其摩擦系数不同。李炜等[42]的研究还发现7-10

岁、20-25岁和35-45岁三个年龄组中六个部位皮肤的摩擦系数都有显著差异，其

中手掌皮肤的摩擦系数通常高于其他部位，摩擦系数高达0.478。 

经大多数学者研究证实人的性别、身高、体重等因素对摩擦性能无显著影响
0 [41][42] [47]。目前还没有对不同人种皮肤摩擦学性能研究的详细报道，仅有一些肤

浅的研究结果，如 Manuskiatti 等人[43]研究发现黑人和白人皮肤的粗糙程度没有

太大差异。Sivamani 等人[41]发现白人、黑人、西班牙人及亚洲人的手臂皮肤的

摩擦学性能没有很大的区别。 

1.3.1.2 载荷、速度、对摩材料和环境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  

经典摩擦定律认为摩擦系数与载荷和速度无关，许多试验已经证明这个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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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多数硬质材料存在局限性，而对于皮肤这类软质组织是否适用、皮肤的摩擦系

数与载荷和速度的关系如何等问题的研究报道很少。Naylor[48]使用直径为8 mm

的球形聚乙烯摩擦副在旋转方式下与皮肤摩擦，载荷范围从2 N到7 N，测得的摩

擦系数为0.5，表明皮肤的摩擦系数与载荷无关，而后来EI-Shimi[49]使用直径为12 

mm的半球形不锈钢摩擦副在旋转方式下与人体前臂皮肤摩擦，载荷范围从0.25 

N到1.8 N，旋转速度从3.625 rpm增大到67.225 rpm，研究表明随着载荷的增大，

摩擦系数呈先下降后不变的趋势，而随着旋转速度的增大，摩擦力只有很少的增

加。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皮肤具有粘弹性性能，在受力过程中皮肤组织发生了非

线性变形，从而导致摩擦系数随着载荷的增大而降低。Koudine[50]和Sivamani等

人[51]使用半球形玻璃摩擦副在平移滑动方式下与人体前臂皮肤摩擦，载荷范围从

0.05 N到0.8 N，研究表明摩擦系数和载荷存在着μ ∝ N−1/3的关系，并且这一结果

与Hertz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Derler等人[52]研究了纺织品与人体手指皮肤的摩擦

性能，在接触试验中，载荷从0.2 N增大到15 N，结果显示，干燥手指皮肤的摩

擦系数保持不变，而湿润皮肤的摩擦系数随着法向载荷的增大而降低。他认为皮

肤的摩擦行为依赖于载荷和有效接触面积，并且皮肤和纺织品间的粘附和形变也

起到一定的作用。Zhang和Mark[45]的研究表明，当载荷从25 g增加到100 g时，平

均摩擦系数降低了9.5 ± 6 %，当旋转速度从25 rpm增加到62.5 rpm时，摩擦系数

增加了7 ± 2 %。 

EI-Shimi[49]、Comaish 和 Bottoms[53]研究了不同表明粗糙度的摩擦副对皮肤

摩擦性能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光滑的不锈钢和尼龙摩擦副在与表皮接触时，比

粗糙表面的摩擦副具有更大的接触面积和粘附性，导致了大的摩擦阻力，因此显

示出大的摩擦性能。Hendriks 和 Franklin[54]研究了对摩材料表面粗糙度 (Ra= 

0.1-10 µm) 和环境 (21-29 ºC, 37-92 % RH) 对表皮摩擦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对

摩材料表面的粗糙度对皮肤的摩擦性能有显著的影响，表面越光滑摩擦力越大；

高湿度环境下，皮肤变得湿润，摩擦力是干燥环境下的两倍。 

此外不同摩擦副材料、尺寸、形状对皮肤摩擦性能也有影响，见表 1-2。 

表 1-2 不同摩擦副材料、尺寸、形状条件下测得的活体表皮摩擦系数[40], [45], [48] [53] [55]-[57]  

Table 1-2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skin under various materal, size,and shape of probe 

作者 
探头尺寸、

形状 
探头材料 

探头运动方

式 
摩擦系数 

Comaish 和

Bottoms  

直径 15 mm 

环形物 

特氟隆(聚四

氟乙烯) 、尼

龙、聚乙烯、

羊毛 

线性运动 
0.2 (特氟隆)，0.45 

(尼龙)，0.3 (聚乙

烯)，0.4 (羊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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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ylor 
直径 8 mm

的球体 
聚乙烯 

线性往复运

动 
0.5-0.6 

Highley 等 圆盘 尼龙 旋转运动 0.19-0.28 

Johnson 等 透镜 玻璃 
线性往复运

动 
0.3-0.4 

Asserin 等 
直径 3mm

的球体 
红宝石 

线性运动 
0.7 

Zhang和Mat  

外径 16 

mm，内径

10 mm 的环

形物 

铝、尼龙、

硅树脂、棉

短袜、泥质

岩 

旋转运动 0.42 ± 0.14 (铝)，

0.37 ± 0.09 (尼

龙)，0.61 ± 0.21 

(硅树脂)，0.51 ± 

0.11（棉短袜），

0.45 ± 0.07 (泥质

岩) 

Derler 薄片 
皮革, PUR, 

硅树脂,  

线性往复运

动 

0.3 (皮革)，0.65 

(PUR)，0.27 (硅树

脂) 

1.3.1.3 护肤品和润滑剂对皮肤摩擦学性能的影响 

护肤品通过和表皮作用，使皮肤变得柔软，湿润，有弹性，而手指则可以通

过摩擦振动感受到表皮质地的这种变化。因此皮肤摩擦是模拟人体感受和皮肤状

态的最直观的方法皮肤，被广泛的应用到护肤品性能的评价中，以此评价护肤品

的保湿性能和润滑剂的润滑效果，并为护肤品和润滑剂的研制生产以及其他相关

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很多研究发现在涂覆过护肤品后，皮肤质地的变化和表皮摩擦系数的变化有

一定关系。Nacht 等[58]的研究发现在涂覆过护肤品后，表皮的油腻度与皮肤的摩

擦系数成反比关系，即表皮的摩擦系数增加的越大，其油腻度越小；并且通过检

测皮肤摩擦系数相对于时间的变化，可以评估护肤品的保湿效果。 Prall 等人[59]

研究发现当皮肤涂覆护肤品或者水分后摩擦系数会大大增大，然而涂覆护肤品

后，皮肤的高摩擦系数可以持续几个小时，而涂覆水分后，皮肤的高摩擦系数只

能持续 5-20 min，这说明护肤品的保湿效果远远大于直接向表皮施加水分的效

果。Hills 等人[62]研究了在高温 (45 ºC) 和常温 (18 ºC)下，涂覆了十四种不同护

肤品皮肤的摩擦系数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在高温下，其中九种护肤品的摩擦系

数降低，一种护肤品的摩擦系数不变，四种护肤品的摩擦系数升高。Gitis 和 

Sivamani[57]曾经用摩擦学方法对三种不同的润肤霜，即普通的传统润肤霜，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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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用润肤霜，最先进高性能的夜用润肤霜做过比较。在实验中，对十位健康的

成年志愿者的前臂相同部位进行测试，试验证明三种润肤霜都可以使皮肤的摩擦

力升高，电阻系数抗降低，但是持续的时间不同。普通的传统润肤霜持续时间小

于 1 小时；先进的日用润肤霜可以保持几个小时；而最先进高性能的夜用润肤霜

能坚持 24 小时。说明夜用润肤霜的保湿性能是非常优秀的。Sivamani 等人[51]对

人体前臂皮肤进行了包覆 PVDC (保湿作用)、涂覆甘油及凡士林等的试验，试验

结果表明，与甘油和凡士林相比，PVDC 降低电阻系数和增大摩擦系数的能力最

小，这说明 PVDC 包覆对皮肤的表面水合作用的影响比较小。凡士林和甘油增

加摩擦系数的程度基本相同，但是凡士林降低电阻系数的程度远不如甘油，这说

明甘油容易被皮肤吸收。Comaish 和 Bottoms[53]等人的研究表明，皮肤涂覆过滑

石粉后，由于滑石粉在皮肤和聚乙烯摩擦副表面之间提供了一层屏障，其动摩擦

力降低 50 %，静摩擦力降低 30 %，而且潮湿的滑石粉使摩擦力增大。O'meara[60]

等研究了手掌和抓握材料之间的动摩擦系数，结果表面涂有肥皂的手掌皮肤的动

摩擦系数最低，为 0.46 ± 0.04，而干燥和湿润手掌皮肤的摩擦系数分别为 1.72 ± 

0.16 和 1.42 ± 0.16。 

Horiuchi 等人[61]使用摩擦试验机模拟了人体手指相互摩擦的行为，以此研

究涂覆护肤品后皮肤的触觉变化，研究显示涂覆护肤品后，皮肤低的摩擦力并不

意味着高的舒适度，而高的摩擦力和大的摩擦力波动反而意味着较舒适的触觉感

受。研究表明这主要是由护肤品具有保湿功能决定的。护肤品的保湿功能主要通

过两种方式实现：护肤品里的保湿剂从皮肤真皮层吸收水分，同时从周围环境从

吸收水分，保持表皮层的湿润；护肤品里的封阻剂在皮肤角质层表面形成一层油

膜从而使皮肤的水分不易蒸发、散失而起保湿作用。当护肤品被表皮吸收后，由

于它独特的保湿吸湿功能，表皮变得柔软湿润，当与对摩材料接触时，由于表面

粘着力和接触面积的增加，导致了涂覆过护肤品的皮肤的摩擦系数比纯净皮肤的

要大很多。通常当护肤品涂覆到表皮后，表皮的摩擦系数通常以三种形式变化[51] 

[58] [63]：1. 涂覆护肤品后表皮的摩擦系数马上大幅增加，随后摩擦系数缓慢下降，

其现象和表皮涂覆水分相似。这类护肤品通常含有一些保湿剂可以立即湿润软化

皮肤；2. 涂覆护肤品后皮肤摩擦系数首先下降，随后逐渐上升。这类护肤品通

常含有封阻剂，其质地通常比较油腻，其油腻的质地导致了摩擦系数最初的降低，

随后由于其在表皮形成一层油膜从而使皮肤的水分不易蒸发，变相的增加了皮肤

的含水量，湿润软化了皮肤，所以摩擦系数随后增加；3. 涂覆护肤品后，皮肤

摩擦系数立即增大，但是幅度很小，随后摩擦系数缓慢增加。这类护肤品是前面

两类护肤品作用的综合，通常即含有保湿剂又含有封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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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纳米尺度的皮肤摩擦性能研究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其最外层的角质层大约20-40 µm厚，由无核的角化

细胞 (直径大约20-40 µm，厚度大约0.5 µm) 镶嵌在细胞外脂质基质构成。角质

层的独特微观结构，可以帮助表皮锁住水分，同时保护皮肤不受机械、化学和微

生物的侵扰。大多数护肤品的作用范围限于皮肤表皮范围内，并且护肤品中的各

种成分的分子尺寸在微米级别，当护肤品涂覆到表皮，护肤品中的分子通过角质

层渗透到皮肤表皮里，营养滋润皮肤。皮肤的微观纳米性能研究对于开发高效的

护肤品具有重要意义。皮肤表皮内含有一系列的活体细胞，包括抗原呈递细胞朗

格汉斯细胞、角化细胞、干细胞和黑色素细胞。朗格汉斯细胞能识别、结合和处

理侵入皮肤的抗原，并把抗原传送给t细胞，是皮肤免疫功能的重要细胞，在对

抗侵入皮肤的病毒和监视表皮癌变细胞方面起重要作用。如果想实现正确有效的

将多聚核苷酸和抗原注射到朗格汉斯细胞内、将基因和蛋白质注射到其他表面细

胞内，必须掌握皮肤表皮层的力学性能，因此皮肤纳米力学性能的研究对于医学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目前关于皮肤纳米尺度性能研究很少。Kendall等人[64]

使用纳米压痕仪研究了新鲜老鼠表皮的力学性能，研究表明随着角质层深度的增

加，杨氏模量、存储模量和应力都显著降低；在给定深度下，减小探针的尺寸有

效的增加了存储模量。Yuan和Verma[65]使用AFM和纳米压痕仪研究了不用皮肤深

度下皮肤角质层的杨氏模量和皮肤的粘弹性特征，研究显示干燥角质层和湿润角

质层的杨氏模量分别为100 MPa和10 MPa；探针和压入深度对角质层的杨氏模量

有影响，干性角质层和湿润角质层的损失模量和存储模量的比率分别为0.1和

0.25。 

1.4 皮肤和护肤品的功能与结构 (Function and structure of skin 
and skin cream) 

1.4.1 皮肤的功能和结构 

皮肤的面积为 1.2-2 m2，约占体重的 8 %，是个面积广大的器官。皮肤有多

方面的功能，除保护身体外，也是感觉、分泌、排泄、代谢和免疫器官[66][67]。  

(1) 保护作用 

保护功能是皮肤的基本功能，角质层坚韧致密，抵御了机械性的刺激，它和

其表面形成的脂质膜一起防止了水分和化学物质的渗入，也能防止体内水分的过

度蒸发。皮肤含有丰富的神经末梢，能感受触、压、痛、温等多种感觉以避免机

体受到机械、物理和化学性损伤。 

(2) 吸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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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有渗透能力和吸收作用。因为它不是绝对严密的无通透性的屏障，因此

某些物质可以通过表皮而被真皮吸收，影响全身。根据皮肤的组织结构的特点，

一般将化学物，例如护肤品和美容制剂，经皮渗透吸收的途径分为两类三种。第

一类是通过角质层的途径，一是跨细胞途径，即化学物直接穿过角质层细胞和细

胞间基质，在水相和脂相中扩散；二是细胞间途径，即化学物绕过角质层细胞，

自始至终在细胞间基质中弯曲扩散。第二类是不通过角质层的旁路途径，化学物

绕过表皮的角质层屏障．通过毛囊、皮脂腺、汗腺等皮肤附属器，直接扩散到真

皮。化学物的第一类经皮渗透吸收途径，均需通过角质层。经角质层渗透吸收需

要经过两个不同的时相。一为渗透相，即化学物通过被动扩散透过角质层和整个

表皮进入真皮的过程。由于角质层细胞所提供的通道极为有限，细胞间的脂质具

有疏水性，此时非脂溶性的化学物就难以通过表皮，特别是分子量大于 300 的更

难通过。二为吸收相，指化学物通过表皮层到达真皮层，透过毛细血管壁吸收进

入血液的过程。由于血液、组织液和淋巴液的主要成分是水，所以化学物的水溶

性对自己透过毛细血管壁的扩散速度有重要影响。综上所述，化学物要经过皮肤

吸收入血，则必须具备良好的脂溶性和水溶性，二者不可偏废。而脂溶性较好、

水溶性较差的护肤品和美容制剂，仅能渗透在皮肤，难以吸收入血液，发生全身

毒副反应的机会较少。毛囊、皮脂腺和汗腺等皮肤的附属器是皮肤屏障的薄弱环

节，容易透过某些化学物，它们的总横断面积只占表皮的 0.1-1 %，表皮绝大部

分是表皮各种不同类型的细胞。角质层虽然扩散系数较小，但其有效面积甚大。

从这个观点来看，经角质层渗透吸收在化学物经皮渗透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化学物经皮渗透吸收的初始阶段 (通常是指给药 30 min 以内)，化学物

尤其是水溶性的化学物，是以通过扩散系数较大的毛囊、皮脂腺和汗腺等皮肤附

属器的渗透吸收为主。随着化学物与皮肤接触时间的延长，化学物的经皮渗透吸

收逐渐转为通边扩散系数较小的表皮角质层为主。脂溶性的化学物，包括护肤品

和美容制剂，其通过角质层的弥散率与自身的脂溶性成正比。 

(3) 调节体温作用 

皮肤是热的不良导体，既可防止过多的体内热外散，又可防止过高的体外热

传入，皮肤对机体维持恒温起着积极作用。外界温度低时，血液的流动量减少，

表皮收缩，防止热气蒸发。外界温度高时，皮肤血管扩张，循环血流量增加，速

度加快，皮肤发红，汗腺分泌大量汗液至表皮以使汗液蒸发，而使皮肤凉爽。此

外，皮肤又能通过传导、对流散热、辐射等方式散发热量。 

(4) 分泌和排泄作用 

主要通过腺体来实现。汗液成分似尿液，除含大量水分外，还含有氯化钠、

尿素氮等盐分和有机废物,特别是肾功能损害者,汗排出量增多，这对肾脏起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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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辅助作用。皮脂腺分泌油状脂质，皮脂与汗液乳化后形成一层薄膜，有保护作

用。  

(5) 感应作用 

皮肤内分布有感觉神经及运动神经，可以感受冷、热、触、痛、压和痒等感

觉，引起相应的神经反射，维护机体的健康。 

皮肤由皮下组织、真皮和表皮构成，如图 1-6(a)所示[68] [76]。 

皮下组织位于真皮下方，其下与肌膜等组织相连，由大量脂肪细胞和粗大结

缔组织纤维束组成。 

真皮层位于表皮层下方，由胶原纤维、弹力纤维、网状纤维和基质、细胞等

组成。可分为两层：乳头层及网状层。靠近于表皮下部的称乳头层，较薄，由与

表皮突互相交错的乳头组成，乳头中有毛细血管、淋巴管盲端和感觉神经末梢。

网状层位于乳头层下部，由后者渐移行而成，两者之间无明显分界，除含有较大

的血管和神经外，尚包含肌肉和毛囊、皮脂腺、汗腺等附属器。 

表皮位于皮肤的外面，为角化的复层扁平上皮，绝大部分是角质形成细胞，

表皮是皮肤的重要保护层。表皮自内向外分为四层，即基底层、棘层、颗粒层和

角质层，如图 1-6(b)所示。前三层由有核细胞构成，后一层由无核细胞构成。表

皮最深层的基底层包括多层细胞，直接与真皮相接触，细胞增殖能力很强，能不

断分裂产生新的细胞，逐渐向上推移，以补充表层角化脱落的细胞，因此基底层

又称为生发层。棘层由基底层细胞分化而来,一般有 5-10 层细胞，细胞表面伸出

许多细短的棘状突起。颗粒层位于棘层的浅部，由棘层细胞演化而来，由 1 至 5

层棱形细胞构成,细胞界线不清,胞质内含有嗜碱性角质颗粒，其大小和数目向表

层逐渐增加。角质层位于皮肤最外层，由大量扁平的富含角蛋白的角化细胞构成。

皮肤角质层的结构通常被比喻为“砖墙结构”，如图 1-6(b)所示[68] [77] [78]。角质细

胞是“砖块”，由表皮基底层的角质形成细胞不断增生分化而来。角质层细胞膜是

一种脂质双层结构，具有封包膜的作用，可防止保湿因子丢失，维持稳定的水合

状态。角质形成细胞间隙中的脂质则是“灰浆”，由双层结构的脂质（包括神经酰

胺、脂肪酸和胆固醇）和水分子组成[69] [79]。这些脂质来源于颗粒层细胞的树状

突起，填充于角质形成细胞之间，像“灰浆”一样把“砖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

成皮肤的稳定结构，保证皮肤的屏障功能，阻挡异物和病原入侵，并能防止组织

液丧失。角质层内脂质成分对的皮肤屏障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图 1-6(c)是角质层主要脂质成分的化学结构图[69]。角质层内脂质结构的变化

可能引起皮肤的健康问题[80]。例如遗传学过敏性皮炎和皮肤痤疮是由于神经酰胺

-1 亚油酸脂含量较低引起的[81]；干燥症则是由于皮肤中脂肪酸含量升高和神经

酰胺含量降低引起的[82]。水分也对皮肤的屏障结构和功能具有重要的作用[83]。



博士学位论文 

 18 

通常柔软富有弹性的健康皮肤中，角质层的含水量在 10-30 %之间[84]。皮肤中的

水分对保持皮肤滋润柔嫩状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皮肤中含水量过低，则会

导致表皮增生和柱状细胞脱粒等病症，这些病症严重影响了皮肤的健康和美观。

护肤品作为一种皮肤健康辅助产品，对皮肤的保湿作用是重要的功能之一，同时

帮助皮肤维持正常的层片状脂质基质的结构和含量，最终帮助皮肤修复功能，使

得皮肤健康美观。 

  
图1-6 (a) 皮肤结构示意图，皮肤包括：皮下组织、真皮、表皮[68]；(b)大鼠表皮的组织学图

像 (底部)，以及皮肤角质层中脂质基质和角化细胞的结构示意图；(c)角质层中主要的脂质

成分的化学结构[69] 

Figure 1-6 (a) Schematic image of skin structure with different layers: subcutis, dermis, and 
epidermis[68], (b) histology of rat skin (bottom), and the barrier model of intercellular keratin layer 

lipids (top), and (c) chemical structure of major lipid components of the keratin layer[69]. 

1.4.2 护肤霜的功能和结构 

膏霜类护肤品是历史最久，使用最广的护肤用品。研究证明，使用霜膏类护

肤品对维护皮肤的正常营养、生理功能，防止与延缓各种因素引起的皮肤老化、

粗糙和皲裂都具有明显的效果，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 

霜膏类护肤品的特点是：涂于皮肤上能在表皮形成一层薄膜，其中有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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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皮肤吸收，起到补给皮脂和水分的作用；其他组分具有吸湿和渗透作用，所

形成的膜还具有防止皮肤水分散失的作用。因此这类护肤品具有良好的滋养与润

泽皮肤的作用，保护表皮，使其滋润、柔软而光滑，以抵御寒风、烈日、紫外线

辐射，增加分泌机能活性，防止皮肤皲裂；同时营养表皮，增加组织活力，保持

皮肤角质层的含水量，增加皮肤弹性，减少皮肤细小皱纹。膏霜类护肤品的种类

较多，可分为： 

 
图1-7 膏霜类护肤品的种类 

Figure 1-7 Category of skin cream 

本论文试验主要使用的普通护肤霜属于水包油型的护肤霜。普通护肤霜是由

乳化剂、柔肤剂、闭塞剂和保湿剂组成[83]。同时根据产品性能需要，很多其他成

分也被添加入护肤霜。图1-8是典型的水包油型护肤霜的胶体结构。使用乳化剂

稳定成分的水包油型护肤霜最少含有四相：晶体状的亲水胶体相、大体积水层、

亲脂相和分散油相[86]。晶体状的亲水胶体相主要由双分子层的表面活化剂和脂质

双亲分子构成。水分子穿插在双分子层之间，形成了层间水分子层。大体积水层

主要由亲水胶体相固定，与层间水分子层相互平衡。亲脂相主要为过剩的脂质双

亲分子，形成了具有亲脂性能的基质。分散油相主要被固定在亲脂胶体相内。表

1-3为普通护肤霜的主要成分和功能。 

表 1-3 普通护肤霜的主要成分和功能[85] 

Table 1-3 Formula and function of common skin cream ingredients[85]  

类型 成分 化学式 功能 

保湿剂 甘油 HO OH
OH  

-从皮肤真皮层吸收水分帮助表皮层

保持充足的水分；从周围环境吸收水

分帮助表皮层保持充足的水分 

 乳酸 
OH

OH

O

 

 
咯烷酮

羧酸钠 
NH O

O

Na
+O-

 

 乳酸铵 
O-NH4

O
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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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酸钾 
O

HO
+O-K  

 山梨醇 HO
OH

OH OH

OH OH

 

 尿素 C
H2N NH2

O

 
闭塞剂 凡士林 碳氢化合物混合物; CnH2n+2 

- 在表皮形成一层薄膜，防止皮肤水

分蒸发 
-通过水合角化细胞间的脂质基质增

加亲脂性类固醇的渗透率 
 

 矿物油 石油提取的液态烃混合物 

 
二甲基

硅酮 

O
Si

O
Si Si

n

 

 

 

辛酸/
癸酸三

酸甘油

酯 

O

O
OH

O-R

OH

R:
or

 

润肤剂 
乙二醇

硬脂酸

酯 

O

OH
O

 

-通过水合皮肤角质层填充脱离角化

细胞之间的空隙使得表皮柔软光滑 
 

 
甘油硬

脂酸 
CH

O

CH CH

CH  

 羊毛脂 
酯、二酯、羟基酯、羊毛脂醇、羊

毛脂酸和羊毛脂烃的混合物 
 

 
向日葵

油甘油

酯 

从向日葵籽油中提取的甘油一酸、

二酸、三酸酯的混合物 

 
图1-8 典型水包油型普通护肤霜的胶体结构[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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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Typical gel structures of oil in water cream[86] [87] 

1.5 研究目标和内容(Research objective and content) 

1.5.1 研究目标 

目前关于皮肤摩擦学的研究，大多采用传统摩擦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基本

方法都是在宏观尺度下，使探针与皮肤接触并且在皮肤上滑动一定距离，测定相

对运动时两者之间的摩擦阻力。皮肤摩擦性能的评估是个复杂的问题，不仅取决

于皮肤自身、纹理结构、柔软度和光滑度等，还取决于与其接触的界面环境，为

了更好的了解皮肤的宏观摩擦性能，必须在原子、分子尺度上深入研究皮肤的表

面微观组织形貌，皮肤与相对运动表面在接触界面上分子间的相互作用，以弥补

宏观摩擦学不能深入揭示摩擦界面的微观结构和分子间相互作用的不足，微观摩

擦学和宏观摩擦学相互结合，有助于建立完善的皮肤摩擦学理论。 

护肤霜对维护皮肤的正常营养、生理功能，防止与延缓各种因素引起的皮肤

老化、粗糙和皲裂都具有明显的效果，是必不可少的日常用品。大多数护肤品的

作用范围限于皮肤表皮范围内，并且护肤品中的各种成分的分子尺寸在微米级

别，当护肤品涂覆到表皮，其中的成分通过一系列的物理和化学反应渗透到表皮

里，起到补给皮脂和水分、营养滋润表皮的作用。表皮-护肤霜之间所发生的一

系列物理的和化学反应，与分子和原子间的相互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目前我

们对表皮-护肤品分子间的相互作用的认识十分有限。AFM 可以直接测定生物大

分子之间的作用力, 为人们理解分子相互作用原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因此使

用 AFM 深入研究表皮-护肤霜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开发高效的护肤品具有

重要意义。 

综上，本文的研究目标为在研究皮肤的纳米摩擦学特性的同时，研究皮肤的

宏观摩擦学特性，两者相互结合，建立完善的皮肤摩擦学理论。在研究纯净皮肤

摩擦特性的同时，研究护肤霜涂覆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为开发高效护肤品提

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本文以大鼠表皮、人造皮肤和人体皮肤为研究对象，使用 AFM、纳米压痕

仪和 UMT-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等设备，研究大鼠表皮 (简称表皮) 和护肤霜

涂覆大鼠表皮 (简称涂覆表皮) 的纳米力学性能、摩擦性能和摩擦电性能，研究

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和力学性能，研究宏观尺度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性能，

纯净人手皮肤和护手霜涂覆人手皮肤的摩擦性能、纯净人体皮肤和纺织品之间的

摩擦性能，并且针对试验结果进行了相应的理论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手持

物体的可靠性、化妆品的开发研究、纺织品的舒适度和表皮静电的预防具有重要

的意义，本文提出系统的研究方法可以全面的评价人造表皮、摩擦和力学性能，



博士学位论文 

 22 

为相关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1.5.2 研究内容 

本文以大鼠表皮、人造皮肤和人体皮肤为研究对象，研究表皮和涂覆表皮

的纳米力学性能、摩擦性能和摩擦电性能，研究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和力学性能，

研究宏观尺度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性能，纯净人手皮肤和护手霜涂覆人手皮

肤的摩擦性能、纯净人体皮肤和纺织品之间的摩擦性能，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大鼠表皮的纳米力学性能试验研究。在纳米尺度下对表皮和涂覆表皮进行划

痕、压痕和原位拉伸性能测试。 

(2)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在纳米尺度下研究护肤霜膜厚、载荷、

速度、相对环境湿度和温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磨损性能。 

(3)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电性能试验研究。在纳米尺度下研究环境湿度、探针尺

寸、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电势的影响。 

(4) 护肤霜对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学性能的影响研究。在纳米尺度下研究表皮和

五种护肤霜涂覆表皮的摩擦、粘着和磨损性能；测定五种护肤霜的动态粘度；

研究相对湿度对五种护肤霜涂覆表皮的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的影响。 

(5) 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在纳米尺度下研究纯净和护肤霜涂覆

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膜厚、粘着力、表面形貌、摩擦性能和力

学性能。

(6) 大鼠表皮的宏观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在宏观尺度下研究护肤霜膜厚、载荷

和速度对皮肤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以及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磨损性能。 

(7) 人体皮肤的宏观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在宏观尺度下包括皮肤温度和湿度对

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不同性别、不同部位人体手部皮肤的摩擦性能研究；

不同成分护手霜对手部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不同成分的纺织品与皮肤之间

的摩擦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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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鼠表皮的纳米力学性能试验研究 

2 Nano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2.1 引言(Introduction) 

皮肤和皮下组织是一个多层多组成部分的复杂系统，皮肤的力学性能主要由

真皮中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网络的性质和结构以及皮肤中水分和蛋白质的含

量等决定的[88][90]。真皮中的胶原纤维和弹性纤维是皮肤受到拉伸作用力时的主

要承载组织，它们穿插在细胞间物质之间，使得皮肤具有一定的强度和弹性。 

皮肤的延展性、粘弹性等机械性质受皮肤含水量的影响[91]-[93]，护肤霜作为

最常用的护肤产品，其主要功能就是协助皮肤角质层保持正常的含水量，护肤霜

可以有效改善皮肤的力学性能，使得皮肤光滑、柔软并且富有弹性。研究护肤霜

对皮肤力学性能的影响对于开发优质高效的护肤产品有重要的意义。 

日常生活中，皮肤不断的受力变形，当受力过大时，皮肤可能被撕裂，皮肤

的力学性能决定了皮肤对冲击伤害的抵抗能力[94]。皮肤的力学性能同时和皮肤的

健康状态有关，病变的皮肤其力学性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皮肤力学性能的研究

对于整形外科手术中刀口的尺寸、形状和皮肤的移植方向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95]。目前，多数研究集中在宏观尺度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弹塑性变形行为、硬度、

杨氏模量、蠕变和松弛性能等[95]-[103]，纳米尺度下，关于表皮力学性能的研究很

少[65] [104]，目前没有纳米尺度下涂覆表皮力学性能的研究。研究纳米尺度下表皮

和涂覆表皮的力学性能，可以弥补纳米尺度下皮肤力学性能研究的空白，通过与

宏观尺度下皮肤力学性能研究结果的结合，有助于充分理解皮肤力学性能的本质

以及护肤霜如何与表皮作用进而改变皮肤的力学性能。 

AFM是材料划痕研究的理想工具，它可以控制产生划痕的载荷、速度和尺

寸并且可以通过材料的表面形貌测试划痕深度[105] [107]。皮肤是人体的最外层，经

常会被划伤，而护肤霜涂覆在表皮上，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皮肤。表皮和涂覆表

皮的划痕研究，有助于理解表皮的划伤失效，以及护肤霜如果保护表皮。 

纳米压痕仪是纳米尺度下研究材料力学性能的有效手段，通过力-位移曲线，

可以计算出材料的硬度和弹性模量，该技术广泛应用于评定金属材料、陶瓷材料、

薄膜材料和生物材料的力学性能[107][111]，很少应用于皮肤的力学性能研究[65][104]。

表皮角质层的硬度和弹性模量对于准确有效的基因和药物的经皮传送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104]，研究涂覆表皮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有助于理解护肤霜如何软化和

湿润表皮。 

很多研究使用AFM研究材料，例如二元铝合金、聚合物薄膜、磁带和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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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位拉伸性能[112][116]。原位拉伸试验可以实时检测到材料表面形貌随着应变的

增加而发生的变化，并且准确检测到材料变形的位置。本章使用AFM和拉伸试

验台研究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拉伸性能以及表面微观形貌随拉伸应变的增加而变

化的情况。 

本章使用AFM、纳米压痕仪和拉伸试验台研究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纳米划痕、

纳米压痕和原位拉伸性能。 

2.2 材料和方法（Experimental details） 

2.2.1 试验材料 

猪的皮肤通常在美容修复以及护肤品和药品的透皮吸收研究中作为动物模

型被使用[65] [117] [118]。大鼠表皮同样在皮肤力学性能以及护肤品和药品的透皮吸

收研究中作为动物模型被使用[104][119]-[121]。本文选取大鼠表皮作为动物模型，选

取一只八个月大的雄性的大鼠，通过注入过量二氧化碳处死，背部皮肤被马上分

离下了。使用剪刀清除皮下组织，使用剃须刀刮掉表皮的发毛。然后使用 10 % (v/v) 

的肥皂溶液洗涤表皮，在水下冲洗 30 s，然后将皮肤铺平放置在干净的桌面上，

放置于实验室环境中 (22 °C, RH 35-40 %) 干燥。之后使用去油洗面奶 (Clean & 

Clear Shine Control facial cleanser) 清洗表皮，使用棉球将洗面奶涂覆到表皮上大

约 30 s，然后在水龙头下清洗 60 s。将皮肤平置于桌面上，使用纸巾去除表皮多

余水分。最后将厚度大约 0.7 mm 的皮肤切成不同尺度的试样。用于划痕和压痕

试验的皮肤试样的尺寸为 10 mm × 10 mm 的正方形，使用快干胶将皮肤试样粘

在 AFM 试样圆盘上。用于拉伸试验的皮肤试样的尺寸为 36 mm × 7 mm 的长条

形，使用拉伸试验台固定试样的两端。 

试验中使用两种类型的皮肤：表皮 (未涂覆护肤霜的洁净大鼠表皮) 和涂覆

表皮 (涂覆护肤霜的大鼠表皮)。对于涂覆表皮，使用棉球将 0.2 mg 和 0.5 mg 的

普通护肤霜 (Vaseline Intensive Care Lotion，详细成分见表 2-1) 分别涂覆到面积

为 10 mm × 10 mm 和 36 mm × 7 mm 的表皮上，在表皮揉擦 30 s，以使得护肤霜

均匀涂覆到表皮上，然后使用力-位移曲线技术测定护肤霜的膜厚，对应的膜厚

大约为 135 ± 40 nm。对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分别选取四个试样进行测试。试验

中测试部位保证完全避开毛发和毛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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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普通护肤霜的成分 (基于产品说明书) 
Table 2-1 Ingredient of common skin cream (based on manufacturer information) 

护肤霜 成分 

普通护肤霜 

Water, Glycerin, Stearic Acid, Helianthus Annuus seed oil, 

Glycine soja, Lecithin, Tocopheryl Acetate, Retinyl Palmitate, 

Urea, Collagen amino acids, Sodium stearoyl lactylate, Sodium 

isostearoyl lactate, Mineral Oil, Sodium PCA, Potassium lactate, 

Lactic Acid, Petrolatum, Dimethicone, Avena sativa, Keratin, 

Glyceryl Stearate, Cetyl Alcohol, Methyl palmitate, Magnesium 

Aluminum Silicate, Fragrance, Carbomer, Stearamide amp, 

Triethanol amine, Corn Oil, Methylparaben, DMDM Hydantoin, 

Disodium EDTA, BHT, Propylene Glycol, Titanium Dioxide 

2.2.2 纳米划痕试验 

在实验室条件下 (22 °C, RH 55 %)，使用AFM (Dimension Nanoscope IIIa, 

Veeco, Santa Barbara, CA) 进行纳米划痕试验。使用粘附在刚度为10 N/m的不锈

钢悬臂梁上的锥形金刚石探针在表皮产生划痕，图2-1为锥形金刚石探针的SEM

形貌图。在皮肤上产生划痕的具体试验参数如下：滑动速度为300 μm/s，滑动距

离为30 μm，滑动周期为15，载荷分别为3 μN、9 μN、15 μN、21 μN、27 μN和33 

μN。试验步骤如下：首先通过软件设置探针在x轴方向的扫描距离为0，在y轴方

向的扫描距离为30 μm，并且将载荷设定到测试值，在完成15个扫描周期后，将

载荷降低为1.2 μN，然后使探针在x轴方向移动一定距离到达下一个划痕测试区

域。划痕试验完成后，使用RFESP探针在轻敲模式下，测试皮肤的表面划痕形貌。 

 
图2-1 锥形金刚石探针的SEM形貌图 
Figure 2-1 SEM image of diamond tip 

2.2.3 纳米压痕试验 

使用纳米压痕仪Nano IndenterII® (MTS Systems Corp.) 进行纳米压痕试验。

试验使用三向锥形金刚石探针(Berkovich)。试样的最大压入深度设定为1000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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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硬度和弹性模量的计算方法如下[111], [122]： 

材料硬度H 的计算公式为 
maxPH
A

=                                (2-1) 

其中 

           224.5 cA h=                               (2-2) 

          max max0.75 /ch h P S=                        (2-3) 

           /S dW dh=                               (2-4) 

其中的Pmax 为最大压入载荷, A 为接触面积的投影面积。 hmax为最大压入深度，

S为在最大压入载荷处卸载曲线的斜率。 

材料弹性模量E 的计算公式为：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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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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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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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的泊松比ν假定为0.5[65][123]，金刚石探针的泊松比νt为0.07，金刚石探针的弹

性模量Et为1140 GPa。 

2.2.4 原位拉伸试验 

使用AFM和自建的拉伸试验台研究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拉伸性能。图2-2为拉

伸试验台的示意图。拉伸试验台由螺杆、滑块、力传感器 (model LCL-010, Omega 

Engineering Inc., Stamford, CT) 和步进电动机 (model PX245-01AA, using the 

controller NF-90, both from Velmex Inc.) 构成。试验的应变控制是通过设定步进电

动机的旋转周期来实现，试验的应力通过分辨率为10 mN，刚度为18 kN m-1的力

传感器来感应，通过数据采集板和电脑采集应力信号。步进电动机控制螺杆旋转，

螺杆每旋转一周，滑块的最小位移为1.6 µm，对于长度为36 mm的皮肤试样，螺

杆每旋转一周，其相应的最小应变率为8.9×10-3 % s-1。为了防止AFM扫描表面形

貌时试样表面振动，在试样下方放置了表面光滑的铝质支撑台，如图2-2所示。 

整个试验采用8.9×10-2 % s-1的应变率，相应的滑块的最大位移为21 mm，一

共进行十组拉伸试验。试验时，皮肤试样两端分别固定在两边滑块上，步进电动

机控制螺杆转动增加应变，力传感器感应应力，通过数据采集板和电脑采集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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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试验中应变的加载过程是间歇进行的，当应变达到设定值时，电动机停止

加载应变，在试样下方小心放置铝质支撑台，AFM开始扫描试样表面形貌，当

AFM完成表面形貌扫描后，小心撤离铝质支撑台，电动机恢复加载。使用RFESP

探针在接触模式下扫描试样表面形貌，扫描尺寸为10 μm × 10 μm。需要特别指

出的是，每进行一次应变加载，皮肤试样相应发生变形，为了保证每次测试的表

面形貌为皮肤上的同一位置，事先在皮肤试样上选择一个标记点，每次聚焦探针

位置时，保证探针的尖端位置都聚焦在该点上，以此保证每次测试的表面形貌为

皮肤上的同一位置。 

 
图2-2 拉伸试验台示意图 

Figure 2-2 The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setup used to conduct the in situ tensile 
measurement of skin samples in AFM 

2.3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2.3.1 纳米划痕试验 

图 2-3(a)为不同载荷下，金刚石探针在表皮和涂覆表皮所产生的表面划痕

AFM 形貌图，在每个 AFM 形貌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相貌图像对应于箭头

位置的截面图。图 2-3(a)中的 AFM 表面形貌图像显示，金刚石探针在表皮表面

产生划痕的最小载荷为 3 µN。AFM 形貌图上方的截面图显示表皮划痕两侧材料

的堆积高度小于涂覆表皮的。当探针在表皮表面犁削时，脱落的表皮皮脂会在划

痕两边产生堆积，而当探针在涂覆表皮犁削时，在划痕两边产生堆积的主要为脱

落的护肤霜薄膜，由于护肤霜的膜厚大于皮脂的膜厚，因此其产生的堆积高度也

大于表皮。AFM 形貌图上方的截面图还显示涂覆表皮的划痕深度大于表皮的，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护肤霜薄膜覆盖在表皮上，滑动过程中，金刚石探针首先犁削

护肤霜薄膜，当载荷大于一定数值时，探针才真正与表皮接触。因此涂覆表皮的

真正划痕深度应该为测得的压入深度减掉护肤霜薄膜厚度 (135 nm)，如图 2-3(b)

所示。 

图 2-3(b)为划痕深度与载荷的关系，结果显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划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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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随着载荷的增加而增大。当载荷小于 15 µN 时，涂覆表皮的划痕深度小于表皮

表面的划痕深度，说明涂覆表皮具有较好的抗擦伤性。此时护肤霜薄膜起到润滑

剂的作用，与表皮相比，探针要在涂覆表皮上产生划痕需要更多的滑动周期来穿

透护肤霜薄膜，因此当载荷小于 15 µN 时，同样滑动周期下涂覆表皮的划痕深度

小于表皮的。当载荷大于 15 µN 时，涂覆表皮的划痕深度大于表皮表面的划痕深

度。此时护肤霜薄膜不再起到保护作用，由于护肤霜降低了表皮的硬度，如表

2-2 所示，金刚石探针穿透护肤品薄膜，直接划入表皮，此时涂覆表皮的划痕深

度大于表皮的划痕深度。 

 
图 2-3(a) 不同载荷下，金刚石探针在表皮和涂覆表皮所产生的表面划痕 AFM 形貌图，

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b) 划痕深度与载荷

的关系 
Figure 2-3 (a) AFM topographical images of scratch marks generated at various normal loads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and (b) scratch depth as a function of normal load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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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纳米压痕试验 

图 2-4 为纳米压痕仪测得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载荷-位移曲线。结果显示产

生 1000 nm 的压入深度时，表皮的载荷为 35  N，涂覆表皮的载荷为 22  N。表

2-2 为从载荷-位移曲线计算得到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硬度和弹性模量。结果显示

涂覆表皮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比表皮的低，说明护肤霜可以有效的软化皮肤，增加

皮肤的弹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皮肤为多层结构组织，各层之间的力学性能存

在差异[126]，因此这里我们只是研究了在特定的压入深度下皮肤的力学性能。 

表 2-2 纳米压痕仪测得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硬度和弹性模量 
Table 2-2 Hardness and elastic moduli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obtained 

using a nanoindenter 

 表皮 涂覆表皮 

硬度 (MPa) 2.0 ± 0.5 1.4 ± 0.4 

弹性模量 (MPa) 90 ± 31 49 ± 16 

 

图 2-4 纳米压痕仪测得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载荷-位移曲线。测试设定的最大压入深度为

1000 nm 
Figure 2-4 Representative load–displacement plots of nanoindentations made at 1000 

nm peak indentation displacement on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2.3.3 原位拉伸试验 

图 2-5(a)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应力-应变曲线以及达到极限应变时皮肤的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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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图像。试验测得的应力-应变曲线与文献记载的皮肤拉伸曲线相似[71] [96]。根据

应力-应变曲线的形状特征可以将其分为三部分：在低应变时 (表皮: 0-42 %，涂

覆表皮: 0-50 %)，应力与应变呈指数关系增长，通过拟合试验数据，表皮和涂覆

表皮的应力和应变符合如下指数关系，相关系数为 R=0.999， 

         0.43exp( /16.6) 0.19y x=                       (2-7) 

         0.63exp( / 21.0) 0.38y x=                       (2-8) 

式中，y 为应力，单位为 MPa，x 为应变，单位为%。 

在应变范围为 42-57 % (表皮) 和 50-60 % (涂覆表皮) 时，随着应变的增大，

应力与应变呈线性关系增长，通过拟合试验数据，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应力和应变

符合如下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 R=0.997， 

           10.4 0.37y x=                             (2-9) 

           4.0 0.23y x=                             (2-10) 

式中，y 为应力，单位为 MPa，x 为应变，单位为%。根据胡克定律，材料的弹

性模量可以从这部分计算得到。 

最后当应变达到一定数值时 (表皮: 57-60 %，涂覆表皮: 60-62 %)，表皮在该

点出现颈缩现象，如图 2-5(a)所示，皮肤的极限拉伸应力和极限拉伸应变可以通

过这点计算得到。 

根据以前学者的相关研究[96][97] [124] [125]，应变开始时，应力和应变呈指数增

长的原因为，在加载应变之前，胶原纤维处于松弛状态，很小的应力就可以使胶

原纤维产生很大的应变，但是随着应力的增加，胶原纤维处于张紧状态，其排列

方向将与应变加载方向平行，此时应力和应变呈线性关系增加。  

表 2-3 为通过应力-应变曲线测得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弹性模量、极限应力

和极限应变。结果显示涂覆表皮的弹性模量低于表皮，表明护肤品能够提高皮肤

的弹性；涂覆表皮的极限应变大于表皮，表明护肤品能够提高皮肤的拉伸性能。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表皮与涂覆表皮之间的弹性模量和极限应变有一定差别但是

差别不大，这可能是由于护肤霜的大多数成分只能影响到皮肤的表皮层，很少能

影响到真皮层，而真皮层是皮肤响应外界拉伸应力的主要部分。 

表 2-4 为通过 AFM 形貌图像测得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粗糙度随着应变

增加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粗糙度随着应变的增大而增大，表

皮粗糙度的增大程度比涂覆表皮大。图 2-5(b)为不同应变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

面 AFM 形貌图像，结果显示对于表皮，当应变达到 10 %时，表皮出现细小的碎

片，并且碎片的数量随着应变的增加而增多。皮肤表现出现的细小碎片为表皮的

角质层碎片 (类似于皮屑)。皮肤是各向异性的材料，皮肤角质层的角化细胞之

间的粘着力以及皮肤各层所含水分从皮肤内层到外层逐渐减小，从而导致皮肤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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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之间的力学性能的不同[127]-[131]。皮肤最外层由于水分含量较低，角化细胞之间

的粘着力较小，其弹性和延展性都较皮肤内层差，当受到剪切力作用时，角质层

的最外层会首先脱离皮肤，因此从 AFM 图中，可以看到随着应变的增大，表皮

出现细小的碎片。而对于涂覆表皮，当应变达到 20 %时，表皮才出现细小的碎

片，并且数量很少，这说明护肤霜湿润软化了皮肤，有效的提高了皮肤角质层的

弹性和延展性，降低了皮肤角质层碎片的产生。 

表 2-3 通过应力-应变曲线测得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弹性模量、极限应力和极限应变 
Table 2-3 Elastic modulus, ultimate tensile strength, and ultimate strain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obtained using in situ tensile tester 

 表皮 涂覆表皮 

弹性模量 (MPa) 31 ± 11 22 ± 7 

极限应力 (MPa) 11 ± 2 10 ± 2 

极限应变 (%) 59 ± 3 6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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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a)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应力-应变曲线以及达到极限应变时皮肤的颈缩图像; (b)不同应

变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 AFM 形貌图像，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

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Figure 2-5 (a) Stress-strain curves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nd the image showing the 

necking of the skin sample under the ultimate strain, and (b) AFM topographical images of a 
control area showing progress of damage with increasing strain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表 2-4 通过 AFM 形貌图像测得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粗糙度随着应变增加的变化情况 
Table 2-4 Surface roughness statistics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obtained from the 

AFM topographical images with the increasing strain in percent 

皮肤类型 
RMS (nm) P-V 距离 (nm) 

0 % 10 % 20 % 30 % 0 % 10 % 20 % 30 % 

表皮 129 139 147 168 952 984 1029 1184 

涂覆表皮 63 67 71 76 604 618 661 765 

 

2.4 本章结论(Summary) 

当金刚石探针在表皮表面产生划痕的最小载荷为 3 µN。表皮和涂覆表皮的

表面划痕深度随着载荷的增加而增大。当载荷小于 15 µN 时，涂覆表皮的划痕深

度小于表皮表面的划痕深度，说明涂覆表皮具有较好的抗擦伤性。当载荷大于

15 µN 时，涂覆表皮的划痕深度大于表皮表面的划痕深度，说明当载荷大于 15 µN

时，金刚石探针穿透护肤品薄膜，直接划入表皮，在经护肤霜软化的表皮产生划

痕。 

产生1000 nm的压入深度时，表皮的载荷为35 µN，涂覆表皮的载荷为22 µN。

涂覆表皮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比表皮的低，说明护肤霜可以有效的软化皮肤，增加

皮肤的弹性。 

应力-应变曲线的形状特征与真皮中胶原纤维的形变有关。涂覆表皮的弹性

模量低于表皮，表明护肤品能够提高皮肤的弹性；涂覆表皮的极限应变大于表皮，

表明护肤品能够提高皮肤的拉伸性能。对于表皮，由于皮肤外层的弹性和延展性

较内层差，因此当应变达到 10 %时，表皮出现细小的碎片，并且碎片的数量随

着应变的增加而增多。而对于涂覆表皮，当应变达到 20 %时，表皮才出现细小

的碎片，并且数量很少，这说明护肤霜湿润软化了皮肤，有效的提高了皮肤角质

层的弹性和延展性，降低了皮肤角质层碎片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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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 

3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3.1 引言(Introduction) 

当护肤霜涂覆到表皮后，其成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入皮肤内部[132][133]：一

是跨细胞途径，即化学物直接穿过角质层细胞和细胞间基质，在水相和脂相中扩

散；二是细胞间途径，即化学物绕过角质层细胞，自始至终在细胞间基质中弯曲

扩散，如图 3-1 所示。通过透皮吸收，护肤霜内的成分在皮肤表皮层内融解扩散，

平衡皮肤表皮层的水分和脂类的含量。通过与表皮层的作用，优异的护肤霜可以

使得皮肤的质地发生显著的变化。图 3-1 显示了护肤霜的涂覆过程，以及人类通

过表皮摩擦性能感知皮肤质地的关系。与表皮摩擦时，手指通过振动感知表皮的

质地[134][136]，手指与皮肤间的表面和摩擦性能 (表面粗糙度、摩擦力和粘着力) 对

摩擦振动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很多研究也显示皮肤的摩擦性能与皮肤的质地存

在一定的关系，湿润柔软的皮肤，摩擦力和粘着力大些，而干燥粗硬的皮肤摩擦

力和粘着力小些[48][49][51] [137] [138]。纳米尺度下，研究涂覆过护肤霜皮肤的摩擦和

粘着性能，可以弥补宏观摩擦学不能深入揭示摩擦界面的微观结构和性能的不

足，对于研究开发高效护肤产品具有重要的意义。  

纳米尺度下，摩擦力的大小由材料表面的几个分子层厚度的液体薄膜决定
[139]。在护肤霜涂覆到表皮的过程中，表皮的摩擦性能预期与护肤霜膜厚，以及

涂覆护肤霜的速度 (剪切变薄) 和载荷有关[140]-[142]。目前没有文献研究纯净表皮

和护肤霜涂覆表皮的纳米摩擦和粘着性能的研究，相关研究可以更好的揭示护肤

霜对表皮摩擦粘着性能的影响，因此本章研究纳米尺度下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

荷对大鼠表皮 (简称表皮) 和护肤霜涂覆大鼠表皮 (简称涂覆表皮) 的摩擦系数

和粘着力的影响。皮肤是位于人体的最外层，容易受到外界环境影响。高温低湿

的环境容易导致皮肤失水率增大，使得皮肤角质层脱水；高湿度环境，使表皮和

涂覆表皮容易吸收更多的水分，保持皮肤湿润。环境变化引起皮肤含水量的变化，

从而影响皮肤的摩擦和粘着性能，因此本章研究纳米尺度下，环境温度和湿度对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皮肤时刻与外界物体接触，经常会

受到磨损等伤害，护肤霜从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保护或者缓解这种伤害，研究皮

肤的耐磨性以及护肤霜通过与皮肤作用，是否可以提高皮肤的耐磨性有现实意

义，因此本章研究纳米尺度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耐磨性能。 

本章主要在纳米尺度下研究护肤霜膜厚、速度、载荷、环境温度和湿度对表

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研究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耐磨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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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护肤霜涂覆过程、护肤品成分透皮吸收方式和皮肤摩擦振动与大脑感知皮肤质地的关

系的示意图 
Figure 3-1 Schematics illustrat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skin cream as well as the route of 

penetration of skin cream and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s between skin vibration and brain 
perception of the texture. 

3.2 材料和方法(Experimental details) 

3.2.1 试验材料 

本章选取使用大鼠表皮作为动物模型，皮肤试样的准备过程详见 2.2.1 部分，

最后将厚度大约 0.7 mm 的皮肤切成 10 mm × 10 mm 的正方形试样，使用快干胶

将皮肤试样粘附在 AFM 试样圆盘上。 

试验中使用两种类型的皮肤：表皮和涂覆表皮。对于涂覆表皮，不同质量的

普通护肤霜 (Vaseline Intensive Care Lotion，详细成分见表 2-1) 被涂覆到表皮上，

膜厚和涂覆护肤霜质量的关系在 3.2.3 部分将做详细讨论。使用棉球将普通护肤

霜涂覆到表皮上，在表皮揉擦 30 s，以使得护肤霜均匀涂覆到表皮上，然后使用

力-位移曲线技术测定护肤霜的膜厚，关于力-位移曲线技术会在 5.2.4 部分做详

细介绍。对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分别选取四个试样进行测试。 

3.2.2 摩擦系数、粘着力和护肤霜膜厚测试 

在实验室环境下 (22 °C, RH 35-40 %)，使用 AFM (Dimension Nanoscope IIIa, 

Veeco, Santa Barbara, CA) 测试纳米尺度下皮肤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如无特殊

说明，试验选用的扫描距离为 10  m，法向载荷范围为 25-250 nN，扫描频率为

1 Hz (相当于 20  m/s 的扫描速率)。试验采用半径大约 10 nm，悬臂梁刚度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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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 N/m 的 RFESP (force modulation etched Si probe) 探针。 

使用 Bhushan[6][7]提出方法进行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定量测试。首先改变

AFM 探针施加到试样表面的法向载荷,以 25 nN 的幅值从 25 nN 逐渐增大到 250 

nN，每增加一次载荷，测试一次试样表面的摩擦力，最后绘制摩擦力和法向载

荷的关系图，直线的斜率就是试样的平均摩擦系数。由于摩擦力 F 的表达式如下
[6], [143], [144]： 

                F =   (W+Fa)                      (3-1) 

其中 为试样的摩擦系数，W 为法向载荷，Fa 为试样表面的粘着力，粘着力

可以从摩擦力-法向载荷关系曲线的水平截距计算得到，即摩擦力等于 0 时的法

向载荷。通过这个方法得到的粘着力为整个扫描过程中的平均粘着力。 

护肤霜膜厚是通过力-位移曲线技术测定。详细方法见 5.2.4。 

3.2.3 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荷影响的测试 

不同质量的护肤霜，0.1 mg、 0.2 mg、 0.3 mg、 0.4 mg 和 0.5 mg 分别涂

覆到面积为 10 mm × 10 mm 的试样表面，使用力-位移曲线技术用于测试护肤霜

膜厚，分别对应大约 80 nm、150 nm、240 nm、330 nm 和 450 nm 的护肤霜膜厚。

这里要特别说明，由于护肤霜不是均匀的分布在表皮上，并且随着时间的增加，

护肤霜内的水分不断挥发，同时护肤霜逐渐被表皮吸收，因此测得的膜厚可能与

实际膜厚有一定的偏差，但是这个方法还是可以有效的表征表面膜厚。 

纳米尺度下，使用 AFM 和高速试验台进行速度对皮肤摩擦和粘着性能影响

的试验。低速试验通过在 AFM 上改变探针的扫描频率进行。扫描距离为 10  m，

扫描频率从 0.1 增加到 50 Hz，相应的扫描速率从 2  m/s 增加到 1000  m/s。由

于 AFM 参数限制，其最大扫描速度不能超过 1000  m/s。因此利用高速试验台

和 AFM 结合进行速度超过 1000  m/s 的高速试验[145]。高速试验中，速度从 1000 

 m/s 增加到 2×105  m/s。由于高速试验台的限制，如果在 2×105  m/s 速度下，

最小的扫描距离为 1000  m，因此进行高速实验时，选取扫描距离为 1000  m。 

纳米尺度下使用 AFM 进行载荷对皮肤摩擦和粘着性能影响的试验。法向载

荷从 50 nN 增加到 750 nN，扫描距离为 10  m，扫描速度为 20  m/s。 

3.2.4 环境相对湿度和温度的影响测试 

使用实验室自制的湿度控制箱和温度控制系统进行环境相对湿度和温度对

皮肤摩擦和粘着性能影响的试验[146]。图 3-2 为相对湿度和温度控制系统的示意

图。相对湿度影响试验中，相对湿度从 4 %增加到 80 %，温度保持 22 °C 不变，

每次试验前，试样放置在设定环境中大约 1 小时。相对温度影响试验中，温度从

22 °C 增加到 45 °C，湿度保持 35-40 %不变，每次试验前，试样放置在设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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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约 0.5 小时。 

 

图3-2 环境相对湿度和温度控制系统示意图 

Figure 3-2 Schematic of the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controlling system 

3.2.5 磨损测试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磨损测试通过在皮肤试样表面上使用探针进行 3800 个周

期的滑动进行，最后使用 AFM 获得磨损后表皮的形貌图。 

3.3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3.3.1 表皮和护肤霜涂覆表皮的表面和摩擦性能 

表 3-1 为在 20  m × 20  m 的扫描尺寸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粗糙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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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角。结果显示涂覆表皮的表面粗糙度和接触角都小于表皮的，这说明护肤霜

能够有效的平滑表皮，并且提高表皮的亲水性。图 3-3 是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

粗糙度和摩擦力 AFM 图像，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

箭头位置的截面图。结果显示，涂覆护肤霜后表皮的粗糙度减小，摩擦力增大。

涂覆表皮摩擦力增大的原因来自用表皮的护肤霜薄膜。当 AFM 探针在护肤霜薄

膜中滑行时，探针周围的护肤霜液体使得粘滞摩擦力增大，即流体动力阻力增大，

因此，涂覆表皮摩擦力大于表皮的。 

   表3-1 在20  m × 20  m扫描尺寸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粗糙度和接触角 
Table 3-1 Surface roughness statistics on a 20  m × 20  m scan size and contact angl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皮肤类型 
表面粗糙度 

接触角 (°) 
RMS (nm) P-V 距离 (nm) 

表皮 160 ± 28 983 ± 156 66 ± 6 

涂覆表皮 119 ± 20 730 ± 125 40 ± 5 

 

图3-3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粗糙度和摩擦力的AFM图像 
Figure 3-3 Surface roughness and friction force AFM images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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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荷对表皮摩擦性能的影响 

3.3.2.1 护肤霜膜厚影响 

图 3-4(a)是护肤霜膜厚对表皮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关系图。图中的第一

个点对应于表皮的表面膜厚，大约 10 nm，这层薄膜是由于表皮表面分布的油脂

和水分造成的。结果显示涂覆表皮的表面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都大于表皮的；摩擦

系数和粘着力随着膜厚的增大而增大，这是由于随着膜厚的增大，聚集在 AFM

探针周围的液体增多，导致了高的液面高度和大的运动阻力，下面将利用一个模

型来解释护肤霜膜厚对摩擦力和粘着力的影响。 

图 3-4(b)为 AFM 探针在护肤霜液面中滑动时探针和护肤霜之间作用的示意

图。α、θs、θrec和 θadv分别为 AFM 探针锥形角的半角，静接触角，后退接触角，

前进接触角。γlv是液体-气体界面的表面张力，h(x)是三相接触线和探针底部之间

的距离。虚线和实线轮廓线分别代表探针水平运动之前和之后的表面轮廓。由于

试验证明宏观尺度下的接触角滞后现象在纳米尺度下仍然适应[147]，因此在护肤

霜膜厚的研究中，静接触角、后退接触角和前进接触角遵守 θrec<θs<θadv的关系。

探针滑行过程中，表面张力在 x 正负方向上的分力由于 θrec和 θadv的不同而不同。

三相接触线的周长表示为 s(x)，三相接触线的周长沿 y 轴方向的宽度表示为w(x)。

s(x)和 w(x)与 h(x)的关系可以表示为[147]： 

                  s(x)=cs h(x)                               (3-2) 

                  w(x)=cw h(x)                              (3-3) 

cs和cw分别为和锥形探针几何形貌有关的比例常数。由于静接触角、后退接触角

和前进接触角遵守θrec<θs<θadv的关系，θs可以粗略认为是后退和前进接触角的平

均值，因此表面张力沿z方向的分力可以表示为： 

             F z, γ=γlv s(x)cos(θs-α)= cs γlv h(x)cos(θs-α)           (3-4) 

当探针在护肤霜薄膜中滑动时，力 F z, γ 为粘着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表达

式(3-4)，当护肤霜膜厚 h(x)增加时，粘着力将随之增加。 

表面张力沿 x 轴作用于探针后部和前部的力分别可以表示为： 

         Fx, b =γlv w(x)sin(θadv-α)                           (3-5) 

Fx, f =γlv w(x)sin(θrec -α)                             (3-6) 

基于表达式(3-5)和(3-6)，表面张力沿x轴作用于探针的合力可以表达为： 

        Fx, γ = Fx, b - Fx, f = cwγlv h(x)[sin(θadv-α)-sin(θrec -α)]     (3-7) 

当探针在护肤霜薄膜中滑动时，力Fx,γ为摩擦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表达式

(3-7)，由于θrec <θadv，合力Fx,γ随着h(x)的增加而增大，因此摩擦力随着膜厚的增

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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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擦力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来于由于探针与周围液体间的粘滞摩擦造成的

流体动力阻力 (Fd) [148]-[150]。根据Stokes定律，作用在一个在流体中以速度ν运动

的微粒上的Fd可以表达为： 

                    Fd =
1
2

ρν2 CD Ap                (3-8) 

                    CD = f(Re)                   (3-9) 

其中的Ap 为垂直于运动方向上的微粒的投影面积，ρ为流体的密度， CD为阻力

系数，Re为雷诺数. 这里，Ap与h(x)成线性关系，可以表示为      

                     Ap = cp h(x)                  (3-10) 

其中的cp为和锥形探针几何形貌有关的比例常数。通过表达式(3-8)、(3-9)和

(3-10)，流体动力阻力Fd可以表达为： 

                Fd =
1
2

cp ρν2 f(Re) h(x)               (3-11) 

当探针在薄膜中滑动时，Fd是摩擦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表达式 (3-11)，Fd

随着膜厚h(x)的增加而增加，因此摩擦力随着膜厚的增加而增大。 

 
图3-4(a) 护肤霜膜厚对表皮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关系图，以及护肤霜环绕AFM探针示

意图; 和(b) AFM探针在护肤霜液面中滑动时探针和护肤霜之间作用的示意图。α, θs, θrec和 
θadv分别为AFM探针锥形角的半角，静接触角，后退接触角和前进接触角。γlv是液体-气体界

面的表面张力，h(x)是三相接触线和探针底部之间的距离。虚线和实线轮廓线分别代表探针

水平运动之前和之后的表面轮廓。 
Figure 3-4 (a) Cream film thickness effect on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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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oscal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nd schematic of the increase of skin cream 
height around the tip (right), and (b) schematic of the tip-skin cream interaction as the tip slides in 
the skin cream film at a velocity of υ. The angles α, θs, θrec, and θadv represent half of the tip cone 
angle, static contact angle, receding contact angle, and advancing contact angle, respectively, and 
γlv is surface tension at the liquid-vapor interface, and h(x) is the separation distance between three 

phase contact line and bottom of the tip. The dash and solid profiles represents the interface 
profiles before and after the horizontal motion of tip. 

3.3.2.2 速度的影响 

图 3-5(a)为滑动速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关系图。

图中虚线左侧的数据为使用 AFM 在 10  m 的扫描距离下，速度从 2  m/s 增加到

1000  m/s 时，测得的结果。图中虚线右侧的数据为使用 AFM 和高速试验台在

1000  m 的扫描距离下，速度从 1000  m/s 增加到 2×105  m/s 时，测得的结果。

结果显示对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当滑动速度小于 1000  m/s 时，摩擦系数和粘着

力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减小，当滑动速度大于 1000  m/s 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

着速度的增大而分别增大和减小。 

对于表皮，探针和表皮接触形成的弯月面只要由表皮的水分和油脂构成。当

滑动速度小于 1000  m/s 时，微凸体的形变很小，表皮与 AFM 探针之间的摩擦

力主要受弯月面力的影响，当探针低速在表皮滑动时，会使得弯月面在被剪切的

同时又自发的重构，当速度增大到一定数值时，弯月面很难重构，导致弯月面力

减小，从而使得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降低[137]。当滑动速度大于 1000  m/s 时，弯

月面很难重构，因此弯月面力不再起主导作用，在高速下，探针和表皮微凸体相

互冲击，导致能量损耗增大，探针与表皮微凸体之间的形变摩擦起主导作用，形

变摩擦随着探针滑动速度的增大而单调递增[141]。对于涂覆表皮，由于护肤霜是

典型的剪切变薄流体，其粘度随着剪切速度的增加而减小，因此当滑动速度小于

1000  m/s 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护肤霜粘度的降低而降低。而当滑动速度

大于 1000  m/s 时，由于粘滞剪切的作用，摩擦系数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增大
[14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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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a) 滑动速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以及滑动速度增加后，

护肤霜内分子排列形状变化示意图;(b)护肤霜动态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 

Figure 3-5 (a) Velocity effect on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on the nanoscal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nd schematic of the alignment of molecules with the increase 

of velocity (right), and (b) dynamic viscosity of skin cream as a function of shear rate. 

3.3.2.3 载荷的影响 

图 3-6(a)为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结果显示对

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存在一个临界载荷，当载荷小于临界载荷时，摩擦系数基本

保持不变，当载荷大于临界载荷时，表皮薄膜失效，摩擦系数随着载荷的增大而

增大。表皮和涂覆表皮的临界载荷分别为 250 nN 和 500 nN，表明与表皮表面薄

膜相比，护肤霜薄膜具有较大的载荷承载能力从而在表皮形成有效的保护膜。 

涂覆表皮的临界载荷增大同时说明皮肤的形变能力得到了提高。为了研究皮

肤的形变行为，在压入模式下，研究了皮肤的蠕变性能。图 3-6 (b)为不同载荷下，

压入深度与压入时间的关系，以及在 120 s 压入时间下，压入深度和载荷的关系。

结果显示当载荷大于临界载荷时，压入深度有一定幅度的增加，这说明皮肤摩擦

系数的变化与皮肤的形变有关。此外，结果还显示对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在一定

载荷下，其压入深度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现象说明了皮肤是典型的粘弹

性材料，具有蠕变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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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a) 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以及 AFM 探针对表皮压入深

度随着载荷增加而增大的示意图; (b) 在不同载荷下，压入深度与压入时间的关系，以及 120 
s 压入时间时，压入深度和正载荷的关系 

Figure 3-6 (a) Normal load effect on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on the nanoscal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nd schematic of the increase of indent depth with the 

increase of normal load (right), and (b) indent depth vs. time curve under various normal loads as 
well as the indent depth as a function of normal load at a time of 120 s. 

3.3.2.4 相对湿度和温度的影响 

图 3-7 为环境相对湿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结果

显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湿度的增大而增大。对于表皮和涂

覆表皮，湿度增加导致表皮的水膜厚度增大，如图 3-7 右侧示意图所示，如 3.3.2.1

部分讨论过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膜厚增加而增大。结果还显示，湿度对涂

覆表皮的效果比表皮明显。如表 2-1 所示，护肤霜中含有很多保湿剂，例如

glycerin、 lactic acid、 potassium lactate、urea、sodium PCA 和 propylene glycol[76]，

当护肤霜薄膜覆盖在表皮后，这些保湿剂中含有的大量亲水基，例如羟基、胺基

和羧基，容易和水分子形成氢键，以此帮助表皮从环境中吸收大量的水分，因此

环境湿度对涂覆表皮有显著的影响。而表皮表面则覆盖这一层憎水的油脂薄膜，

其主要成分为甘油二酸酯、甘油二酯、脂肪酸、蜡酯基质、鲨烯、胆固醇和胆固

醇酯[151]，由于这层憎水薄膜，水分很难别吸收并渗透到皮肤内，因此环境湿度

对表皮的影响较小。 

图 3-7 还显示了温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结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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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温度的增大而减小。由于温度升高导

致表皮脱水，膜厚减小，从而导致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降低。对于涂覆表皮，温度

升高导致护肤霜粘度降低是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减低的另外一个原因。 

 
图 3-7 环境相对湿度和温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影响，以及湿度和温度

增加后，护肤霜内分子结构成分的变化示意图 

Figure 3-7 Relative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effect on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on the nanoscale. The schematics show the adsorption 
of water molecules with the increase of relative humidity, and the desorption of water molecules 

and the reduced viscosity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right) 

3.3.2.5 磨损 

图 3-8(a)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探针扫描周期变化的关系

图。结果显示对于表皮，在最初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基本保持

不变，随后分别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加而分别减小和增大，这主要是由于表皮的天

然油脂薄膜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大而脱离表皮所引起的。对于涂覆表皮，在最初的

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快速减小，随后趋于稳定，直到扫描周期增

大到 1800 后，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再次减小。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扫描周期变化

主要是由于护肤霜膜厚变化引起的。护肤霜是高含水量的液体，通常含有 50-88 %

的水分，研究表明通常大部分护肤霜内的水分在涂覆到表皮 15 min 内，将会完

全蒸发[152], [153]。当护肤霜刚涂覆到表皮时，由于不能马上被皮肤吸收同时水分

没有蒸发，因此护肤霜液体聚集在探针周围，此时薄膜厚度较大，随着扫描周期

的增加，护肤霜逐渐被皮肤吸收，同时水分和可挥发物质逐渐蒸发，膜厚降低，

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因此降低。当护肤霜、皮肤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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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时，护肤霜最终如一层稳定的凝胶网络一样覆盖在表皮上，此时膜厚趋于稳定，

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基本保持不变。但是护肤霜效果的持续时间是有限的，超过一

定时间，护肤霜薄膜逐渐从表皮消失，此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逐渐下降。图 3-8(b) 

是经过 AFM 探针 3800 次扫描后，表皮和涂覆表皮磨损表面的 AFM 图像。结果

显示在 250 nN 的载荷下，经过 3800 次扫描周期，表皮表面和涂覆表皮都有明显

的划痕。这种划痕类似于日常生活中当表皮和尖锐的硬表面摩擦时所产生的划

痕。 

 
图 3-8(a)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与探针扫描周期的关系; (b) 经过 AFM 探针

3800 次扫描后，表皮和涂覆表皮磨损表面的 AFM 图像 
Figure 3-8 (a)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on the nanoscale a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cycles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nd (b) AFM surface images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fter 3800 cycles at 250 nN normal load. 

3.4 本章结论（Summary） 

护肤霜能够有效的平滑表皮并且提高表皮的亲水性。由于探针与周围液体间

的粘滞摩擦造成的流体动力阻力，使得涂覆表皮的摩擦力大于表皮的摩擦力。 

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膜厚的增大而增大，并且通过一个基于接触角

滞后、表面张力和流体动力阻力原理的模型，解释了护肤霜膜厚对摩擦力和粘着

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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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滑动速度小于 1000  m/s 时，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速

度的增大而减小。对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弯月面力的降低和护肤霜的剪切变薄性

能分别是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降低的主要原因。对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当滑动速度

大于 1000  m/s 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分别增大和减小。对于

表皮，探针与表皮微凸体之间的形变摩擦起主导作用，形变摩擦随着探针滑动速

度的增大而单调递增。对于涂覆表皮，由于粘滞剪切的作用，摩擦系数随着速度

的增大而增大 

对于表皮和涂覆表皮，存在一个临界载荷，当载荷小于临界载荷时，摩擦系

数基本保持不变，当载荷大于临界载荷时，表皮薄膜失效，摩擦系数随着载荷的

增大而增大。表皮和涂覆表皮的临界载荷分别为 250 nN 和 500 nN，表明与表皮

表面薄膜相比，护肤霜薄膜具有较大的载荷承载能力从而在表皮形成有效的保护

膜。同时在一定载荷下，皮肤压入深度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这一现象说明了

皮肤是典型的粘弹性材料，具有蠕变性能。 

在高湿度环境中，由于表面薄膜厚度的增加使得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

着湿度的增大而增大。由于护肤霜中含有大量的保湿剂，使得湿度对涂覆表皮的

效果比表皮明显。环境温度升高时，由于表皮脱水和护肤霜粘度的下降，表皮的

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因此减小。 

皮肤的磨损研究显示：对于表皮，在最初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数和粘

着力基本保持不变，随后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加而分别减小和增大，这主要是由于

表皮的天然油脂薄膜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大而脱离表皮所引起的。对于涂覆表皮，

在最初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快速减小，随后趋于稳定，直到扫

描周期增大到 1800 后，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再次减小。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扫描

周期变化主要是由于护肤霜膜厚变化引起的。 

综上，研究显示护肤霜能够有效的平滑表皮并且提高表皮的亲水性。护肤霜

膜厚、速度、载荷、相对湿度和温度对皮肤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有影响。涂覆表

皮的磨损研究能够反映出护肤霜的持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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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电性能试验研究 

4 Nanotriboelectrification of rat skin 

4.1 引言（Introduction） 

皮肤位于皮肤的最外层，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低湿环境下，由于皮肤脱

水引起表皮静电聚集，这些聚集的静电荷会影响人体的感觉和健康，例如电击、

皮肤干燥、头痛和疲倦等[154]。很多研究者研究了宏观尺度下环境湿度和护肤品

对皮肤电性能的影响，例如电容、电导和阻抗等[155]-[160]，研究显示空气中的水分

和护肤霜可以通过降低表皮的电阻系数来减少表皮的静电荷聚集，但是没有文献

研究纳米尺度下湿度和护肤霜对皮肤电性能的影响。纳米尺度下皮肤电性能的研

究有助于研究静电荷在表皮聚集的机理，并且有助于开发有效的护肤品来抑制表

皮的静电荷聚集。本章因此研究环境湿度对五种护肤霜涂覆表皮和表皮的表面电

势的影响。 

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是良好的绝缘体，它的电阻系数可以达到几千欧姆[161]，

由于角质层的高电阻系数，皮肤的摩擦生电现象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当皮肤与各种材料，例如纺织品、头发和塑料制品等，摩擦接触时，表皮容易聚

集静电荷，并且这些静电很难从表皮消散。这些聚集的静电荷会影响人体的感觉

和健康，例如电击、皮肤干燥、头痛和疲倦等[154]，很多宏观尺度下的研究表明

护肤霜涂覆能够影响皮肤的电性能[156], [159][165]。由于在纳米尺度下，物体表面上

有很多微凸体，从本质上来说，宏观尺度下皮肤-纺织品、皮肤-皮肤和皮肤-工具

之间的摩擦接触是发生在尺度从几微米到几百微米不等的微凸体之间，同时皮肤

无时无刻不与空气中的微粒接触，这些接触也能够引起摩擦生电。对比研究宏观

尺度和纳米尺度下表皮及涂覆表皮的摩擦生电性能，有助于理解静电荷在表皮聚

集的机理，并且有助于开发有效的护肤品来抑制表皮的静电荷聚集。很多研究表

明绝缘体，例如聚合物-头发，摩擦产生静电荷的数量与摩擦速度、载荷和时间

有关[162][169]-[172]。做为典型的绝缘体，皮肤的摩擦行为应该与摩擦速度、载荷和

时间有关，因此本章研究了摩擦速度、载荷和时间对表皮和涂覆表皮摩擦生电行

为的影响。开尔文探针技术被广泛用于材料表面电势的精确测量[35], [162], [166] [167]，

同时材料表面的电荷数量正比于表面电势，表面电势的变化可以直接反应表面电

荷的变化[168]，因此本章使用开尔文探针技术研究了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生电

行为。 

本章使用开尔文探针技术，研究环境湿度对不同涂覆表皮和表皮的表面电势

的影响；通过宏观尺度下皮肤-聚苯乙烯薄板和纳米尺度下皮肤-聚苯乙烯微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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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研究表皮和护肤涂覆表皮的摩擦生电行为；同时研究摩擦速度、载荷和时

间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绝对电势的影响。 

4.2 摩擦生电原理(Principle of triboelectrification) 

两种材料相互接触然后再分离而带电的现象称之为“接触起电”。根据接触材

料的不同，接触起电分为三类：导体-导体、绝缘体-导体和绝缘体-绝缘体。其中

导体-导体的接触起电现象的机理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其机理如下[154], [172] [173]：

费米能级是绝对零度时电子的最高能级。电子从费尔能级迁移到自由空间所需

要的最小能量，称之为导体的逸出功，单位为eV。当两个导体接触时，由

于逸出功的不同，电子将从逸出功低的导体迁移到逸出功高的导体，直到

两个导体的费米能级相等，此时逸出功低的导体将带正电，逸出功高的导

体将带等量的负电。电子的转移使得两个导体的接触电势产生不同，其差

值等于两个导体逸出功的差值除以电子电量。图4-1(a) 是导体A和导体B接触

前和接触后的能量图，图中 A和 B 分别是导体A和导体B的逸出功; EFA和EFB分

别是导体A和导体B的费米能级. VCPD是两导体接触电势的差值, e是电子电量。两

导体接触电势的差值可以表示为： 

         VCPD = ( B- A)/e                         (4-1) 

目前很多研究集中在导体-绝缘体的接触起电现象，但是由于对绝缘体中相

应的电位知之甚少，对于在导体-绝缘体接触后电荷的转移机制现在还没有系统

的理论。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使用已经比较成熟的导体-导体接触起电的理论

来解释导体-绝缘体的接触起电问题。很多试验显示在与金属接触后，绝缘体上

的电荷密度与导体的逸出功有关，并且绝缘体的逸出功可以通过导体的逸出功和

表面电荷密度决定[174][177]，而电荷密度和导体逸出功的关系说明电子在导体和绝

缘体之间迁移直到两者的费米能级相等。很多研究假设绝缘体的费米能级为E0，

接触产生电荷由导体的费米能级和绝缘体的假定费米能级E0决定。但是这个理论

对于某些绝缘体是不适用的，因为对于这些绝缘体，在合理的接触时间内，导体

和绝缘体的费米能级不能达到相等，研究者认为很有可能是由于当两者的能级差

大于3 eV时，绝缘体的费米能级E0假定不成立。目前对于绝缘体-绝缘体接触起

电理论的研究和相关资料都很少，一些研究认为绝缘体-绝缘体的接触起电机理

和导体-绝缘体的相似[178]。 

两个材料 (其中一个为绝缘体) 相互接触摩擦然后分离，各自带上等量的异

种电荷的现象称之为摩擦生电，它是接触起电的一个类型。两个材料所带电荷的

电性由它们的逸出功决定，所带电荷电量的大小由接触面积、接触时间、接触载

荷、摩擦速度和环境等因素决定[170], [172], [177][179]-[181]。根据物质相互接触时产生静

电的极性，可以将各种物质依次排成静电序列，根据这个序列，可以判断两种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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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相互摩擦后带电的极性，还可以大致估计所带电荷的多少，排在前面的材料与

排在后面的材料相互摩擦时，前者带正电，后者带负电，在静电序列中相距越远，

摩擦后所带电量越多。 

本章研究假设导体-导体接触起电的机理适用于聚苯乙烯-皮肤接触起电。假

设表皮、涂覆表皮和聚苯乙烯的逸出功分别为 S、 TS和 P，表皮、涂覆表皮和

聚苯乙烯的费米能级分别为EFS、EFTS和EFP。涂覆表皮将影响表皮的逸出功。 

 
图4-1(a) 导体A和导体B接触前和接触后的能量图， A和 B 分别是导体A和导体B的逸出功; 
EFA和EFB分别是导体A和导体B的费米能级. VCPD是两导体接触电势的差值, e是电子电量; (b) 
皮肤涂覆护肤霜前后的逸出功变化,  S、 TS和 P分别为表皮、涂覆表皮和聚苯乙烯的逸出

功，EFS、EFTS和EFP分别为表皮、涂覆表皮和聚苯乙烯的费米能级 
Figure 4-1 (a) The energy diagrams before and after contact between metal A and metal B.  A and 
 B are the work function of metal A and metal B, respectively; EFA and EFB are the Fermi level of 
metal A and metal B, respectively. VCPD is the contact pot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metals, 

and e is the electronic charge, and (b) relative change in work function of skin surface after skin 
cream treatment.  S,  TS, and  P are the work function of virgin skin, cream treated skin, and 

polystyrene, respectively; EFS, EFTS, and EFP are the Fermi level of virgin skin, cream treated skin, 
and polystyrene, respectively 

4.3 材料和方法(Experimental details) 

4.3.1 试验材料 

本章选取使用大鼠表皮作为动物模型，皮肤试样的准备过程详见 2.2.1 部分，

最后将厚度大约 0.7 mm 的皮肤切成 10 mm × 10 mm 的正方形试样。用于表皮电

势测试的试样需要与大地绝缘，因此首先使用快干胶将皮肤试样粘在绝缘胶带

上，然后将绝缘胶带粘附在 AFM 试样圆盘上。 

在湿度影响试验中使用两种类型的皮肤：表皮和不同涂覆表皮。不同涂覆皮

肤的处理方法如下：首先使用棉球将 0.2 mg 的五种不同护肤霜 (纯羊毛脂、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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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普通护肤霜、无油护肤霜和水合甘油，成分详见表 5-1) 涂覆到面积为 10 

mm × 10 mm 的皮肤试样表面，然后在表皮揉擦 30 s，以使得护肤霜均匀涂覆到

表皮上。每组试验分别选取四个试样进行测试。  

在摩擦生电试验中使用两种类型的皮肤：表皮和涂覆表皮。涂覆皮肤的处理

方法如下：首先使用棉球分别将 1 mg 和 0.2 mg 的普通护肤霜 (Vaseline Intensive 

Care Lotion，详细成分见表 2-1) 涂覆到面积为 10 mm × 10 mm 的皮肤试样表面，

分别用于宏观尺度和纳米尺度下的摩擦生电试验。在表皮揉擦 30 s，以使得护肤

霜均匀涂覆到表皮上。每组试验分别选取四个试样进行测试。  

分别选取聚苯乙烯薄板和聚苯乙烯微球体作为与皮肤进行宏观和微观摩擦

生电试验的摩擦副。从 Fisherbrand 的聚苯乙烯容器上切取尺寸为 5 mm × 5 mm

的聚苯乙烯薄板并且将聚苯乙烯薄板固定在夹持台上，作为宏观摩擦试验的摩擦

副。用环氧胶将直径为 45 μm 的聚苯乙烯微球体 (07314-5, Polyscience Inc, 

Warrington, PA, USA) 粘在刚度为 3 N/m 的长方形硅悬臂梁 (RFESP, Veeco) 

上，作为微观摩擦试验摩擦副，如图 4-2 所示。 

 
图 4-2 直径为 45 μm 的聚苯乙烯微球体粘在长方形硅悬臂梁上的显微图像 

Figure 4-2 Optical microscopy image of the side view of the probe obtained by gluing a 45 μm 
polystyrene microsphere at the end of a commercial rectangular cantilever with a tip 

4.3.2 相对湿度控制 

相对湿度控制系统原理如图3-2所示。湿度范围为8-90 %。通过将有一定载

荷的空气通入干燥器和经过加热的储水器来获得干燥和湿润的空气，然后将不同

湿度的空气通入树脂玻璃箱内，同时通过湿度传感器和湿度控制软件控制和检测

树脂玻璃箱内的湿度，以此达到RH 8 %的低湿环境和RH 90 %的高湿环境。RH 

55 %为实验室环境下的湿度。温度保持22 ℃不变，每次试验前，试样放置在设

定环境中大约1小时。 

4.3.3 摩擦生电方法 

本章在实验室环境下(22 °C, RH 35-40 %)，在宏观尺度和纳米尺度下，使用

聚苯乙烯材料与表皮进行摩擦，使表皮带电。具体测试方法为：首先，测试摩擦

之前表皮的电势，然后进行不同条件下表皮与聚苯乙烯表面的摩擦试验，测试摩

擦之后表皮的电势。试验使用开尔文探针技术测量表皮电势，详细机理见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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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平面-平面旋转摩擦试验机进行宏观尺度下的摩擦生电试验：尺寸为5 

mm × 5 mm的聚苯乙烯薄板与尺寸为10 mm × 10 mm的表皮顺时针转载摩擦。在

速度对摩擦生电的影响试验中，在2 N的载荷和30 s的摩擦时间下，速度从10 mm/s

增加到30 mm/s。在载荷的影响试验中，在16 mm/s的速度和30 s的摩擦时间下，

载荷从2 N增加到4 N。在时间的影响试验中，在16 mm/s的速度和2 N的载荷下，

摩擦时间从20 s增加到40 s。 

使用AFM (Multimode Nanoscope Ⅲa, Veeco, Santa Barbara, CA) 进行纳米尺

度下的摩擦生电试验。直径为45 μm的聚苯乙烯微球体在60 μm × 60 μm的摩擦面

积下与表皮摩擦。在速度对摩擦生电的影响试验中，在2 μN的载荷和600 s的摩

擦时间下，速度从480 μm/s增加到720 μm/s。在载荷的影响试验中，在600 μm/s

的速度和600 s的摩擦时间下，载荷从1 μN增加到2 μN。在时间的影响试验中，

在600 μm/s的速度和2 μN的载荷下，摩擦时间从300 s增加到900 s。  

4.3.4 表面电势测试 

使用 AFM (Multimode Nanoscope Ⅲa,Veeco, Santa Barbara, CA) 测试表皮的

电势。试验使用刚度为 3.5 N/m、半径为 40 nm 并且具有 Ti-Pt 金属镀层的导电探

针 (NSC18/Ti-Pt/50)。使用开尔文探针技术测量表皮电势[35], [36][162]。测量时，导

电探针和接地之间施加一个直流偏置电压和一个振荡交流电压，在“轻敲模式”

下，表面电势测试与表面形貌扫描同时进行，其原理如图 4-3 所示。表面电势的

测量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 “轻敲模式” 下，测量表面形貌，第二

个阶段，探针从表面提起一定高度，并保持该高度不变，重新扫描第一阶段测得

的表面形貌。在这个阶段，“轻敲模式”下，压电晶体激发探针振荡自动关闭，取

而代之的是一个直接施加到导电探针上的振荡交流电压，这个振荡电压会对探针

产生一个振荡的静电力。这个振荡静电力的幅值为 

                    ( / ) dc acF dC dz   =                        (4-2) 

其中的 dC/dz 为探针与试验直接电容的垂直偏导，υdc 为试样和探针之间的

直流电压差，υac 为施加在探针上的振荡偏置电压的振幅。测试表面电势时，一

个直流偏置电压施加到探针上，直到 υdc 等于 0，此时施加在探针上的振荡静电

力为 0。在这点上，试样表面的电势等于施加在探针上使得振荡静电力为 0 时的

直流偏置电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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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开尔文探针技术工作原理示意图 (a)第一阶段表面形貌测试原理，(b) 第二阶段表面

电势测试原理[35][36] 
Figure 4-3 Principle of Kelvin probe technique (a) Schematic of first pass of Kelvin probe 

technique measuring surface height, and (b) Schematic of second pass of Kelvin probe technique 
measuring surface potential[35][36] 

4.4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4.4.1 湿度对表面电势的影响 

图 4-4 是五种涂覆表皮在不同湿度下的表面形貌、绝对电势和相对电势 AFM

图像，图中第一栏为试样表面高度 AFM 图像，第二栏为表面绝对电势 AFM 图

像，第三栏为表面相对电势 AFM 图像，表面相对电势和绝对电势的数据来源相

同，区别在于表面相对电势是由表面绝对电势减去表 4-1 中绝对电势的平均值得

到的，以此方式可以增加表面电势图像的对比度，便于观察局部细节。图 4-4 中，

在低湿度环境下，表皮的表面相对电势图的对比度较涂覆表皮的明显，图中亮的

区域表明有静电荷存在，由此说明低湿度下，表皮表面有大量的静电荷聚集。但

是在高湿度下，表皮表面的相对电势图像的对比度明显降低，说明空气中的水分

子有效的消除了表皮的静电荷。涂覆表皮的相对电势图像的对比度较表皮的小，

说明护肤霜和水分子一样，可以有效的消除表皮的静电荷。表 4-1 显示在高湿度

下，所有表皮的绝对电势十分相近，再次说明空气中的水分子有效的消除了表皮

静电荷的聚集。但是在低湿度环境下，表皮的绝对电势达到 1605 mV，明显高于

涂覆表皮，这说明在低湿度下，表皮表面脱水，电阻系数升高，空气中的离子电

荷容易在表皮聚集，使得表面电势升高，而护肤霜则能有效的防止静电荷在表皮

聚集。 

图 4-5 为在相对湿度为 8 %和 90 %下，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绝对电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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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相对湿度 55 %的变化。结果显示，各种涂覆表皮和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随

着湿度的增加而减低，随着湿度的减小而增大，说明水分子对消除静电荷在表皮

的聚集起到很大的作用。在低湿度下，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涂覆表皮的绝对电势

的变化较低，说明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在低湿度环境下可以有效的抑制静电荷的

聚集。由于在低湿度环境中，环境中的水分含量很低，不能起到消散表面静电荷

的作用，此时皮肤内的水分将对抑制表面静电荷的聚集起到关键作用，高含水量

表皮的静电荷聚集相对较少。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在表皮形成厚而稳定的憎水薄

膜，防止了皮肤内的水分蒸发，因此抑制了表皮静电荷的聚集。 

而在低湿度环境下，无油护肤霜、普通护肤霜和水合甘油涂覆表皮的表面绝

对电势变化较大，说明在低湿度环境中，他们不能有效的抑制表面静电荷的聚集。

这是由于在低湿度环境下，无油护肤霜、普通护肤霜和水合甘油薄膜失效瓦解，

既不能从环境中吸收水分，也不能防止水分从表皮蒸发，由于表皮缺少水分，电

阻率升高，空气中的离子容易聚集到表皮，从而使得表皮的绝对电势升高。虽然

表皮表面覆盖着憎水油脂，但是相对于涂覆表皮的膜厚，皮肤油脂的膜厚太薄，

大约只有十几纳米，在低湿度环境中不能有效的防止表皮脱水，因此相对于涂覆

表皮，在低湿度环境下，表皮的表面电势最高。 

表 4-1 不同湿度下不同涂覆表皮和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 
Table 4-1 Average absolute surface potential of various cream-treated skins at different 

humidity 

试样 

表面绝对电势 (mV) 

湿度 (RH) 

8 % 55 % 90 % 

纯羊毛脂 1040 ± 32 931 ± 27 642 ± 25 

纯凡士林 1076 ± 34 988 ± 27 676 ± 29 

无油护肤霜 1248 ± 40 777 ± 32 561 ± 38 

普通护肤霜 1197 ± 35 825 ±3 9 595 ± 48 

水合甘油 1133 ± 45 862 ± 31 603 ± 37 

表皮 1605 ± 51 1166 ± 48 696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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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五种涂覆表皮在不同湿度下的表面相貌、绝对电势和相对电势 AFM 图像，(a) 纯羊

毛脂和纯凡士林涂覆表皮; (b) 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涂覆表皮；(c) 水合甘油涂覆表皮和表皮。

在每个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Figure 4-4 Typical AFM images of surface height, absolute surface potential, and relative surface 
potential for (a) pure lanolin and pure petroleum jelly treated skin, (b) oil-free cream and common 
cream-treated skin, and (c) aqueous glycerin treated skin and virgin skin, at different humidities.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图 4-5在环境相对湿度为 8 %和 90 %下，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电势相对与相对湿度 55 %

的变化 
Figure 4-5 Relative changes in surface potential of various cream-treated skins and virgin skin in 

reference to RH 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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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皮肤与聚苯乙烯的摩擦生电行为 

图 4-6 为宏观尺度和纳米尺度下，聚苯乙烯薄板和聚苯乙烯微球体和表皮摩

擦过程中，表面电荷的沉积示意图。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注意：首先，在正常条

件下，由于表面薄膜中带有负电的蛋白质的残余，表皮的上皮细胞带有负电荷，

因此在中性 pH 条件下，表皮表面带有负电[182][183]。在与皮肤摩擦之间，假定聚

苯乙烯不带电。其次，在静电序列中，皮肤的位置比聚苯乙烯靠前，因此当两者

相互摩擦后，表皮产生正电荷，聚苯乙烯表面产生等量的负电荷。研究表明当两

个表面积不相等的材料相互摩擦时，面积大的材料表面将带正电，面积小的材料

将带负电[179], [184]。因此当皮肤与聚苯乙烯摩擦时，由于皮肤的表面积大于聚苯

乙烯薄板和聚苯乙烯微球体，因此表皮将产生正电荷，聚苯乙烯表面将产生等量

的负电荷。 

 

图 4-6 聚苯乙烯和表皮摩擦过程中，表面电荷的沉积示意图 (a) 宏观尺度方法摩擦生电；(b)
纳米尺度方法摩擦生电 

Figure 4-6 Schematic of the deposition of electrostatic charge on skin and polystyrene surface (a) 
using macroscale rubbing method, and (b) using microscale rubbing method 

4.4.3 电荷的衰减现象 

图 4-7 和图 4-8 分别为采用宏观尺度和纳米尺度摩擦生电的方法，在不同速

度下，表皮表面以及涂覆表皮与聚苯乙烯薄板摩擦前及摩擦后的表面形貌、相对

电势和绝对电势 AFM 图像。扫描是从左向右，从上到下进行的，图中第一栏为



博士学位论文 

 56 

试样表面形貌的 AFM 图，第二栏为表面绝对电势的 AFM 图，第三栏为表面相

对电势的 AFM 图，表面相对电势和绝对电势的数据来源相同，区别在于表面相

对电势是由表面绝对电势减去绝对电势的平均值得到的，以此方式可以增加表面

电势图像的对比度，便于观察局部细节。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图 4-7(a)中表皮与聚苯乙烯薄板摩擦后，绝对电势 AFM 图像上方的截面图

显示，绝对电势随着试验的进行呈现先降低后稳定的趋势 (绝对电势 AFM 图像

的测试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正常情况下，周围环境中的电离装置和电器等可以

使空气的中的粒子带有一定的电荷[154]。如图 4-6(a)所示，带有正电的皮肤与含

有阳离子和阴离子的空气接触，空气中的阴离子会中和表皮上部分正电荷，由于

皮肤试样粘附在绝缘胶带上与大地绝缘，因此皮肤上的静电荷主要通过与周围空

气的接触而衰减。 

图 4-8(a)中表皮与聚苯乙烯微球体摩擦后，绝对电势 AFM 图像上方的截面

图显示，绝对电势随着试验的进行呈现先升高后稳定的趋势 (绝对电势 AFM 图

的测试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如图 4-6(b)所示，在与聚苯乙烯微凸体摩擦后，表皮

的负电荷被摩擦所产生的正电荷部分中和 (详细讨论见 4.4.5)，导致表皮的电荷

失去平衡，空气中的负离子容易沉积到表皮，因此表面电势随着时间的进行，有

增大的趋势。 

图 4-7(b)和图 4-8(b)显示在试验进行过程中，涂覆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相对

稳定，这表明，护肤霜能够帮助表皮快速的消除静电荷，当试验开始时，表面静

电荷已经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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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 采用宏观尺度摩擦生电的方法，在不同速度下，(a) 表皮表面以及 (b) 涂覆表皮

与聚苯乙烯薄板摩擦前及摩擦后的表面形貌、相对电势和绝对电势 AFM 图像。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Figure 4-7 AFM images of (a) virgin skin and (b) cream treated skin before and after rubbing with 
a polystyrene plate at two different velocities.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vertical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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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采用纳米尺度摩擦生电的方法，在不同速度下，表皮表面 (a) 以及涂覆表皮 (b) 
与聚苯乙烯微球体摩擦前及摩擦后的表面形貌、相对电势和绝对电势 AFM 图。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Figure 4-8 AFM images of (a) virgin skin and (b) cream treated skin before and after rubbing with 

a polystyrene microsphere at two different velocities.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vertical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4.4.4 护肤霜涂覆对表面静电荷的影响 

图 4-9 和图 4-10 为宏观尺度和纳米尺度摩擦生电方法下，速度、载荷和摩

擦时间对表皮表面以及涂覆表皮绝对电势变化 (摩擦前和摩擦后表面绝对电势

的变化) 的影响。结果显示，表皮表面绝对电势的变化明显高于涂覆表皮的变化

量，说明由于表皮最外层角质层的高电阻系数，使得表皮在摩擦过程中容易产生

静电，而护肤品能够很好的抑制摩擦电荷的产生。护肤霜之所以能够很好的抑制

表面静电荷的产生，其原因如下：首先，护肤霜涂覆到皮肤上后，其中含有的水

分能够马上湿润皮肤，同时护肤霜中的保湿剂含有大量的亲水基，例如羟基、胺

基和羧基，容易与水分子形成氢键，可以帮助皮肤从外界环境吸收水分，保持皮

肤的湿润。护肤霜本身含有的水分和保湿剂从环境中吸收的水分，有极少数可以

自动分解从而引入离子，表皮上的杂质溶于水分子后，有一部分也可以变为可移

动的离子，同时护肤霜本身也引入大量的离子，这些离子作为电荷的载体形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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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降低了表皮的电阻系数，从而降低了摩擦静电荷的产生。其次，如图 4-1(b)

所示，护肤霜涂覆可能会提高表皮的逸出功，从而降低了聚苯乙烯和表皮之间的

逸出功差距，根据公式(4-1)，两个接触材料的逸出功差距减小会使得接触电势差

值降低，摩擦产生的静电荷随之减小。 

4.4.5 宏观尺度和纳米尺度的摩擦生电比较 

图 4-9 和图 4-10 还显示，采用宏观尺度方法摩擦表皮，绝对电势的变化大

于纳米尺度摩擦方法，这是主要是由于宏观尺度摩擦方法的速度、载荷和接触面

积大于纳米尺度摩擦方法。结果还显示采用宏观尺度方法摩擦表皮后，绝对电势

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而增大，而采用纳米尺度方法摩擦表皮后，绝

对电势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而减小。这个现象可以通过图 4-6 来解

释。如之前描述的，在正常条件下，表皮表面带有负电荷，当皮肤与聚苯乙烯摩

擦时，表皮将带正电荷，而聚苯乙烯表面则带有等量的负电荷。当聚苯乙烯品薄

板与表皮摩擦时，由于速度、载荷和接触面积很大，因此摩擦产生大量的正电荷，

这些正电荷首先中和表皮原来带有的负电荷，然后聚集在表皮，最后使皮肤带有

正电，并且摩擦产生的正电荷数量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而增大，表

面绝对电势因此随着摩擦速度、载荷和时间的增加而增大。而当聚苯乙烯微球体

与表皮摩擦时，由于速度、载荷和接触面积都很小 (微米尺度)，因此摩擦产生

的正电荷很少，不足以完全中和皮肤原来所带有的负电荷，只能部分中和表皮的

负电荷，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摩擦产生的正电荷逐渐增多，被中

和的负电荷数量增多，导致表皮的负电荷减小，因此表面绝对电势随着摩擦速度、

载荷和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但是最终表皮还是带负电。 

4.4.6 摩擦速度、载荷和时间对表皮绝对电势的影响 

图 4-9 和图 4-10 还显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的变化量随着速

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而增大。根据 Henry[179]的温度梯度理论，表面绝对

电势对摩擦速度的依赖性，主要是由于两个摩擦表面的热量梯度引起的，该理论

认为当两个表面积不相等的表面相互摩擦时，面积小的材料表面会被加热，因此

两个材料表面产生温度梯度，表面温度梯度会使电子从表面温度高的材料迁移到

表面温度低的材料，当两表面分离后，表面温度低的材料 (表面积小的) 将带正

电，而表面温度高的材料 (表面积大的) 将带负电。由于皮肤的表面积大于与其

摩擦的聚苯乙烯薄板和聚苯乙烯微球体的表面积，所以当两者相互摩擦时，在两

个表面上会产生温度梯度差，聚苯乙烯薄板和聚苯乙烯微球体表面的温度大于表

皮的温度，从而使得大量的电子从聚苯乙烯薄板和聚苯乙烯微球体表面转移到表

皮，当摩擦结束后，表皮最终带有正电。根据温度梯度理论，摩擦产生电荷数量



博士学位论文 

 60 

正比于两表面的温度梯度差，当皮肤与聚苯乙烯摩擦时，两者的表面温度梯度差

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增大，从而使得绝对电势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增大。 

摩擦面积是决定摩擦产生静电荷多少的重要因素。很多研究证明摩擦产生电

荷的数量正比于摩擦面积[169], [171], [185], [186]。摩擦载荷的增加使得皮肤与聚苯乙烯

表面接触的微凸体数量增大，从而增大了真实接触面积，因此绝对电势随着载荷

的增大而增大。 

皮肤是典型的粘弹性材料，其蠕变性能决定了在一定载荷下，其变形随着时

间的增大而增大。因此皮肤与聚苯乙烯的接触面积会随着时间的增大而增大，绝

对电势随之增大。此外，随着摩擦时间的增大，涂覆表皮膜厚的降低和表面的磨

损也是表面绝对电势增大的一个原因。如图 5-3 所示，普通护肤霜的膜厚会随着

时间的增大而减小，同时随着摩擦时间的增加，护肤霜也会逐渐从表皮消失，表

皮失去了护肤霜的保护，使得皮肤电阻系数升高，表面绝对电势随之升高。 

 
图 4-9 宏观尺度摩擦生电方法下，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对表皮表面以及涂覆表皮绝对电势

的影响 
Figure 4-9 Bar chart showing the average absolute surface potential change and its dependence on 

velocity, normal load, and rubbing tim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with macroscale 
rubbing method 



4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电性能试验研究 

61 

 
图 4-10 纳米尺度摩擦生电方法下，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对表皮表面以及涂覆表皮绝对电

势的影响 
Figure 4-10 Bar chart showing the average absolute surface potential change and its dependence 
on velocity, normal load, and rubbing time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with microscale 

rubbing method 

4.5 本章结论(Summary) 

湿度对表皮静电荷的聚集有着显著的影响。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的表面绝对

电势随着湿度的增加而减低，随着湿度的减小而增大；在高湿度环境下，所有表

皮的绝对电势十分相近，说明空气中的水分子有效的消除了表皮静电荷的聚集。

在低湿度环境下，五种涂覆表皮的表面电势低于表皮的，说明护肤霜和水分子一

样，可以有效的消除表皮的静电荷；由于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在表皮形成厚而稳

定的憎水薄膜，防止了皮肤内的水分蒸发，因此在低湿度环境下有效的抑制了表

皮静电荷的聚集。由于在低湿度环境下，无油护肤霜、普通护肤霜和水合甘油薄

膜失效瓦解，即不能从环境中吸收水分，也不能防止水分从表皮蒸发，由于表皮

缺少水分，电阻系数升高，空气中的离子容易聚集到表皮，从而使得表皮的绝对

电势升高。虽然表皮表面覆盖着憎水油脂，但是相对于涂覆表皮的膜厚，皮肤油

脂的膜厚太薄，大约只有十几纳米，在低湿度环境中不能有效的防止表皮脱水，

因此相对于涂覆表皮，在低湿度环境下，表皮的表面电势最高。

表皮与聚苯乙烯摩擦后，其绝对电势随着试验时间的进行而变化，说明皮肤

上的静电荷通过与周围空气的接触而衰减。而涂覆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相对稳

定，这表明，护肤霜能够帮助表皮快速的消除静电荷，当试验开始时，表面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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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已经达到相对平衡的状态。 

表皮表面绝对电势的变化明显高于涂覆表皮的变化量，说明由于表皮最外层

角质层的高电阻系数，使得表皮在摩擦过程中容易产生静电，而护肤品能够很好

的抑制摩擦电荷的产生。 
由于宏观尺度摩擦方法的速度、载荷和接触面积大于纳米尺度摩擦方法，因

此采用宏观尺度方法摩擦表皮时，绝对电势的变化大于纳米尺度摩擦方法。使用

宏观尺度方法摩擦表皮后，由于速度、载荷和接触面积很大，因此摩擦产生大量

的正电荷，这些正电荷首先中和表皮原来带有的负电荷，然后聚集在表皮，最后

使皮肤带有正电，因此绝对电势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而增大。使用

纳米尺度方法摩擦表皮后，由于速度、载荷和接触面积都很小(微米尺度)，因此

摩擦产生的正电荷很少，不足以完全中和皮肤原来所带有的负电荷，只能部分中

和表皮的负电荷，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摩擦产生的正电荷逐渐增

多，被中和的负电荷数量增多，导致表皮的负电荷减小，因此表面绝对电势随着

摩擦速度、载荷和时间的增加而降低，但是最终表皮还是带负电。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的变化量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

而增大。表面绝对电势对摩擦速度的依赖性，主要是由于两个摩擦表面的热量梯

度引起的。表面绝对电势对载荷和摩擦时间的依赖性，主要是由于两表面接触面

积增大引起的。对于涂覆表皮，随着摩擦时间的增大，涂覆表皮膜厚的降低和表

面的磨损也是表面绝对电势增大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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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护肤霜对大鼠表皮纳米摩擦学性能影响试验研究 

5 Influence of skin cream on the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5.1 引言（Introduction） 

研究不同成分护肤霜与表皮的作用，对于护肤品开发有重要意义。羊毛脂、

凡士林和甘油不仅是市场上销售的护肤霜中常用的成分，而且可以单独作为护肤

霜使用，本章因此选用纯羊毛脂、纯凡士林和水合甘油与两种市场上销售的护肤

霜 (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霜) 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五种护肤霜涂覆表皮 (论文

中简称五种涂覆表皮) 的粘着、摩擦和磨损性能以及湿度对五种涂覆表皮的粘着

性能和表面电荷的影响。 

与表皮摩擦时，手指通过振动感知表皮的质地。护肤霜涂覆到表皮后，可以

软化湿润皮肤，从而改变皮肤的表面质地，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是人们感知

护肤霜质地的重要参数。皮肤时刻与外界物体接触，经常会受到磨损等伤害，护

肤霜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或者缓解这种伤害，因此本章研究表皮和五种涂覆表皮

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并且通过不同滑动周期下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变化，研究

表皮和五种涂覆表皮的持久性。研究表明像食物等水状胶体等的摩擦行为与其粘

度有关，因此为了更好的理解五种涂覆表皮的摩擦行为，本章还研究不同护肤霜

的动态粘度。 

皮肤位于皮肤的最外层，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低湿环境下，由于皮肤脱

水引起表皮脱皮和开裂，涂覆护肤霜可以缓解这些问题。高湿环境下，皮肤水分

含量较高，此时皮肤相对柔软、光滑而富有弹性，涂覆护肤霜可以使皮肤更加健

康。可以说，环境湿度的变化，可以导致皮肤含水量的变化，以此影响皮肤的表

面膜厚、粘着力和力学性能。因此本章研究环境湿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膜厚、粘

着力和杨氏模量的影响。 

本章使用AFM、流变仪和环境湿度控制系统，在纳米尺度下研究五种护肤

霜的摩擦性能、粘着性能、持久性和流变性能，研究湿度对表皮和五种涂覆表皮

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的影响。 

5.2 材料和方法 (Experimental details) 

5.2.1 试验材料 

本章选取大鼠表皮作为动物模型，皮肤试样的准备过程详见 2.2.1 部分，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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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厚度大约 0.7 mm 的皮肤切成 10 mm × 10 mm 的正方形试样。由于用于表皮

电势测试的试样需要与大地绝缘，因此首先使用快干胶将皮肤试样粘在绝缘胶带

上，然后将绝缘胶带粘附在 AFM 试样圆盘上。用于其他测试的皮肤试样，直接

使用快干胶将皮肤试样粘附在 AFM 试样圆盘上即可。 

试验中使用 6 种类型的皮肤试样：表皮、纯羊毛脂涂覆表皮、纯凡士林涂覆

表皮、无油涂覆表皮 (Clinique Moisture Surge Extended Thirst Relief)、普通护肤

霜 (Vaseline Intensive Care Lotion) 涂覆表皮和水合甘油 (甘油和水体积比为 1/4) 

涂覆表皮。五种不同护肤霜的成分详见表 5-1。护肤霜涂覆到皮肤试样表面的方

法如下：首先使用棉球将 0.2 mg 的护肤霜涂覆到面积为 10 mm × 10 mm 的皮肤

试样表面，在表皮揉擦 30 s，以使得护肤霜均匀涂覆到表皮上，然后使用力-位

移曲线技术测定护肤霜的膜厚，对于表皮和五种五种涂覆表皮，分别选取三个试

样，在每个试样的三个不同部位分别进行测试。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角化细胞表面的油脂和表皮水分分布不均匀，会使

得测得的数据产生偏差。对于涂覆表皮，由于护肤霜不能完全均匀的覆盖在表皮，

同时由于皮肤对护肤霜的吸收以及护肤霜内水分的蒸发，使得护肤霜薄膜的厚度

会随着时间的进行有所变化。 

表5-1 不同护肤霜的成分 (基于产品说明书) 
Table 5-1 Compositions of various skin creams (based on manufacturer information) 

护肤霜种类 成分 

纯羊毛脂 Lanolin 

纯凡士林 Petroleum jelly 

普通护肤霜 

Water, Glycerin, Stearic Acid, Helianthus Annuus seed oil, Glycine soja, Lecithin, 

Tocopheryl Acetate, Retinyl Palmitate, Urea, Collagen amino acids, Sodium 

stearoyl lactylate, Sodium isostearoyl lactate, Mineral Oil, Sodium PCA, 

Potassium lactate, Lactic Acid, Petrolatum, Dimethicone, Avena sativa, Keratin, 

Glyceryl Stearate, Cetyl Alcohol, Methyl palmitate, Magnesium Aluminum 

Silicate, Fragrance, Carbomer, Stearamide amp, Triethanol amine, Corn Oil, 

Methylparaben, DMDM Hydantoin, Disodium EDTA, BHT, Propylene Glycol, 

Titanium Dioxide 

无油护肤霜 

Water, Cyclopentasiloxane, Butylene Glycol, Glycerin, Betula alba, Silybum 

marianum, Camellia Sinensis, Saccharomyces lysate, Sucrose, Aloe Barbadensis, 

Trehalose, Hydroxyethyl Urea, Sorbitol, Oleth-10, Tromethamine, Caffeine, 

Hydrogenated lecithin, Sodium Hyaluronate, Tocopheryl Acetate, Palmitoyl 

oligopeptide, Caprylyl Glycol, Dimethicone, Glyceryl polymethacrylate, PEG-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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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onium Acryloyldimethyltaurate/VP Copolymer, Magnesium Ascorbyl 

Phosphate, Carbomer, Hexylene Glycol, Disodium EDTA, Phenoxyethanol, 

Hydrolyzed Extensin   

水合甘油 Water and glycerin 

5.2.2 护肤霜粘度测试 

在实验室环境下 (22 °C，RH55 %)，使用带有扭矩传感器 (0.02-200 g cm)

和法向力传感器 (2-2000 g) 的应力控制流变仪 (TA Instruments，ARES LS2) 

测定了纯羊毛脂、纯凡士林、无油护肤霜、普通护肤霜和水合甘油的动态粘度。

使用直径为 50 mm 的平行圆盘进行粘度测试，圆盘间距保持在 0.8-0.9 mm，剪

切速率范围为 0.1-30 s-1。由于水合甘油的粘度较低，无法使用平行圆盘测试粘

度，因此改用内筒直径为 25 mm 外筒直径为 27 mm 的圆筒代替平行圆盘测试水

合甘油的粘度，剪切速率范围为 15-300 s-1。 

5.2.3 摩擦系数、粘度和持久性测试 

在实验室环境下 (22 °C，RH 55 %)，使用 AFM (Dimension Nanoscope IIIa, 

Veeco, Santa Barbara, CA) 测试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试验选用的扫描距离

为 10  m，法向载荷范围为 25-250 nN，扫描频率为 1 Hz (相当于 20  m/s 的扫描

速率) 。采用半径大约 10 nm，悬臂梁刚度大约为 3 N/m 的 RFESP (force 

modulation etched Si probe) 探针。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的具体测试方法详见 3.2.2。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磨损测试是通过在不同扫描周期下测试表皮的摩擦系数

和粘着力的变化而进行的。试验选用的扫描距离为 10  m，法向载荷为 250 nN，

扫描频率为 1 Hz (相当于 20  m/s 的扫描速率)，扫描周期为 3800。 

由于护肤霜的自然衰退，其有些成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水分的

蒸发等，护肤霜膜厚会随之发生变化，而膜厚的变化会直接影响皮肤的摩擦系数

和粘度，进而影响皮肤的持久性。因此，测定了护肤霜膜厚随时间变化的关系。

选取10  m× 10  m的扫描面积和1 Hz的扫描频率，测得了3 × 3个力-位移曲线 

(共9个测试点)，通过力-位移曲线阵列，得到护肤霜膜厚阵列图像，该技术将在

5.2.4部分做详细说明。 

5.2.4 护肤霜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测试 

护肤霜膜厚和粘着力是通过力-位移曲线技术测定。图 5-1 是纯羊毛脂涂覆

表皮的典型的力-位移曲线图，横坐标代表压电晶体的位移，纵坐标代表探针悬

臂梁的偏转。测试从 A 点开始，在该点上压电晶体和试样表面的距离较大，探

针悬臂梁没有任何偏转，处于自由状态，随着压电晶体接近试样表面，由于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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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探针表面分子间的吸引力，在 B 点和 C 点发生了瞬时的机械不稳定现象，护

肤霜薄膜吸附到探针表面，在探针表面形成弯月面，由于作用在探针上的弯月面

吸引力的作用，探针悬臂梁向下弯曲。随着压电晶体进一步接近试样表面，探针

悬臂梁进一步向下弯曲，直到探针穿透护肤霜膜厚，在 D 点与表皮接触之后，

探针悬臂梁开始向上弯曲。当到达设定的 E 点时，压电陶瓷开始向 A 点撤回。

由于表面范德华力和表面张力的作用，探针越过悬臂梁的 0 偏移点 (F 点)，进入

粘着区域。在图中 G 点，悬臂梁的弹性力和粘着力相等，随着压电晶体进一步

收缩，在 H 点，探针最终挣脱粘着力，再次处于自由状态。护肤霜的膜厚由两

部分组成：从 C 点探针与护肤霜薄膜接触到 D 点探针与表皮接触过程中，压电

陶瓷移动的距离 h1，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探针悬臂梁的偏转距离 h2，即膜厚

h=h1+h2。粘着力 Fa 是分离探针和试样表面的力，是范德华力和表面张力的合力，

可以通过 F 点和 G 点的垂直距离乘以探针悬臂梁的刚度 k 计算得到。 

此外，试样的杨氏模量可以通过赫兹公式测得[34]： 
3

23
4aF F RE z+  =                          (5-1) 

式中的 R 为探针半径，大约为 100 nm (为了使表皮产生弹性变形，特别选用半径

为 100 nm 的钝 RFESP 探针)。F+Fa 为作用在皮肤试样表面上的合力，可以通过

E 点和 G 点的垂直距离乘以探针悬臂梁的刚度 k 测得。Δz 是探针压入表皮的深

度，可以通过从 D 点到 E 点压电晶体的位移减去从 D 点到 E 点探针悬臂梁的偏

转测得。E 是试样的杨氏模量。 

作用在试样上的合力 F+Fa 以及由此产生的压入深度 Δz 可以从力-位移曲线

中获得。通过定义探针与试验表面刚刚接触而未施加任何作用力的点为探针-试

样之间的 0 距离点 (对应于图 5-1 中的 D 点)，可以将力-位移曲线转换为力与探

针-试样之间距离的关系曲线，如图 5-2 所示。图 5-2(a)为施加在皮肤试样 (纯羊

毛脂、无油护肤霜、水合甘油涂覆表皮和表皮) 上的力与探针-试样之间距离的

关系，图中的最低点对应于图 5-1 的 D 点，在该点上探针与试验表面刚刚接触而

未施加任何作用力，探针-试样之间距离为 0，之后，探针对试样表面施加一定的

作用力，压入试样表面，产生压入深度 Δz。图 5-2(b)为力与压入深度的关系曲线，

杨氏模量可以利用公式(5-1)通过拟合力-压入深度曲线得到。 

试验设定悬臂梁的最大偏移量为50 nm。选取10  m × 10  m的扫描面积和1 

Hz的扫描频率，测得了64 × 64个力-位移曲线 (共4096个测试点)，每个力-位移曲

线包含128个数据点。使用MATLAB程序，从力-位移曲线阵列提取护肤霜膜厚、

粘着力和杨氏模量数值阵列并且将其转化为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阵列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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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典型涂覆表皮的力-位移曲线。A-H 点代表 AFM 探针接近、接触和撤离表皮三个

阶段。膜厚为 h1+h2，粘着力为 F 点到 G 点的垂直距离乘以悬臂梁刚度 k 
Figure 5-1 A typical force distance curve for pure lanolin treated skin; points A-H represent 

the different stages as the AFM tip approaches, contacts, and retreats from skin surface. The film 
thickness is equal to h1+h2 and adhesive force is equal to the vertical distance between F and G 

multiplying the cantilever stiffness (k) 

 
图 5-2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 (a) 力与探针-试样之间距离的关系曲线，(b)力与压入深度的

关系曲线以及从力-位移曲线中计算得到的杨氏模量 
Figure 5-2 (a) The force applied on the tip as a function of tip and nominal sample separation for 

selected cream-treated skin samples, and (b) force-indentation depth and effective Young’s 
modulus extracted from the force distance curves. 

5.2.5 相对湿度控制 

使用湿度控制系统研究了相对湿度对护肤霜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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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相对湿度控制系统原理如图3-2所示。湿度范围为8-90 %。通过将有一定载

荷的空气通入干燥器和经过加热的储水器来获得干燥和湿润的空气，然后将不同

湿度的空气通入树脂玻璃箱内，同时通过湿度传感器和湿度控制软件控制和检测

树脂玻璃箱内的湿度，以此达到RH 8 %的低湿环境和RH 90 %的高湿环境。RH 

55 %为实验室环境下的湿度。温度保持22 °C不变，每次试验前，试样放置在设

定环境中大约1小时。 

5.3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5.3.1 五种护肤霜涂覆表皮的摩擦力、粘着力、动态粘度和持久性 

护肤霜可以改变表皮的粗糙度、摩擦和粘着性能，同时也可以防止或者缓解

日常接触造成的皮肤磨损。在这个章节研究了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粘着、动

态粘度和持久性。 

图5-3(a)为表皮和五种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扫描周期变化的关系

图。结果显示由于护肤霜薄膜的存在，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高于表皮，

其原因已在3.3.1部分做了详细的讨论。图5-3(a)还表明在五种护肤霜中，纯羊毛

脂和纯凡士林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最高，水合甘油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

和粘着力最低。由于流体的动态粘度是流体内部抵抗流动的阻力，有助于理解涂

覆表皮的摩擦行为，因此研究了不同护肤霜的动态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如图

5-4(a)所示。结果显示在五种不同护肤霜中，水合甘油的动态粘度不随剪切速率

的增大而变化，并且数值最低，表明它为牛顿流体并且质地润滑，而其他四种护

肤霜的动态粘度随着剪切速率的增大而降低，表明它们为非牛顿流体，具有剪切

变薄的性能，其中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的粘度较高，表面它们粘着油腻的质地。

图5-4(b)为五种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与护肤霜的动态粘度的关系。结果显示五种

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随着护肤霜动态粘度的增大而增大，表明高动态粘度的护肤

霜会使表皮产生高的摩擦系数。 

护肤霜的自然衰退，可能使得护肤霜膜厚发生变化，从而影响涂覆表皮的磨

损性能。图5-3(b)为不同护肤霜的自然衰退性质的测试，即不同护肤霜膜厚随时

间变化的关系曲线。图5-3(a)显示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加，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涂

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变化趋势相似，在开始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数

和粘着力有轻微的下降，之后基本保持不变，表明了其较好的持久性。图5-3(b)

也显示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的膜厚较厚并且基本不随时间变化，表明当涂覆到表

皮时，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能够在表皮形成厚而稳定的保护膜，从而持久有效的

保护皮肤[74][163]。 

对于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霜涂覆的表皮，在最初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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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和粘着力快速减小，随后趋于稳定，直到扫描周期增大到2000后，摩擦系数

和粘着力再次减小。图5-3(b)也显示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霜的膜厚随着时间的

增加有先减小后稳定再减小的趋势，因此可以推断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扫描周期

变化主要是由于护肤霜膜厚变化引起的，其详细讨论见2.3.2.1。 

对于水合甘油涂覆表皮，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大持续降

低。5-3(b)也显示水合甘油的膜厚随着时间的增加持续减小。水合甘油成分单一，

不能像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霜那样在表皮形成稳定的凝胶网络。随时间的增

加，水合甘油内的水分持续蒸发，同时甘油也不断被皮肤吸收，因此膜厚随着时

间的增加而持续下降，从而也导致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大而减

小，表明了水合甘油的持久性较差。 

综上，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具有较好的持久性，质地粘着油腻；无油护肤霜

和普通护肤霜的持久性相对较低，质地润滑；水合甘油的持久性最差，质地润滑；

研究结果还表明高动态粘度的护肤霜的持久性较好，同时会使表皮产生高的摩擦

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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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a) 表皮和五种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与扫描周期的关系, (b)不同护肤霜膜厚

随时间的变化关系 
Figure 5-3 (a)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as a function of number of cycles for 
various cream-treated skins and virgin skin, and (b) the film thickness as a function of time for 

various skin cr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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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a) 不同护肤霜的动态粘度与剪切速率的关系; (b) 不同护肤霜的动态粘度与摩擦系数

的关系。动态粘度为剪切速率 1 s-1时的数值，摩擦系数为扫描周期为 1000 时的数值 
Figure 5-4 (a) Dynamic viscosities vs. shear rate, and (b) dynamic viscosity as a 

function of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various skin creams. The dynamic viscosity is the 
measurement data under the 1 s-1 shear rate and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is the 

measurement data under the 1000 scan cycle 

5.3.2 湿度对护肤霜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的影响 

图 5-5 为五种涂覆表皮在不同湿度下的表面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阵列图

像。结果显示护肤霜薄膜不均匀的覆盖在表皮上，粘着力阵列图像中粘着力大的

区域 (图中颜色亮的区域) 对应于膜厚阵列图像中膜厚大的区域 (图中颜色亮的

区域)。这说明粘着力大的区域其膜厚也较厚，即表面粘着力随着膜厚的增加而

增大。关于膜厚对粘着力的影响已经在 3.3.2.1 中建立模型做了详细的讨论。 

表 5-2 为不同湿度下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的平均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的

总结。结果显示，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涂覆表皮的表面膜厚和粘着力都较大，这

与 5.3.1 中的研究结果相符。在 RH 55 %环境下，表皮的杨氏模量大约为 157 MPa，

与 Yuan 和 Verma[65]的研究结果相似。涂覆表皮的膜厚和粘着力较表皮大，杨氏

模量较表皮小，表明护肤霜能有效的润湿软化皮肤。但是五种涂覆表皮的薄膜、

粘着力和杨氏模量随温度变化的变化幅度有明显不同，图 5-6 为在相对湿度为

8 %和 90 %下，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相对与相对湿

度 55 %的变化。结果表明所有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的膜厚和粘着力都随着湿度

的降低而减小，湿度的升高而增大；杨氏模量随着湿度的降低而升高，湿度的增

大而减小。结果还表明，纯羊毛脂、纯凡士林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膜厚、粘着力

和杨氏模量随湿度的变化程度小于无油护肤霜、普通护肤霜和水合甘油涂覆表

皮，即它们的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对湿度的变化不敏感。这主要是由不同护

肤霜所含的成分不同所决定的。纯凡士林是由非极性的碳氢化合物组成的混合物
[164]，因此在高湿度环境中，纯凡士林涂覆的表皮很难从空气中吸收水分湿润皮

肤，同时在低湿度环境下，水分也很难从表皮蒸发，从而有效的保护了表皮。羊

毛脂是由酯、二酯和羟基酯等组成的混合物[78]，表皮表面则是由一层很薄的皮脂

覆盖，其主要成分为甘油二酸酯、甘油二酯、脂肪酸、蜡酯基质、鲨烯、胆固醇

和胆固醇酯[151]。羊毛脂和皮脂的成分虽然不同，但是都是皮肤的分泌物，他们

覆盖在表皮形成憎水层，在低湿度环境下，减少水分从表皮蒸发，防止皮肤脱水

干裂，在高湿度下，也很难帮助表皮从外界吸收水分。由于纯凡士林、纯羊毛脂

和皮脂的憎水性能，因此由它们涂覆的皮肤的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对湿度变

化不敏感。 

如表 5-1 所示，普通护肤霜中的 glycerin、lactic acid、potassium lactate、u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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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dium PCA 和 propylene glycol，以及无油护肤霜中的 glycerin、hydroxyethyl 

urea、sorbitol、sodium hyaluronate 和 PEG-8 (polyethylene glycol-8) 都是保湿剂，

可见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霜的成分中含有大量的保湿剂，而甘油本身就是优良

的保湿剂，他们所含的亲水基，例如羟基、胺基和羧基，容易与水分子形成氢键，

因此在高湿度的环境下，可以帮助表皮从外界环境吸收水分，保持皮肤的湿润。

但是在低湿度环境下，他们不能从外界环境吸收水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水分从

表皮蒸发，其对皮肤的保护效果比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要低。因此普通护肤霜、

无油护肤霜和水合甘油涂覆表皮的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对湿度的变化敏感。 

表 5-2 不同湿度下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的平均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 
Table 5-2 Summary of skin cream film thickness, adhesive force, and effective Young’s modulus 

of various cream-treated skins and virgin skin at different humidity 

试样 

膜厚 (nm) 粘着力 (nN) 杨氏模量(MPa) 

湿度 (RH) 湿度 (RH) 湿度 (RH) 

8 % 55 % 90 % 8 % 55 % 90 % 8 % 55 % 90 % 

纯羊

毛脂 
202±49 234±62 247±59 101±13 110±15 117±16 106±67 98±69 83±55 

纯凡

士林 
197±48 220±69 228±71 99±17 105±19 109±20 109±69 105±58 95±51 

无油

护肤

霜 

112±31 178±44 210±54 66±12 82±15 96±16 121±77 65±55 27±33 

普通

护肤

霜 

108±30 157±45 185±52 67±10 78±12 89±13 116±61 72±36 40±27 

水合

甘油 
52±19 86±25 98±27 51±10 65±11 71±11 148±42 78±30 51±19 

表皮 28±12 32±16 36±18 48±7 52±8 58±9 176±38 157±41 1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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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 五种涂覆表皮在不同湿度下的表面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图 (a) 纯羊毛脂和纯凡

士林涂覆表皮; (b) 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涂覆表皮；(c) 水合甘油涂覆表皮和表皮。在每个图像

上面的曲线图为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Figure 5-5 Typical film thickness, adhesive forces, and Young’s modulus mappings for (a) pure 

lanolin and pure petroleum jelly treated skin, (b) oil-free cream and common cream-treated skin, 
and (c) aqueous glycerin treated skin and virgin skin, at different humidities.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图 5-6 在相对湿度为 8 %和 90 %下，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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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相对湿度 55 %的变化 
Figure 5-6 Relative changes in film thickness, adhesive forces, and Young’s modulus of various 

cream-treated skins and virgin skin in reference to RH 55 % 

5.4 本章结论(Summary) 

在五种护肤霜中，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扫描

周期的增加变化不大，同时其自然衰退很慢，即膜厚随时间的增加变化不大，这

说明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的持久性较好，能够长时间的保护表皮。但是由于它们

的粘度、摩擦系数和粘着力较大，也说明了其粘着油腻的质地；无油护肤霜和普

通护肤霜的粘度、摩擦系数和粘着力相对较低，质地润滑，但是其摩擦系数和粘

着力在扫描周期增大到2000左右后开始下降，膜厚随着时间的增加最后呈现减小

的趋势，说明其持久性较差；水合甘油的粘度、摩擦系数和粘着力最低，说明了

质地润滑，但是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大持续降低，其自然衰退

较快，即膜厚随着时间的增加持续减小，说明了其持久性最差；研究还表明高动

态粘度的护肤霜的持久性较好，同时会使表皮产生高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 

护肤霜薄膜不均匀的覆盖在表皮上，粘着力大的区域其膜厚也较厚。涂覆表

皮的膜厚，粘着力较表皮大，杨氏模量较表皮小，表明护肤霜能有效的润湿软化

皮肤；所有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的膜厚和粘着力都随着湿度的降低而减小，湿度

的升高而增大；杨氏模量随着湿度的降低而升高，湿度的增大而减小；由于不同

护肤霜所含的成分不同，使得五种涂覆表皮的薄膜、粘着力和杨氏模量随温度变

化的变化幅度有明显不同。纯羊毛脂、纯凡士林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膜厚、粘着

力和杨氏模量随湿度的变化程度小于无油护肤霜、普通护肤霜和水合甘油涂覆表

皮，即它们的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对湿度的变化不敏感。由于纯羊毛脂和纯

凡士林内含有大量的憎水基，因此在高湿度环境中，纯凡士林涂覆的表皮很难从

空气中吸收水分湿润皮肤，同时在低湿度环境下，水分也很难从表皮蒸发，从而

有效的保护了表皮。因此由它们涂覆的皮肤的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对湿度变

化不敏感。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霜的成分中含有大量的保湿剂，而甘油本身就

是优良的保湿剂，他们所含的亲水基容易与水分子形成氢键，因此在高湿度的环

境下，可以帮助皮肤从外界环境吸收水分，保持皮肤的湿润。但是在低湿度环境

下，他们不能从外界环境吸收水分，也不能有效的防止水分从表皮蒸发，在低湿

度环境下，其对皮肤的保护效果比纯羊毛脂和纯凡士林要低。因此普通护肤霜、

无油护肤霜和水合甘油涂覆表皮的膜厚、粘着力和杨氏模量对湿度的变化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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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 

6 Nano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synthetic skins 

6.1 引言(Introduction) 

长期以来，对于严重的皮肤缺损创面，只能靠切取自体正常部位的皮肤移植

修复，尽管能治愈创面，但在取皮部位却留下了新的创伤，常常导致疤痕增生，

甚至因取皮过深，供皮区难以自愈，形成水疱，反复溃疡。当遇到大面积严重烧

伤的病人，如果其正常皮肤所剩无几，缺乏自体皮源难以及时封闭创面，常常引

起创面及全身严重的感染等一系列并发症，有可能危机生命。因此，科研工作者

一直试图在体外制造一种皮肤代用品，用来更换人体损坏的皮肤组织。自从1981

年，Burke等人[187]研制出第一个人造皮肤并成功用于救治烧伤病人后，到目前为

止，许多科学家已使用生物高分子材料或合成高分子材料制造出了很多种人造皮

肤并成功用于救治大面积烧伤、皮肤功能紊乱、慢性溃疡以及皮肤癌等病例[188] 

[200]。表6-1列举了一些人造皮肤的结构和组成。 

人造皮肤除了应用于医疗外，还可以作为皮肤的替代物用于研究皮肤和头发

的摩擦和力学性能、护肤护发产品的开发和评估以及纺织产品的开发和评估等[37], 

[201]-[207]。此外除了伦理问题，人体皮肤和动物皮肤还存在难以获取、价钱昂贵并

且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较差等问题，而使用人造皮肤则可避免这些不足。聚氯乙

烯、聚乙烯、聚四氟乙烯 (特富 TM)、聚甲基丙烯酸甲酯、聚碳酸酯、聚亚安酯、

聚乙二醇 (敌克松 TM)、聚酰胺 (尼龙 TM)、硅胶、胶原蛋白、醋酸纤维素、肠线

和凝胶薄膜等都作为人造皮肤的原料使用[37] [191][208]。用于试验研究的人造皮肤

必须具备成膜能力、能够模拟表皮的性质同时在用于护肤品研究时，其对护肤产

品的反应需要与表皮相似。 

皮肤的表面、摩擦和力学性能是护肤品对皮肤影响的重要研究内容，并且这

些性能与皮肤的成分结构和准备方法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开发一套系统评价人造

表皮、摩擦和力学性能的方法可以为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参考。同时由于人造皮肤

是护肤品研究中理想的皮肤替代产品，研究人造皮肤对护肤霜涂覆的反应并与表

皮相比较，可以为相关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参考。 

本章使用 AFM 和纳米压痕仪研究纯净以及护肤霜涂覆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

鼠表皮的膜厚和粘着力阵列图像、表面性能 (表面形貌、表面粗糙度和接触角)、

摩擦性能 (摩擦力和摩擦系数) 和力学性能 (硬度和弹性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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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一些人造皮肤的结构和组成 (改编自[191]) 
Table 6-1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some synthetic skin substitutes (Adapted from[191]) 

 Schematic Representation Layer 
Biobrane TM 
(Dow Hickam/Bertek 
Pharmaceuticals, Sugar Land, 
TX).  

1. Silicone 
2. Nylon mesh 
3. Collagen  

Transcyte® 

(Advanced Tissue Sciences, 
Inc. La Jolla, California, USA) 

 

1. Silicone 
2. Nylon mesh 
3. Collagen seeded with 

neonatal fibroblasts 
Apligraf®  

(Organogenesis Inc, Canton, 
MA and Novartis 
Pharmaceuticals Corporation, 
East Hanover, NJ) 

 

1. Neonatal keratinocytes 
2. Collagen seeded with 

neonatal fibroblasts 

Dermagraft® 

(Advanced Tissue Sciences, 
Inc. La Jolla, Califomia, USA) 

 

1. Polyglycolic acid 
(DexonTM) or 
polyglactin-910 (Vicryl 
TM) seeded with neonatal 
fibroblasts 

Integra® 

(Integra Life Science 
Corporation, Plainsboro, New 
Jersey)  

1. Silicone  
2. Collagen and 

glycosaminoglycan 

Alloderm® 

(LifeCell, 
Woodlands, Texas) 

 

1. Acellular deepithelialised 
cadaver dermis 

Epicel TM 
(Genzyme tissue repair 
corporation, Cambridge, 
MA.)  

1. Cultured autologous 
keratinocytes 

Laserskin TM  
(Fidia Advanced Biopolymers, 
Italy) also marketed as 
Vivoderm TM by ER Squibb & 
sons Inc. 

 

1. Cultured autologous 
keratinocytes 

2. Hyaluronic acid with 
laser perforations 

Cadaveric allograft (from 
not for profit skin banks) 

 

l Cryopreserved in order 
to retain viability  

l Lyophilised 
l Glycerol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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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材料和方法(Experimental details) 

6.2.1 皮肤试样 

选取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试验，同时对三种皮肤

试样表面涂覆护肤霜，对比研究不同皮肤试样对护肤霜的反应。 

6.2.1.1 人造皮肤-1 

从Smooth-On, Inc.购买的人造皮肤-1 (Dragon Skin®) 是一种固态的硅橡胶，

可应用于模拟皮肤效果、医学修补以及减震等方面。人造皮肤-1的制作方法如下：

将等量的A和B组分相互混合，去除内部空气，然后将混合物掉入磨具中，在65 ℃

的环境中凝固24小时。最后将人造皮肤-1切成尺寸为10 mm × 10 mm的试样，使

用快干胶 (Loctite ®) 将其粘附在AFM试样圆盘上。图6-1为其表面形貌的SEM图

像。 

6.2.1.2 人造皮肤-2 

制作人造皮肤-2的材料如下：从Cuderm Corporation (Dallas, Texas)购买具有

生物相容性的液态有机硅，从Sigma-Aldrich购买从猪皮中提取的凝胶、丙三醇以

及甲醛浓度为37 %的溶液。从Herbarie (Prosperity, SC) 购买的Prolipid 141 (ISP 

Global Technologies, Wayne, NJ)。从Hercules购买纤维素羟乙基醚250 HHX 

PHARM。人造皮肤-2的制作方法如下[208]：首先将医用硅胶Silflo (Flexico, a 

division of Davis Healthcare Services, UK) 涂覆到年龄为24岁的志愿者的面部20 

min，从而得到纯净面部表皮形貌的复制薄膜，将该薄膜剪切下来并且粘附在皮

氏培养皿上，制成用于制作人造皮肤-2的简单模具。将5 g凝胶溶解在温度为55 ℃ 

的495 ml的去离子水中，同时加入1 M的NaOH，得到浓度为1 %以及pH为9的凝

胶溶液。然后将8 g的纤维素羟乙基醚和0.2 g的丙三醇加入凝胶溶液，搅拌2 min。

然后将0.4 g的Prolipid溶入2 ml的60 °C的热酒精中大约5 min，然后与凝胶溶液混

合，加入2 ml的甲醛溶液搅拌1 min。将最终制成的混合液体倒入模具中，室温下，

在化学通风橱中干燥20 h，然后真空干燥直到达到稳定的质量。最后将人造皮肤

-2切成尺寸为10 mm × 10 mm的试样，使用快干胶 (Loctite ®) 将其粘附在AFM试

样圆盘上。图6-1为其表面形貌的SEM图像。 

6.2.1.3 大鼠表皮 

本章中，选取大鼠表皮作为参照对比试样与人造皮肤进行比较。一只八个月

大的雄性的大鼠被过量注入二氧化碳处死，背部皮肤被马上分离下来，关于皮肤

试样的准备过程详见2.2.1部分，最后将厚度大约0.7 mm的皮肤切成10 mm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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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的试样，使用快干胶 (Loctite ®) 将其粘附在AFM试样圆盘上。图6-1为其表

面形貌的SEM图像。 

 
图6-1 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表面形貌的SEM图像 

Figure 6-1 SEM images of the surface of virgin synthetic skin-1, synthetic skin-2, and rat 
skin 

6.2.1.4 护肤霜涂覆方法 

试验中使用两种类型的皮肤：纯净皮肤和涂覆皮肤。对于涂覆皮肤，使用棉

球将 0.2 mg 的普通护肤霜 (Vaseline Intensive Care Lotion，详细成分见表 2-1) 涂

覆到面积为 10 mm × 10 mm 表皮上，并在表皮揉擦 30 s，以使得护肤霜均匀涂覆

到表皮上。 

6.2.2 护肤霜膜厚和粘着力的阵列图像 

在实验室环境下 (22 °C, RH 35 %)，使用AFM (Dimension Nanoscope IIIa, 

Veeco, Santa Barbara, CA) 进行护肤霜薄膜和粘着力阵列图像的测试。试验使用

悬臂梁刚度大约为3 N/m的RFESP探针。护肤霜膜厚和粘着力是通过力-位移曲线

技术测定，具体测试方法详见3.2.4。试验设定悬臂梁的最大偏移量为50 nm。选

取10  m × 10  m的扫描面积和4 Hz的扫描频率，测得了64 × 64个力-位移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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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4096个测试点)，每个力-位移曲线包含128个数据点。使用MATLAB程序，从

力-位移曲线阵列提取护肤霜膜厚和粘着力数值阵列并且将其转化为膜厚和粘着

力阵列图像。 

6.2.3 表面形貌、粗糙度、摩擦力和摩擦系数测试 

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 SEM (Nova Nanosem 400, FEI, Hillsboro, Oregon) 测得

了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形貌。 

使用 AFM 测试了皮肤试验表面的粗糙度和摩擦力。在接触模式下，通过 120 

nN 的载荷、10  m/s 的扫描速度和 10  m × 10  m 的扫描面积，测试人造皮肤-1

和大鼠表皮表面的表面粗糙度和摩擦力 AFM 图像。由于人造皮肤-2 的质地过于

柔软，其表面图像无法在接触模式下获得，因此在轻敲模式下，测试其表面粗糙

度的 AFM 图像。 

使用 Bhushan[6][7]提出方法进行表皮摩擦系数的定量测试。首先改变 AFM 探

针施加到试样表面的法向载荷，以 25 nN 的幅值从 25 nN 逐渐增大到 250 nN，

每增加一次载荷，测试一次试样表面的摩擦力，最后绘制摩擦力和法向载荷的关

系图，直线的斜率就是试样的平均摩擦系数。 

6.2.4 接触角测试 

用微量吸管将 5  l 的去离子水液滴轻轻放置到表皮上，然后使用 Rame-Hart 

model 100 接触角测量器测试表皮的接触角。 

6.2.5 纳米压痕测试 

使用纳米压痕仪 Nano Indenter II® (MTS Systems Corp.) 进行纳米压痕试验。

试验使用三向锥形金刚石探针(Berkovich)。试样的最大压入深度设定为 500 nm。

试样硬度和弹性模量的计算方法详见 5.2.3。 

6.3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6.3.1 护肤霜膜厚和粘着力阵列图像 

图 6-2(a)为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的表面膜厚和

粘着力阵列图。图 6-2(b)和表 6-2 为从表面膜厚和粘着力阵列图计算得到的表皮

和涂覆表皮膜厚和粘着力平均值。 

结果表明纯净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表面都有一层几十纳米的薄膜，并

且表面的粘着力大小相近，这表明人造皮肤的表面薄膜和粘着力与大鼠表皮的形

似。人造表皮的薄膜是由表面的混合物和水分造成的，而大鼠表皮表面的薄膜则

是由表面油脂和水分造成的。当涂覆护肤霜后，护肤霜薄膜不均匀的覆盖在表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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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膜厚阵列图像中颜色亮的区域对应于膜厚大的区域。涂覆护肤霜后，两种人

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膜厚和粘着力的变化趋势相似，都呈现出增大的趋势。 

 
图 6-2(a) 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的表面膜厚和粘着力阵列图，

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b) 纯净以及涂覆人

造皮肤-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的表面膜厚和粘着力柱状图 
Figure 6-2 (a) Film thickness and adhesive forces maps for synthetic skin-1, synthetic skin-2, and 
rat skin with and without cream treatment.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and (b) film thickness and adhesive forces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表 6-2 从表面膜厚和粘着力阵列图计算得到的纯净和涂覆表皮的膜厚和粘着力平均值 
Table 6-2 Film thickness and adhesive force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obtained from 

maps 

皮肤类型 
膜厚 (nm) 粘着力(nN) 

表皮 涂覆表皮 表皮 涂覆表皮 

人造皮肤-1 25 ± 12 134 ± 44 49 ± 5 73 ± 14 

人造皮肤-2 30 ± 11 184 ± 50 71 ± 8 103 ± 16 

大鼠表皮 22 ± 14 162 ± 55 52 ± 9 78 ± 15 

6.3.2 表面性能 

图6-1为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表面形貌的SEM图像。结果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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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鼠表皮表面的形貌与人造皮肤有一定的差异。大鼠表皮作为真实的皮肤，在表

皮上具有毛囊和毛发断面，而人造皮肤-1是通过将混合物直接倒入准备好的模具

中冷却制备的，人造皮肤-2的表面是由人体面部皮肤的表面形貌复制而来的，它

们表面没有毛囊和毛发断面，因此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形貌有一定的差

异。 

图6-3(a)为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

AFM图像。图6-3(b)和表6-3为在30  m × 30  m 扫描尺寸下，从表面粗糙度AFM

图像得到的表皮和涂覆表皮粗糙度。结果表明纯净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

表面粗糙度数值相似。当涂覆护肤霜后，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

都呈现降低的趋势，表明护肤品能有效的平滑表皮。 

图6-4和表6-4为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接触角

数据。结果表明纯净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接触角相似。当涂覆护肤

霜后，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接触角都呈现降低的趋势，表明护肤品能有效

的增加表皮的亲水性。 

 
图 6-3(a) 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 AFM 图，在每个

AFM 图像上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b) 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

-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柱状图 
Figure 6-3 (a) Typical surface roughness AFM images for synthetic skin-1, synthetic skin-2, and 
rat skin with and without skin cream treatment.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and (b) RMS and P-V distance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表 6-3 从表面粗糙度 AFM 图像得到的，在 30  m × 30  m 扫描尺寸下，表皮和涂覆表皮粗

糙度  
Table 6-3 Surface roughness statistics on a 30  m × 30  m scan size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obtained from the surface roughness AFM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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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类型 

表面粗糙度 

RMS (nm) P-V 距离 (nm) 

表皮 涂覆表皮 表皮 涂覆表皮 

人造皮肤-1 205 ± 47 198 ± 40 1442 ± 331 1426 ± 289 

人造皮肤-2 180 ± 24 143 ± 19 1273 ± 191 1201 ± 199 

大鼠表皮 178 ± 37 149 ± 21 1228 ± 256 1040 ± 210 

 

图 6-4 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的接触角柱状图 
Figure 6-4 Contact angle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表 6-4 表皮和护肤涂覆表皮的接触角 
Table 6-4 Contact angle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皮肤类型 
接触角 (°) 

表皮 涂覆表皮 

人造皮肤-1 82 ± 12 46 ± 6 

人造皮肤-2 94 ± 8 37 ± 8 

大鼠表皮 77 ± 9 30 ± 8 

6.3.3 摩擦力 

图6-5(a)为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摩擦力AFM图像，图

6-5(b)和表6-5为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摩擦系数数

据。结果表明纯净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摩擦系数数值相似。当涂覆

护肤霜后，人造皮肤-1和大鼠表皮的摩擦力呈现增大的趋势，同时两种人造皮肤

和大鼠表皮的摩擦系数也都呈现增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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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5(a) 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 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摩擦力 AFM 图，在每个 AFM 图像上

面的曲线图为 AFM 图像对应于箭头位置的截面图; (b) 纯净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

-2 和大鼠表皮的摩擦系数柱状图 
Figure 6-5 (a) Typical friction force AFM images for synthetic skin-1 and rat skin with and 

without skin cream treatment. Shown above each image is a cross-section taken at the position 
deno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arrows, and (b)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表 6-5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 
Table 6-5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皮肤类型 
摩擦系数 

表皮 涂覆表皮 

人造皮肤-1 0.050 ± 0.003 0.138 ± 0.027 

人造皮肤-2 0.154 ± 0.062 0.303 ± 0.089 

大鼠表皮 0.087 ± 0.017 0.176 ± 0.032 

6.3.4 纳米压痕 

图6-6(a)为纯净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的压

力-位移图，图6-6(b)和表6-6为从压力-位移曲线计算得到的纯净人造皮肤-1、人

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数据。结果表明纯净

的人造皮肤-1的硬度明显高于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硬度，表明其质地较硬，

而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硬度形似。纯净的人造皮肤-2的弹性模量低于人造皮

肤-1和大鼠表皮的弹性模量。当涂覆护肤霜后，人造皮肤-1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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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的下降。 

 

图 6-6(a) 纯净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 的压力-位移图; (b) 
纯净人造皮肤-1、人造皮肤-2 和大鼠表皮以及涂覆人造皮肤-1 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柱状图 

Figure 6-6 (a) Typical load versus displacement plots for the virgin skin (synthetic skin-1, 
synthetic skin-2, and rat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synthetic skin-1), and (b) hardness and 
effective Young’s modulus of virgin skin (synthetic skin-1, synthetic skin-2, and rat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synthetic ski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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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6 从压力-位移曲线计算得到的表皮和护肤霜图涂覆表皮的硬度和弹性模量 
Table 6-6 Hardness and effective Young’s modulus of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obtained 

from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皮肤类型 
硬度 (MPa) 弹性模量 (MPa) 

表皮 涂覆表皮 表皮 涂覆表皮 

人造皮肤-1 12 ± 3 11 ± 4 176 ± 36 165 ± 41 

人造皮肤-2 0.9 ± 0.2 — a 27 ± 11 — a 

大鼠表皮 2 ± 0.9 — a 99 ± 25 — a 
a  由于在设定的压入深度下，测试噪声超过了纳米压痕仪的范围，因此无法测得材料的硬

度和弹性模量
 

6.4 本章结论(Summary) 

纯净的两种人造皮肤的表面薄膜和粘着力与大鼠表皮的形似。当涂覆护肤霜

后，护肤霜薄膜不均匀的覆盖在表皮上，膜厚阵列图像中颜色亮的区域对应于膜

厚大的区域。涂覆护肤霜后，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膜厚和粘着力的变化趋

势相似，都呈现增大的趋势。 
由于大鼠表皮是真实的皮肤，在表皮上具有毛囊和毛发断面，而人造表皮没

有毛囊和毛发断面，因此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形貌有一定的差异。纯

净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数值相似。当涂覆护肤霜后，两种人

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都呈现降低的趋势，表明护肤品能有效的平滑表

皮。纯净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接触角相似。当涂覆护肤霜后，两种

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接触角都呈现降低的趋势，表明护肤品能有效的增加表皮

的亲水性。 

纯净的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摩擦系数数值相似。当涂覆护肤霜

后，人造皮肤-1和大鼠表皮的摩擦力呈现增大的趋势，同时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

表皮的摩擦系数也都呈现增大的趋势。 

纯净的人造皮肤-1的硬度明显高于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硬度，表明其质

地较硬，而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硬度形似。纯净的人造皮肤-2的弹性模量低

于人造皮肤-1和大鼠表皮的弹性模量。当涂覆护肤霜后，人造皮肤-1的硬度和弹

性模量有轻微的下降。 

综上，从试验结果可以看出，人造皮肤具有和大鼠表皮相似的表面性能和摩

擦性能，是大鼠表皮的适当替代物，由于人造皮肤-2 的硬度和大鼠表皮相似，人

造皮肤-2 比人造皮肤-1 更适合作为大鼠表皮的替代物使用。当涂覆护肤品后，

人造皮肤显示出和大鼠表皮相似的表面、摩擦和力学性能变化，因此在护肤品研

究中适合作为大鼠表皮的替代物使用。以上方法可以全面的评价人造表皮、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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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学性能，为相关科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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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鼠表皮的宏观摩擦性能试验研究 

7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rat skin at the macroscale 

7.1 引言(Introduction) 

第 3章在纳米尺度下研究了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摩擦

系数和粘着的影响，以及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耐磨特性。为了与第 3 章的试验结果

做比较，全面研究大鼠表皮的摩擦性能，本章在宏观尺度下研究护肤霜膜厚、速

度和载荷对对表皮和涂覆表皮摩擦系数的影响，以及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耐磨特

性。 

7.2 材料和方法(Experimental details) 

7.2.1 试验材料 

本章选取使用大鼠表皮作为动物模型，皮肤试样的准备过程详见 2.2.1 部分，

最后将厚度大约 0.7 mm 的皮肤切成 10 mm × 10 mm 的正方形试样，使用快干胶

将皮肤试样粘在摩擦试验机测试台上。 

试验中使用两种类型的皮肤：表皮和涂覆表皮。对于涂覆表皮，不同质量的

普通护肤霜 (Vaseline Intensive Care Lotion，详细成分见表 2-1) 被涂覆到表皮上，

膜厚和涂覆护肤霜质量的关系在 7.2.3 部分将做详细讨论。使用棉球将普通护肤

霜涂覆到表皮上，在表皮揉擦 30 s，以使得护肤霜均匀涂覆到表皮上。对于表皮

和涂覆表皮，分别选取四个试样进行测试。 

7.2.2 摩擦系数测试 

在实验室环境下，使用球面-平面往复摩擦试验机测试皮肤的摩擦系数，如

图 7-1 所示。一个半径为 1.5 mm，表面粗糙度 RMS 为 2 nm 的蓝宝石球被固定

在静止的夹持台上，下试样 (皮肤) 做往复运动。滑动距离为 2.5 mm，法向载荷

为 10 mN，滑动速度为 4 mm/s。通过力传感器测得摩擦力和法向载荷，使用计

算机显示并存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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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往复摩擦试验机结构示意图 

Figure 7-1 Schematic of the tribometer system 

7.2.3 护肤霜膜厚、速度和法向载荷影响测试和磨损测试 

宏观尺度下，由于护肤霜的膜厚超过了力-位移曲线技术的测量范围，因此，

不能使用该技术测量膜厚，在这种情况下，将纳米尺度下测得的护肤霜质量与膜

厚关系的比例系数用于宏观尺度下表面膜厚计算。因此，宏观尺度下，1 mg、1.5 

mg、2 mg、2.5 mg 和 3 mg 质量的护肤霜涂覆到面积为 10 mm × 10 mm 的试样

表面，分别对应 0.92  m、1.4  m、1.8  m、2.3  m 和 2.8  m 的表面膜厚。 

速度对摩擦性能影响的试验中，滑动速度从 1 mm/s 增加到 4 mm/s，滑动距

离为 2.5 mm，法向载荷为 10 mN。载荷对摩擦性能影响的试验中，法向载荷从

10 mN 增加到 50 mN，扫描距离为 2.5 mm，扫描速度为 4 mm/s。 

7.2.4 磨损测试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磨损测试通过在皮肤试样表面上使用探针进行 3000 个周

期的滑动进行，使用显微镜获得磨损后表皮的形貌图。 

7.3 结果和讨论(Results and discussion) 

7.3.1 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荷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 

7.3.1.1 护肤霜膜厚的影响 

图 7-2 是护肤霜膜厚对皮肤摩擦系数的影响，图中的第一个点对应于表皮的

表面膜厚。结果显示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大于表皮的，当护肤霜的膜厚小于 1.8 

 m 时，皮肤的摩擦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当护肤霜的膜厚大于 1.8  m 时，摩擦系

数随着膜厚的增加而减小。表皮涂覆护肤霜后，表面性质发生变化，护肤霜使得

表皮变得湿润柔软，增加了皮肤的延展性，当探头与表皮接触时，由于接触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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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使得表面粘着力增大，因此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大于表皮的。当膜厚小于

1.8  m 时，对应于边界润滑机制，皮肤和探头表面之间的间隙非常小，部分接触

表面通过多分子层的护肤霜薄膜支撑，其余部分则通过两者微凸体的相互接触支

撑。当膜厚大于 1.8  m 时，对应于混合润滑或弹性流体动压润滑机制，随着膜

厚的增加，载荷主要由弹性流体动压膜支撑，护肤霜薄膜作为润滑膜覆盖在表皮

上，使得探针容易在表皮滑动，因此摩擦系数随着膜厚的增加而下降。这里需要

特别注意的是，宏观尺度下测得的皮肤摩擦系数大于纳米尺度下测得的，这主要

是由于探针尺寸的不同造成的。纳米尺度下，使用的探针是 AFM 探针，其半径

只有 10 nm，直接与表皮单一微凸体接触，宏观尺寸下，使用的为半径为 1.5 mm

的球形探针，与表皮大量微凸体接触，多触微凸体接触的接触面积大于单一微凸

体接触的接触面积，同时由于宏观尺度下的测试载荷大于纳米尺度下的，也使得

接触面积大于微观尺寸下的接触面积，因此宏观尺度下测得摩擦系数大于微观尺

寸下测得的。  

7.3.1.2 速度的影响 

图 7-2 是速度对表皮和涂覆表皮摩擦系数的影响。结果表明速度对表皮的摩

擦系数没有影响，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减小，如之前所述，护

肤霜的剪切变薄流体，其粘度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减小，因此摩擦系数随着速度的

增大而减小。 

7.3.1.3 载荷的影响 

图 7-2 是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摩擦系数的影响。结果显示，摩擦系数随着

载荷的增大而减小。这是由于表皮微凸体的变形主要为弹性变形，随着载荷的增

大，微凸体的弹性变形增大，接触界面上的多微凸体发生完全变形，接触区域相

当于一个大的单一微凸体接触[144]，此时，    W -1/3，所以摩擦系数随着载荷的

增大而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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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宏观尺度下，膜厚、速度和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的影响 

Figure 7-2 Cream film thickness, velocity, and normal load effect on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t the macroscale. 

7.3.2 磨损 

图7-3(a)是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随滑动周期的变化曲线。结果显示，

对于表皮，随着滑动周期的增加，摩擦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对于涂覆表皮，在最

初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数随着扫描次数的增大而显著增加，之后摩擦系数

小幅减小，然后基本保持不变。这和护肤霜在表皮的吸收和保持两个阶段有关。

在吸收阶段，护肤霜湿润并且软化表皮，表皮的粘度升高，同时表皮的延展性增

大，与探头的接触面积随之增大，因此在这个阶段摩擦系数较高，随着护肤霜被

表皮吸收，以及护肤霜内的可蒸发成分 (例如水分) 的蒸发，表皮的粘度减低，

摩擦系数随之有小幅降低，当皮肤、护肤霜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达到一定程度

的平衡时，进入了保持阶段，摩擦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图7-3(b)是在10 mN载荷

下，经过3000滑动周期后，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显微镜形貌图。结果显示，对

于表皮和涂覆表皮，未见明显的划痕，图中较亮的区域只是滑动过程中造成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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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这说明表皮没有明显的磨损。 

 
图7-3(a) 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随滑动周期的变化曲线；(b) 经过3000滑动周期后，表

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显微镜形貌图 
Figure 7-3 (a) The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and adhesive force on the macroscale as a function of the 

number of cycles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nd (b) optical micrographs for virgin 
skin and cream treated skin after 3000 cycles at 10 mN normal load.  

7.4 本章结论（Summary） 

宏观尺度下，由于护肤霜使得表皮变得湿润柔软，增加了皮肤的延展性，当

探头与表皮接触时，由于接触面积增大，使得表面粘着力增大，因此涂覆表皮的

摩擦系数大于表皮的。当护肤霜的膜厚小于 1.8  m 时，皮肤的摩擦系数基本保

持不变，对应于边界润滑机制；当护肤霜的膜厚大于 1.8  m 时，摩擦系数随着

膜厚的增加而减小，对应于混合润滑或弹性流体动压润滑机制。 

宏观尺度下，速度对表皮的摩擦系数没有影响。由于护肤霜的剪切变薄性质，

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减小。 

宏观尺度下，随着载荷的增大，微凸体的弹性变形增大，接触界面上的多微

凸体发生完全变形，接触区域相当于一个大的单一微凸体接触，此时，    W -1/3，

摩擦系数随着载荷的增大而减小。 

宏观尺度下，皮肤的磨损研究显示：对于表皮，随着滑动周期的增加，摩擦

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对于涂覆表皮，在最初的几个滑动周期内，摩擦系数随着滑

动周期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之后摩擦系数小幅减小，然后基本保持不变，这和护

肤霜在表皮的吸收和保持两个阶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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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性能对尺度有依赖性。由于宏观尺度下，探针的尺寸

和测试载荷较纳米尺度下的大，因此宏观尺度下测得皮肤摩擦系数大于纳米尺度

下测得的。不同研究尺度下，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影响

有一定差异，表皮和涂覆表皮的磨损性能有一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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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人体皮肤的宏观摩擦性能试验研究 

8 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human skin at the 

macroscale 

8.1 引言(Introduction) 

手部皮肤是人体皮肤的裸露部分之一，人们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无时不

使用手，手部皮肤与外界的接触和摩擦也就无处不在，因此充分认识手部皮肤的

生物和摩擦学性能对手部护肤品、纺织品和护手套的开发研究，以及手持物体的

可靠性等都有重要意义。 

研究证明湿度和温度对皮肤的摩擦性能有一定的影响。Naylor[48]和

EI-Shimi[49]早期的研究表明湿润的皮肤有高的摩擦性能，干燥的皮肤有低的摩擦

性能。Adams 等人[209]和 Derler 等人[52]后来研究发现，潮湿表皮由于水的存在增

加了皮肤和摩擦副之间的粘着力，增大了摩擦系数，而干燥的皮肤由于缺乏水分，

粘着力小，摩擦系数因此较低。Hills 等人[62]的研究则表明当温度提高到 45 ℃左

右之后润肤剂的存在会使皮肤的摩擦系数降低。 

手部皮肤的湿润或干燥，细腻或粗糙，可以通过其摩擦性能来反映。护手霜

的保湿作用和保持效果同样可以用摩擦学方法来测试。摩擦系数反映接触表面的

性质，其值的大或小，反映物体表面的粗糙或光滑，同时也反映表面之间粘附的

大或小。对表皮来说，粘着力是第一位的，皮肤湿润，摩擦系数或摩擦力就高；

皮肤干燥，摩擦系数或摩擦力就小，通过测定其摩擦系数及其变化，可以定量研

究不同护手霜产品的保湿性能和保持效果，为护手霜的选购提供指导，为护手霜

产品的相关研究及生产提供科学依据。 

织物的手感是人的触觉对织物表面性能作出的综合评价，织物的手感主要由

其表面摩擦性能确定。Ajayi 等人[210]还测定了织物和纱线的摩擦性能，研究表明，

织物的摩擦系数较其纱线的摩擦系数高，纱线的摩擦系数较高，其织成织物的摩

擦系数也较高。Naik 等人[211]研究了织物在干、湿状态下的摩擦性能，结果显示，

织物湿态下的摩擦系数高于干态下的摩擦系数。吕柏祥等人[212]在 Instron 强伸仪

上测定了织物与织物、织物与麂皮以及织物与金属之间摩擦性质的区别，认为织

物与织物之间的摩擦系数大于织物与毛皮和织物与金属。任忠海等人 [213]用

Instron 强伸仪测定织物在干、湿状态下的滑动摩擦系数，将测试后的结果与织物

的实际手感进行比较，客观而又定量化地描述织物的手感。 

本章主要采用 UMT-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在宏观尺度下，围绕手部皮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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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擦性能开展实验研究，测定手背、手掌、指纹和指甲的摩擦系数；使用红外测

温仪和皮肤湿度计研究温度和湿度对人体前臂皮肤的摩擦系数的影响；模拟衣服

与皮肤接触时的摩擦状况，研究四种典型织物面料与皮肤之间的摩擦行为；研究

三种典型护手霜涂覆表皮和表皮的摩擦行为，通过测定其摩擦系数及其变化来定

量研究不同护手霜产品的保湿性能和保持效果。 

8.2 皮肤湿度和温度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Influence of 
humidity and temperature of skin on its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8.2.1 材料和方法 

选取四位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参加试验。所有受试者的受试部

位均无异常，也未进行过涂覆化妆品或外用药物等。试验选取前臂皮肤作为研究

对象。试验前用酒精擦拭受试部位，在恒定环境中静坐 30 min。试验之前，在皮

肤待测处做上标记，每次测试都从标记处开始，以保证所测得的数据具有较好的

重复性。 

在无人为干预的条件下对四位受试者的前臂掌侧纯净皮肤的摩擦系数、法向

位移和相应位置皮肤的温度和湿度进行了测试。皮肤摩擦系数和法向位移的测试

在 UMT-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CETR 公司，美国) 上进行 (如图 8-1 所示)，

相应位置皮肤的温度和湿度使用红外温度仪和皮肤湿度计测试。试验采用球-面

接触方式，测试采用直径为 10 mm 的聚丙烯球摩擦副，接触载荷为 0.2 N，采用

平移滑动摩擦方式。受试验部位水平放置在移动台上并保持静止状态，摩擦副作

相对滑动，滑动距离和滑动速度分别为 12 mm 和 1 mm/s，下摩擦副为人体前臂

掌侧纯净皮肤。 

皮肤湿度试验是通过人为增加表皮水分来改变表面湿度实现的，具体操作如

下：在受试表皮涂覆纯净水，使用皮肤湿度计监测表皮湿度，湿度达到 60 %开

始第一组测试，此后每间隔 2 min 进行一次测试，直到皮肤湿度降至 50 %，完

成第一组测试，此后重复上述操作，湿度每下降 10 %完成一组试验，共进行四

组试验。 

皮肤温度试验是通过人为调节室温的方法控制人体表皮温度实现的，具体操

作如下：使用室内温度调节系统调节室内温度，同时使用红外温度仪监测受试部

位温度，在受试表皮温度达到 32 °C 并且稳定 5 min 后固定室温开始进行第一组

试，测此后每间隔 15 min 降低一次室温，受试表皮温度每下降 0.5 °C 并且保持 5 

min 进行一组测试，直到受试表皮温度最终降到 28 °C，完成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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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CETR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 

Figure 8-1 UMT-2 universal multifunction tester 

8.2.2 结果和讨论 

8.2.2.1 湿度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及机理 

湿度试验是在环境温度 20-21 °C 和相对湿度 RH 为 40-50 %的实验室内，通

过人为增加表皮水分来改变表面湿度实现的。图 8-2 为摩擦系数随表面湿度变化

的测试结果与拟合曲线。结果显示经数值拟合得到拟合函数，测试结果与拟合结

果的相关系数为 0.99432，表明拟合结果接近测试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皮

肤湿度的增大，摩擦系数呈增大趋势，在皮肤湿度达到 42 %左右时，摩擦系数

增至 1.0 以上，由此可见，表皮湿度对皮肤的摩擦系数影响很大。 

 

图8-2 摩擦系数随表皮湿度变化的测试结果与拟合曲线 
Figure 8-2 Test result and fitted curve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versus humidity of skin  

当表皮潮湿时，水蒸汽会在表皮和探头之间凝聚成液滴，这些液滴在接触区

将形成环状的毛细管凝结体，即在接触表面瞬时凝聚形成弯月面，如图 8-3 所示，

表面张力会在弯月面的垂直截面上产生压力差，使得皮肤与探头之间发生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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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运动，增大了摩擦阻力。而摩擦系数与接触界面两个表面

之间的液体水的容量有关，假设一个界面的复合粗糙度为 σ，液体水膜的均匀厚

度为 h，那么摩擦力就是 h/σ 的函数，当 h/σ 低于一定临界值时，摩擦力保持较

低数值，一旦超过该临界值，摩擦系数就迅速增大。这是因为较大的 h/σ 值意味

着表皮更多数量的微凸体被液体水膜润湿，形成更大的弯月面，相应的粘着力也

增大。当低于临界值是，大量液体水只汇集在微凸体的凹谷里，无法形成完整的

弯月面，此时粘着力较低[14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认为，随着表面水分的蒸发，

弯月面效应减弱，粘着力减小，摩擦阻力降低，因此摩擦系数随着皮肤湿度的降

低而降低。 

弯月面

 
图8-3 摩擦副与皮肤之间形成的弯月面 

Figure 8-3 Meniscus between skin and probe 

8.2.2.2 温度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及机理 

皮肤温度试验是在相对湿度 RH 为 40-50 %的实验室内，通过改变环境温度

实现表皮温度变化的。图 8-4为摩擦系数随表面温度变化的测试结果与拟合曲线。

结果显示经数值拟合得到拟合函数，测试结果与拟合结果的相关系数分别为

0.97743 和 0.99834，表明拟合结果接近测试结果；从图中可以看出随着皮肤温度

的降低，摩擦系数和法向位移呈现先降低后不变的趋势。 

 
图8-4 摩擦系数和法向位移随表面温度变化的测试结果与拟合曲线 

Figure 8-4 Test result and fitted curve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and normal displacement versus 
temperature of skin 



博士学位论文 

 98 

表皮在温度较高时表现出的高摩擦系数，是因为对于活体皮肤，在表皮温度

较高时，血液流动快，表皮分泌汗液，同时皮肤发生软化，增大了表面的流动性

和延展性 (表现为法向位移随着温度的增大而增大)。当表皮与探头接触时，由

于表面汗液的存在，导致这些液珠在接触表面形成弯月面，表面张力会在弯月面

的垂直截面上产生压力差，使得皮肤与探头表面贴近的微凸体产生粘着接触，接

触点的粘着部位产生剪切，阻碍了两者之间的相对运动，增大了摩擦阻力。同时

表皮发生软化，延展性增大，同样载荷下，与探头的接触面积增大，产生粘着的

接触点增多，同样也会产生较大的粘着力，阻碍了皮肤与探头之间的相对运动，

增大了摩擦阻力。随着表皮温度的降低，血液流动减慢，表皮相对干燥、坚硬，

法向位移降低，粘着摩擦阻力逐渐减小，摩擦系数因此降低。 

8.3 人体手部皮肤的摩擦性能研究(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hand 
skin) 

8.3.1 材料和方法 

选取二十位年龄在20-30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参加试验，其中男、女各十名。

所有受试者的受试部位均无异常，也未涂覆过任何化妆品或外用药物。试验在环

境温度22-24 °C和相对湿度RH为40-50 %的实验室内进行，试验前使用75 %浓度

的酒精擦拭测试部位，试验前志愿者在恒定环境中静坐30 min后接受试验。 

试验为了保证手部测试部位的水平度，在手部下方放置沙袋，同时在测试部

位上放置水平仪，两者结合保证测试部位的水平度，最后通过摩擦信号的稳定程

度再次判定测试位置的水平度。 

使用美国产 UMT-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研究手部皮肤摩擦性能。在无人

为干预的条件下对二十位男性和女性的左右手手背、手掌、指纹和指甲的纯净表

皮的摩擦系数进行测试。手背的测试部位选取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的前部，手掌的

测试部位选取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的中部，指纹和指甲均为中指。与受试皮肤或指

甲接触的摩擦元件选用直径为 4 mm 表面粗糙度为 0.2 μm 的不锈钢钢球，接触载

荷为 0.2 N，采用平移滑动摩擦方式。试验部位水平放置在试件台上并保持静止

状态，钢球作相对滑动，滑动距离和滑动速度根据试验对象选取。手背、手掌和

指纹试验选为 10 mm 和 0.5 mm/s，指甲试验选为 8 mm 和 0.3 mm/s。通过应变传

感器测量钢球与被测部位之间的摩擦力和摩擦系数。采集手背、手掌和指纹摩擦

信号的距离间隔为 7 μm，采集指甲摩擦信号的距离间隔为 6 μm，在滑动距离内

共采集 1428 个数据，每次试验重复三次。对每个摩擦信号在有效区间内计算平

均值，得到摩擦系数测试值，然后将每个测试部位的三次测试值取平均作为该处

的摩擦系数试验结果。图 8-5 为手背摩擦系数测试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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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手背皮肤摩擦系数测试 

Figure 8-5 Testing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skin on hand back 

8.3.2 结果和讨论 

图 8-5所示为测得的某女性和某男性右手手部不同位置摩擦系数的时间序列

信号。表 8-1 为十名女性和十名男性手部不同部位摩擦系数的平均值。 

从表 8-1 可以看出，女性左右手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49 和

0.48，男性左右手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38 和 0.39，女性高于男性

0.10 左右。另外，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左右手手背的摩擦系数相差都不大，男、

女均相差 0.01。 

女性左右手手掌的摩擦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67 和 0.60，男性左右手手掌的摩

擦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70 和 0.62，男、女手掌的摩擦系数相差不大；人体左右

手手掌的摩擦系数有所差异，男性左手掌比右手掌高 0.08，女性左手掌比右手掌

高 0.07；不同人体手掌的摩擦系数相差也很大，其范围从 0.40-0.96 不等，并且

手掌的摩擦系数普通较高。 

与手掌相似，指纹的摩擦系数也普通较高，女性左右手中指指纹的摩擦系数

平均值分别为 0.78 和 0.65，男性分别为 0.77 和 0.68，男、女指纹的摩擦系数相

差不大；人体左右手指纹的摩擦系数也有差异，男性左手比右手高 0.09，女性左

手比右手高 0.13；另外，不同人体指纹的摩擦系数相差较大，其范围从 0.50-0.98

不等。 

女性左右手中指指甲的摩擦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25 和 0.21，男性左右手中指

指甲的摩擦系数平均值分别为 0.23 和 0.21，男女指甲的摩擦系数相差不大；人

体左右手指甲的摩擦系数差异也不大，男性左手比右手高 0.02，女性左手比右手

高 0.04；不同人手指甲的摩擦系数有所差异，其范围从 0.10-0.38 不等；并且指

甲的摩擦系数普通很低，其摩擦系数曲线呈下降趋势 (如图 8-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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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手部不同部位的摩擦系数信号 

Figure 8-6 Signals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hands on different parts 

表 8-1 男女手部摩擦系数平均值 

Table 8-1 Mean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male and female hands 

志愿者序号 
手背 

左手/右手 

手掌 

左手/右手 

指纹 

左手/右手 

指甲 

左手/右手 

女性 

1 0.35 / 0.36 0.74 / 0.72 0.82 / 0.76 0.30 / 0.28 

2 0.50 / 0.47 0.58 / 0.45 0.87 / 0.64 0.25 / 0.17 

3 0.65 / 0.65 0.78 / 0.60 0.74 / 0.70 0.38 / 0.28 

4 0.54 / 0.53 0.70 / 0.56 0.80 / 0.65 0.15 / 0.15 

5 0.54 / 0.55 0.76 / 0.70 0.98 / 0.56 0.20 / 0.18 

6 0.47 / 0.45 0.62 / 0.58 0.68 / 0.54 0.25 / 0.17 

7 0.40 / 0.41 0.52 / 0.45 0.66 / 0.52 0.34 / 0.24 

8 0.52 / 0.50 0.68 / 0.51 0.72 / 0.64 0.30 / 0.30 

9 0.43 / 0.43 0.76 / 0.60 0.75 / 0.70 0.21 / 0.17 

10 0.50 / 0.45 0.53 / 0.74 0.73 / 0.81 0.18 / 0.20 

平均 0.49 / 0.48 0.67 / 0.60 0.78 / 0.65 0.25 / 0.21 

男性 

1 0.32 / 0.34 0.40 / 0.64 0.80 / 0.90 0.24 / 0.24 

2 0.31 / 0.31 0.70 / 0.80 0.65 / 0.70 0.16 / 0.16 

3 0.40 / 0.40 0.60 / 0.52 0.79 / 0.74 0.20 / 0.24 

4 0.41 / 0.43 0.60 / 0.52 0.60 / 0.58 0.21 / 0.20 

5 0.59 / 0.59 0.86 / 0.66 0.84 / 0.78 0.26 / 0.26 

6 0.46 / 0.46 0.84 / 0.70 0.82 / 0.60 0.20 / 0.15 

7 0.36 / 0.36 0.56 / 0.42 0.78 / 0.60 0.18 / 0.10 

8 0.35 / 0.34 0.96 / 0.76 0.70 / 0.50 0.30 / 0.30 

9 0.24 / 0.30 0.90 / 0.70 0.84 / 0.74 0.30 / 0.22 

10 0.32 / 0.33 0.54 / 0.46 0.90 / 0.66 0.26 / 0.26 

平均 0.38 / 0.39 0.70 / 0.62 0.77 / 0.68 0.23 /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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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含水量的多寡是皮肤稚嫩、丰满、亮泽和柔软与否的关键，含水量高，

皮肤细腻滋润，当钢球探头与皮肤作相对滑动时，皮肤表层的水分使表皮粘着力

增大，从而产生较大的摩擦系数。另外，湿润细腻的皮肤与钢球探头的接触面积

大，这也是皮肤摩擦系数增大的另一原因。由于女性与男性的不同生理特点，女

性皮肤细嫩，含水量高；男性皮肤粗硬，含水量少，研究表明[214]，通常情况下

女性皮肤的含水量可比男性高达 20 %，同时女性的皮下组织较男性发达，使得

女性皮肤相对于男性皮肤要柔软湿润，当探头与女性表皮接触时，接触面积和表

面粘着力都比男性表皮大，这就使得女性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高于男性。当然也

不是所有女性皮肤的摩擦系数较男性高，试验中发现，有的女性手背肉质具有男

性的特点，如表 8-1 中的 1 号女性试样。同样有的男性手背肉质具有女性特点，

如表 8-1 中的 5 号男性试样。 

手掌掌纹和手指指纹可以增加表皮的摩擦力，使人们抓握物品和操作设备安

全可靠。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决定了右手的使用频率比左手高，由于磨损使得

右手掌和右手指纹相对坚厚、光滑，因此摩擦系数相比左手小些。也有人习惯用

左手，如表 8-1 中的女性 10 号和男性 1、2 号试样，他们手掌和指纹的摩擦系数

呈现出右手比左手高的现象。 

手掌和指纹的表皮角质层较坚厚，表面凹凸不平，分布着摩擦脊纹，因此与

手背皮肤相比，手掌和指纹皮肤的摩擦信号波动性较大 (如图 8-6 所示)，摩擦系

数较高。 

由于指甲质地坚硬，与皮肤不同，没有汗腺、皮脂腺的滋润，取而代之的是

硬质蛋白，因此其摩擦系数比皮肤低。指甲从甲母质生长，由近端向前增殖，甲

板下部因为新生长出来，未经磨损，其表面较甲板上部粗糙；甲板的上部由于摩

擦磨损时间较长而相对光滑。这就是指甲从下部到上部其摩擦系数呈下降趋势的

原因。 

8.4 护肤品对皮肤摩擦性能的影响(Influence of hand cream on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hand skin) 

8.4.1 材料和方法 

选取六位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参加试验，其中男性和女性各三

位。所有受试者的受试皮肤均无异常，也未涂覆过任何外用药物或化妆品等其他

制剂。 

试验采用的护手霜是目前市场上所销售的有代表性的三类护手霜，他们是凡

士林护手霜、甘油护手霜和普通护手霜。凡士林护手霜是以凡士林为主要原料，

辅以乳化剂、有机硅、天然生物活性物质等成分；甘油护手霜是以甘油为主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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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并添加了去离子水和维 E 等成分；普通护手霜的主要成分为天然保湿因子、乳

化剂、矿物脂和去离子水等。 

整个试验是在环境温度为 22-24 °C 和相对湿度为 40-50 %的实验室内进行。

受试部位固定选取在手背的中部 (中指与无名指之间的前部)，试验前用酒精擦

拭手背，然后在恒定环境中静坐 30 min 后接受试验。首先进行无人为干预的手

背纯净皮肤的摩擦学试验；然后将护手霜均匀地涂覆于受测部位，进行不同成份

护手霜产品的对比试验。每隔一定时间采集一次摩擦数据，每次采集数据时都用

酒精擦拭与皮肤接触的摩擦元件。 

试验在 UMT-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上进行。与手背皮肤接触的摩擦元件

选用直径为 4 mm 的不锈钢钢球，接触载荷为 20 g，采用平移滑动摩擦方式。手

背水平放置并保持静止状态，钢球作相对滑动，滑动距离为 10 mm，滑动速度

0.5 mm/s，通过力传感器测量钢球与皮肤之间的滑动摩擦力和摩擦系数。由计算

机对摩擦信号进行数据采集，采样间隔为 7 μm，共采集 1428 个数据，每次试验

重复三次。 

8.4.2 结果和讨论 

皮肤涂覆护肤霜后，护肤霜中的有效成分被皮肤表皮吸收，皮肤变得湿润柔

软，其摩擦性能发生变化，因此护肤霜对皮肤的效果及其效果的持续时间可以通

过皮肤摩擦性能的变化来反映。不同护手霜的效果各有不同，为此，对涂覆过甘

油、凡士林和普通护手霜的手背皮肤的摩擦学性能进行对比实验研究，分别测试

摩擦系数的大小和保持时间，以此比较这三类产品的保湿润肤性能。实验时分别

将甘油、凡士林和普通护手霜均匀涂覆于上述六位志愿者的手背上，每隔一定时

间 (10 min 或 20 min) 测试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每次测试重复三次，将其平均

值作为测试结果。图 8-7 分别为涂覆甘油、凡士林和普通护手霜后手背皮肤的摩

擦系数随时间变化的试验结果，其中 t=0 点为表皮的摩擦系数。为了直观地比较

上述三种护手霜的性能，分别将男、女受试者摩擦系数和保持时间的平均值用柱

状图来表示，如图 8-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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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a) 涂覆甘油、(b) 凡士林和 (c) 普通护手霜后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随时间变化 

Figure 8-7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versus time after treated with (a) glycerin hand cream, (b) 
petroleum jelly hand cream, and (c) common hand cream 

从图 8-7(a)可以看出，涂覆过甘油护手霜的六位试者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均

显著升高且都超过 1，大约 200-240 min 后摩擦系数开始下降，说明甘油的保湿

润肤效果十分明显，并具有 200-240 min 的保持效果。甘油是一种无色无味、粘

稠性好的液体，是一种性能优异的保湿剂。当甘油被表皮吸收后，其能从潮湿的

空气中吸收水来维持皮肤角质层的含水量，保持和增加了表皮的含水量，当探头

与表皮接触时，由于表皮甘油和水分的存在，使得表皮粘着力增大，同时，由于

含水量增大，皮肤发生软化，增大了表面的流动性和延展性，同样载荷下，皮肤

与探头的接触面积增大，同样增大了粘附阻力，这些因素导致摩擦系数较纯净皮

肤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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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士林是一种非极性的油类保湿剂，由于其在皮肤角质层表面形成一层油膜

从而提供了防止表皮水分蒸发而起保湿作用。从图 8-7(b)可以看出，涂覆过凡士

林护手霜的六位受试者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比手背纯净皮肤的摩擦系数均有一

定幅度的升高，但持续时间大约为 330-370 min。说明凡士林的润肤保持效果十

分显著。涂上凡士林的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增加，但幅度不大，其原因有两个方

面：首先凡士林是非极性油类，它在表皮形成一层油膜，对表皮有润滑作用，从

而减小了摩擦力；但同时由于其保持和增加了表皮的含水量，同时增加了皮肤的

延展性，表皮粘着力增大，从而又使摩擦系数增大。两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使

得摩擦系数的升高幅度不大。 

从图 8-7(c)中可以看出，涂覆过普通护手霜的六位受试者手背皮肤的摩擦系

数均有所升高，但不超过 1。大约 220-240 min 后摩擦系数开始下降，说明普通

护手霜的保持时间大约为 220-240 min。由于普通护手霜也含有油脂类成分，因

此涂覆过普通护手霜后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也是有所上升但幅度不大，其机理与

凡士林相似。 

从图 8-8 可以看出，涂覆过三类护手霜后，男、女受试者手背皮肤的摩擦系

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升高，其中使用甘油护手霜后的摩擦系数升高幅度最大，并且

均超过了 1 (女性 1.45；男性 1.31)，说明甘油护手霜的润肤效果最为显著。而使

用凡士林护手霜和普通护手霜后的摩擦系数升高较小，涂覆凡士林护手霜后皮肤

的摩擦系数分别为：女性 0.66 和男性 0.52，涂覆普通护手霜后皮肤的摩擦系数

分别为：女性 0.70 和男性 0.57，两者相差不大。 

从图 8-9 可以看出，三类护手霜中，凡士林护手霜的平均保持时间最长 (女

性 337 min；男性 350 min)，说明凡士林护手霜的保湿润肤作用最佳。甘油护手

霜和普通护手霜的保持效果相差不大，使用甘油护手霜的女性和男性的平均保持

时间分别为 217 min 和 230 min；使用普通护手霜的女性和男性的平均保持时间

分别为 233min 和 227min。 

上述试验结果与 Prall[59]和 Nacht 等人[58]的研究发现相似，他们的研究表明，

涂覆过润肤霜和护肤霜的皮肤的摩擦系数升高，且保持数个小时。 

另外，上述三类护手产品除了保湿性能不同，受试者所感受到的舒适度也不

一样。受试者一致认为，甘油护手霜用后手部感觉清爽湿润而不油腻，而凡士林

和普通护手霜用后感觉湿润但有油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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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8 涂覆三种护手霜后皮肤摩擦系数的比较 
Figure 8-8 Comparison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after treated with three hand creams 

   

图8-9 三种护手霜保持时间的比较 
Figure 8-9 Comparison of durability of three hand creams 

8.5 皮肤-纺织品的摩擦性能研究(Tribological properties of 
skin-fabric) 

8.5.1 材料和方法 

选取二十位年龄在 20-30 岁之间的健康志愿者参加试验，其中男女各十名。

所有受试者的受试部位均无异常，也未进行过涂抹化妆品或外用药物等的人为干

预。试验采用的 4 类纺织品分别为：1＃棉布，2＃毛呢，3＃丝绸，4＃皮革。试

验时，将纺织品制作成直径为 6 mm 的圆形平面摩擦副。 

整个试验是在环境温度20-21 °C和相对湿度RH为40-50 %的实验室内进行。

选取右手前臂掌皮肤作为与织物摩擦的试验部位，试验前用酒精擦拭皮肤，在恒

定环境中静坐 30 min。在皮肤测试部位做上标记，每次测试都从标记处开始，以

保证所测得的数据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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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品与人体皮肤之间摩擦系数测定在 UMT-2 多功能摩擦磨损试验机上进

行，与受试皮肤接触的摩擦元件为直径为 6 mm 的纺织品平面，接触载荷为 0.2 N，

采用平移滑动摩擦方式。皮肤测试部位水平放置在工作台上并保持静止状态，纺

织品摩擦件作相对滑动，有效滑动距离和滑动速度分别为 10 mm 和 0.5 mm/s。

通过应变传感器测量纺织品与皮肤之间的摩擦力和摩擦系数，用计算机采集摩擦

信号，采样距离间隔为 0.1 μm，在有效滑动距离内共采集 10000 个数据。对不同

人体皮肤-织物配副的试验重复测试三次，对每次测得的摩擦信号在有效区间内

计算平均值，得到该次测试的摩擦系数值。然后将三次测试值取平均作为该配副

摩擦系数测试试验的结果。图 8-10 为测试得到的摩擦系数信号。 

 

图8-10 织物-皮肤摩擦系数信号 
Figure 8-10 Signal of friction coefficient of fabric-skin 

8.5.2 结果和讨论 

二十名男、女受试者和四种不同织物，组成八十组皮肤-织物配副，因此得

到八十组摩擦系数试验结果，如表 8-2 所示。 

从表 8-2 可以看出，人体皮肤－织物的平均摩擦系数在 0.30-0.50 之间，其

中男性皮肤－织物的平均摩擦系数在 0.30-0.36 之间，女性皮肤-织物的平均摩擦

系数在 0.40-0.50 之间。四种织物的平均摩擦系数由高到低分别为 2＃毛呢，4＃

皮革，3＃丝绸和 1＃棉布，其中丝绸和平纹棉布的摩擦系数比较接近。在与不

同纺织品摩擦时，女性皮肤-织物的平均摩擦系数普遍高于男性皮肤-织物的平均

摩擦系数。 

织物表面的摩擦性能可以用摩擦系数或摩擦阻力来反映。织物的摩擦阻力，

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织物表面形状引起的摩擦阻力；另一类是织物表面纤

维引起的摩擦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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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四种不同织物-皮肤摩擦系数测试值 
Table 8-2 Coefficient of friction of four fabrics-skin 

纺织品种类 1 2 3 4 5 6 7 8 9 10 平均值 

1＃-f 0.57 0.47 0.44 0.38 0.32 0.45 0.30 0.29 0.38 0.37 0.40 

2＃-f 0.76 0.63 0.60 0.45 0.33 0.64 0.58 0.30 0.42 0.26 0.50 

3＃-f 0.57 0.50 0.57 0.38 0.34 0.47 0.36 0.31 0.38 0.33 0.42 

4＃-f 0.70 0.60 0.54 0.36 0.32 0.39 0.44 0.35 0.42 0.36 0.45 

1＃-m 0.34 0.22 0.31 0.33 0.26 0.30 0.24 0.34 0.30 0.32 0.30 

2＃-m 0.33 0.23 0.45 0.32 0.32 0.40 0.31 0.41 0.41 0.43 0.36 

3＃-m 0.39 0.20 0.32 0.28 0.29 0.34 0.24 0.37 0.30 0.32 0.31 

4＃-m 0.47 0.22 0.35 0.22 0.31 0.36 0.33 0.46 0.36 0.34 0.34 

注：f 代表女性,m 代表男性；1＃棉布，2＃毛呢， 3＃丝绸，4＃皮革 

毛呢是以羊毛为原料的纺织品，呢面绒毛丰满、纹路混沌、极富弹性，当与

皮肤摩擦时，两个富有弹性的表面相互摩擦，接触点会出现局部变形而使摩擦阻

力增大。皮革表面是在半圆形的弧面上排列 2-4 个针毛孔且带有大量细绒毛孔形

成复瓦形的粒纹，人体皮肤与皮革表面相互摩擦时，皮肤上的毛孔与皮革表面上

的毛孔会产生吸附，同时皮革表面的粒纹也会产生滑动阻力，使得摩擦系数增大。

真丝织物以蚕丝为原料，质地紧密，表面平整柔滑且富有弹性，平纹棉布的组织

简单，结构紧密，表面平整，由于真丝织物和平纹棉布表面较毛呢及皮革表面光

滑，摩擦阻力小，所以摩擦系数较小。纤维的表面特征不同，反映的服装面料的

表面摩擦性能也不同。羊毛纤维的表面有鳞片，由于鳞片的走向不同所以在一束

羊毛纤维中从不同方向抽拔纤维时，其摩擦系数不同，即由于羊毛表面鳞片的顺、

逆摩擦差异，产生微差摩擦效应，使得织物表面发涩，摩擦阻力大[215]。而与之

相比，蚕丝纤维和棉纤维的表面组织比较简单，表面柔软、平滑、富有弹性，所

以摩擦阻力相对较小。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纤维的表面性能反映在织物的表面

摩擦性能上应为毛呢的表面摩擦系数较真丝织物和平纹棉布大，这与试验结果是

相符的。 

8.6 本章结论（Summary） 

表皮湿度显著影响皮肤的摩擦性能，随着皮肤湿度的增大，摩擦系数呈增大

趋势，在皮肤湿度达到 42 %左右时，摩擦系数增至 1.0 以上。弯月面力是潮湿表

皮具有高的摩擦系数的主要原因；皮肤的摩擦系数和法向位移随着温度的降低而

呈现先降低后不变的趋势。高温时，活体表皮分泌汗液和表皮延展性的增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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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接触面的弯月面力和表面粘着力增加，从而使得摩擦系数增大。随着表皮温度

的降低，表皮变得相对干燥，并且延展性降低，粘着摩擦阻力逐渐减小，摩擦系

数因此降低。 

男性手背皮肤的摩擦系数比女性低，人体左右手手背皮肤摩擦系数差别不

大；男、女手掌的摩擦系数相差不大，人体左右手掌的摩擦系数有所差异。不同

人手掌的摩擦系数相差很大，其范围从 0.40-0.96 不等；男、女指纹的摩擦系数

相差不大，左右手指纹的摩擦系数有所差异。不同人手指指纹的摩擦系数相差很

大，其范围从 0.50-0.98 不等；男、女指甲的摩擦系数相差不大，人体左右手指

甲的摩擦系数差异不大。不同人指甲的摩擦系数有所差异，其范围从 0.10-0.38

不等，其摩擦系数曲线呈下降趋势；在人体手部的手背、手掌、指纹及指甲这四

个部位中，摩擦系数从高到低依次为指纹、手掌、手背和指甲。 

三类护手霜中，甘油护手霜的润肤效果最明显，凡士林和普通护手霜的润肤

效果相差不大；三类护手霜的润肤保持时间不等，凡士林护手霜的保持效果最佳，

甘油护手霜和普通护手霜的保持效果相近；受试者对三类护手霜的舒适感不一

样，甘油护手霜用后感觉最好，既清爽湿润，又无油腻感，而凡士林和普通护手

霜用后感觉湿润但有油腻感。 

皮肤-纺织品的平均摩擦系数在 0.30-0.50 之间；四种纺织品的平均摩擦系数

由高到低分别为毛呢，皮革，丝绸和棉布，其中丝绸和平纹棉布的平均摩擦系数

比较接近；织物表面特征，如表面形状、纹理特点、组织结构、平整度、致密度

和弹性等，以及纤维本身的表面特征，是织物表面摩擦性能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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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结论 

9 Conclusions 
本文以大鼠表皮、人造皮肤和人体皮肤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大鼠表皮和护

肤霜涂覆表皮的纳米力学、摩擦和摩擦电性能，研究了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性能，

研究了宏观尺度下大鼠表皮和护肤霜涂覆表皮的摩擦性能，人手皮肤和护手霜涂

覆人手皮肤的摩擦性能、人体皮肤和纺织品之间的摩擦性能，主要结论如下： 

(1) 大鼠表皮的纳米力学性能试验研究显示，金刚石探针在表皮表面产生划痕的

最小载荷为 3 µN。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划痕深度随着载荷的增加而增大。

当载荷小于 15 µN 时，涂覆表皮具有较好的抗擦伤性。涂覆表皮的硬度和弹

性模量比表皮的低，说明护肤霜可以有效的软化表皮，增加表皮的弹性。应

力-应变曲线的形状特征与真皮中胶原纤维的形变有关。涂覆表皮的弹性模量

低于表皮，表明护肤品能够提高表皮的弹性；涂覆表皮的极限应变大于表皮，

表明护肤品能够提高表皮的拉伸性能。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粗糙度随着应

变的增大而增大，表皮粗糙度的增大程度比涂覆表皮大。对于表皮，当应变

达到 10 %时，表皮出现细小的碎片，并且碎片的数量随着应变的增加而增多。

而对于涂覆表皮，当应变达到 20 %时，表皮才出现细小的碎片，并且数量很

少，这说明护肤霜湿润软化了表皮，有效的提高了表皮角质层的弹性和延展

性，降低了表皮角质层碎片的产生。 

(2)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学性能试验研究显示，护肤霜能够有效的平滑表皮并且

提高表皮的亲水性。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膜厚的增大而增大。对于

表皮和涂覆表皮，当滑动速度小于 1000  m/s 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速

度的增大而减小；当滑动速度大于 1000  m/s 时，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速

度的增大而分别增大和减小。表皮和涂覆表皮的临界载荷分别为 250 nN 和

500 nN，表明与表皮相比，护肤霜薄膜具有较大的载荷承载能力从而在表皮

形成有效的保护膜。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湿度的增大而增大，湿度

对涂覆表皮的效果比表皮明显。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温度的增大而

减小。表皮的磨损研究显示：对于表皮，在最初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

数和粘着力基本保持不变，随后随着扫描周期的增加而分别减小和增大；对

于护肤霜涂覆的皮肤，在最初的几个扫描周期内，摩擦系数和粘着力随着扫

描周期的增大快速减小，随后趋于稳定，直到扫描周期增大到 1800 后，摩擦

系数和粘着力再次减小。 

(3) 大鼠表皮的纳米摩擦电特性试验研究显示，湿度对表皮静电荷的聚集有着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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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影响。五种涂覆表皮和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随着湿度的增加而减低，随

着湿度的减小而增大。护肤霜可以有效的消除表皮的静电荷。表皮上的静电

荷通过与周围空气的接触而衰减。表皮在摩擦过程中容易产生静电，而护肤

品能够很好的抑制摩擦电荷的产生。由于宏观尺度摩擦方法的速度、载荷和

接触面积大于纳米尺度摩擦方法，因此采用宏观尺度方法摩擦表皮，绝对电

势的变化大于纳米尺度摩擦方法。表皮和涂覆表皮的表面绝对电势的变化量

随着速度、载荷和摩擦时间的增大而增大。 

(4) 护肤霜对大鼠表皮纳米摩擦学性能的影响研究显示，在五种护肤霜中，纯羊

毛脂和纯凡士林具有较好的持久性，质地粘着油腻；无油护肤霜和普通护肤

霜的持久性相对较低，质地润滑，水合甘油的持久性最差，质地润滑；高动

态粘度的护肤霜的持久性较好，同时会使表皮产生高的摩擦系数。护肤霜薄

膜不均匀的覆盖在表皮上，粘着力大的区域其膜厚也较厚。涂覆表皮的膜厚，

粘着力较表皮大，杨氏模量较表皮小，表明护肤霜能有效的润湿软化表皮。

所有涂覆表皮和表皮表面的膜厚和粘着力都随着湿度的降低而减小，湿度的

升高而增大；杨氏模量随着湿度的降低而升高，湿度的增大而减小。由不同

护肤霜所含的成分不同，使得五种涂覆表皮的薄膜、粘着力和杨氏模量随温

度变化的变化幅度有明显不同。 

(5) 人造皮肤的纳米摩擦和力学性能研究显示，两种人造皮肤的表面薄膜和粘着

力与大鼠表皮的形似。涂覆护肤霜后，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膜厚和粘

着力的变化趋势相似，都呈现增大的趋势。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

形貌有一定的差异。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数值相似。当涂

覆护肤霜后，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粗糙度都呈现降低的趋势，表

明护肤品能有效的平滑表皮。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接触角相似。

当涂覆护肤霜后，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接触角都呈现降低的趋势，表

明护肤品能有效的增加表皮的亲水性。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表面摩擦

系数数值相似。当涂覆护肤霜后，人造皮肤-1和大鼠表皮的摩擦力呈现增大

的趋势，同时两种人造皮肤和大鼠表皮的摩擦系数也都呈现增大的趋势。人

造皮肤-1的硬度明显高于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硬度，表明其质地较硬，

而人造皮肤-2和大鼠表皮的硬度形似。人造皮肤-2的弹性模量低于人造皮肤-1

和大鼠表皮的弹性模量。当涂覆护肤霜后，人造皮肤-1的硬度和弹性模量有

轻微的下降。 

(6) 大鼠表皮的宏观摩擦学性能研究显示，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学性能对尺度

有依赖性。由于宏观尺度下，探针的尺寸和测试载荷较纳米尺度下的大，因

此宏观尺度下测得皮肤摩擦系数大于纳米尺度下测得的。不同研究尺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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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肤霜膜厚、速度和载荷对表皮和涂覆表皮的影响有一定差异，表皮和涂覆

表皮的磨损性能有一定的差异。宏观尺度下，当护肤霜的膜厚小于1.8  m时，

皮肤的摩擦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当护肤霜的膜厚大于1.8  m时，摩擦系数随

着膜厚的增加而减小。速度对表皮的摩擦系数没有影响；涂覆表皮的摩擦系

数随着速度的增大而减小。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系数随着载荷的增大而减

小。宏观尺度下，表皮的磨损研究显示：对于表皮，随着滑动周期的增加，

摩擦系数基本保持不变；对于涂覆表皮，在最初的几个滑动周期内，摩擦系

数随着滑动周期的增加而显著增加，之后摩擦系数小幅减小，然后基本保持

不变，这和护肤霜在表皮的吸收和保持两个阶段有关。 

(7) 人体皮肤的宏观摩擦性能试验研究显示，皮肤湿度和温度显著影响皮肤的摩

擦性能。随着皮肤湿度的增大，摩擦系数呈增大趋势，在皮肤湿度达到42 %

左右时，摩擦系数增至1.0以上。皮肤的摩擦系数和法向位移随着温度的降低

而呈现先降低后不变的趋势。在人体手部的四个部位中，摩擦系数从高到低

依次为指纹、手掌、手背和指甲。三类护手霜中，甘油护手霜的润肤效果最

明显，凡士林和普通护手霜的润肤效果相差不大。凡士林护手霜的保持效果

最佳，甘油护手霜和普通护手霜的保持效果相近。四种纺织品的平均摩擦系

数由高到低分别为毛呢、皮革、丝绸和棉布，其中丝绸和平纹棉布的平均摩

擦系数比较接近。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1) 发现了护肤霜在纳米尺度下具有提高表皮抗擦拭性、降低表皮硬度、增加表

皮弹性和延展性、降低表皮粗糙度和提高表皮亲水性的作用；护肤霜膜厚、

速度、载荷、相对湿度和温度对表皮的摩擦系数和粘着力有影响，建立了护

肤霜膜厚对表皮摩擦系数和粘着力影响的模型；涂覆表皮的磨损性能能够反

映出护肤霜的持久性；表皮和涂覆表皮的摩擦性能对尺度有依赖性。 

(2) 发现了表皮的纳米尺度摩擦静电现象，护肤品具有抑制摩擦电荷的作用；接

触面积、滑动速度、接触载荷和摩擦时间对表皮摩擦电势产生影响。 

(3) 发现了纳米尺度下高动态粘度的护肤霜的持久性较好，同时会使表皮表面产

生高的摩擦系数；相对湿度对五种涂覆表皮的膜厚、粘着力、杨氏模量和表

面电势有影响。 

(4) 发现了纳米尺度下人造皮肤具有和大鼠皮肤相似的表面性能和摩擦性能，是

大鼠皮肤的适当替代物；当涂覆护肤品后，人造皮肤显示出和大鼠皮肤相似

的表面、摩擦和力学性能变化，在护肤品研究中适合作为大鼠皮肤的替代物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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