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绳结和捆绑13

你需要：
绳索，棍子（未提供）

实验步骤：
反手结常被用于防止绳尾散开。 
1. 做一个绳环。 
2. 用拇指把绳子的一端穿过绳环。
3. 拉紧

平结： 
平结常用来将绳索绑在物体上或者把2根绳索绑在一起。通常你需要2根绳
子来打这个结。作为练习，我们用绳索的两端来做：
1. 握住绳子的两端，将右手放在左手之上。 
2. 将右边的绳索绕一圈到左边绳索的下方。
3. 把右边的绳索搭在左边绳索的上面。
4. 将最初的右端绳索搭在另一端上面。
5. 将最初的右端绳索拉到另一端下面。
6. 两边一起拉紧。

搜索视频来学习更多的绳结和捆绑方法吧！

内含：

- 放大镜

- 杯子

- 永磁铁

- 泡沫球

- 攀岩绳

- 沙子

- 碎石

- 木棍

- 针

- 线

- 圆形珠子 

- 喇叭珠

- 黑色纸巾

- 太阳能灶硬纸板图样

- 日晷硬纸板图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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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求生

疯狂科学家实验室

警告：不适合8岁以下儿童使用。本产品含有磁性小零件。不慎

吞下的磁铁若在肠道内会导致严重的感染和死亡。如果磁铁被

不慎吞食或吸入，请立即就医。内含尖锐物。

在野外，有时我们需要临时制作一些工具应急。依靠一些简单的结绳和捆

绑的方式，绳索会很有帮助。



摩斯密码手镯12
你需要：
笔，纸，针，线，圆形（长条形）喇叭珠，剪刀（未提供）。

实验步骤：
1. 用摩斯密码把你的姓名写在一张纸上。
2. 把线穿过针孔。
3. 根据你手腕的大小量出线的长度，多留一些以便打结。剪掉多余的
线。 
4. 将你的名字翻译成摩斯密码，并按顺序把珠子串在线上。圆形的珠子
代表点，长条形珠子代表线。挑选一个长的彩色珠子作为字母和单词之
间的分隔符。
5. 你可以将摩斯密码手环当成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家人和朋友。

家长须知：

1.  使用此产品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并在使用过程中严格
遵守。请将安全须知保留，以作未来参考。
2.  即使是相同年龄段的儿童，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因此家长应
谨慎选择适合孩子进行的实验。阅读实验说明可以有效地帮助您
筛选。
3. 实验开始前，家长应当告知儿童所选实验的注意事项。
4.保持实验区域清洁，远离障碍物和存放的食物。实验区域需要光线充
足，靠近水源。用于实验的桌子要牢固。 



国际摩斯密码

1. 一个点的长度是一个单位。
2. 破折号是三个单位。
3. 同一字母各部分之间的间隔是一个单位。
4. 字母之间的间隔是三个单位。
5. 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单位。

生存是一门涵盖多种技能和知识的课程，这些技能和知识能帮助你在大

自然中存活下来存下来。在过去，人们不得不在没有便利科技的情况下

直面大自然，那些不具备这些生存技能的人根本无法生存。当今世界，

并不会有人教授像如何找到水，如何建造一个庇护所，如何生火等重要

技能，因为你基本用不到它们。然而，人们仍然可能会迷路，被困在偏

僻的地方，需要自己找到安全回家的路。那些掌握了基本生存技能的人

更有可能幸存下来，学会这些有用的技能来帮助你坚持到救援到来是很

重要的。

生存技能不仅适用于极端情况下，在平时也是非常有用的。当你去露营

或远足时，它们也很有帮助。知道没有火柴怎么生火或者没有指南针怎

么导航是很有意思的。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需要不同的技能，有些技能

则适用于所有的环境。在这个实验套装中，我们将向你展示一些基本的

生存技巧以及它们的科学原理。



过滤水1
你需要：
沙子，碎石（内含），脱脂棉花，塑料水瓶（0.5L）,剪刀，2杯水（未
提供）

实验步骤：
1. 在杯子里装满水，然后加入树叶、沙子、石头或任何你能找到的泥
土。把水搅的越脏越好！
2. 拿一个空的塑料水瓶，用剪刀把它的底部剪掉。
3. 拧紧瓶盖，把瓶子倒过来。
4. 按顺序将以下物品放入瓶子中：
a.棉线（压紧）
b.沙子
c.碎石
你造好了一个滤水器。
5. 把空杯子放在瓶子下面，拧开瓶盖。
6. 慢慢地把脏水倒进瓶子里，直接倒在过滤器上。
7. 观察瓶子里流出来的水。变干净了吗？
8. 如果你觉得流出来的水不够干净，你可以多次地重复以上步骤，直
到水清澈见底。

警告：不要喝过滤出来的水。在这个阶段，颗粒和污垢已经被过滤，
但细菌无法过滤掉。为了去除细菌，你需要把水煮沸5分钟以上（这在
自然界中是可以做到的），或者加一片氯片。

摩斯密码11
你需要：
带有摩斯密码的小册子，一支手电筒，白纸和铅笔（未提供），一个朋
友。

实验步骤：
1. 和你的朋友一起，学习摩斯密码表和传输指南（在下一页）。 

3. 用手电筒把信息发送给你的朋友，他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试着解
读它。准备好接收他的回信。

太阳在天空中运动的速度在任何地方都是固定的（事实上，是地球围绕太阳

运动的速度，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运动）。太阳每24小时完成一次“环绕”

，大约是每小时15度。太阳在天空中的路径会根据观察者在地球上的位置和

季节而变化。在赤道地区，太阳直接落在地平线上，而在遥远的北方（或南

方）接近两极时，太阳以与地平线平行的低角度运动。

摩斯密码是由直线和点组成的简单密码。它是由塞缪尔·摩斯（Samuel 

Morse）和艾尔菲德·维尔（Alfred Vail）开发的。每个字母、数字或标

点符号都是点和线的组合。4个字符串代表一个字母，5个字符串代表一个

数字。摩斯密码可以用手电筒或声音进行传输。电报机是第一种远程通讯

设备，依靠一个能打开和断开电路的开关来发送摩斯密码。

摩斯密码有简单而具体的规则。想要传出消息可一定不能出错！

2. 用摩斯密码编写一条短消息（3-5个单词之间）。
例如，“Good morning everyone(大家早上好)”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猜猜日落时间10
你需要：
你的指南针

实验步骤：
1. 用你的指南针找出北方。
2. 找出西方（把指南针想成一个钟，如果北方在12点方向，西方就在9
点方向）。
3. 寻找西边的地平线。
4. 举起你的右手，数数从地平线到太阳，距离多少根手指。每根手指 
代表大约15分钟。例如太阳有8指高，那么在日落前还有2个小时。

请注意，儿童手指的大小与成人手指的大小有显著差异，因此儿童的手
指所代表的时间（分钟）比成人少。

��

我们很幸运有干净的自来水饮用。然而，干净的水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是

一种奢侈品，他们被迫饮用被污染过的水，这可能导致疾病。每个求生者

都必须知道如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没有食物我们仍能生存一个多星期，

但没有水则只能坚持几天。过滤是净水的第一步。当水流入过滤器的不同

层时，较大的颗粒首先被过滤掉，接着较细的污垢颗粒也无法幸免。最细

小的颗粒，包括细菌，无法被过滤器过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饮用仅

过滤过的水。第二步，将水煮沸，杀死细菌，在大多数情况下，水就可以

饮用了。如果水中有任何有毒颗粒，则需要活性炭来净化它们，但不幸的

是，在自然界中很难找到活性炭。

�

15 分钟

1小
时



蒸馏水2
你需要：
水，一个大碗，一个杯子，保鲜膜（厨房里有），一块石头。
这个实验需要在阳光明媚的天气才能进行。

实验步骤：
1. 往碗里倒些水，加入树叶、石头、泥土、沙子等。把水搅得越脏越
好！
2. 把空杯子放在碗的中央。杯子不能高出碗面，并且要足够重，才不
会浮在水面上。
3. 用保鲜膜封住碗，然后在碗的正上方放一块石头，这样就会形成一
个小的凹陷。
4. 将碗放在阳光下2小时以上。
5. 观察杯子。你看到了什么？

* 警告：切勿饮用蒸馏水，因为蒸馏水仍可能含有细菌。

最早的日晷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埃及。日晷依赖于地球绕轴自转。当地球自

转时，我们感觉太阳在天空中运动，但实际上是地球在运动。木棍的阴影也

随着移动，并指向白天的正确时间。        

用日晷作为指南针

我们以前学过，日晷是利用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来指示时间的。太阳每24

小时周期循环运动，因此太阳在每天同一时间出现在天空中同一位置（例

如,在中午12点，太阳总是会处于天空中的最高点）。我们已经注意到，

要设置日晷时间，我们需要把12点方向指向北方。这里我们只是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知道时间，我们可以把日晷调到当前的时间，这样日晷的阴影

就会落在正确的时间上，那么12点钟指向的方向就是北方！

9
你需要：
日晷纸板（标有#9），一块手表（未提供）
* 这个实验应该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进行。

实验步骤：
1. 根据你所在的纬度组装日晷（就像之前的实验一样）。
2. 记录下手表上的时间。 
3. 转动日晷，让木棍的阴影处在正确的时间内。
4. 你看，现在12点方向正对北方！



水的蒸馏是将水从其他物质（不易挥发的物质）中分离出来的最古老的方

法。太阳光线使水蒸发（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15分钟内你就能观察到

变化）。水蒸汽会上升，当它们碰到保鲜膜时，它们开始凝结并滴入杯中

。石头造成的凹陷有助于把水引导到杯子里。由于只有水被蒸发了（泥土

、石头、树叶等则不会），我们最终获得了干净的水。

你需要：
水，一个大碗，一个杯子，保鲜膜，一块石头，树叶，阳光明媚的
日子。

实验步骤：
1. 在碗里装满新鲜采摘的叶子（最好是厚叶子）。
2. 把叶子移到一边，杯子放在碗的中间。杯子不能高出碗面。
3. 用保鲜膜封住碗，然后在碗的正上方放一块石头，这样就会形成
一个小的凹陷。
4. 将碗放在阳光下15分钟以上。

从植物中产生水3

日晷8
你需要：
日晷纸板（标有#8），一根木棍

实验步骤：
1. 找出任意的一张世界地图，看看你的国家所在的纬度（例如，中国
位于北纬约3-53度之间）。根据你所在的纬度组装日晷。 
2. 把木棍插在日晷上（如下图所示）。 
3. 把日晷放在太阳下，让12点钟方向朝向北面（使用你制作的指南针
来帮助你）。
4. 注意日晷上木棍的阴影。阴影会指出大概的时间。



在没有火柴的情况下点火4
你需要：
放大镜、纸、黑色记号笔（未提供）

实验步骤：
1. 到户外把纸放在太阳下。 
2. 在纸上画一个黑点。把放大镜举到纸
的上方，试着把太阳光聚焦在纸上。通
过调整放大镜的角度和放大镜与纸之间
的距离，直到找到最佳的点，将太阳光
聚焦到黑点上。
3. 保持这个姿势直到纸开始燃烧。

你可以用任何凸透镜代替放大镜，如老
花镜、双筒望远镜甚至照相机镜头。

植物细胞含有水分（约80%）。当我们把新鲜的叶子放在阳光下，叶子里的

水就会蒸发，当水蒸汽碰到保鲜膜时，它们会聚集成水滴，最终由于石头

形成的小凹陷滴入杯子。积聚在杯子里的水经过蒸馏后变得洁净。

警告：切勿饮用杯子内的水，它并不是100%干净的。

对于在野外迷路的人来说，指南针是非常有用的工具。通过指南针，你能

明确你的前进方向，并找到回来的路。如果有地图，指南针也可以用来找

到北方，并据此确定你在地图上的位置。 

由于地球绕地轴自转以及地核的金属含量，地球产生了与其旋转轴一致的

电磁场。一旦我们把针在磁铁上摩擦，它就会变成一个小磁铁，“感觉”

到地球的磁场，并指向它。它指向的方向是北极。

有趣的是，地球磁场每隔几千年就会变换一次位置。我们通过观察源自地

核的硬化金属的方向来了解这点。如果我们在80万年前看指南针，指针会

指向南方！



制作指南针7
你需要：
针，磁铁，泡沫球，碗，水

实验步骤：
1. 将针在磁铁上按一个方向摩擦大约60次（不要来回摩擦，要始终朝
着同一个方向），使其磁化。 
2. 把针插入泡沫球。 
3. 把碗装满水。
4. 把泡沫球（有针）放在碗的中央。不要让它碰到碗，让其自由漂浮
在水面上。 
5. 观察针的转动，直到针停下并指向北方。

*在野外生存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磁铁，但你可以用针摩擦手机电池
来得到同样的效果。

太阳能灶（Solar Stove）使用太阳的能量（sol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太阳）

来做饭或加热东西。在温暖的地方，特别是没有电的偏远地区或者野外生

存环境中，这会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发明。太阳能灶的工作原理是搭建一个

能聚焦太阳光的盒子。当太阳照射到盒子时，它被吸收并转化为热能。为

了增加吸收量，我们使用铝箔作为一面镜子，帮助光线直接射入盒中。黑

色餐巾能有效吸收光线并将其转化为热能，从而提高太阳能灶的性能。保

鲜膜封住了太阳能灶，防止热量散失。我们使用保鲜膜是因为它是透明的

，可以让光线穿透到太阳能灶。

生火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之一。它被用来取暖、做饭、净水，甚至是

呼救。

点火需要三个要素：氧气、燃料和热量。氧气和燃料很容易找到，空

气中富含大量氧气，而几乎任何形式的有机材料都可以用作燃料（如

干树叶、树枝等）。我们还需要热量。燃烧过程是一个“放热”过程

，释放的能量比产生它所需要的能量还要多。然而，你需要能量来启

动该过程。当我们用打火机点燃一张纸时，我们提供了初始能量。在

这个实验中，我们把太阳光聚集起来产生热能。当温度足够高时，纸

就会开始燃烧。

为什么纸上的黑点会加速这个过程？黑色吸收所有波长的光辐射。其

他颜色则没有这么高效；例如，红色吸收所有的颜色，但是会把红色

光反射回去。白色则不吸收任何颜色。被吸收的光线不会消失，而是

转化为热量。这就是为什么黑色物体比白色物体热得更快。

用水生火5
你需要：
透明塑料袋，水，A4纸，黑色钢笔（本实验所有物品均为常规家居用品
所以都未提供）

实验步骤：
1.在纸上画一个黑点，或者用黑色的纸。
2.在塑料袋里装半杯水。
3.轻轻挤压袋子，同时紧紧握住顶部，以去除袋子里的所有空气（注意
不要溢出水）。 
4.一只手握住袋子的开口，使袋子形成一个圆形（见第10页的图片）。
5.把纸放在阳光下，握住塑料袋在其上方。 
6.调整袋子高度，直到你观察到阳光穿过袋子，照射到纸上的黑点上。
尽量把太阳光集中到最小的一点。
7.把袋子拿稳，等待。
8.几分钟后，纸就燃起来了。这种水袋不能像放大镜那样精确有效地聚
焦太阳光，因此花的时间更长。



制作太阳能灶6
你需要：
太阳能灶纸板图样（标有#6），胶水，黑色餐巾和以下厨房内材料：铝
箔，保鲜膜，生鸡蛋。
* 这个实验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效果更好

实验步骤：
1. 把铝箔光滑的一面朝上粘在太阳能灶纸板上。 
2. 按照预留的位置将太阳能灶折好粘牢。
3. 用黑色餐巾把生鸡蛋包起来，放在烤箱中央。
4. 用保鲜膜封住太阳能灶的开口。 
5. 拿到户外放在阳光下。
6. 将太阳能灶放置好，让聚光面面朝太阳，太阳光线聚焦在鸡蛋上。
大约3小时后检查鸡蛋的情况。它应该被烤熟了！
其他思路： 
敲开鸡蛋，倒入一个耐热的盘子里，两小时内煎蛋就做好了。
在太阳能灶里放一杯水，旁边放一杯水。一小时后测量并对比温度。

透镜是一种聚焦光的装置。由于其弧形的形状，导致进入的光线折射并改

变了方向，因此透镜成功地对光进行了聚焦。弧形的形状使光线照射到透

镜上聚焦到一个称为“焦点”的点上。从焦点发出的热量非常强大。透镜

可以由多种材料制成：玻璃、塑料，甚至水，只要它们是透明的，并且有

正确的弧度。在这个实验中，圆形的袋子帮助我们将太阳光聚焦到一个点

， 使温度升高到足以引燃火。         



制作太阳能灶6
你需要：
太阳能灶纸板图样（标有#6），胶水，黑色餐巾和以下厨房内材料：铝
箔，保鲜膜，生鸡蛋。
* 这个实验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效果更好

实验步骤：
1. 把铝箔光滑的一面朝上粘在太阳能灶纸板上。 
2. 按照预留的位置将太阳能灶折好粘牢。
3. 用黑色餐巾把生鸡蛋包起来，放在烤箱中央。
4. 用保鲜膜封住太阳能灶的开口。 
5. 拿到户外放在阳光下。
6. 将太阳能灶放置好，让聚光面面朝太阳，太阳光线聚焦在鸡蛋上。
大约3小时后检查鸡蛋的情况。它应该被烤熟了！
其他思路： 
敲开鸡蛋，倒入一个耐热的盘子里，两小时内煎蛋就做好了。
在太阳能灶里放一杯水，旁边放一杯水。一小时后测量并对比温度。

透镜是一种聚焦光的装置。由于其弧形的形状，导致进入的光线折射并改

变了方向，因此透镜成功地对光进行了聚焦。弧形的形状使光线照射到透

镜上聚焦到一个称为“焦点”的点上。从焦点发出的热量非常强大。透镜

可以由多种材料制成：玻璃、塑料，甚至水，只要它们是透明的，并且有

正确的弧度。在这个实验中，圆形的袋子帮助我们将太阳光聚焦到一个点

， 使温度升高到足以引燃火。         



制作指南针7
你需要：
针，磁铁，泡沫球，碗，水

实验步骤：
1. 将针在磁铁上按一个方向摩擦大约60次（不要来回摩擦，要始终朝
着同一个方向），使其磁化。 
2. 把针插入泡沫球。 
3. 把碗装满水。
4. 把泡沫球（有针）放在碗的中央。不要让它碰到碗，让其自由漂浮
在水面上。 
5. 观察针的转动，直到针停下并指向北方。

*在野外生存的情况下，你可能没有磁铁，但你可以用针摩擦手机电池
来得到同样的效果。

太阳能灶（Solar Stove）使用太阳的能量（sol在拉丁语中的意思是太阳）

来做饭或加热东西。在温暖的地方，特别是没有电的偏远地区或者野外生

存环境中，这会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发明。太阳能灶的工作原理是搭建一个

能聚焦太阳光的盒子。当太阳照射到盒子时，它被吸收并转化为热能。为

了增加吸收量，我们使用铝箔作为一面镜子，帮助光线直接射入盒中。黑

色餐巾能有效吸收光线并将其转化为热能，从而提高太阳能灶的性能。保

鲜膜封住了太阳能灶，防止热量散失。我们使用保鲜膜是因为它是透明的

，可以让光线穿透到太阳能灶。

生火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之一。它被用来取暖、做饭、净水，甚至是

呼救。

点火需要三个要素：氧气、燃料和热量。氧气和燃料很容易找到，空

气中富含大量氧气，而几乎任何形式的有机材料都可以用作燃料（如

干树叶、树枝等）。我们还需要热量。燃烧过程是一个“放热”过程

，释放的能量比产生它所需要的能量还要多。然而，你需要能量来启

动该过程。当我们用打火机点燃一张纸时，我们提供了初始能量。在

这个实验中，我们把太阳光聚集起来产生热能。当温度足够高时，纸

就会开始燃烧。

为什么纸上的黑点会加速这个过程？黑色吸收所有波长的光辐射。其

他颜色则没有这么高效；例如，红色吸收所有的颜色，但是会把红色

光反射回去。白色则不吸收任何颜色。被吸收的光线不会消失，而是

转化为热量。这就是为什么黑色物体比白色物体热得更快。

用水生火5
你需要：
透明塑料袋，水，A4纸，黑色钢笔（本实验所有物品均为常规家居用品
所以都未提供）

实验步骤：
1.在纸上画一个黑点，或者用黑色的纸。
2.在塑料袋里装半杯水。
3.轻轻挤压袋子，同时紧紧握住顶部，以去除袋子里的所有空气（注意
不要溢出水）。 
4.一只手握住袋子的开口，使袋子形成一个圆形（见第10页的图片）。
5.把纸放在阳光下，握住塑料袋在其上方。 
6.调整袋子高度，直到你观察到阳光穿过袋子，照射到纸上的黑点上。
尽量把太阳光集中到最小的一点。
7.把袋子拿稳，等待。
8.几分钟后，纸就燃起来了。这种水袋不能像放大镜那样精确有效地聚
焦太阳光，因此花的时间更长。



在没有火柴的情况下点火4
你需要：
放大镜、纸、黑色记号笔（未提供）

实验步骤：
1. 到户外把纸放在太阳下。 
2. 在纸上画一个黑点。把放大镜举到纸
的上方，试着把太阳光聚焦在纸上。通
过调整放大镜的角度和放大镜与纸之间
的距离，直到找到最佳的点，将太阳光
聚焦到黑点上。
3. 保持这个姿势直到纸开始燃烧。

你可以用任何凸透镜代替放大镜，如老
花镜、双筒望远镜甚至照相机镜头。

植物细胞含有水分（约80%）。当我们把新鲜的叶子放在阳光下，叶子里的

水就会蒸发，当水蒸汽碰到保鲜膜时，它们会聚集成水滴，最终由于石头

形成的小凹陷滴入杯子。积聚在杯子里的水经过蒸馏后变得洁净。

警告：切勿饮用杯子内的水，它并不是100%干净的。

对于在野外迷路的人来说，指南针是非常有用的工具。通过指南针，你能

明确你的前进方向，并找到回来的路。如果有地图，指南针也可以用来找

到北方，并据此确定你在地图上的位置。 

由于地球绕地轴自转以及地核的金属含量，地球产生了与其旋转轴一致的

电磁场。一旦我们把针在磁铁上摩擦，它就会变成一个小磁铁，“感觉”

到地球的磁场，并指向它。它指向的方向是北极。

有趣的是，地球磁场每隔几千年就会变换一次位置。我们通过观察源自地

核的硬化金属的方向来了解这点。如果我们在80万年前看指南针，指针会

指向南方！



水的蒸馏是将水从其他物质（不易挥发的物质）中分离出来的最古老的方

法。太阳光线使水蒸发（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15分钟内你就能观察到

变化）。水蒸汽会上升，当它们碰到保鲜膜时，它们开始凝结并滴入杯中

。石头造成的凹陷有助于把水引导到杯子里。由于只有水被蒸发了（泥土

、石头、树叶等则不会），我们最终获得了干净的水。

你需要：
水，一个大碗，一个杯子，保鲜膜，一块石头，树叶，阳光明媚的
日子。

实验步骤：
1. 在碗里装满新鲜采摘的叶子（最好是厚叶子）。
2. 把叶子移到一边，杯子放在碗的中间。杯子不能高出碗面。
3. 用保鲜膜封住碗，然后在碗的正上方放一块石头，这样就会形成
一个小的凹陷。
4. 将碗放在阳光下15分钟以上。

从植物中产生水3

日晷8
你需要：
日晷纸板（标有#8），一根木棍

实验步骤：
1. 找出任意的一张世界地图，看看你的国家所在的纬度（例如，中国
位于北纬约3-53度之间）。根据你所在的纬度组装日晷。 
2. 把木棍插在日晷上（如下图所示）。 
3. 把日晷放在太阳下，让12点钟方向朝向北面（使用你制作的指南针
来帮助你）。
4. 注意日晷上木棍的阴影。阴影会指出大概的时间。



蒸馏水2
你需要：
水，一个大碗，一个杯子，保鲜膜（厨房里有），一块石头。
这个实验需要在阳光明媚的天气才能进行。

实验步骤：
1. 往碗里倒些水，加入树叶、石头、泥土、沙子等。把水搅得越脏越
好！
2. 把空杯子放在碗的中央。杯子不能高出碗面，并且要足够重，才不
会浮在水面上。
3. 用保鲜膜封住碗，然后在碗的正上方放一块石头，这样就会形成一
个小的凹陷。
4. 将碗放在阳光下2小时以上。
5. 观察杯子。你看到了什么？

* 警告：切勿饮用蒸馏水，因为蒸馏水仍可能含有细菌。

最早的日晷出现在5000多年前的埃及。日晷依赖于地球绕轴自转。当地球自

转时，我们感觉太阳在天空中运动，但实际上是地球在运动。木棍的阴影也

随着移动，并指向白天的正确时间。        

用日晷作为指南针

我们以前学过，日晷是利用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来指示时间的。太阳每24

小时周期循环运动，因此太阳在每天同一时间出现在天空中同一位置（例

如,在中午12点，太阳总是会处于天空中的最高点）。我们已经注意到，

要设置日晷时间，我们需要把12点方向指向北方。这里我们只是反过来想

；如果我们知道时间，我们可以把日晷调到当前的时间，这样日晷的阴影

就会落在正确的时间上，那么12点钟指向的方向就是北方！

9
你需要：
日晷纸板（标有#9），一块手表（未提供）
* 这个实验应该在阳光充足的地方进行。

实验步骤：
1. 根据你所在的纬度组装日晷（就像之前的实验一样）。
2. 记录下手表上的时间。 
3. 转动日晷，让木棍的阴影处在正确的时间内。
4. 你看，现在12点方向正对北方！



猜猜日落时间10
你需要：
你的指南针

实验步骤：
1. 用你的指南针找出北方。
2. 找出西方（把指南针想成一个钟，如果北方在12点方向，西方就在9
点方向）。
3. 寻找西边的地平线。
4. 举起你的右手，数数从地平线到太阳，距离多少根手指。每根手指 
代表大约15分钟。例如太阳有8指高，那么在日落前还有2个小时。

请注意，儿童手指的大小与成人手指的大小有显著差异，因此儿童的手
指所代表的时间（分钟）比成人少。

��

我们很幸运有干净的自来水饮用。然而，干净的水对世界上许多人来说是

一种奢侈品，他们被迫饮用被污染过的水，这可能导致疾病。每个求生者

都必须知道如何获得干净的饮用水。没有食物我们仍能生存一个多星期，

但没有水则只能坚持几天。过滤是净水的第一步。当水流入过滤器的不同

层时，较大的颗粒首先被过滤掉，接着较细的污垢颗粒也无法幸免。最细

小的颗粒，包括细菌，无法被过滤器过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饮用仅

过滤过的水。第二步，将水煮沸，杀死细菌，在大多数情况下，水就可以

饮用了。如果水中有任何有毒颗粒，则需要活性炭来净化它们，但不幸的

是，在自然界中很难找到活性炭。

�

15 分钟

1小
时



过滤水1
你需要：
沙子，碎石（内含），脱脂棉花，塑料水瓶（0.5L）,剪刀，2杯水（未
提供）

实验步骤：
1. 在杯子里装满水，然后加入树叶、沙子、石头或任何你能找到的泥
土。把水搅的越脏越好！
2. 拿一个空的塑料水瓶，用剪刀把它的底部剪掉。
3. 拧紧瓶盖，把瓶子倒过来。
4. 按顺序将以下物品放入瓶子中：
a.棉线（压紧）
b.沙子
c.碎石
你造好了一个滤水器。
5. 把空杯子放在瓶子下面，拧开瓶盖。
6. 慢慢地把脏水倒进瓶子里，直接倒在过滤器上。
7. 观察瓶子里流出来的水。变干净了吗？
8. 如果你觉得流出来的水不够干净，你可以多次地重复以上步骤，直
到水清澈见底。

警告：不要喝过滤出来的水。在这个阶段，颗粒和污垢已经被过滤，
但细菌无法过滤掉。为了去除细菌，你需要把水煮沸5分钟以上（这在
自然界中是可以做到的），或者加一片氯片。

摩斯密码11
你需要：
带有摩斯密码的小册子，一支手电筒，白纸和铅笔（未提供），一个朋
友。

实验步骤：
1. 和你的朋友一起，学习摩斯密码表和传输指南（在下一页）。 

3. 用手电筒把信息发送给你的朋友，他可以把它写下来，然后试着解
读它。准备好接收他的回信。

太阳在天空中运动的速度在任何地方都是固定的（事实上，是地球围绕太阳

运动的速度，而不是太阳围绕地球运动）。太阳每24小时完成一次“环绕”

，大约是每小时15度。太阳在天空中的路径会根据观察者在地球上的位置和

季节而变化。在赤道地区，太阳直接落在地平线上，而在遥远的北方（或南

方）接近两极时，太阳以与地平线平行的低角度运动。

摩斯密码是由直线和点组成的简单密码。它是由塞缪尔·摩斯（Samuel 

Morse）和艾尔菲德·维尔（Alfred Vail）开发的。每个字母、数字或标

点符号都是点和线的组合。4个字符串代表一个字母，5个字符串代表一个

数字。摩斯密码可以用手电筒或声音进行传输。电报机是第一种远程通讯

设备，依靠一个能打开和断开电路的开关来发送摩斯密码。

摩斯密码有简单而具体的规则。想要传出消息可一定不能出错！

2. 用摩斯密码编写一条短消息（3-5个单词之间）。
例如，“Good morning everyone(大家早上好)”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际摩斯密码

1. 一个点的长度是一个单位。
2. 破折号是三个单位。
3. 同一字母各部分之间的间隔是一个单位。
4. 字母之间的间隔是三个单位。
5. 单词之间的间隔是七个单位。

生存是一门涵盖多种技能和知识的课程，这些技能和知识能帮助你在大

自然中存活下来存下来。在过去，人们不得不在没有便利科技的情况下

直面大自然，那些不具备这些生存技能的人根本无法生存。当今世界，

并不会有人教授像如何找到水，如何建造一个庇护所，如何生火等重要

技能，因为你基本用不到它们。然而，人们仍然可能会迷路，被困在偏

僻的地方，需要自己找到安全回家的路。那些掌握了基本生存技能的人

更有可能幸存下来，学会这些有用的技能来帮助你坚持到救援到来是很

重要的。

生存技能不仅适用于极端情况下，在平时也是非常有用的。当你去露营

或远足时，它们也很有帮助。知道没有火柴怎么生火或者没有指南针怎

么导航是很有意思的。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需要不同的技能，有些技能

则适用于所有的环境。在这个实验套装中，我们将向你展示一些基本的

生存技巧以及它们的科学原理。



摩斯密码手镯12
你需要：
笔，纸，针，线，圆形（长条形）喇叭珠，剪刀（未提供）。

实验步骤：
1. 用摩斯密码把你的姓名写在一张纸上。
2. 把线穿过针孔。
3. 根据你手腕的大小量出线的长度，多留一些以便打结。剪掉多余的
线。 
4. 将你的名字翻译成摩斯密码，并按顺序把珠子串在线上。圆形的珠子
代表点，长条形珠子代表线。挑选一个长的彩色珠子作为字母和单词之
间的分隔符。
5. 你可以将摩斯密码手环当成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家人和朋友。

家长须知：

1.  使用此产品前请务必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并在使用过程中严格
遵守。请将安全须知保留，以作未来参考。
2.  即使是相同年龄段的儿童，每个人的能力都不同。因此家长应
谨慎选择适合孩子进行的实验。阅读实验说明可以有效地帮助您
筛选。
3. 实验开始前，家长应当告知儿童所选实验的注意事项。
4.保持实验区域清洁，远离障碍物和存放的食物。实验区域需要光线充
足，靠近水源。用于实验的桌子要牢固。 



绳结和捆绑13

你需要：
绳索，棍子（未提供）

实验步骤：
反手结常被用于防止绳尾散开。 
1. 做一个绳环。 
2. 用拇指把绳子的一端穿过绳环。
3. 拉紧

平结： 
平结常用来将绳索绑在物体上或者把2根绳索绑在一起。通常你需要2根绳
子来打这个结。作为练习，我们用绳索的两端来做：
1. 握住绳子的两端，将右手放在左手之上。 
2. 将右边的绳索绕一圈到左边绳索的下方。
3. 把右边的绳索搭在左边绳索的上面。
4. 将最初的右端绳索搭在另一端上面。
5. 将最初的右端绳索拉到另一端下面。
6. 两边一起拉紧。

搜索视频来学习更多的绳结和捆绑方法吧！

内含：

- 放大镜

- 杯子

- 永磁铁

- 泡沫球

- 攀岩绳

- 沙子

- 碎石

- 木棍

- 针

- 线

- 圆形珠子 

- 喇叭珠

- 黑色纸巾

- 太阳能灶硬纸板图样

- 日晷硬纸板图样

!

!"

#"

野外求生

疯狂科学家实验室

警告：不适合8岁以下儿童使用。本产品含有磁性小零件。不慎

吞下的磁铁若在肠道内会导致严重的感染和死亡。如果磁铁被

不慎吞食或吸入，请立即就医。内含尖锐物。

在野外，有时我们需要临时制作一些工具应急。依靠一些简单的结绳和捆

绑的方式，绳索会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