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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藥火箭與噴氣火箭 
 

  劉宗平  沈志昌（本會會員） 

 

 

摘要：2022 年 2 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舉世矚目。據新聞報導，海馬斯火箭發揮了

威力，減緩了俄羅斯入侵的進程。火箭這個詞彙，早就出現在中國的古籍之中。綜觀

古代火藥火箭和現代噴氣火箭，它們在結構和功能上有何異同，值得考察和探討。 

 

關鍵詞：火箭、康格里夫火箭、戈達德火箭、V-2火箭、探空火箭。 

 

 

一、前言 

2022 年 2 月 24 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是自 2014 年起第二次大規模的俄烏戰

爭。在日常的時事新聞中，不時會提到海馬斯火箭1的威力。其實，早在 2007 年 7

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就將海馬斯部署到伊拉克安巴爾省，這是海馬斯首次的海外作

戰。2022年 6月 26日，俄軍在烏境的指揮所和臨時集結地，均遭海馬斯摧毀。之後，

烏軍在赫爾松的反攻行動中，海馬斯陸續摧毀了俄軍彈藥庫、鐵路樞紐及渡河橋梁等

目標。 

「火箭」一詞，早就出現在許多中國的古籍之中。火箭的「發明」，雖無確切的歷

史紀錄可考，但多數的歷史學家仍會將火箭的「發展」追溯到「中國」⎯ 那是古代一

個以煙花表演而聞名的地方。不少的外國學者推測，火藥可能是中國術士煉製長生不

老藥時意外得到的副產品。待掌控了火藥的性質之後，就利用火藥製成火箭來攻城制

勝。根據古籍中的記載顯示，火藥最早出現在 10 世紀後期的五代十國，亦即介於唐末

與宋初之間。13 世紀蒙古人西征時，在戰場上廣泛使用火藥兵器來交戰，便將火藥技

術帶到了印度和阿拉伯地區，然後傳播到歐亞大陸。 

研究中國科技史聞名於世的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曾經提出的「李約瑟難題」：

「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的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貢獻，但是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

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同樣的基調，火箭雖然源於中國，但現代的火箭和火箭

技術卻看不到中國古代火箭的蹤影，這也是一個值得深思、探索的課題。 

 

二、煉丹家的火藥 

 

劉宗平，中華科技史學會常務理事，科學月刊編委，台灣資訊儲存技術協會（TISA）監事。電

郵：eecpliu@saturn.yzu.edu.tw。 

沈志昌，台灣新光三越有限公司，機電安全管理工程師。 

電郵：dreamis999dream@yahoo.com.tw。 

 
1 1990 年代末期，美國為取代以履帶為底盤而導致機動性不佳的 M270 多管火箭系統，研發出新型多管火

箭炮，取名 M142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M142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 HIMARS）。通

常，簡稱其為海馬斯、海馬斯火箭或海馬斯火箭炮（rocket arti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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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為求長生不老、飛昇成仙，多方尋找、煉製不死丹藥。早在戰國時期（約 BC 

403 − BC 221），《戰國策》中就有「不死藥」的記載。《戰國策•楚策•楚四》：「有獻

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其後，秦始皇和漢武帝皆曾廣招天下方士，煉製

丹藥。在當時的煉丹術中，有一種重要的方法，稱為「火法煉丹」。根據東晉葛洪在

《抱朴子》中的描述，火法煉丹係藉由無水加熱的過程，企圖分離出某些相對穩定的

化合物。 

煉丹家常將一些不適人體的礦石藥與特殊的輔料混合後加熱處理，使其在高溫下

成為不易揮發的另種物質，期能降低或去除潛伏在礦石藥中的火毒，以達到利於服用

的目的，此稱「伏火」。在《抱朴子》的丹方中，已知將硫磺、硝石和木炭等物混合，

煉丹。唐初，藥王孫思邈在《丹經內伏硫磺法》2中提到，將硝石、硫磺和炭化皂角子

混合點燃後，會發生猛烈燃燒的現象。唐憲宗元和三年（808），清虛子在《太上聖祖

金丹秘訣》中描述「伏火礬法」，明確記載硫二兩、硝二兩、馬兜鈴（草藥，燒燋即

炭，替換碳化的皂角子）三錢半的方子。此二方均含碳素，伏硫磺要加硝石，而伏硝

石則要加硫磺。 

然而，伏火法仍具相當程度的危險性，需要事先思考提防之策。唐末，鄭思遠3撰

寫《真元妙道要略》提醒煉丹者：「有以硫黃、雄黃合硝石並蜜燒之，焰起，燒手、

面，及燼屋舍者。」這些説明，唐代的煉丹家已然瞭解硫、硝、炭三物混合，可成極

易燃燒的藥，稱其為「著火的藥」，此即煉丹家無意間所得到原始火藥之配方。 

 

三、中國火藥火箭 

除了煙花和爆竹的實際應用之外，火藥的重大表現即在兵用火器方面。到了晚

唐、五代十國之際，火藥由煉丹家轉移到了兵家之手。《九國志•吳臣•鄭璠傳》4 記

載，唐昭宗天復四年（904），楊行密軍圍攻豫章（今江西南昌），部將鄭璠5命所部

「發機飛火，燒龍沙門，率壯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體」，這可能是有關利用火藥攻

城的最早紀錄。這裡的「發機飛火」場景，可在《武經總要•武經總要前集•制度十

二》6中找到一些端倪：「放火藥箭，則如樺皮羽，以火藥五兩貫鏃後，燔而發之。」 

《宋史•志第一百五十•兵十一》7中提到：「（宋太祖）開寶三年（970）， 兵

部令史馮繼升等進火箭法。」宋真宗咸平「三年四月（1000），神衛水軍隊長唐福獻向

朝廷獻出其製作的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將紙質火藥筒綁縛在箭桿前端，火

藥點燃後，向後噴出的氣體會將箭簇射出。為使箭簇在飛行中保持穩定，有時還會在

箭竿上配重金屬塊或碎磁片。在有文字的紀錄中，這些是世上最早出現的「火箭」。用

 
2 《丹經內伏硫磺法》中的「伏火」方子：硫黃、硝石各二兩，研末，放在沙罐中，再將沙罐放在地坑

中，四面填土，與地平。將三個皂角子，燃燒存性，用鉗子逐個放入沙罐中。等到火滅後，在罐口加木炭

三斤，煅燒。到炭消三分之一，去餘火，冷收之。 
3 鄭思遠，唐末五代人，號小祝融、火龍真人。據《雲笈七籤》、《歷世真仙體道通鑒》載，思遠善以符祝

咒水為人治病，人稱神醫。與鍾離權為道侶，著《真元妙道要略》傳世。 
4 《九國志》，共 51 卷，北宋路振編撰紀傳體史書。描寫五代十國時南方的吳、南唐、吳越、前蜀、後

蜀、東漢（即北漢）、南漢、閩、楚九國之事蹟，君王傳記為世家、臣子傳記為列傳。 
5 鄭璠，五代十國時吳國將領。唐末，璠為秦宗權手下將領，後隸屬孫儒，不久歸屬吳王楊行密。 
6 《武經總要》，宋仁宗時，天章閣待制曾公亮等奉命編篡。該書始於 1040年，成於 1044年。 
7 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年），丞相托托和阿魯圖先後主持，修撰《宋史》、《遼史》和《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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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弩發射火箭，燃燒的火藥能使箭矢增大飛行的高度和距離，這種火箭稱為火藥火

箭。 

《宋史》還提到：「（宋理宗）開慶元年（1259），…又造突火槍，以鉅竹為筒，內

安子窠，如燒放，焰絕然後子窠發出，如炮聲，遠聞百五十餘步。」突火槍擊發時的

噴出物，不含子彈或爆裂物，對人體沒有太大的殺傷力。然而兩軍作戰時，突火槍突

然產生大量迎面而來的火光、聲響和煙霧，仍有阻攔、威嚇或逼退的作用。《金史•列

傳第五十一》寫道，「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飛火槍

又稱火槍，是金代發明的一種火器，在近距離具有殺傷力。在長矛上綁縛火筒，與梨

花槍類似。元文宗至順三年（1332），突火槍中發射子窠的竹管更換成金屬管，稱其為

火銃。 

在《武經總要》中，還介紹了蒺藜火球、火球和毒煙球三種「火藥法」的複雜配

方，以及利用火藥製造霹靂火球、鐵嘴火鷂等炸彈。霹靂火球是一種爆炸性火器，採

用粗約一寸半的竹管，其外以火藥和碎瓷片、鐵片等物包裹起來，製成球形。球的兩

端各留一寸長的管子，一端作為手持把柄，另端裝引火藥和藥撚。施放時，爆炸聲如

霹靂，又像火球翻滾。爆炸時，射出的碎片可殺傷敵人，可算是世上最早的手雷。鐵

嘴火鷂木身鐵嘴，束稈草為尾，入火藥於尾內。作戰時，點燃火線，運用拋石機將其

拋至敵陣，可焚燒人馬糧草。足見，到了唐末宋初，火藥在戰場上已然得到了廣泛的

應用。 

在發射器方面，「多枚火箭齊發」最早載於《明太宗實錄》中的「一窠蜂」8。《武

備志》9：「木桶箭貯神機箭三十二枚，名曰一窠蜂。」在混亂的五代十國，為了取得

戰場上的先機，各國不斷地改良自家的武器，這促進了熱兵器的發展。趙匡胤統一天

下後，廣搜各地的熱兵器，成立了「火藥作坊」。宋代由於戰事不斷，對火器的需求日

益增加，宋神宗時設置了「軍器監」，直接統管全國的軍器製造。在戰事的動盪下，霹

靂炮、震天雷、火球、蒺藜火球、毒煙球、突火槍、一窠蜂、火銃等熱兵器的發展達

到了巔峰。 

 

四、康格里夫火箭 

宋時，火藥由遼傳入伊朗，稱為「中國鹽」。西元 1230 年左右（南宋理宗），阿

拉伯人從伊朗引進火硝或硝石的合成火藥，稱為「中國雪」。先用於煙火，後又用於

管狀兵器作為發射藥。13 世紀初，蒙古西征阿拉伯及歐洲時，曾經使用火球、火炮和

火藥箭交戰，遂使中國火器得以西傳。火炮傳入阿拉伯地區之後，阿拉伯人對火炮進

行了改造，稱為「回回炮」。14 世紀以後，歐洲人又從阿拉伯人處獲知火藥的知識，

學會了製造火器的方法，火藥才正式傳入歐洲。 

 
8 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 年），燕王朱棣和李景隆大戰於白溝河，當時明軍使用的火器叫一窠蜂。《明實

錄•明太宗實錄•卷六》：「時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我師進薄之，

景隆等稍動。上以數十騎馳入其陣，將士奮躍而從，敵人馬辟易敵藏火器於地，其所謂一窠蜂、揣馬舟

者，著入馬皆穿，而我軍俱無所復。」明「太宗」，明成祖的廟號。 
9 《武備志》又稱《武備全書》，明代茅元儀輯，240卷，10405 頁，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年）編成。明

代兵書中，以《武備志》篇幅最大，其圖像、輯錄遠超過宋代的《武經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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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世紀晚期，印度的邁索爾（Mysore）王子海德爾•阿里10（Hyder Ali, 1720-

1782）開發了戰事用火藥火箭。他採用金屬圓筒來容納燃燒粉末，爆炸時的強度比紙

質或竹質的圓筒更具殺傷力。阿里的兒子蒂普蘇丹（Tippu Sultan）繼續發展火藥火

箭。在 1792 年和 1799 年的塞林加帕坦（Seringapatam）戰役中，火藥火箭在對抗英國

時獲得了相當大的效果。成功使用火箭的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歐洲，刺激了英國、法

國、愛爾蘭和其他地區對火藥火箭的研究。在英格蘭，威廉•康格里夫爵士11（Sir 

William Congreve, 1772-1828）開始私下進行實驗，希望藉助「逆向工程」的方法，製

作出更好的火箭。 

塞林加帕坦戰役之後，尤其是蒂普蘇丹死後，英國人將數百枚的邁索爾火箭運回

英國皇家軍械庫作為戰利品。康格里夫從印度運回的火箭開始，進行了一連串的實驗

分析和製程改進，孰料此舉竟然引發了火箭設計的革命性發展。他試驗了許多黑火藥

的配方，制定了標準化的成分規格和施工細節，並且改進了生產的技術和製造的程

序。他創新了三項關鍵性的措施：第一、參照邁索爾火箭，繼續使用金屬來製作火箭

管。第二、大量生產的火藥粉末，先按標準的配方混合，再運用機械研磨機，製備成

顆粒大小均勻的粉末。第三、使用類似小型打樁機的裝置，將粉末裝入管中。他總是

強調，欲使火箭成為真正有效的武器，那麼它的製程就必須要嚴格地標準化。 

康格里夫火箭的性能不僅比早期的類型更好，而且其實際的表現還更具備一致

性。1804 年起，康格里夫獲准自費在伍爾維奇（Woolwich）皇家兵工廠的射擊場，進

行一連串的火箭測試，藉以微調火箭的結構、性能及其發射裝置。1805 年，康格里夫

火箭開始提供給英國的皇家陸軍和海軍，作為戰事武器系統之用。不同尺寸的火箭，

都配有適合的發射裝置，並且還可以選擇爆炸或燃燒的彈頭。英軍在與法國（1805-

1812, 1815）和美國人（1812-1814）的戰役中，不斷地使用康格里夫火箭，發揮了關

鍵性及 / 或決定性的作用。最終，康格里夫火箭的使用，傳播到英國以外的歐洲和美

洲地區。 

 

五、現代噴氣火箭 

在 19 世紀，轟炸敵軍和防禦工事，只是火藥火箭的眾多用途之一，它們尚可作為

民用。例如，娛樂或慶典中表演的煙花、燈塔和燈船上儲備的信號火箭、捕鯨過程中

的火箭魚叉、以及海上救援工作的求救火箭。到了 19 世紀後期，火藥火箭在字面上和

比喻上都達到了極限。與邁索爾火箭相比，1890 年代的火藥火箭，在金屬外殼、機械

包裝和自旋穩定性等方面均有巨大的進步。然而，它們也走進了技術上的死胡同。 

黑火藥產生的推力太小，無法傳送超過一兩英里標準尺寸的火箭。同時，較大型

的火藥火箭又帶來了重大的工程問題：如何包裝火藥，如何確保燃燒均勻，以及如何

防止火箭彈體在飛行中彎曲變形。另外，增加火箭的尺寸，也使它們更難以運送和發

射。這是一個嚴重的缺點，因為捕鯨、救援和軍用的火箭，都必須是便攜式的

 
10 海德爾•阿里，印度南部邁索爾王國蘇丹和領導人。由於戰功卓著，1761 年時成為邁索爾王國首席大

臣，掌握實權。在兩次英邁戰爭中，邁索爾與法國結盟對抗英國東印度公司。 
11 威廉•康格里夫，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畢業，主修法律。原本從事法律工作，編輯報紙。後因對機器的濃

厚興趣，於 1804年開始致力火箭研究和改造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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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able）。在當時，火箭想要越過海洋，甚至到達月球，除了少數的科幻作家外，

那是難以想像的。 

現代火箭術（rocketry）的誕生，就是設計想法上放棄以黑火藥為推進劑、放棄用

小型、便攜式火箭來載荷的必然結果。奠定現代噴氣火箭理論基礎的人有三：蘇聯火

箭專家−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12（Konstantin Tsiolkovsky, 1857-1935），美國物理

學家及液態火箭發明者−羅伯特•戈達德13（Robert Hutchings Goddard, 1882-1945）和

德國物理學家及工程師−赫爾曼•奧伯特14（Hermann Julius Oberth, 1894-1989）。他們

擁有高超的想像力和無與倫比的技術能力，被譽為第一代太空探索領域的先驅者。

（文獻 4） 

1903年，齊奧爾科夫斯基出版《利用火箭裝置探索外太空》（Exploration of Outer 

Space by Means of Rocket Devices）。他根據自行計算的結果認為，傳統的火藥火箭沒

有能力擺脫地球的引力進入環繞地球的軌道。由於高層大氣中氧氣稀缺，而且太空中

沒有氧氣，凡欲駛往軌道的火箭，均需攜帶更為有效的燃料和供應的氧氣，才能持續

地燃燒，產生足夠的推力。他建議：採用氫氣作為燃料，因它重量輕且易揮發，並用

液化氧作為氧化劑。將它們裝在火箭體內的油箱中，再泵入金屬燃燒室內點燃。如此

產生的大量氣體，從火箭尾端的噴嘴噴出，可產生箭體前進所需要的推力。他是理論

家，不是實驗者或工程師，但其他工程師若按其想法來塑造火箭時，則可建造出各種

實際飛行的火箭15。 

1914 年，戈達德回到出生地麻州的伍斯特市，在克拉克大學進行火箭發動機的理

論和實驗研究。1916 年，因火箭研究的負擔太重，遂向外尋求財務支援。不久，獲得

史密森尼學會16的持續性贊助。1919 年，史密森尼學會發表戈達德的開創性研究《到

達超高空的方法》（A Method of Reaching Extreme Altitudes），描述戈達德火箭飛行的

數學理論、火箭燃料的推進實驗，探索及越過地球大氣層的可能性。他採用帶有錐形

噴嘴的鋼製發動機，大幅提升火箭的推力和效率。一戰期間（1914−1918），戈達德開

發了許多小型軍用火箭，可從輕型手動發射器發射。經過美國陸軍測試，那些火箭的

驗證都很成功，它們遂成二戰火箭筒的先驅。1926年 3月 16日，他發射了人類歷史上

第一枚液態燃料噴氣火箭。直到 1941年，基於火箭研究，他獲得 214項專利，其中 83

項是生前獲得的。 

1915 年，奧伯特進行系列模擬失重的實驗，並設計一款遠程液態燃料火箭。該設

計雖經指揮官送達德國陸軍部，但因評為幻想而被拒絕。戰後，他以所設計的火箭為

藍本撰寫博士論文，提交海德堡大學。1922 年，論文因「脫離現實」遭到駁回。之

後，接受羅馬尼亞克盧日大學（University of Cluj）Augustin Maior 教授的建議，終在

 
12 齊奧爾科夫斯基 10歲時，因病幾乎喪失聽力，以致無法高中學業，只能在家自我學習到 16歲。後來成

為中學數學教員，直到 1920年退休。1924年，獲選為軍事航空學院的第一位教授。 
13 1908 年，戈達德畢業於伍斯特理工學院。1910-1911 年，獲得克拉克大學物理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其後

三年，任教普林斯頓。1914年，回到伍斯特市（Worcester），在克拉克大學研究火箭。 
14 1912 年，奧伯特在慕尼黑習醫，因一戰中斷了學業。1919 年，移居德國，先到慕尼黑學習物理，再到

哥廷根大學學習。1938年，在維也納工程學院從事火箭研究。1940年，入德國籍。 
15 1930 年代初，美蘇太空競賽時，蘇聯火箭設計工程領導人謝爾蓋•科羅廖夫（Sergei Korolev），結識了

火箭理論學家齊奧爾科夫斯基，開始進行大型火箭的研製工作（文獻 1）。 
16 史密森尼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是美國一系列博物館和研究機構的集合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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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 年 5 月答辯成功取得博士學位。6 月，他將論文冠以《進入星際空間的火箭》

（德語 Die Rakete zu den Planetenräumen, 英譯 The Rocket into Interplanetary Space）之

名出版。此書以數學方式解釋火箭如何達到擺脫地球的逃逸速度，獲得廣泛的認同。

1931年，他從羅馬尼亞專利局獲得液態推進劑火箭的專利。1931年 5月 7日，他的第

一枚火箭在柏林附近發射。1941 年，他到佩內明德17的德國火箭研發中心為馮•布朗18

工作，參與研製 V-2 火箭。1950 年移居義大利，為海軍研製固態推進劑防空火箭。

1955-1958 期間，任美國陸軍紅石兵工廠（馮•布朗 V-2 團隊）的顧問，進行太空研

究。1958年退休，回到西德。 

 

六、結語 

齊奧爾科夫斯基自幼就夢想著到太空旅行，後來根據自學的物理與數學方面的知

識，計算出進入地球軌道的逃逸速度。他作出了結論：黑火藥所產生的推力無法讓火

箭擺脫地球的引力，必須考慮採用以液態燃料作為推進劑的多級火箭，方能滿足逃逸

速度的要求。除了出版 500 多部關於太空旅行的著作（含科幻作品）之外，他還設計

了控制火箭方位的推進器、多級火箭啟動器、太空站和密封倉等。他的論述雖然未能

在舊俄羅斯時代實現，但其著作影響了整個歐洲和美國的航太事業。 

儘管戈達德成功開發了早期的火箭，而且他在火箭科學的研究具有革命性的影

響，但因過度保護其研究的隱私，致使公眾不明瞭他的成果。他聲稱火箭可將物體發

送到月球，常遭《紐約時報》記者公開的嘲笑。在那個年代，人們多認為太空旅行是

一件不可能的事。1936年秋，弗蘭克•馬利納（Frank Malina, 1912-1981）領導的「火

箭小組」，成功發射了大型的液態燃料噴氣火箭。1941 年仲夏，他又成功使用噴氣火

箭作為當時新款單翼機輔助起飛的助推器（文獻 1），並將其命名為 JATO（jet-

assisted take-off）火箭。1949 年，改良後的 WAC Corporal 火箭，爬升的高度可達到

393公里，這是美國第一枚垂直發射到達高空的探空火箭，可將探測氣象的儀器發送到

地球以外的大氣層中。 

直到 1922 年，奧伯特並不熟悉戈達德和齊奧爾科夫斯基的工作。由於奧伯特的著

作，使得關注太空飛行和火箭術的人越來越多。1923 年，自由科學作家馬克斯•瓦利

爾（Max Valier, 1895-1930）深受奧伯特的啟發，特別撰文解釋奧伯特書中的術語和想

法。1928-1929年間，瓦利爾與弗里茨•馮•歐佩爾（Fritz von Opel, 1899-1971）共同

主持世界上第一個大型的液態火箭計畫—Opel-RAK，開發出第一批載人的火箭汽車和

火箭飛機，為納粹的 V-2 計畫及 1950年以後的美、蘇火箭發展鋪平了道路。雖然奧伯

特晚年為馮•布朗工作，但馮•布朗卻是奧伯特的得意門生。1937 年，馮•布朗在佩

 
17 二戰期間，佩內明德（Peenemuende）研發中心是納粹德國研製 V-1和 V-2火箭的重要基地。 
18 馮•布朗（Wernher von Braun, 1912−1977），德國出身的美國火箭專家，曾是納粹德國著名 V-2火箭的總

設計師。1928 年，他對奧伯特的名著《進入星際空間的火箭》着迷。於是，在 1930 年進入柏林工業大

學，成為奧伯特的學生。隨即加入太空旅行學會（Verein für Raumschiffahrt, VfR），很快成為董事會成

員，協助奧伯特測試液態火箭。1932 年底，因經費拮據，馮•布朗小組加入德國陸軍兵器局，開發液態燃

料火箭。1942年，納粹將空軍研發成功的無人駕駛飛行器 FI-103更名為 V-1火箭。V為 Vergeltungswaffe

（復仇武器）的縮寫，意指以此武器雪恥一戰的失敗，向戰勝國報復。1937 年，馮•布朗在佩內明德大型

火箭試驗基地擔任技術部主任，領導 V-2火箭的研製。1945年，因懼怕蘇聯會在戰後虐待戰犯，與其小組

成員商議後向美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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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明德主持研發 V-2火箭。二戰後，移居美國，繼續研製 V-2火箭。1950-1956期間，

成功研製出紅石飛彈。1960 年，美國 NASA 成立，馮•布朗擔任馬歇爾太空飛行中心

主任，主導農神 5 號（Saturn V）火箭的研發。1969 年 7 月，完成了人類首次登月的

壯舉。 

綜上所述，火藥火箭和噴氣火箭都需要燃料來產生推力，使箭體前進。前者以黑

火藥為推進劑，其推力小、速度慢，無法進入太空；而後者則以液態或固態燃料為推

進劑，其推力大、速度快，可作太空旅行。此外，噴氣火箭配置了鰭翼、尾翼、導航

裝置和發動機，可調控火箭飛行途中的姿態；而火藥火箭則否。在 1920 年代後期和

1930 年代，受到齊奧爾科夫斯基、戈達德和奧伯特的啟發，逐步發展建造出龐大的多

級探空火箭。反觀古代的中國，沒有出現太空旅行和物理知識匯流而成的新思潮，致

使火藥火箭無法作突破性地改變。然而，火藥火箭長久累積所獲得的經驗和知識，仍

是噴氣火箭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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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npowder Rockets and Jet Rockets 

 

Chung Ping Liu and Chi Chang Shen (Members of CAHS) 

 

Abstract:  In February 2022, Russia invaded Ukraine, which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the HIMARS rockets exerted their power to slow the progress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The word “rocket” has long appeared in ancient Chinese books. 

Looking at the ancient gunpowder rockets and modern jet rockets, what 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between them are worth examining and discussing. 

 

Key words: rocket, Congreve rocket, Goddard rocket, V-2 rocket, sounding roc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