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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反思报告 
1. 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通过研究火药的历史及知识： 

● 让青少年了解火药的发展史，提高创造发明的兴趣 
● 让青少年了解火药的相关知识，增强对火药的防范意识 

 
 



 

 
1.2. 内容简介 
对火药的发明史，作用，流言与事实及利与弊的研究和解读。从而增强青少

年对火药的危险意识，对身为中国史上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有更深刻的了

解。 
 
1.3. 文献研究 

● 1974年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之前的第14版“火药”条仍坚持英国

人罗杰·培根或德国人贝托德·施瓦兹发明火药的错误说法。” 
● 《中国火药史》该书论证了：原始火药是唐代炼丹家在“伏火”中无意间

发现的；13世纪，随着蒙古大军的远征，火药、火器技术西传至亚、

欧一些国家 
● “火药发明于中国这一事实，曾在世界范围内遭到质疑。潘吉星先生则

是平息这场纷争的重要功臣之一。”军事战略专家彭光谦少将评价说。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资料收集 

 
研究框架 

● 火药发明历史 
● 火药的流言与事实 
● 火药利与弊比较 
● 火药配方 
● 火药种类 
● 火药归属权 

 
 
我们查看了因火药发生的所有事故以及如何防止这些事故，我们从这些事故

中提取了一些提示及如何防止它们，以便将这些事故放入我们的网站。 



 

 
2. 内容 
2.1. 火药的发明史(简单说明） 
发明火药首先有记载的是黑火药，在唐代（9世纪末)时候正式出现。 火药是

由古代炼丹家发明的。从战国至汉初，帝王贵族们有长生不老的幻想，使一

些道士炼"仙丹"，在炼制过程中意外地发明了火药的配方。而西方国家则认

为是英国发明了火药，用在武器上。在研究中我们认为中国发明了火药，但

英国人将火药发明光大了。黑火药是开路的先锋、先驱，黄色炸药只是沿着

黑火药提供的思路，一路寻找并优化黑火药的物理性能、化学性能、工业化

加工制取性是黑火药发展的产物。 
 
2.2. 火药的流言与事实 
 

流言 事实 

现代武器中用的火药是中
国发明的 

现在武器中用的火药是英国发明的白火药，不
是中国发明的黑火药 

火药只是用来做烟花和鞭
炮 

火药其实也用于现代的武器中，例如枪炮和炸
弹 

火药经过研究发明的 火药是中国古代时道士炼制“长生不老”药意外
中发现的 

火药的物质是纯洁物 火药是混合物，由磺酸及其它成分组成 

火药是来做炸药 火药是武器发射弹丸的能源，按用途可分为点
火药、发射药、固体推进剂 

从发明火药到现在都是一
样的 

以前的火药是起源唐朝炼丹家虽然掌握了一定
的化学方法，但是他们的方向是求长生不老之
药，因此火药的发明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2.3. 火药的利与弊 
 
 



 

 利 弊 

1. 在战争上，可以助我们一
臂之力，赢胜仗。 

2. 在工程上，可以用来移山
，开辟道路，修桥修 路、
矿山建设 
 

3. 在娱乐时，可以用来做鞭
炮，节日时营造节日气氛 

4. 在军事历史上引发了一场

影响深远的军事技术革命 
  
  
 

1. 恐怖分子使用它， 会造成破坏，
有杀伤力。 

2. 烟花爆竹使用不当，也会伤害无
辜。专家发现烟花爆竹中的火药甚
至遇到雨水都会起剧烈反应，因为

火药含镁铝遇水甚至爆炸。 
3. 因放炮不慎而造成爆震性耳聋。卢

海“礼花弹爆炸的力量比较大，其
威力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型的手榴
弹” 

 

 
我们认为利大于弊，主要是： 
1.火药影响了军事革命的发展 
2.火药带来了航海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世界文化的交流 
3.火药的发明带来了政治目标的实现，国家实现了保卫和其它战术的目的 
-- 虽然火药有它的坏处, 但只要火药能被严谨地管理好，我们认为火药带来

的灾害会减少。 
 
2.4 火药的配方 
《武经总要》火药方之一 
1044年《武经总要》中作者曾公亮、丁度和杨惟德已经记载三种复杂的火药

配方，和利用火药制造霹雳火球、铁嘴火鹞等炸弹。 
此火药方含硝石，硫黄，含碳物的比例为50%：25%：25%”。 
《武经总要》火药方之二 
其中硝石，硫黄，含碳物的比例为50.6%：26.6%：22.8%”。 
《武经总要》火药方之三 
其中硝石，硫黄，含碳物的比例为49.06%：24.8%：26.6%”。 
武经总要中还记述，使用火药为兵器，以火箭和投石机搭载的炸弹形式出

现。 
 



 

2.5 火药的种类 
黑火药 

● 直到17世纪中叶都是唯一的化学爆炸物 
● 由硫磺、木炭和硝石混合而成 
● 发明于7世纪的中国，是中国术士为炼制长生不老药而得到的副产品 
● 生产以作为导爆的火工品用和仿古滑膛枪的发射药使用 
● 只要丝毫的引燃均会爆炸 

白火药 

● 取代黑火药的无烟发射药 
● 1884年被发明 
● 发射药无爆炸性 
● 发射药多用于推动枪炮弹头或是火箭飞行 
● 使用无烟火药可增加弹丸的射程，提高弹道平直性和射击精准性 

 
黄火药 

● 诺贝尔研制的矽藻土炸药 
● 主要成分是硝化甘油，木屑，硝石和碳酸钙 
● 威力大，是制造军火的主要物质，性能相对稳定安全 

2.6 火药的归属权 
丁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火药原始配方及其燃烧性能初见于公元八世纪左右中

国炼丹家的著作；到了公元十世纪，火药在中国开始应用于军事；北宋初官

修所著的《武经总要》，记载有火炮、蒺藜火球和毒药烟球的火药配方，这

是世界上最早冠以火药名称并直接应用于三种实战武器的火药；火药是由中

国经阿拉伯国家传入欧洲的。毫无疑问，生活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学者罗吉·培
根，其火药知识来源于中国。而英国人罗吉·培根(Roger Bacon)十三世纪才

发明了火药，所以我们认为火药是中国先发明的，但是欧洲国家把火药发扬

光大。 
 
3.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编辑成网站 
我们的专题作业的网站 
我们小组制作了这个网页，向公众及青少年宣传有关火药的基本知识，例如

它的优点和缺点，发明及制作以及火药使用不当的危害。我们希望发布网页

，让更多的人可以浏览学习，提供所需的尽可能多的信息。 
3.2. 最终材料 - 试点测验

 
4. 反思 
4.1. 反思报告 
黄祺洋 2A2(30)  

http://181724a.wixsite.com/webpagecarriedbyme


 

之前，我和组员没有那么合作，因为我们有不同想法。我们也不知道如何让

我们的专题作业发展下去。渐渐的，我发现专题作业可以在各个方面帮助我

们，我跟组员也开始有了更强的团体精神，并好好合作，想办法做好这个专

题作业。虽然这个专题作业花了不少时间，但是值得的。我从这个专题作业

中学到了很多在可是所学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如何找靠谱的资料，遇到更

深的华文程度，遇到种种困难时如何以平常心态来处理它，等等。总的来说

，我认为这个专题作业以后会带给我们很多帮助！ 

 
林新尧 2A2(15) 
 我认为火药的专题作业让我更认识火药，也知道怎么做文献研究。我也学到

怎么把火药的内容放到网站上,因为我是负责找资料和做网站的。我们碰上了

时间冲突的问题，让我们很少时候能够有一段时间可以讨论专题作业，所以

有些找到的资料被重复，我们也无法做出很好的网站，因为既然是资料库，

我们就应该把资料整理好放进去，而不是把重点的内容放进过去而已。于是

，我们就填加了一些有关火药的图片，也在比较枯燥的知识点上加上总结，

然后让读者至少能够知道一些火药的知识。我们也通过社交媒体来跟对方沟

通，然后分工合作。我认为我们可以在使用度和做资料的方面有所改进，比

如把一些有趣的知识跟读者分享，也可以做跟火药传播世界的应用程序。 
 
朱立 2A2(34)  
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获益不浅。收集有关火药资料，让我进一步地对火药的

发展史有了更深的了解，我还学会了如何确保资料的正确性，例如：查阅不

同的网站验证信息的确实性；如何在众多的资料中选取有效的资料为我所

用。在专题作业中我更学会了和组员们分工合作、团结合作的精神，从开始

的各抒己见和水火不容，到后来统一思想，为着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克服

困难，让我感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意义。所以，当我们面对专题作业上的

重重困难，我们也没有放弃。第一轮评测时，评审对我们专题作业的目的和

价值感到不匹配第6项专题作业，我们没有因此放弃，而是对我们的作业做

了更改及改进。经一事，长一智，我认为这次的专题作业对我们的帮助很

大。 
 
 



 

余曜丞 2A2(31) 
今年的专题作业，我觉得比我前年做的专题作业更难，因为我的华文水平不

到家。今年做的专题作业题目，火药，也比较难找到资料，所以我们也用报

纸有关于火药的意外做资料，从这些资料我才发现火药有很多深度。从这个

专题作业，我学了我们在找资料时，也要做决定，因为幻灯片没有那么多位

子放资料，也可能不够时间解释这些资料，因为第一学段。除了好好选择有

用处的资料，也要先确保这些资料不是假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很忙，

很少有时间和导师见面，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会常常发送电子邮电给导

师，她就能检查我们专题作业的进展，能给我们反馈，升级我们的幻灯片，

网站，和书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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