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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系统地阐明了化学在能源、环境、材料、军事和人类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和重要性,并增加了一些化学在

相关领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应用,以突显化学在现代社会进步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全书共6章:第1章主

要介绍了化学发展简史和化学的社会地位;第2章主要从能源的含义、以碳为主的能源、化学电源、核能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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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着重介绍化学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普及应用化学知识,树立美好

生活源自化学的理念。在编写过程中,从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不同化学领域切入,减少化学

知识的枯燥讲解,浅显易懂地勾勒出应用化学在各领域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增加了一些在相关

领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应用,适于用作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用化学相关专业学生的学习用书,
也可满足相关行业从业人员学习了解应用化学知识的需求。

本书共分六章,从不同层面反映化学在能源、环境、材料、军事和人类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和

重要性。另外,本书的每章篇末还设有相关热点事件的案例,以突显化学在社会进步中发挥的

作用,相信读者也能从中重新审视化学的地位,发现学习应用化学的乐趣。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的有关教师参与了该教材的编写工作,各章的编写人员如下:吴范宏、徐虎、蒋继波(第1章),徐
虎、蒋继波(第2章),周祖新(第3章、第5章),卢得力(第4章),于燕燕、吴范宏(第6章)。

尽管大家在本书编写过程中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囿于作者的能力和学识,书中难免有疏

漏,恳请广大读者对教材中出现的疏漏或不足给予批评指正,并不吝赐教。

编 者

2016年5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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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绪论

化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是一门研究物质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其变化规律的学科,凡涉及物

质均与化学相关。在人类社会长期发展过程中,化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不同领域均有其

深刻的影响。例如,在农业领域,除草剂、杀虫剂、化肥的使用直接引发了二十世纪的农业革命,
使得地球生养数十亿的人口成为可能;高分子材料、纤维及半导体的应用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便

捷、丰富多彩;各种人工合成药物使人们远离疾病,从而健康得到保障。某公司的“美好生活源

于化学”营销词很好地诠释了化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但人们在享受化学科学与技术所带

来的各种便利的同时也遇到了种种困难,如全球性能源短缺、环境恶化及生态破坏等。那么人

们要如何认识“化学”这把双刃剑? 化学在社会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看来我们只有从化

学的研究内容与发展轨迹中寻找答案了。

1.1 化学发展简史

1.1.1 远古制陶工艺时期

据考古学家考证,在北京周口店遗址发现经火烧过的动物骨骼化石,从而证实在距今50万

年以前人类便开始使用火了。有了火,古猿人能在寒冬中取暖,在黑暗中得到光明,从此结束了

 图1 1 唐三彩驼和外域商贩

(图片源自百度百科)

茹毛饮血的生活,生存能力也得到极大提高。古人长期使用篝

火,发现泥土在火的作用下变得坚硬牢固,便有意识地将黏土捣

碎用水调和,揉捏到绵软程度,再塑造成各种形状,放在阳光下

晒干后,再架在篝火上烧制成盛物器具,这就是陶瓷的雏形。陶

器到底何时诞生已难考证,我们所关心的是其中的相关化学问

题。其实,制陶过程就是通过煅烧改变黏土性质,使黏土中的二

氧化硅(SiO2)、三氧化二铝(Al2O3)、碳酸钙(CaCO3)和氧化镁

(MgO)等化学物质在烧制过程中发生一系列的化学变化,形成

微观网状结构,因此陶器具有防水、耐磨的性质。后来人们又发

现将特定物质敷于陶胚表面,烧制后陶器会呈现出鲜艳的色泽,
这就是彩陶。早期颜料从自然界中获取,如彩陶上的黑色来自

碳(C),红色来自朱砂(HgS)或赤铁矿(Fe2O3)。我国唐代的三

彩釉陶器,亦称唐三彩,因其造型丰富多彩、色泽艳丽而闻名于

世(图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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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炼丹术和冶金化学时期

东、西方炼丹术均源于人类对生命和财富的追求,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帝王有两种奢求:一是

拥有更多财富,二是长生不老。例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便迫不及待地寻求长生不老药,不但

让徐福等人出海寻找,还召集一大批方士(炼丹家)日夜不息炼制丹砂———所谓的“长生不老

药”。再如,炼金家想点石成金,即用人工方法(化学反应)把铜、铅、锡、铁等金属转变为金、银等

贵金属。希腊炼金家就把铅、铜、铁、锡熔化成合金,再将其放入多硫化钙溶液中浸泡,在合金表

面便形成一层硫化锡,它色泽酷似黄金,现在我们称这种金黄色的硫化锡为金粉,可用于建筑物

的涂料。这些虔诚的古代炼丹家和炼金家最终虽没达到目的,但他们长年累月置身于毒气、粉
尘笼罩的简陋“化学实验室”中,这难得的坚持也为他们赢得了钻研化学科学奥秘的“化学家”的
称号,他们为化学学科的建立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同时也收获了很多失败的教训,甚至总结

出一些化学反应的规律。例如东晋葛洪所著《抱朴子》一书中记载:“丹砂(硫化汞)烧之成水银,
积变(把硫和水银两种物质放在一起)又成丹砂”,发现了反应的可逆性。另外,这些“化学家”有
目的地将各种物品搭配进行试验,制成了升华器、研钵、蒸馏器、熔化炉、加热锅、烧杯及过滤装

置等,也建立了早期实验方法,如研磨、混合、溶解、结晶、灼烧、熔融、密封等。他们在钻研的过

程中还创造了许多技术名词,编写出了不少著作,正是这些理论、实验方法、仪器,以及炼丹、炼
金著作奠定了化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石。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首次出现了“化学”这个词。其

实英文单词中的化学(Chemistry)就源自炼金术(Alchemy)。
最早的冶炼要追溯到公元前3800年左右,那时的伊朗就开始将铜矿石(孔雀石)和木炭混

合在一起加热,得到金属铜,这个过程木炭(C元素)充当了还原剂,将铜矿石中的铜离子还原为

单质铜。后为改善纯铜质地较软的特性就向铜中掺入锡元素形成合金,用这种材料制成的物品

称为青铜器,适合制造生产工具、器皿或兵器。到了公元前3000至公元前2500年,又出现锡

(Sn)和铅(Pb)的冶炼技术。古代的中国在铸造青铜器上有过巨大成就,如殷朝前期的“司母

戊”鼎及战国时期的编钟。因此,青铜器的出现,推动了当时农业、兵器、金融、艺术等方面的发

展,把社会文明向前推进了一步。
火药的发明与中国西汉时期的炼丹术有关。黑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但为什么要

把它称为“黑火药”呢? 这与其选用的原料有关。火药的三种原料是硫黄、硝石和木炭。木炭是

黑的,因此制成的火药呈现出黑色,故名“黑火药”。炼丹方法是将硫黄与硝石放在炼丹炉中用

火炼制,而在许多次炼丹过程中出现了着明火和爆炸现象,经过反复尝试终于找到由最佳配比

成分(简称“一硫二硝三木炭”)制成黑火药,其反应方程式如下:

S+2KNO3+3C →K2S+ N2↑+3CO2↑

1.1.3 近代化学理论时期———探索物质结构

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那什么是物质呢? 这一问题曾经困扰了许多思想家,西方思想家也

曾提出许多假想,如古希腊的泰立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母;黑拉克里特斯认为万物由火生成;亚里

士多德在《发生和消灭》一书中认为热、冷、干、湿是自然界最原始的性质,把它们成对组合起来,
便形成四种“元素”,即火、气、水、土,这些元素再形成各种物质。我国最早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

·2·

应用化学



是商朝末年的西伯昌,他认为:“易有太极,易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即用阴阳八卦

来解释物质的组成。以上观点均源自经验、直觉,根本无法触及物质结构的本质。
在化学历史发展进程中,英国的波义耳第一次给元素指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元素是构

成物质的基本,它可以与其他元素相结合,形成化合物。但是,如果把元素从化合物中分离出

来,它便不能再被分解为任何比它更简单的东西了。”波义耳还对燃烧现象的本质进行了研究,
认为火是由一种实实在在的、具有质量的火微粒所组成的。1703年,德国哈雷大学的施塔尔提

出了一个完整的、系统的化学燃烧学说,认为物质燃烧是因其含有“燃素”,不含燃素的物质就不

能燃烧。燃烧时燃素从物体中移走,此后物体就不可再燃烧。按照他的理论,一切化学变化,乃
至物质的化学性质、颜色、气味的改变都可归因于物体释放或吸收燃素的过程。至18世纪中

期,燃素学说基本统治了整个化学领域。彻底颠覆燃素学说的当属法国化学大师拉瓦锡。他特

别注重“量”的概念,他在密封的曲颈瓶中焙烧锡和铅,通过天平对金属燃烧前后的质量进行对

比,发现燃烧后物体的质量增加了。他还称量了密封后的曲颈瓶在加热前后的质量,发现质量

无变化。最后,他又打开瓶子,发现有一股空气冲进瓶中,曲颈瓶增加的质量恰巧等于金属变为

煅灰所增加的质量,表明煅灰是金属与空气结合的产物。拉瓦锡又制取了所谓的“纯粹空

气”———氧气,并认识到这种气体不仅助燃还有助于呼吸。拉瓦锡的燃烧理论走向完善的最后

一步是他通过实验辨明了水的组成,结束了长久以来普遍认为水是元素的错误认识。至此,统
治近百年的燃素学说被彻底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新元素氧为核心的生机勃勃的燃烧学说。

1803年,英国化学家道尔顿创立原子学说。原子学说的主要内容有三点:①一切元素都是由不

能再分割和不能毁灭的微粒所组成的,这种微粒称为原子;②同一种元素的原子的性质和质量

都相同,不同元素的原子的性质和质量不同;③一定数目的两种不同元素化合以后,便形成化合

物。后来又发现了三个关于化合量的定律,即普罗斯特定比定律、道尔顿倍比定律和盖·吕萨

克气体反应体积定律。在此基础上还发展了阿伏伽德罗分子学说,即许多物质往往不是以原子

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分子的形式存在,例如氧气是由两个氧原子组成的氧分子,而化合物实际上

都是分子。至此,化学由宏观认识正式进入到微观认识的层次,从而使化学研究建立在原子和

分子水平的基础上。

1.1.4 现代化学的兴起

19世纪末,物理学上的三大发现,即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猛烈地冲击了道尔顿关于原子

不可分割的观念,从而打开了原子内部结构的大门,揭露了微观物质世界中更深层次的奥秘。
热力学等物理学理论引入化学以后,利用化学平衡和反应速率的概念,可以判断化学反应中物

质转化的方向和条件,从而初步建立了物理化学,将化学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水平。在量子力

学建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化学键(分子中原子之间的结合力)理论,使人类进一步了解分子结

构与性能的关系,促进了化学与材料科学的联系,为发展材料科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化学与社

会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化学家们运用化学的观点来观察和思考社会问题,用化学的知识来分析

和解决社会问题。例如,1952年12月的一次光化学烟雾事件致使洛杉矶市65岁以上的老人

死亡400多人。究其原因就是空气中的大量碳氢化合物、一氧化氮、乙醛和其他氧化剂在阳光

作用下发生一系列化学反应而产生具有毒性的化学物质。现在我国多地频现雾霾天气,对人类

健康构成重大危害,政府已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机动车限行、高污企业限产、工地停止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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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作业等。以史为鉴,通晓类似光化学烟雾事件中的元凶———“各种化学物质及其反应性能”将
能更好地帮助我们解决上述社会问题。总之,人类社会的发展与化学知识的发展密切相关。

1.2 化学的社会地位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化学的作用不可低估。有了化学,人类的生活不仅更加便捷,而且

也更加丰富多彩,另外人类生活的品质有了极大的提高。总而言之,化学在人类社会中的功能

愈加重要。

1.2.1 化学与人类生活中的衣、食、住、行

人类对物质的认识由宏观进入到微观世界,有力促进了化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大发展,同时

各种门类、不同功能的化学产品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方方面面的生活质量。当今社会,人类

对着装的要求不再是蔽体那么简单,现在人们更讲究穿着的美观与舒适度,每年全球各种类别

的时装秀都是引领着装风格的风向标。尤其是人工合成纤维及化学染料制品的出现丰富了人

们的衣橱。我国是尼龙生产大国,尼龙66是地地道道的化学制品,它是由己二胺与己二酸聚合

而成的,其反应方程式如下:

nHO2C(CH2)4CO2H+nH2N(CH2)6NH2 C(CH2)4CNH(CH2)6NH

O O

]] n

某公司研制的一种衣物面料———莱卡是一种弹性纤维,属氨纶,极富弹性,可掺入到任何其

他面料中使用,含莱卡的衣物一般舒适性较高。衣物着色用的颜料属精细化工产品,一般是通

过化学合成方法制备。当然,一些前沿学科的技术的应用,如采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使得

具有驱虫、防臭、免洗功能的衣物不再是一种幻想。
世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要想解决温饱问题就必须解决粮食问题。化肥、农药的大规模应

用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还减少了虫害,为粮食的增收提供了保障。而化肥、农药的生产离不开

化学。当前,环境问题、食品安全日趋严峻,开发绿色、高效的农药是必然选择,但新型农药的开

发也离不开化学。另一方面,各种食品添加剂,如防腐剂、调味剂、香料、色素等,可使食物色更

佳、味更美、更易储藏。现代建筑使用的钢材、水泥、油漆涂料、塑料、玻璃等都是化工产品,没有

化学知识就生产不了这些产品,房屋就无法顺利建成,人类的居住问题就很难妥善解决。利用

化学蒸馏、精馏工艺可以将原油提炼成各种燃油,解决了汽车、轮船、飞机运行的燃料问题,从而

解决了人类出行的问题。现在,化学已经帮助我们解决了大量的衣、食、住、行的问题,而且随着

化学的不断发展,相信我们明天的生活也将会更好。

1.2.2 化学与能源

能源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能源的需求会进一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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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而当今作为主要能量供给形式的石化能源日趋枯竭,开发更多绿色新能源是大势所趋。化

学作为“掌控”物质变化的学科,既是创造物质的能手,也是开发新能源的专家,化学在高效利用

传统能源、开发新能源方面将大展身手,相信太阳能、氢能、风能、地热能及潮汐能等新兴能源形

式的开发与利用必然将改变人类对石化能源的严重依赖,从而缓解能源短缺并减少环境污染。

1.2.3 化学与生态

传统化学工业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对人类生存环境(包括大气、水资源及土

壤等)也带来了污染,直到20世纪后期人们才深刻认识到优化环境、善待自然的重要性。人们

通过化学认知了复杂而又相互作用的大自然,在各个层面上研究物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化学

是人类社会与环境的纽带,同样也是解决其矛盾的利器。环境化学、绿色化学的发展将能够保

证社会可持续发展。

1.2.4 化学与材料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见证了材料的发展史,从石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钢时代到硅时代、高分子材料时代,再到现在的纳米材料时代。各行各

业对不同材料都有着强烈需求。化学是材料科学发展的基石,人类已经利用一百多种元素创造

了成千上万的新物质、新材料,而且这种趋势还将延续下去,随着新式合成方法、化学工艺的不

断涌现,更多具有新型功能的材料也将不断出现,人类生活质量将会得到更大提高。

1.2.5 化学与军事

军事行动虽与地区冲突、局部战争密不可分,但军事力量的强弱也关乎国家主权、利益的稳

固,因此军事力量的发展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化学在军事中的应用也随处可

见,小到一颗子弹,大到化学武器、核武器。冷战虽然已经过去,但各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却始终

没有停歇过,军备发展所利用的先进技术也均涉及化学知识。

1.2.6 化学与健康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工作和生活压力使得人们的健康问题也随之而来。因此,现在人们

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健康。人体中能够找到几乎所有的元素,但并非所有元素都是人体所必需

的,有些是致病的,如重金属汞、镉等,故了解不同化学元素在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作用、反应等是

走向健康生活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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