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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论原理中协调发展历代物理思想 
＝UFO“浓缩”时空结构中的自由航天＝ 

 

司马阳春 

 

【内容摘要】 

★人类在航天领域中的竞争越演越烈。但是，现有航天理论和运动系统，是一种淡化时空

的结构。这种结构在无穷大增加航天功率的同时，也在无穷大的增加时空尺度。其航天功率95%

左右为其N=S=N结构中的“S” 所抹平。UFO的无穷大磁单极磁界场结构，能够在无穷大利

用宇宙磁界场相吸力的同时，无穷大的浓缩时空尺度，创造比目前航天速度高出100倍以上的运

动速度。 

★在宇宙引力与负力磁界场中，物体的运动质量或运动负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高。当我们

在极短的时间内，用极少的燃料让UFO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质量或运动负质量之后，熄灭发动机，

让物体按照牛顿第一定律，进行自由航天运动。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 

如果没有比光跑的更快的物体，那么，光子就是宇宙中质量最小的、拥有N=S双极磁界场

结构的、不可分的基本微粒。而光量子则是构成能量体的最小单位。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假如“有限”是一种界，是一种轴心体与界之间的

轴心线，而“无限”则是一种物体的圆周运动曲线。二者在共同运动中，轴心线即制约着物体的

运动半径，又制约着物体的运动周长。这样，物体就只能在“有界”（ 半径）中进行“无限”（圆

周）运动；而不能在“有限” （圆周） 中进行“无界” （ 半径）运动。这就是宇宙有界无限

运动定律。 

★“0” 的周长可以从无穷小到无穷大；“0” 的半径可以从无穷小到无穷大；“0” 的空

间可以从无穷小到无穷大；“0” 的时间可以从无穷短到无穷长。 

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周长，都制约着“0” 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半径，都制

约着“0” 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空间，都制约着“0” 的存在；任何无穷短或无穷

长的时间，都制约着“0” 的存在。 

反过来，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0” ，都制约着其周长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

“0” ，都制约着其半径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0” ，都制约其着空间的存在；任

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0” ，都制约着其时间的存在。 

既然，N个不同的“0” 具有N个不同的周长、半径、空间与时间，“0” 中就必然具有N

个不同的等价不等价值。 

因而，自然中的一切都被“0” 所制约，或者说，自然中的一切均制约着“0” 。 

如果，一个“0” 无周长、无半径、无空间、无时间，那么，它就不是一个“0” 。它就

被允许不受已知数学中“0” 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制约。它就不受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

的数的缺陷制约。它就具有了随机性。它就能逃出“科学定律在此失效” 的困境。… 

这个结构向我们暗示，在无穷大N＞S或S＞N绝对不等价结构中，宇宙中存在着比“地球

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物理科学存在着比“已知规则”更大的发展空间。 

★当宇宙中的物体均是由N=S结构直线段构成时，一切曲线均是由N=S结构直线段构成的。

曲线即不具有相对性，又不具有一般性。“0” 的概念即是N个直线段的首尾相接体。或者说，

每个“0” 都是由N个N=S结构或1＝(－1) 结构构成的。当曲线成为N个直线段的构成体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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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的不变性，就会在N个直线段的波动中消失。 

或者说，当一切球体、球面、半球体、半球面上的N个点，及其质心、轴心线，在半径与

周长关系等价中，均成为N=S结构“两点间”直线体，任何独立的“点”都不被允许存在，任

何“点”、 “圆” 、“球” 都被允许由任意无曲面几何体构成时，N个“点”被N个N=S结构

“两点间” 的直线体所取代。欧氏几何体系必将受到影响。… 

★宇宙是不变性结构和随机性结构的对立统一体。 

★地球立体磁界场由实体磁界场与空间磁界场两部分构成。在地球立体磁界场中，其地壳

两端的质心与磁界场空间外缘，分別为其S极，地壳为N极，三者构成S=N=S等价之等价磁界场

结构。 

一旦物体的S=N=S等价之等价磁界场结构中的N极，发生磁单极逆转，就会出现S←→S

←→S绝对不等价的同性相斥磁界场结构。核能运动、天体大爆炸、宇宙大爆炸均始于此。 

★每个零惯性系都有一个生命天体循环系统，都会有智能生物。每个行星都有一个生命出

现与消失的循环历程。 

[司马阳春. 在相对论原理中协调发展历代物理思想. Academia Arena, 2012;4(5):1-89]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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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也许是我多年来在学习相对论及其他基础理论中，思维取向变迁

的一个托词。 

为了完备和协调发展相对论与其他基础理论的一般性关系，根据磁单极定律和相对论等价

原理及其他基础理论的物理思想，我提出未经证实的关于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

假说。 

磁的事实材料告诉我们，每颗粒子都是一个磁体；每个天体都是一个磁体。每个惯性系都

是一个巨大的立体磁界场，宇宙是一个更大的闭合磁界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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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磁体的磁极被确定之后，其磁界场、二体磁界场、N体磁界场中的磁极必然与之相

反。这就是磁单极定律。 

在这个定律中，粒子、天体、宇宙磁界场的磁单极具有了统一性。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

的一切单体、二体、N体运动，均构成了小体积范围内或大尺度时空中的N＝S、N＞S、S＞N

及N＝S＝N等价不等价结构。 

在这些结构中，宇宙深处的任何一颗天体和任何一处时空，都与地球构成N=S双极双力相

互吸引的磁界场相吸力等价不等价结构；地球都与其磁界场中的任何一颗量子、粒子和任何一处

空间，构成N=S双极双力相互吸引的磁界场相吸力等价不等价结构；地球磁界场中的任何一颗

量子与量子、粒子与粒子、量子与粒子、量子粒子与空间之间，或波与粒、粒与波之间，都构成

N=S双极双力等价不等价结构。 

因而，宇宙中任何一颗量子、粒子、天体及任何一处时空磁界场的等价不等价结构，都是

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统一磁界场结构的一部分。而每一个磁体及每一对磁体，其磁界场或共同磁

界场中的物质与反物质均构成等价不等价结构。即宇宙运动是“有界无限”与“有限无界”运动

相协调的对立统一体。 

所谓协调，即按照磁单极定律，对各种基础理论中物体的物性及结构进行定义或定位。 

  

【正文】 

【Ⅰ】相对论在基础理论中的领袖地位 

面对自然，当人类陷入相对性时，必然受到绝对性的惩罚；当人类陷入绝对性时，必然受

到相对性的惩罚。启迪我们逃脱这种厄运的科学理论，即相对论等价原理。 

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宇宙边界即是有界无限的亦是有限无界的；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

相互等效的N=S双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力产生第一推动。因此，第一推动是一对关系等价的

逆向运动力，二力在同性相斥中对立；在异性相吸中统一。 

物质质量、能量形成于物体磁界场的N极；反物质负质量、负能量形成于物体磁界场的S

极。物体的N=S双极把物质与反物质相互等效的异性相吸在一起。宇宙磁界场空间的N=S双极

把物体与反物质时空相互等效的异性相吸在一起。二者同体共存，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关系等

价。 

任何一个物体都拥有N对付磁极，两对主磁极。 

地球的一对主磁极是其南北极，用于二体运动中的N＝S＝N等价之等价结构；另一对主磁

极在其强核力禁闭磁界场与质心之间，用于地球实体的S＝N＝S等价之等价结构。 

地球强核力禁闭磁界场与其负力磁界场空间外缘构成的N=S双极结构，是其N对付磁极之

一。 

因而，地球立体磁界场由实体磁界场与空间磁界场两部分构成。在地球立体磁界场中，其

地壳两端的质心与强核力禁闭磁界场空间外缘，分別为其S极，地壳表层至地心外缘的物理实在

为其N极，三者构成S=N=S等价之等价磁界场结构。 

一旦物体的S=N=S等价之等价磁界场结构中的N极，发生磁单极逆转，就会出现S←→S

←→S绝对不等价的同性相斥磁界场结构。核能运动、天体大爆炸、宇宙大爆炸均始于此。 

在S=N=S等价之等价磁界场结构中，地球即被允许同其质心构成S=N等价相吸力结构；

又被允许同其磁界场空间外缘构成N=S等价相吸力结构。这种全方位的S=N=S等价之等价磁界

场相吸力结构，是粒子与天体“成团”结构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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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球质心为S极，地壳表层至地心外缘的物理实在为其N极，其强核力禁闭磁界场空间外

缘为S极时，三者之间异性相吸形成的逆向等价力，即地球强核禁闭力。 

地球N极对其磁界场空间外缘S极的相吸力形成的等价力，即引力。 

地球磁界场空间外缘S极对地球N极强核禁闭力、引力、弱相互作用力的相吸力形成的等价

力，即电磁力。 

在地球地壳与其磁界场空间中，量子磁体与量子磁体；粒子磁体与粒子磁体；量子磁体与

粒子磁体；量子磁界场与粒子磁界场；量子磁界场粒子磁界场与天体磁界场之间的同性相斥、异

性相吸力形成的等价力，即弱相互作用力。 

量子粒子与天体运动具有相同的自然规律，每一颗粒子具有同天体一样的N=S双极结构和

N＝S＝N等价之等价结构。或每一颗粒子都具有四大力。 

四大力运动是粒子与天体共同拥有的对立统一运动。而形成四大力的量子力、负量子力，

是连接粒子与粒子、粒子与天体之间二体运动的中轴等价力。 

这种N＝S＝N等价之等价结构，是惯性系、星系集团“成团”结构的基础 

二体运动的一般性定义包括六个部分： 

其一，粒子与粒子之间的二体运动； 

其二，粒子与天体之间的二体运动； 

其三，天体与天体之间的二体运动； 

其四，惯性系与惯性系之间的二体运动； 

其五，宇宙与宇宙之间的二体运动； 

其六，粒子、天体、宇宙与负量子集团之间N=S=N的一般性二体运动(或称聚合光团二体

运动)。 

宇宙运动是无穷大与无穷小的统一体，是不可以宏微分离的。 

既然粒子与天体是按照同一自然规律共同运动的，那么，粒子的运动取向服从天体的运动

取向。当地球进行引力运动时，粒子亦如此。故而，弱相互作用力在相对运动中属于引力范畴；

在一般运动中属于N=S双极相吸力范畴。 

因而，一切将引力和量子力分离或统一的观念都是有限无界的物理思想。 

一切力都是量子、负量子作用的结果。 

量子力的別名叫引力；负量子力的別名叫负力。引力存在于磁体或磁界场的N极；负力存

在于磁体或磁界场的S极。引力与负力构成磁体或磁界场N=S双极之间的异性相吸等价力。 

所以，在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一切力自然而然的统一于物体的N=S双极之间的异性相吸

等价力。 

在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定律中，如果光的运动速度第一，光子

就是构成我们和宇宙质量的不可分的基本微粒；光量子就是构成我们和宇宙能量的不可分的基本

量子。 

在物体的运动负质量与其引力半径及发光能力成反比定律中，任何运动负质量大的天体都

不发光。所有恒星都是运动负质量大的天体。因而，宇宙中不存在太阳、月亮和星斗，只存在天

体间的聚合光团。 

随着人类对自然边界认识的不断扩大，对自然物理边界认识的不断扩大，我们对相对论等

价原理科学边界的认识亦在不断扩大。 

如果，我们能够用对立统一的自然哲学观点辩证的学习相对论，我们对自然、自然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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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等价原理、人类未来科学的认识，都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协调发展的科学境

界。 

在经过几十年对相对论的学习之后，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即无论我如何挣扎，我都

无法否定或逾越相对论，无法冲破相对论的科学边界。 

或者说，无论从相对或绝对；有限与无限；变与不变；已知数学与一般性数学；相对性原

理与一般性原理；相对等价与相对不等价；绝对等价与绝对不等价等方面，我都无法创立独立于

相对论，不受相对论等价原理科学边界制约的理论体系。 

我对相对论的认知，曾经历了一系列不理解、质疑、否认、攻击、逾越、取代、困惑、理

解、完备、协调发展的过程。 

所以，我开始意识到，自然规律不允许我否定或逾越相对论。我必须在相对论科学边界及

量子宇宙论科学边界之内，在“有界无限” 与“ 有限无界” 中协调的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

不等价原理；而不是试图否定或逾越相对论。 

在此之前，我不是把相对论作为人类有史以来，全球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们用集体

智慧创立的科学财富来发展；而是企图在否定或逾越相对论的同时，创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 

到头来，我却陷入相对论的“事件视界”中无法逃逸。 

因为，由全球科学家们用集体智慧，在许多世纪中共同筑就的相对论 “事件视界”是如

此之大。它就如同一个具有无限空间的“0” ，无论我们在其中加入多少或取走多少，它的一

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都不会变。 

它的各种运动元素都是等价的，都蕴藏着对立统一的辩证物理思想。 

正象宇宙必须有一个初始态一样，相对论亦必须有一个初始态。这个初始态就是人类自然

科学的全部历史。 

因而，我们对协调中对相对论的一般性发展，就是对人类自然科学全部历史一般性的协调

发展。 

迄今为止，在理论物理中尚不存在比相对论更重要的科学理论。相对论是在人类自然科学

全部历史的基础之上协调发展起来的。因而，以相对论为基础，协调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

价原理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必然事件。 

从理论体系上说，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是引力物理学与负力物理学构成的对立统

一体系。我们若要在相对论等价原理基础上协调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其首要任务

就是要知道相对论是什么？怎样理顺相对论中错综复杂的引力物理学与负力物理学的基本关系

？或者说，怎样理顺相对论中物质概念与反物质概念的基本关系？ 

其实，相对论的相对性没有什么不对。百年来，对相对论评价不一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相

对论的相对性与其一般性之间的激烈冲突难以协调。 

因而，相对论的一般性成为物理学中的一个谜团。如果，我们仍然用已知物理学中的某种

观点，而不是用对立统一的一般性物理学观点去协调发展相对论，我们确实很难解开相对论一般

性之谜。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用一般性物理学观点去协调发展相对论。 

尽管历史肯定了相对论。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会问: “它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卓尔不群”？ 

在近代，以绝对不等价的引力物理学观念，从否定“光速不变” 及数学糾误入手，试图

推翻相对论者屡见不鲜。 

然而，光速不变是物理实在的，改变不了的。它不但拥有迈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物理实在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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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更拥有费米实验室和欧洲粒子研究中心的权威认证。因而，光速不变的相对性、有限性、不

变性是否定不了的。这是相对论为我们设定的第一个极限。 

纵观人类物理学的过去和现在，可以清楚的看到。相对论的关键虽是其相对性、有限性、

不变性。它的出现不是推翻了过去的时代，而是协调发展了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绝对时间观念，

丰富了以太的物理内涵，确立了爱因斯坦的一般性时间观念。 

亦可以认为，相对论以其等价原理兼容了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 

或者说，相对论在否定了纯粹的绝对时间观念之后，协调发展了由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构

成的一般性时间。 

我们不能片面的认为，相对论否定了绝对时间观念；创立了爱因斯坦相对时间观念。这是

曲解了爱因斯坦的物理思想。 

爱因斯坦是人类物理学历史的一般性发扬光大者，而不是单纯的相对时间观念创造者。相

对论的基础是人类物理学的全部历史。相对论是对人类物理学历史的协调发展。 

相对论的事实材料和科学理论，均来自人类已知物理学。 

相对论的理论体系建立在两大基本假设之上： 

其一，是真空光速（C）不变。 

其二，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而空的“0” 或真空，在已知数学中是相对的、有限的

、不变的。爱因斯坦把数学的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 的相对性规律，推广到了宇宙的宏观

运动中。从而，描述出一个相对的、有限的、不变的宏观宇宙，形成相对论等价原理。 

在相对论中，既然“真空” 是不变的，假设宇宙空间也是“真空” ，那么，任何惯性系

的自然定律、科学规律与数学形式都应当是不变的。这是相对论为我们设定的第二个极限。 

相对论为我们设定的两大极限，亦是其为宇宙宏观大尺度运动所设定的两大极限。 

因而，相对论的一根支柱是物理实在的判据；另一根支柱是已知数学。三者吻合的非常好

。 

正是这种吻合的非常好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假说，成为不被自然规律允许否定或逾

越的科学真理。因为，相对论的预言，很好的吻合了自然规律中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的一面

。 

然而，对相对论尊重不等于对相对论的理解。 

有时我们也会偷偷问自已：“光速为什么不变？它为什么有那么高的运动速度？是谁源源

不断地供应它进行大尺度运动的运动能量？如果光速不变只是一种表象，那么，光速不变的本质

是什么？光是什么？光子是什么？光波是什么？光量子是什么？光速C是什么？真空是什么？

在相对论中，光及光速为什么不受引力场引力制约？在量子宇宙论中，黑洞引力既然能够呑噬光

，为什么其引力场引力不能制约光速？” 

从历史记载中我们知道，光速不变的判据是迈克尔逊-莫雷1887年发现的。 

迈克尔逊-莫雷对光速进行了相对于地球的平行与垂直两种实验，其结果一样。 

光速为什么不变？已知规则认为，光子是无内禀质量的物体，或零质量的物体，光速运动

不受力的制约。 

18年之后，爱因斯坦将光速不变的判据引入相对论，并将这种判据拓展为物理原理，作为

基本假设把它定义为具有宏观普适性的自然规律，进而上升为具有相同数学形式的科学定律。 

但是，光子的零质量意味着什么？仍然是一个只有物理实在，而没有物理原因的谜。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拥有了探索“光速不变”的空间和理由，才拥有了讨论“光速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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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可能性，才拥有了从相对论等价原理及各种基础理论中，协调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

等价原理的基点。 

 

【Ⅱ】光速在平行与垂直两种运动中的巨大差异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宇宙是一个由实体与空间两部分构成的物体。其实体

部分中包容着物体的物质质量；其空间部分中包容着物体的反物质负质量。二者在相对论等价原

理中，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关系等价，相互等效。 

⒈力对光子等价不等价质量结构的作用 

既然物质的质量即物体中物质的物理量；那么，反物质的负质量即物体中反物质的物理量

。宇宙是由物质世界与反物质世界共同构成的对立统一体，是一个为相对论等价不等价原理所制

约的壳层闭合磁界场空间。 

在宇宙所有物理元素中，除引力之外，光是最神秘的物理元素之一。光是什么？关于这个

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波／粒二象性原理中己经给了我们答案。光即是波，又是粒子。这是光

作为物体的基本性质。它揭示出光在两个世界中对立统一的不同存在形态。 

光在宇宙壳层闭合磁界场空间中，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时，它是物质粒子；从物体的N

极向S极运动时，它是反物质波。二者物理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关系等价，相互等效。 

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光也一样。 

光子在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中形成黑暗；光波在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运动中形成光明。

这就是光在相对论波／粒二象性原理中所蕴藏的自然规律。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光的运动是对立统一的。光不是光明与温暖的惟一代

名词。光在凝聚态引力运动中形成黑夜与寒冷；光在膨胀态负力运动中形成光明与温暖。 

或者说，光在向我们走来时形成黑夜与寒冷；光在离我们而去时形成光明与温暖。光明与

温暖，是物质光向我们走来时，在与离我们而去的反物质光相遇湮灭中释放出的负能量。这种负

能量中的负量子充满一切与其运动介质相连的空间。 

当一束物质光射入黑暗空间中的光量子群中时，物质光与反物质光波异性相吸，形成运动

质量无穷大的光子。 

当光子在物体的同性相斥规律中，被物体发射到相反运动方向，并与迎面而来的光子对撞

时，这种逆向运动释放出的负能量，即光波。即光子在逆向运动中与迎面而来的光子的对撞中，

形成反物质光波释放出热能。 

从原则上说，物质光是冷的，是量子光，是粒子光，是允许从物体的S极向N极小尺度运动

的微粒群，拥有无穷大的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功率、无穷大的穿透力及无穷大的低温； 

反物质光是热的，是负量子光，是反物质光波，是允许从物体的N极向S极大尺度运动的负

能量波，拥有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运动负能量、运动负功率、无穷大的量化力及无穷大的高温

。 

宇宙粒子分三种，质量粒子、零质量粒子、负质量粒子。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零质量(或等价质量)是质量与负质量相互等效的物理

量。 

物体零质量运动中的运动质量与运动负质量，被允许无穷大或无穷小。但二者必须相互等

效，即不显示运动质量亦不显示运动负质量。这种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运动的物体，其运动中的

零物理量结构是等价的、稳定的、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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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零质量是m＝(－m) ，即零质量或“无内禀质量”不等于没有质量，而等于物体

的零等价值。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在已知規则中，凡被定义为“不携带力”的粒子或“

无内禀质量” 的粒子，都是零质量运动的物体。 

己知规则认为，零质量即没有质量。引力是对质量而言的。因而，引力对没有质量的物体

不起作用。光速不变是因为零质量的物体不受天体引力场引力制约的结果。 

⒉等价原理中光的轨道运动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不管物体零质量的等价值有多大多小，其质量与负质

量的总量都是不变的。当零质量物体中的质量与负质量比例不发生变化或发生变化时，其运动物

理量结构都会受到天体引力或负力的制约。 

在宇宙中，任何物体均被允许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参与两种运动，即同比运动(平行运动)

和连比运动(垂直运动)。 

同比运动又叫二体零质量运动；连比运动又叫二体质量或负质量运动。 

同比运动，即物体的运动比重与其运动介质的运动比重相同的零质量运动； 

连比运动，即物体的运动比重与其运动介质的运动比重不同的质量或负质量运动。 

即参与同比运动的物体，都是零质量的；参与连比运动的物体，都是质量量或负质量的。 

既然光子是零质量的或无内禀质量的粒子，光子即被允许参与宇宙二体同比运动。既然光

子参与宇宙二体同比运动，那么，它必然受力的制约，必然象电子或地球一样进行同比二体引力

零质量运动或同比二体负力零质量运动。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二体运动定律，当轨迹体m(质量)与轴心体m成正比

时，轨迹体从轴心体的S极向N极运动，二者异性相吸，进行引力运动，其运动半径越小，运动

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高，运动温度越低；当轨迹体m与轴心体m成反比时，轨迹体从轴心体的

N极向S极运动，二者异性相吸，进行负力运动，其运动半径越大，运动质量越小，运动速度越

低，运动温度越高。 

这个定律为光的高速运动所需的第一推动及运动结构提出了解释。 

当光子与地球构成二体运动结构之后，光子是轨迹体，地球是轴心体。由于二者初始质量

相差太大，光子在地球引力或负力作用下，形成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的等价之等价

运动结构，或运动负质量=运动负能量=运动负惯性力的等价之等价运动结构。 

即m=E=F； 

或（－m）=(－E)=(－F) 

这样，光速不变是必然的。 

在m=E=F数学形式中 

当m=0时， 

则E=0，F=0， 

或0=0=0 

或在（－m）=(－E)=(－F) 数学形式中 

当－(m)=0时， 

则(－E)=0，(－F)=0， 

或0=0=0 

即光子在二体同比运动中形成零质量运动结构，是十分自然的。光子进行的是等价之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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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零质量运动。 

或者说，凡参与二体同比零质量运动的物体都是零质量的。其中包括恒星、行星、卫星、

惯性系、星系集团等。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光的波

动形成的波长越短，光波的运动横截面半径越小，光的运动功率越大。这个定律为光的高速运动

所需的功率提出了解释。 

⒊真空光速＝地球光速；地球光速≠宇宙光速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假如“有限”是一种界，是一种轴心体与界之间的

轴心线，而“无限”则是一种物体的圆周运动曲线。二者在共同运动中，轴心线即制约着物体的

运动半径，又制约着物体的运动周长。这样，物体就只能在“有界”（ 半径）中进行“无限”（

圆周）运动；而不能在“有限”（圆周）中进行“无界”（ 半径）运动。这就是宇宙有界无限运

动定律。 

光子既然是零质量的宇宙粒子的一员，它就必然受天体引力场引力的制约，就必然进行有

界无限运动。 

在地球上，光子轨迹运动的半径受其轴心体地球m的制约，其运动速度被其轴心体地球引

力设定了绝对极限。在其轴心体地球m不变、地球引力不变时，其运动速度即不被允许高于“C

”亦不被允许低于“C”，只被允许等于“C”。其运动结构必须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

性力”结构，而且绝对守恒。 

正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等价之等价结构，制约着光的运动周长；N1 S1=S= 

N2 S2等价之等价结构，制约着光的运动半径。 

一切质量天体的引力场，都能够象史蒂芬·霍金在《时间简史》第六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制

约着光的引力场运动半径。或者说，作为轴心体的天体制约着作为轨迹体的光的引力场运动边界

。 

由于宇宙中的N个轴心天体m均不相同，光在周而复始的轨迹运动中，只被允许拥有无限

的运动周长；不被允许拥有无限的运动半径。这是一切二体运动的共同特征。 

因而，光速运动即是一种绝对运动；又是一种相对运动。 

即光速运动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绝对性、无限性，被其运动的相对时间、相对空间、

相对性、不变性所制约。 

当光速运动受到制约时，其速度的变与不变掌握在制约者的手中。光速不变的本质是因为

其制约者的m不变。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 

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小，其运动质量越大；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其运动质量越小。 

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高；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小，运动速度越低。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物体的初始引力与其运动引力及运动速度成反比。 

物体的初始引力越小，其运动引力越大；物体的初始引力越大，其运动引力越小。 

物体的运动引力越大，运动速度越高；物体的运动引力越小，运动速度越低。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中的发热发光能力成反比。 

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小，其运动中的发热发光能力越强；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其运动中的

发热发光能力越弱。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物体的运动质量与其引力场大小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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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小，其引力磁界场越大，负力磁界场越小；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其引

力磁界场越小，负力磁界场越大。 

因此，初始质量小、初始引力小的光子(或光波)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中，不但能够获得30万

公里／秒的高速，而且能够获得极强的发热发光能力和运动半径极大的引力场。初始质量大、初

始引力大的太阳、地球、月球等天体不但运动速度较慢，而且只能获得较弱的发热发光能力和极

小的引力场。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是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中进行的；不是在宇宙磁界场空间的“物理真空

” 中进行的 。因而，光速不变是以其二体运动轴心体地球m或引力不变为前提的。地球m或引

力不变，光速不变；地球m或引力变了，光速必变。 

或者说，月球的m为地球m的1/30，其光速亦应是地球光速的1/30；太阳的m为地球m

的33400倍，其光速亦应是地球光速的33400倍。只要月球的m和太阳的m不变，它们都会“

光速不变” 。 

然而，三者为我们提供的物理实在的判据，或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数据，都会给我们一个物

理实在的表征----“光速不变”。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宇宙速度是由N个无穷大和无穷小速度构成的。地球

光速≠宇宙光速。 

我们检测不到光子的质量，是因为光子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进行的是零质量运动。我们不

应当草率的定义光子是无内禀质量的。光子的零质量运动关系式，即m=E=F或（－m）=(－E)=(

－F) 。光子的零质量运动，可以包容N个由无穷大与无穷小等价值构成的“0” ，而不是空的

“0” 。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的，物体的运动速度与运动质量成正比定律。参照地

球m与其运动速度之比，我们就能够算出光子的“0” 等价值质量有多大。 

但必须说明，地球是正在从太阳系的S极向N极，进行引力运动中的物体，在其总物理量中

质量＞负质量。我们观测到的地球质量，只是其质量＞负质量的部分，并不包括其质量＝负质量

的零质量部分。在其质量＝负质量的零等价值中，地球被其强核力禁闭的质量究竟有多大？尚是

一个未知数。这当然包括地球上的每一颗粒子、每一颗砂子、每一滴水。亦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物

体的物理量。 

地球物体的物理量，同宇宙磁场空间的物理量，宇宙深处亿万颗天体的物理量，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种影响力的强弱，在同一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均受物体运动质量的制约。 

我们在地球外太空测不到引力，是因为地球磁界场空间的m=(－m)；E=(－E)；F=(－F) 。

我们检测不到光子的质量，是因为光子的m=(－m)；E=(－E)；F=(－F) 。 

以上，我们谈的是光的平行运动，或称光的轨迹运动。它同电子、人造卫星、行星、天然

卫星进行的二体运动是一样的。这些物体在有界无限运动中，运动速度均是不变的。或者说，光

速(或速度)是不变的，但它们的光速或速度值是不同的。 

“C” 值 只是宇宙二体运动中的N个“光速不变” 速度值中的一个速度值，或宇宙二体

运动N个“光速不变” 速度值的1/N个。它不被允许表示所有二体运动中轴心体m不同的、光

的速度值不同的“光速不变” 。 

真空光速（C）在与地球m等值的引力天体上有效；在与地球m不等值的引力天体上或负

力天体上无效。 

“真空光速”（C） 的正确定义是——地球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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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真空光速（C）在与地球m等值的引力天体上有效时；自然定律、科学规律、相同的数

学形式，在任何惯性系中与地球m等值的引力天体上均有效。 

当真空光速（C）在与地球m不等值的引力天体上失效时；自然定律、科学规律、相同的

数学形式，在任何惯性系中与地球m不等值的引力天体或负力天体上均无效。 

⒋光不是来自太阳 

从相对性观点看，相对论用光速不变原理自己禁闭了它自已。它对宇宙运动设定的极限，

首先限制了它自己。或者说，相对论自己把自己禁闭在 “地球光速（C）”之内。这种“极限” 

受有界无限定律的制约，不受有限无界定律的制约。 

因为，有限无界是连比运动。连比运动中光的制约者的质量各不相同，光速各不相同。光

速不变只存在于同比运动中。 

这就是我们协调发展牛顿力学、相对论、哈勃理论、量子力学、量子宇宙论等的原因。 

我们认为，只有在一种基本假设中把各种基础理论协调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或以相对论

为轴心体，以各种基础理论为轨迹体，二者构成有界无限运动结构，才能促进人类科学的一般性

发展。 

如果，我们用一般性的观点看待相对论光速不变原理，即把“光”理解为是一种一般性的

物体，把“光速不变” 或速度不变理解为一般性二体运动物体的共性。或者说，把光速不变理

解为一般性的N个二体运动物体在同比运动中速度不变的共性。而N个速度不变，不表示其N个

速度值不变。即速度不变是由N个速度不变的不同速度值构成。 

既然“真空” 的不变性可以制约“光速不变”。那么，“真空” 的不变性亦可以制约天体

质量的大小不变。亦可以制约光速具有N个速度不变的不同速度值不变。 

这是光速不变的无限性、绝对性之一。它的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就局限于光在二体运动中

的轴心体m之内。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的运动质量与其运动中的发热发光能力成反比。 

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运动质量越小，运动负质量越大，天体的引力场屏蔽空间越小，天

体的负力场屏蔽空间越大，天体越发不出光。因而，光不是来自太阳。 

宇宙中的光，均来自天体间聚合光团发出的反物质光波。当反物质光波负能量从无穷大走

向无穷小时，光以不发光的暗能形态，存在于漆黑一团的宇宙时空中。只有当它们进入天体引力

场闭合磁界场空间（或质量空间），由反物质光波聚合为光子，并同逆向运动中迎面而来的光子

对撞，形成无穷大反物质光波释放出负能量，形成光明和温暖时，我们才能观测到光的存在。 

当宇宙飞船冲出地球闭合磁界场空间之后，一切光明和温暖都消逝的无影无踪。越是接近

太阳，时空越黑暗；越是接近太阳，时空中或天体上的气温越低。 

因此，可观测的光的运动所形成的光明和温暖，只存在于天体闭合磁场空间之内。 

这种物理实在，完全符合天体初始质量越大越不发光的自然定律。因为，天体的闭合磁界

场空间是天体质量的组成部分。 

光速不变的无限性、绝对性之二，即光的垂直运动。光的垂直运动，是地球m发射与吸收

光子的运动。当地球m不变时，地球m、（－m）发射与吸收光子的引力与负力的力速不变。 

所谓力速，即在N=S结构或N=S=N结构中，物体受量子力或负量子力异性相吸时形成的

速度。 

地球的m=E=F或（－m）=(－E)=(－F) 零质量运动构成，决定了地球m、（－m）发射

与吸收光子的力速不变；地球m、（－m）发射与吸收光子的力速不变，光子的运动速度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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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不变。 

地球m、（－m）变了，地球力速变了，光速必变。 

量子是能够被发射或吸收的，人们已可以接受；但粒子是能够被发射或吸收的，人们却一

时难以接受。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的，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定

律告诉我们，当初始质量无穷小的光子在光速运动中，形成的运动质量是无穷大的。尽管零质量

运动将它的无穷大运动质量抹平，但它的运动质量仍然是存在的。 

比如，一架巨型运输机，一旦其从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等价之等价零质量运

动中，转入垂直重力运动，其无穷大的运动质量将酿成严重灾难。这种灾难是天体与巨型运输机

之间的运动结构，从N=S=N结构转变为N=S结构的缘故。N=S=N结构是零质量运动结构；

N=S结构是二物体异性相吸力运动结构。在N=S结构运动中，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其运动速

度越高，双方的撞击力越大。 

如果，有人企图酿造灾难，他就希望高速高空运动物体的结构，从N=S=N结构转变为N=S

结构。 

光子是物体，它服从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定律。 

光子的重力运动加速度“常数”与伽利略重力自然加速度定律的加速度“常数”不一致。

因为，伽利略忽略了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的光的运动规律。 

在宇宙中，虽然物体因初始质量不同而进行发热发光运动的能力不同，但所有物体都能够

强弱不同的发射或吸收光子。 

比如中午过后，地球转入引力运动，即地球的外太空S极(－E)向地球地壳的N极(E) 进行

凝聚运动。地球由地面向上大规模吸收光子，夜幕从地面开始向上逐步形成。地球从地面向上吸

尽大气层中的光子之后，便开始更大规模吸收时空中“星斗”发射来的反物质光波。这时，在地

球复合磁场的N极与太空射来反物质光波的S极交汇处，发生物质与反物质异性相吸运动，地球

大规模吸收宇宙空间的反物质(－E) ，形成零下几千度的超低温时空物质界面，在黎明前后达到

高潮并影响地面寒冷，形成大雾、露水或霜冻。大海中的海平面开始凹陷，潮汐第一推动出现。 

午夜过后，地球转入负力运动，即地球地壳的N极(E) 向地球的S极(－E) 进行膨胀运动。

由地面向上大规模发射光子，白天从地面向上开始逐步形成。地球向上发射的光子充满大气层中

之后，开始更大规模的同性相斥“太阳”从时空中发射来的反物质光波。这时，地球发射光子与

太阳射来的反物质光波在二者的NS极交汇处，发生反物质波对撞，释放出巨大(－E) ，形成零

上几千度的超高温时空反物质界面，在中午前后达到高潮并影响地球地面温度上升，形成水汽蒸

发，空气中的一切均向上运动。大海中的海平面开始凸起，潮汐在第一推动相吸力作用下排山倒

海扑向海岸。受宇宙深处大m天体间聚合光团负力相吸的轨迹运动周期性影响，有些潮汐运动定

期出现，十分壮观。比如，钱塘江大潮。 

地球磁界场是复合型的。第一层为强核力禁闭磁界场或称重力磁界场；第二层为负力磁界

场；第二层为引力磁界场。 

在地球与月球共同磁界场的N=S结构中，地球是N极，月球是S极。因而，月球是负力天

体，或反物质天体。 

月球在地球的引力磁界场中进行轨迹运动。它与地球地表之间隔了一层地球负力场（即那

个失重空间）。地球负力场在地球引力场之内，地球强核力禁闭场之外。月球是反物质负力天体

，或N=S结构中的“S” 极天体。月球负力场与地球引力场异性相吸；与地球负力场同性相斥



Academia Arena, 2012:4(5)                          http://www.sciencepub.net  

 - 14 -

。月球只有负力，没有引力。因而，月球对地球潮汐运动产生不了作用。 

潮汐运动是地球昼夜间周期性强核力禁闭与解禁的结果。 

如果，地球没有在其昼夜间周期性强核力禁闭与解禁中，大规模发射或吸收光子保护自己

的能力，地球早已在超高温或超低温中成为具有深达几千米厚度尘埃的月球了。 

月球与地球的自然定律、科学定律，数学形式截然相反。我们从月球上取得的所有判据，

在月球上都是负力物理学判据(反物质体)；在地球上都是引力物理学判据(物质体)。当人类把铅

球与鹅毛带入月球空间之后，它们已经成为反物质体。此时，它们均失去了质量，只有负质量。

在反物质与反物质同性相斥中，二者同时落地。人类在月球上同样失去了质量，只有负质量，是

反物质体。反物质与反物质同性相斥。因而，人类在月球上能够进行跳跃运动。 

在地球的中午前后，任何物体从其超高温时空反物质界面中穿过，都可能被瞬间烧毁或剧

烈爆炸；在地球的午夜前后，任何物体从其超低温界面中穿过，都可能因瞬间冷凝而导致其运动

结构失灵、通讯中断、发动机熄火、突然加速或突然转身撞向地球。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中的发热发光能力成反比定

律。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越不发光。天体间N=S=N结构中发出的光，是光的负量子形成的负能

量波。 

那么，地球上的光，就是地球磁场空间中从其S极向N极凝聚的反物质光波，或是地球磁场

空间从其N极向S极发射的，光的负量子形成的负能量波。 

既然光子能够被地球吸收或发射，那么，在相对论质能等价原理中，地球m、（－m）不

变，地球发射光子的负能量不变，地球光速不变。地球m、（－m）变了，地球发射光子的负能

量变了，地球光速必变。 

⒌“光速(C)不变” 在宇宙中的1/N相对性 

当“光速(C)不变”在惯性系或宇宙中只有1/N的相对性时；而N个速度不同的“光速不变

” 在惯性系或宇宙中则具有了绝对性、无限性、一般性。这正是协调发展中的相对论一般性等

价不等价原理。 

在一般性自然运动中，光速(C)值不守恒，“自然定律”、“科学规律”、“ 数学形式” 焉能

守恒？它们的“守恒” 相对性分别是宇宙运动的1/N。若把它们进行一般性处理 之后，即1/N=N

；或N个1/N=N。我们不能只看到“光速不变原理” 中1/N=N的相对性；还要看到“光速不

变原理” N个1/N=N中的一般性。 

我们称真空光速(C）为地球光速。既是为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定义真空光速（C）；也是

为了公平、公正、合理的定义相对论。如果，我们不是从“真空” 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

上去进行一般性思考，而是在相对的、物理实在的“空” 与“不空” 上糾缠不休。那只能说明

我们对相对论的理解是相对的、肤浅的、扭曲的。 

因为，相对论是一般性理论。 

一般性理论，不需要选定特定的判据去符合事实。 

一般性理论给我们的是物理思想，不是预言和观测相一致的事实。这就是一些人能够进入

相对论至高境界，而另一些人不能够进入相对论至高境界的原因。 

当人们的观测目光集中在具体判据上的时候，爱因斯坦发现的却是展现一般性自然定律的

判据。这如同大智若愚的人视《周易》为“天书”；聪明伶俐的人视《周易》为“八卦” 一样。 

反对相对论者大多以个別否认一般；拥护相对论者大多以一般兼容个別。以个別否认一般

，终会为相对的智慧所困扰；以一般兼容个別，终会为无限的智慧所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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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光速不变原理是绝对的、无限的、一般的；不是相对的、有限的、个别的。 

相对论的物理思想是杰出而伟大的。 

虽然，彭加莱从数学上也取得了与爱因斯坦相同的数学见解，但他没有将其延展到自然运

动中。 

光在运动中所需要的运动元素是多方面的。它即需要初始质量、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

动惯性力、运动功率，亦需要运动空间、运动时间。如果，这些运动元素的物理量有一个发生了

变化，其运动元素间的等价关系或等价之等价关系，就会遭到破坏。就会服从爱森堡的不确定性

原理，服从史蒂芬·霍金有限无界运动定律。光速不变原理就会在相对不等价或绝对不等价运动

中失效。 

光速不变如果是对其同比运动而言，不论发光体质量如何变化，只要光速运动的等价关系

或等价之等价关系中的零等价值不变，光速不会变； 

光速变化如果是对其连比运动而言，不论发光体质量如何变化，只要光速运动的等价关系

或等价之等价关系中的零等价值在变，光速必变。 

不论光速变与不变，其“C” 值都会制约光速不变原理在两个物理世界中的一般性。因而

，要协调发展相对论就必须制约光速“C” 值的相对性，定义光速“速度” 值的一般性。使光

速不变的相对性与一般性在对立统一中避免激烈的冲突。 

这样，一切希望在更多判据中推翻“光速不变原理” ， 推翻相对论的努力都是多余的。 

从事物的一面说，一个判据是相对的、有限的、不变的，而N个相同意义的判据则是绝对

的、无限的、一般的；从事物的另一面说，在一个相对的、有限的、不变的预言中，己吻合了N

个相同意义的、绝对的、无限的、一般的判据。 

比如，物质不灭定律、磁性定律、热膨冷缩定律、波/粒二象性原理、作用与反作用定律、

等价原理等。对于这些预言是不需要用相对判据加以吻合的。因为，它们均是预言即判据的一般

性自然定律，或一般性预言。它们的判据无处不在，但物理量大小又各不相同。 

一些一打就倒，不打自倒的预言，就是过分依重相对判据，拒绝一般性判据或一般性预言

的结果。 

但是，由于受引力场引力不等价的无穷大制约，这些理论都是过分依重相对性判据，拒绝

一般性判据的相对性假说。它们都需要在协调后才能得到发展。 

当相对论“光速不变原理” ，从N个不同值的光速不变中走向宇宙时，我们才被认为在等

价原理中，对完备与协调发展相对论“光速不变原理” 作出了努力 。 

与此同时，当我们以协调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对论，当N个原子系统或N个惯性系系统，进行

N=S或N=S=N等价或等价之等价结构运动时，一切微观系统或宏观系统，都具有了在相对论

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相同的自然规律。 

以前，我总是认为，是相对论“光速不变原理” 导制或制约了“…任何惯性参考系中，自

然规律都相同” 。现在，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认识。不是光速不变原理导制或制约了任何惯性

参考系中自然规律都相同；而是相对论等价原理导制或制约了光速不变，和“…任何惯性参考系

中，自然规律都相同” 。 

或者说，光在二体运动中的N=S=N等价之等价运动结构，和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

性力等价之等价运动结构不变，光速不变。 

光在二体运动中的N=S=N等价之等价运动结构，和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等价

之等价运动结构变了，光速必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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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自然定律在任何惯性参考系中都相同，那么，物体在自然定律中形成的N=S或

N=S=N等价或等价之等价运动结构，都具有了相同的数学形式。 

⒍垂直光速≠平行光速 

尽管如此，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在物理实在中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宇宙时空从其质心至壳层，存在着几千亿个连比运动介质层，每一个运动介质层中运动介

质的运动比重各不相同，其光的速度值亦各不相同。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之所以观测到光在平行与垂直两种运动中速度不变，是因为此时光的

平行与垂直两种运动在同一同比运动介质层中。在同一同比运动介质层中，物体的运动比重与其

运动介质的运动比重相同，光的速度值亦相同。 

同比运动结构是m=E=F；连比运动结构是N＞S或S＞N，即m＞(－m) 或(－m) ＞m。 

或者说，同比运动是一种零质量运动，是一种无穷大等价结构；连比运动是一种无穷大绝

对不等价质量或负质量结构。 

在m=E=F结构中，m物理量中的50%转化为E的物理量，E的物理量等价于F的物理量。或

者说，m的实际物理量是E的物理量与F的物理量之和。 

在m＞(－m) 或(－m) ＞m结构中，m物理量是m－(－m) 或(－m) －m之差。当结构

中一个物体的m或(－m) 完全消失时，物体中就只有m或(－m) 。 

而同比运动的m=E=F结构则不同，不论其m或(－m) 多大多小，它只能是其实际物理量

的50%，它必须即等价于E，又等价于F。否则，它的运动结构破裂。 

当物体的运动质量与运动速度成正比时，二者之间的速度差异，随其运动尺度的扩大而无

限扩大。m＞(－m) 或(－m) ＞m运动结构的速度值，永远大于m=E=F运动结构的速度值。 

或者说，光的连比运动中的速度值永远大于同比运动中的速度值。当然，这并不包括光在

同一同比运动介质层中的双比运动速度值。 

因此，光速在平行与垂直两种运动中存在着巨大差异。 

在对立统一中完备和协调发展相对论等价原理，是我们发展相对论的运动取向。因为，等

价原理是相对论物理思想的核心。当我们在协调发展相对论中，认识到等价原理中具有相对等价

、相对不等价、绝对等价、绝对不等价四种运动结构时，相对论己经在协调发展中走向了一般性

科学真理。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不等于“物理学的统一”。物理学的统一是对物理而言；相

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是一般性哲学、一般性物理学、一般性数学协调发展的对立统一体系

。 

在相对论中光速第一，没有比光跑的更快的物体；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仍然认为

光速第一，没有比光跑的更快的物体。 

如果，我们的确观测不到比光跑的更快的物体。按照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

速度成反比定律，在发展相对论中，我们在理论上就会获得重大突破。 

哈勃观测到的超光速运动物体，是天体间进行连比运动的聚合光团。或者说，那种“物体

” 的运动仍然是光速运动。仍然没有超光速运动的物体。 

或者说，光速运动中存在着比“地球光速” 更快的连比运动系统。这意味着哈勃的发现比

其膨胀论具有更加伟大的科学价值。 

如果没有比光跑的更快的物体，那么，光子就是宇宙中质量最小的、拥有N=S双极磁界场

结构的、不可分的基本微粒。而光量子则是构成能量体的最小单位。当微粒表示质心，负量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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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空间时，光子是构成物质、我们及宇宙的最小物质单位。这种理论上的假设，为学术界面对物

质起源、生命起源、宇宙起源提供了新的观念。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物理思想之一，即物理学的统一是宇宙等价运动中物理学

与自然结构的统一；不是数学设计中的方程统一。 

因而，迄今为止，能够称的上是具有一般性协调发展空间的科学理论，唯有被人类共识并

集中集体智慧共同协调发展的相对论。 

 

【Ⅲ】数学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是物理统一的前提 

 

相对论两大支柱中的另一根重要支柱是已知数学。 

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而空的“0” 在已知数学中，则表示开始、终结、没有、或什

么都没有的“空” ，一个相对的、有限的、不变的“空” 。 

相对论中空的“0” 或真空，是为了从数学中获得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原理，并且获

得处理其物理思想的工具。 

把真空光速（C）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与数学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有机的结合

在一块，构成一个天衣无缝、自成一家的理论体系，爱因斯坦在当今世界是独步当时的。 

相对论即受真空光速（C）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的制约；又受数学原理相对性、有限性

、不变性的制约。这就是相对论被称之为相对论的原因。 

⒈0≠0中的零等价值结构 

但是，相对论中隐藏着一个象宇宙时空一样深不可测的东西，即真空光速（C）的相对性、

有限性、不变性，数学原理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均受相对论等价原理的制约。从表面上

看相对论只有真空光速（C）不变与数学原理两件“相对性”宝贝，其实质上它却拥有整个等价

或不等价的宇宙。 

因为，爱因斯坦深知数学原理的真谛。 

他在对数学相对性的理解中告诉我们，宇宙“真空” 中存在质能等价运动，当质与能中的

两种对立统一的正负物理量进行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力运动时，“真空” 中就会出现“空间弯曲

”“ 时间扭曲” ，就会出现“谷沟效应”。 就会出现 “ 引力统一场”。 就会出现“小体积范

围内，万有引力与某一加速系统中的非惯性力相互等效” 。 

爱因斯坦否定经典力学中的引力观念。 

他认为引力不是内禀的，不是来自物体本身，而是来自宇宙引力统一场中的质能空间运动

(M理论具有相似的观点)。是其引力统一场中质量体压弯空间能量体形成的作用力。既然能量体

空间能够被质量体压弯，那么，它就不是“空”的。 

因而，在相对论中，真空光速也好，宇宙真空也好，都不是从物体的相对性中表述事物的

物理实在；而是从物体的一般性中表述事物的等价本质。 

如果，我们试图从相对性物理实在上，或从其方程缺陷上否定相对论，那是一种无知的坐

井观天，或瞎子摸象。或是一种智能低下。 

因此，在对相对论等价原理的一般性协调发展中，我们发现了有界无限运动定律。 

即当二体运动物体间的轴心线成为一种有限，一种界时，它即制约着物体的运动半径，又

制约着物体的运动周长。 

在这个定律中，宇宙宏微两种二体运动井然有序。 

一个轴心体，一个轨迹体。轴心体制约着物体的运动边界；轨迹体进行着无限运动。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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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极力希望挣脱轴心体的制约；轴心体极力控制轨迹体的运动边界。双方形成同场运动。二者之

间的运动半径，即是轴心体与轨迹体之间的“界” ，又是轴心体与轨迹体之间的“场” 。 

在天体二体运动结构中，轴心体是其“S” 极，轨迹体是其“N” 极。 

因为，二体运动结构即N=S结构。N=S结构即直线段结构。 

或者说，二体运动结构中的“界” 与“场” 均是直线段结构。N=S结构中两极“界” 与

“场” 之间零等价值的变化，导致二体运动结构中的“界” 与“场”的变化。 

N=S结构中两极之间的相互吸引力，通过其直线段“场” 进行“传递” 。“场” 两端的

相互吸引力等价值为“0” 。 

即在一个实的“0” 中，包容了N个m=E，E=F，F=m；(－m)=(－E) ，(－E)=(－F) ，

(－F)=(－m)；m=(－E) ，(－E)=F，F=(－m)；m=(－m)；E=(－E) ；F=(－F) 零等价值

大小不同的“0” 结构。 包容了N个零等价值无穷大与无穷小的“0” 结构。 

在这方面，保罗·狄拉克对协调发展相对论等价原理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当(－m) 或(－

E) 在质能运动中出现时，相对论质能等价原理仍然是成立的。 

因为，在 “界” 与“场” 之间的零等价值N=S结构中，m=(－m) ，E=(－E) ，物质

=反物质。 

如果，我们认为保罗·狄拉克的反物质思想是对万有引力的一种挑战，那是正确的；是对相

对论质能等价原理的一种挑战，则是错误的。 

把狄拉克理论列入量子力学，而有别于相对论也是错误的。因为，保罗·狄拉克发现了相对

论等价原理中蕴藏的反物质世界。 

 当我们用一般性数学的零等价值原理，处理已知数学中空的“0” 时，已知数学中空的

“0” ，只是宇宙中N个实的“0” 中 的1/N个。 

这样，我们对相对论的两个基本假设，都知道了“为什么会是那样的”了。光速仍然是不

变的。光速不变，相对时间、相对空间中的自然定律、科学规律与数学形式都是不变的。 

100年前，相对论否定了“绝对时间” 及“ 以太” 的存在。但是，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

，这种不足被其一般性抹平了。 

原因在于，在等价原理中，N个相对构成绝对；N个绝对构成相对。N个有限构成无限；N

个无限构成有限。N个不变构成变；N个变构成不变。N个以太构成真空；N个真空构成以太。

二者关系等价，相互等效。 

所以，相对论观念包容了亚里士多德和牛顿的“绝对时间” “绝对空间” 观念，二者并

不矛盾。因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等价原理非常科学的制约了数学中的无穷大，改变了数学不能处

理无穷大的数的状态。从而遏制了引力场引力无穷大趋势。 

上世纪二十年代之后，人类科学思维开始逆向运动，“万有引力” 的无穷大思潮冲击相对

论等价原理。于是，我们有了如下的认识。 

即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以其不等价无穷大量子力，有别于相对论等价原理。 

哈勃的宇宙膨胀论，以其“天体离我们而去” 的不等价相对性判据，有别于相对论等价

原理。 

史蒂芬·霍金，以其引力场引力无穷大导致空间坍缩，形成“黑洞” 中的“奇点” ，致使

科学定律失效的不等价物理思想，有别于相对论等价原理。 

这些不等价的物理思想，都是史蒂芬·霍金的“有限无界” 物理思想。而“有限无界” 物

理思想，是协调发展的相对论等价原理中N=S结构所允许的。这些“有限无界”物理思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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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界无限”物理思想在协调发展中，共同构成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的物理思想。 

或者说，牛顿、爱森堡、哈勃、史蒂芬·霍金的不等价物理思想，存在于相对论等价原理中

四种等价或不等价的一般性运动形态中。 

因而，任何一种物理思想都有其科学价值。当自然中的事物正反一体时，这些科学价值不

是在事物的正面；就是在事物的反面。 

从光速不变到等价原理，相对论物理思想一直在不断的协调各种正反理论中发展。 

⒉“0” 中的无穷大N=S直线段结构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有界无限定律中，不存在空“0” 的相对时间制约，所

有物体均不能够进行无穷大运动；在“有限无界” 的物理思想中，同样不存在空“0” 的相对

时间制约，所有物体均能够在“0” 的半径等价于周长时进行无穷大运动。 

或者说，相对论中的“0” 是不变的；量子宇宙论中的“0” 是变化无穷的。 

宇宙运动是由变的无穷大不等价结构和不变的无穷大等价结构共同构成的。 

亦可以认为。变的无穷大不等价结构，是不受“0” 中时间与空间制约的；不变的无穷大

等价结构，是受“0” 中时间与空间制约的。 

空“0” 的相对性只是N个“0” 运动中的1/N，而N个实的“0” 则更加具有广泛的绝

对性、无限性。 

或者说，空的“0” 中包容了一切实的“0” 。因为，在宇宙空“0” 的闭合空间中包容

了一切实的“粒子” 和“天体” 。空的“0” 中包容了一切不等价或等价。二者对立统一。 

相对论等价原理，包容并协调了牛顿、爱森堡、哈勃、史蒂芬·霍金等伟人的不等价物理思

想。 

因而，只要人们愿意用对立统一观念，看待相对时间中的物体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

则相对论等价原理协调发展的一般性时代就会到来。 

宇宙中不仅存在N个相对性、有限性，而且存在N个绝对性、无限性；或不仅存在N个绝对

性、无限性，而且存在N个相对性、有限性。 

不仅存在N个等价结构，而且存在N个不等价结构；不仅存在N个不等价结构，而且存在N

个等价结构。 

有界无限的零物理思想，可以包容一切等价或不等价结构。 

比如，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四大力均进行着有界无限边界运动，并分别以其运动半径制

约着四大力轨迹运动的边界。 

四大力轨迹运动的边界分别是:强核力轨迹运动边界；引力轨迹运动边界；弱相互作用力轨

迹运动边界；电磁力轨迹运动边界。 

强核力轨迹运动的边界，制约着核子中、天体中的一切有界无限运动； 

引力轨迹运动的边界，制约着引力场空间中的一切有界无限运动； 

弱相互作用力轨迹运动的边界，制约着引力场空间中的一切粒子与粒子、粒子与量子、量

子与量子、量子粒子与天体、量子粒子与空间磁场之间的有界无限运动。 

弱相互作用是宏观运动的微观复制品。粒子同样进行有界无限的同比运动和有限无界的连

比运动。 

在同比运动中，粒子与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主要表现在原子核与电子之间的二体运动中

。是原子核与电子之间的等价之等价零质量运动关系。它们服从有界无限运动定律。 

在连同比运动中，二体运动中的粒子，与其他二体N=S=N结构之间的“S” 极聚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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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新的N=S“T” 型结构。 

即一个二体N=S=N结构之间的“S” 极聚力线，对另外一个二体N=S=N结构中的粒子

构成新的N=S结构，并产生相互作用。 

或者说，一个二体N=S=N结构中的负量子或负量子团，对三个或N个粒子(天体)同时产生

N=S结构中的异性相吸作用。而且，在这种“0” 的半径等价于周长的结构中，不存在时间和

空间。因而，其作用间距不受制约，可以在大尺度时空中产生相互“感应”作用，或各种各样“

不可思意”的“效应”。 

这种弱相互作用结构叫“有限无界”结构。这种结构是宇宙中两种基本结构之一。亦称不

等价结构。是牛顿、爱森堡、哈勃、史蒂芬·霍金等科学巨人的无穷大不等价物理思想的基本内

容。 

弱相互作用包容微观运动中的一切有限无界运动。或包容一切有限无界的波粒运动。 

M理论中场与粒子(天体) 的 之间的关系；爱因斯坦引力统一场与天体之间的关系，二体

运动中的等价关系；牛顿第一定律中的力与物体之间的关系，都是N=S=N结构或N=S“T” 型

结构中两点一线间的直线关系。 

因为，任何“场” 都是N=S结构中的直线段或直线段界场。这个“直线段界场” ，在物

体半径和周长关系等价中，其N=S结构之间的不等价量子与负量子异性相吸力，可以作用到很

远的空间去。 

因此，弱相互作用又可称为“场作用” 或量子力与负量子力相互场作用。 

所谓“量子力与负量子力相互场作用” ，不等价于量子或负量子运动。因为，宇宙空间

充满了量子或负量子，力在量子或负量子之间进行“传递” ，虽然形成量子力与负量子力，但

量子或负量子并没有运动。 

这种量子力与负量子力之间的相互场作用，形成了一切光、电、磁、波、粒、天体与“界

场” 之间的大尺度感应运动。 

这种感应运动在微观世界是“弱” 的，在宏观世界却是“万分可怕” 的(稍后展述)。 

在这种“直线段界场”结构中，存在着比“地球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 

因为，N=S结构或N=S“T” 型结构中，能量负能量和空间，能量负能量和时间均是成

反比的。能量负能量越大，所需空间越小，所需时间越少。当能量负能量达到无穷大时，时间与

空间消失。 

或者说，N=S=N二体结构中的界（半径）和限（周长），分别成为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

两根直线段。其中一根直线段是N物体对S物体的引力相吸力聚力线；另一根直线段是S物体对N

物体的负力相吸力聚力线。两根聚力线异性相吸，形成一根聚力线。 

在N=S结构中，N=S结构之间的间距即为“界” ，N=S结构之间的物理量即为“场” 。 

如果，“界” 进行着无限运动，“场” 进行着有限运动，二者构成“有限无界” 运动结

构；“场” 进行着无限运动， “界” 进行着有限运动，二者构成“有界无限” 运动结构。 

每一个轴心体或轨迹体，均有两对主“界场” ，N对付“界场” 。 

每一对“界场” ，均是有一对异性相吸的引力聚力线和负力聚力线构成。 

每一个粒子或天体，都被允许拥有N个N=S结构的“界场” 。 

粒子或天体的引力“界场” ，面向宇宙质心时，运动空间越来越小，形成光锥形；粒子或

天体的负力“界场” ，面向宇宙壳层时，运动空间越来越大，形成扇状形。 

当轨迹体进入粒子或天体的引力“界场” 时，其“界” 越来越短，其“场” 越来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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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越来越快，运动夹角越来越小； 

当轨迹体进入粒子或天体的负力“界场” 时，其“界” 越来越长，其“场” 越来越弱，

速度越来越慢，运动夹角越来越大。 

轨迹体的N=S结构等价，其“界” 等价；轨迹体的N=S结构不等价，其“界” 不等价。 

轨迹体在N＞S结构中，顺时针自转；轨迹体在S＞N结构中，逆时针自转。 

每一对“界场” 异性相吸，形成宇宙壳层“界点” 。N个“界点” 中的两极与其前后“

界点” 中的两极首尾异性相吸，构成类圆球形N棱曲面。这个类圆球形N棱曲面，就是宇宙壳

层或边界。 

N=S结构中不存在时间。霍金的四维球中的任意时间维，应当是量子力维或负量子力维。 

 “有界无限” 运动结构是一种等价、相对等价、绝对等价结构；“有限无界”运动结构

是一种不等价、相对不等价、绝对不等价结构。二者构成宇宙一般性等价不等价运动结构。 

 “有界无限” 运动是一种不变性运动；“有限无界” 运动是一种随机性运动。二者构成

宇宙一般性运动。 

“有界无限” 的运动思想，产生于相对论等价原理；“有限无界” 的运动思想，产生于

量子宇宙论中量子物理思想。二者构成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 

在宏微两种运动的基本观念中，史蒂芬·霍金的有限无界无穷大物理思想，使科学理论中的

宏微两种速度运动进入了自然运动的最高境界。这种速度运动包容在由N=S结构构成的粒子和

量子最小单位及宇宙大尺度时空中。 

在N=S结构中，任何最小单位的粒子和量子，都是正反同体的。在这个结构中，不允许存

在“纯物质” 或“纯反物质” 粒子，“纯量子” 或“纯负量子” 波包。 

电磁力轨迹运动的边界，制约着天体强核力禁闭场与天体引力场之间的负力场之内的一切

有界无限运动。 

或者说，电磁力存在于天体强核力禁闭场与天体引力场之间的负力场之中。它即与天体强

核力禁闭场异性相吸，又与天体引力场异性相吸。三者形成N=S=N磁界场结构。 

电磁力是一种负力，它的反物质磁界场空间对天体形成反重力的胀吸力。 

这种反物质磁界场空间胀吸力，就是宇宙磁界场空间屏蔽中其S极对其N极的相吸力。 

或者说，物体之间的相吸力是从其S极向N极运动的。这是一种由宇宙壳层内壁向其质心进

行的反物质负力。其负力物理量等于其他三力的物理量之和。 

这种空间胀吸力等价于它的空间膨胀力，但有别于空间膨胀力。膨胀力是表示物体壳层的

外壳向外膨胀的力；胀吸力是表示物体壳层的内壁向内吸引的力。比如，真空泵、注射器、拔火

罐等形成的胀吸力。 

即F1+F2+F3=F；m1+m2+m3=m；E1+E2+E3=E； 

或(－F1)+(－F2)+(－F3)=(－F)；(－m1)+( －m2)+(－m3)=(－m)；(－E1)+(－

E2)+(－E3)=(－E) 。 

〔其中“1”、“2”、“3” 分别表示强核力、引力、弱作用力，m、E、F和(－m) 、(－E) 

、(－F) 分别表示物质的质、能、力与反物质的负质、负能、负力。〕 

四大力皆因反物质空间胀吸力而生，而粒子或天体的强核力、引力、弱相互作用力三力的

运动取向，均是由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的不等价相吸力，三力均与电磁力运动取向相反。尽管

弱相互作用力是N=S“T” 型结构的不等价力，但其力的运动取向仍然是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运

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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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重引力物理学的概念习惯，我们把强核力、引力、弱相互作用力统称为引力，用F5表

示。 

即当F=(－F)；F5=(－F) 时； 

则F=F5 

当F=0时 

F5＝0 

则0=0 

这个“0” 不能为“空” ，如果为“空” ，我们就无法识别物体m或(－m) 的大小，又

要被相对时间、相对空间所制约。 

四大力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其在同比运动中服从相对论的有界无限运动定

律；其在连比运动中服从量子宇宙论的有限无界运动定律。 

⒊数学体系与物理观念的剧烈冲突 

1687年之前，理论物理学家们在以什么为工具假说自然上，一直找不到合理的方法。牛顿

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问世之后，理论物理学家们找到了“合理”的方法。即以数学为

工具研究自然。 

从此之后，绝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们的物理预言被数学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所制约

。 

比如，一般性光速不变原理，从普适性上说是正确的，它可以面对质量从无穷小到无穷大

的物体，称得上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宏观理论。 

但是，这样的一般性光速不变原理，在数学中是不能成立的。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

在数学方程中，必须有一个“常数” 。这是必须满足的数学条件。 

于是，绝大多数理论物理学家，总希望从相对的科学实验中取得相对的判据，以“满足数

学条件” 。他们将从一个质量天体上所取得的相对“判据” ， 无限的延展到N个质量大小不

同的天体上。 

在E=mC^2中，为了“满足数学条件” ，C或E、m，三者必须有一个是“常数”。如果，

不能满足数学条件，则其关系式根本不能成立；如果，满足了数学条件，则其物理思想只能面对

个别而不能面对一般。从科学判据上说，人类科学是从N个个別中找出一般的，而不是从一个个

別中找出一般的。因为，“C” 值或者说数学形式中的“常数” ，只能表示相对的“地球光速

” ，而不能表示N个质量大小不同的天体上的N个不同速度值的光速。 

凡是以某种“常数”为判据的理论，均是相对性的部分理论。 

因为，数据是对物理量而言的，而物理量会因为不同粒子、天体的运动质量、运动负质量

不同而不同。 

比如，地球上的一些“常数” 在外太空或月球上会失效。铅球和鹅毛在相同高度同时落向

月球表面时，我们认为那是它们空气阻力值相同造成的，不认为是它们的运动负质量无穷大造成

的。不认为是月球的运动负质量无穷大，造成月球的“太阳” ，比地球的“太阳” 大，比地球

的“太阳” 运动轨迹更低。不认为是月球的运动负质量无穷大，造成月球的温差比地球更大。

不认为是月球的运动负质量无穷大，造成月球的昼夜周期比地球更长。不认为是外太空(地球负

力场)的运动负质量无穷大，造成外太空中的失重现象。 

所以，在我们不能以协调发展眼光和一般性判据研究相对论时，我们总是以为一个模式下

只能创造一种形态。或数学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不但制约了相对论；而且数学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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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性、不变性设定的相对极限，成为理论物理发展的屏障。 

或认为，要实现物理学的统一，必须拋弃相对性原理和光速不变原理。或者说，必须拋弃

狭义相对论。殊不知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的基础，正是所谓“狭义” 相对论的相对性原理和

光速不变原理。在这方面，日本科学家们对狭义相对论的理解，远远高于西方科学家。 

要实现相对论从有限走向无限，从个别走向一般，从部分理论走向一般性理论，首先必须

实现数学的一般性。 

在1687年之后的324年中，理论物理研究形成了一个潜规则，即理论物理学家首先必须是

数学家。 

而我们则以为，受已知数学原理制约的理论物理学家们，在数学原理的相对性中，只被允

许创立更多的相对性部分理论，不被允许创立一般性统一理论。事实上，不可能有一个杰出的理

论物理学家，能够用数学无穷大原理计算出物理学的统一。 

霍金说，物理学的统一“…不需要选取特定的任意数值去符合事实” 。《时间简史》第212

页。 

相对论受数学原理制约，选取了个别特定的任意数值去符合事实，这是它的相对性。当它

在等价原理中描述事实时，它便拥有了一般性。因而，当我们在月球、火星、土星、水星上取得

不同的光速不变数值之后，相对论光速不变原理会因“C” 值 的制约而成为宇宙N个光速不变

中的1/N。但这是数学原理缺陷所导致的相对性事实，它并不影响爱因斯坦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上

取得的一般性成功。 

因而，我不敢苛同以数学原理上的缺陷否定相对论，攻击相对论的努力。 

因为，目前尚未有人能克服数学原理上存在的三大缺陷。 

如果，我们从一般性的角度，而不是把个别当作一般的角度，不受己知数学的制约，让那

些所谓“常数” 虚位以待，让那个空的“0” 成为零等价值实的“0”，让那些从存在中被减去

或失去、亏损、短缺、破损、观测不到的存在，同时成为物理实在，并以此去完备和协调发展相

对论，则相对论会成为人类近代科学与未来科学的“宇宙桥” ，并从相对性部分理论上升为一

般性统一理论。 

宇宙无穷大的对面隐藏着N个无穷小；N个无穷小的对面隐藏着一个无限大。这些都是在一

种即能制约物体运动半径又能制约物体运动周长的，有界无限的实的“0”中进行的。 

数学也是一样，在其无穷大的对面隐藏着N个无穷小；在其N个无穷小的对面隐藏着一个无

穷大。 

因此，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如果，数学参与自然运动，它不仅需要处理无穷大的数；亦

需要处理无穷小的数。它需要在一种即能制约物体的运动半径又能制约物体的运动周长的实的

“0” 中进行运动 。这个实的“0” 无穷大于或无穷小于1、2、3、4、5、6、7、8、9，或

无穷大于或无穷小于(－1)、(－2)、(－3)、(－4)、(－5)、(－6)、(－7)、(－8)、(－9)中的任

何一个数。实的“0” 是所有正数与负数的等价值。 

在已知数学中，10000×（－1）=（－10000）是成立的。但在自然物理中，是行不通的

。 

在自然物理中谁的m大，或谁的－m大，谁说了算。 

如果，10000的运动取向是N极，（－1）的运动取向是S极，这是一种N=S结构的不等价引

力运动；10000表示物质的m，（－1）表示反物质的（－m），表示一个（－m）与10000个m

之间的N=S“T” 型磁界场异性相吸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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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已知数学中，则会成为S=S结构的磁单极逆转运动。(－10000)表示反物质－m，

10000×（－1）也表示反物质(－m)，即10000个S极磁单极体同10000个S极磁单体结构之间

的磁界场同性相斥结构。 

在已知数学中，（－1）×（－1）=1，是成立的。即两个反物质体相乘，等于一个物质体

。但在自然物理中，是行不通的。即两个反物质相乘，得到的是一个更大的反物质体，而不是

物质体。 

这样，数学中的“正负值”关系与物理中的“正负性”关系才会发生如此激烈地碰撞。 

在己知物理中，同一个物体中只有“正性” 没有“负性” ，或同一个物体中只有“物质

性” 而 没有“反物质性” ，正反不同体 。已知数学在物理中尚可通用。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

原理中，同一个物体中的 “正性” 与“负性” 正反同体 ，已知数学在物理中就困难了。 

在理论物理中，寻找一个能恰当描述预言和观测相一致的方程式，往往比寻找预言和观测

相一致的物理实在更难。因而，薛定谔才会因方程式而不是因预言和观测相一致名垂千古。 

在相对论中，这种“困难” 十分突出。 

E=mC^2只能描述物质运动，不能描述反物质运动。 

如果，此方程中的E=(－E) ，m=(－m)；或E=(－m) ，则C^2=0或负值。这样，E=mC^2

在相对论中的物理性就消失了，反物理性就出现了。这是己知规则所不允许的。所以，相对论只

得在E=mC^2中设定，E≠0；m≠0；E=1；m=1； C^2=1。 

这纯粹是数学设定，是数学游戏，不是自然定律。相对论对C^2的数学设定亦不是自然定

律。 

C^2等于负值，是被自然运动允许的。因为，在自然运动中，允许相反的运动存在。相反

的运动存在，不是表示亏空。 

所以，在物理学中这些方程只具有数学性，或只具有相对物理性，不具有一般物理性。因

为，数学不等价于物理，数学只是一种对物理进行逻辑论证的工具。科学家们利用数学原理展述

或归纳其物理思想。 

与此同时，数学逻辑的缺陷及相对性，也抹平了物理的一般性。 

因此，数学家们在努力克服数学逻辑的缺陷及相对性的同时，对自然科学的一般性协调发

展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⒋一切曲线均是N=S直线段结构的构成体 

当宇宙中的物体均是由N=S结构直线段构成时，一切曲线均是由N=S结构直线段构成的。

曲线即不具有相对性，又不具有一般性。“0” 的概念即是N个直线段的首尾相接体。或者说，

每个“0” 都是由N个N=S结构或1＝(－1) 结构构成的。当曲线成为N个直线段的构成体之后

，“0” 的不变性，就会在N个直线段的波动中消失。 

或者说，当一切球体、球面、半球体、半球面上的N个点，及其质心、轴心线，在半径与

周长关系等价中，均成为N=S结构“两点间”直线体，任何独立的“点” 都不被允许存在，任

何“点”、 “圆” 、“球” 都被允许由任意无曲面几何体构成时，N个“点”被N个N=S结构

“两点间” 的直线体所取代。欧氏几何体系必将受到影响。 

宇宙的N=S结构，将对数学产生历史性的影响。数学的相对性随之消失。数学不能处理无

穷大的数的缺陷将被抹平。数学具有了无限发展的空间。 

当物体的运动半径和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时，人类物理学与数学观念为“0” 所困的格局，

将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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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一些数学难题可能会从物理上得到解释。 

比如，杨－米尔斯（Yang-Mills）的存在性及“质量缺口” 。其质量缺口，存在于N=S

绝对不等价结构的“S”中。 

因为，当粒子间的运动空间和时间消失时，它们的磁界场只能是N=S结构的直线体。它们

的质量存在于N=S结构的“N” 极，负质量存在于N=S结构的“S” 极。因为，物体的初始质

量与运动质量成反比；与其运动负质量成反正比。 

或者说，当夸克、质子、中子等核子的单个质量之和，大于原子核质量时，符合物体的初

始质量越小，运动质量越大，运动负质量越小；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运动质量越小，运动负质

量越大的自然定律。 

比如，太阳的初始质量越大，运动质量越小，运动负质量越大，负力场越大；行星的初始

质量越小，运动质量越大，运动负质量越小，负力场越小。行星的单个集合质量大于太阳的单个

质量；太阳的单个负质量大于行星的单个集合负质量。但二者之间的质量=负质量，关系等价，

异性相吸，形成二体N=S磁界场结构。 

所谓“质量缺口” ，即只把质量列入量子物理，没有把负质量列入负量子物理。把与质量

关系等价的负质量当作了“缺口” 。 

这是一种S＞N绝对不等价磁界场结构，是宇宙“有限无界”N=S磁界场结构的三种形态之

一。 

如果，我们以地球质心为起点，从其地轴线的一端，把地球拉成一根两点直线段结构，使

其半径与周长关系等价。此时，地球球面上的一切“点” ，包括质点、质心、重心、轴心及各

种正反物理量，都会凝聚在两点直线段磁界场结构的两点间。 

当物体进行有界无限运动时，其零等价值是变化无穷的； 

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周长等价时，其磁界场结构是变化无穷的； 

当物体的N=S直线段磁界场结构，成为构成一切曲线的基本单位时，其零结构是变化无穷

的。 

人类的数学观念，尤其是“0” 的观念，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因为，“0” 不是不变的，“

0”是变化无穷的。 

当人类的数学观念发生根本性转变时，受其制约的物理学观念必然发生根本性转变。 

数学需要在协调中发展。数学家们为实现数学一般性而努力的过程，即是对人类物理科学

一般性协调发展的贡献过程。 

E=mC^2的本质向我们描述，物体在物质运动中的质能等价关系，它可以给我们N个不同

的不等于零的等价值。当E=1；m=1； C^2=1，而不是E≠0；m≠0；C^2=0时，E=mC^2

不再受数学相对性的制约，它具有了N个不同的无穷大或无穷小等价值，这些等价值的结果都不

等于空的“0” 。  

或者说，当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时，爱因斯坦的相对性等价思想却能处理无穷大的数

。正是这种相对论等价思想让科学家们坚信核能(－E)存在的原因。 

如果，我们只从数学的相对性中，看到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的一面；不能从数学的一

般性中，看到数学能够处理无穷大的数的一面。我们的智慧就会困扰自然科学的一般性发展。因

为，在数学的相对性中蕴藏了一般性。 

如果，光速不变中的C值因其载体质量的不同而不同，E=mC^2质能等价关系式，在任何

天体上都具有了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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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其C值因其载体质量的不同而相同，E=mC^2质能等价关系式，在任何天体上都不

具有一般性。 

C值在相对运动中是常数；但不等于其在一般运动中的是常数。我们不应当因为数学不能处

理无穷大的数，就用相对性常数，来设定宇宙的一般性常数。 

C值的相对性不是包容了光速不变的一般性，而是抹平了光速不变的一般性。 

过去，我们承认数学对相对论的巨大影响和制约。批评相对论总是以数学中空的“0” 来

制约宇宙运动，并且以数学缺陷攻击相对论。 

然而，攻击者所使用的数学，亦是相对性数学，不是一般性数学。或者说，攻击者是以相

对性数学攻击相对论。这是同根相煎，即推翻不了相对论，亦逾越不了相对论。 

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这是相对的；数学中空的“0” 亦是相对的。数学对相对论的

不利影响，是数学问题不是物理问题。如果，我们以物理思想来协调物理与数学关系，而不是以

数学原理来协调物理与数学关系，我们的智慧将拥有无限发展的空间。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充满了《道德经》中“道亦有道” 、《周易》中以不

变应万变的自然哲学思想。 

相对论即是一部“以不变应万变” 物理哲学。 

⒌半径与周长关系等价的磁界场运动结构 

在相对论这部物理哲学中，“0” 是一种不变的空。这种不变的空，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

“空” 。对此，我欣赏数学怪才、台湾成功大学数学博士苏意雯教授关于“0” 的部分观点。

而对于“0” ，我们有自己的见解。 

“0” 的周长可以从无穷小到无穷大；“0” 的半径可以从无穷小到无穷大；“0” 的空间

可以从无穷小到无穷大；“0” 的时间可以从无穷短到无穷长。 

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周长，都制约着“0” 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半径，都制

约着“0” 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空间，都制约着“0” 的存在；任何无穷短或无穷

长的时间，都制约着“0” 的存在。 

反过来，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0” ，都制约着其周长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

“0” ，都制约着其半径的存在；任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0” ，都制约其着空间的存在；任

何无穷小或无穷大的“0” ，都制约着其时间的存在。 

既然，N个不同的“0” 具有N个不同的周长、半径、空间与时间，“0” 中就必然具有N

个不同的等价不等价值。 

因而，自然中的一切都被“0” 所制约，或者说，自然中的一切均制约着“0” 。 

如果，一个“0” 无周长、无半径、无空间、无时间，那么，它就不是一个“0” 。它就

被允许不受已知数学中“0” 的相对性、有限性、不变性制约。它就不受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

的数的缺陷制约。它就具有了随机性。它就能逃出“科学定律在此失效” 的困境。 

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时，史蒂芬·霍金的“有限无界”的N=S结构就会

出现。此时，由于N=S结构中一端无穷大力的不等价作用，“0” 中的半径与周长合二而一，时

间和空间消失。物体的N=S等价结构，变为N＞S或S＞N的绝对不等价结构。当这种绝对不等

价结构成为宇宙四大运动之一时，爱森堡、哈勃、史蒂芬·霍金的物理思想就闪烁出科学的光辉

。 

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意味着在相对论不变的真空“0” 中，在量子宇

宙论的四维空间“0” 中，同样存在着无穷大不等价结构。在光速不变的极限中，同样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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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穷大不等价结构。在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的规则中，同样存在着无穷大不等价结构。 

因为，在时间和空间消失的结构中，一切无穷大都是被允许的；在时间和空间存在的结构

中，一切无穷大都是不被允许的。 

任何绝对等价结构中都存在着绝对不等价结构；任何相对等价结构中都存在着相对不等价

结构。 

我们亦可以把这种最小单位的N=S结构，理解为是一种“弦” 或“异型弦” ，理解为是

一种对称或不对称的物体最小基本结构。“弦” 的两端分别为其“S” 极和“N” 极。其两端

异性相吸形成圆；“弦” 与“弦” 异性相吸形成场。 

二体运动中的N=S=N结构，是两个物体相吸一个“S” 。当这个“S” 相吸另一个或N

个物体时，这个“S” 的 N=S“T” 型结构就是一个以“S” 为中心的粒子、天体团。这些

粒子、天体团定向性的存在于各原子结构与惯性系结构之间。 

当物体的磁单极运动取向一致时，其“直线段界场” 与“直线段界场” 之间产生同性相

斥力，形成各种平衡线运动结构、放射线运动结构、辐射线运动结构及各种波动运动结构。 

这种“直线段界场” 与“直线段界场” 之间的同性相斥运动结构，与粒子（天体）之间

的异性相吸运动结构，在大尺度空间中，把表面上毫无关联的粒子（天体），实际上具有N=S“

T” 型弱作用相互吸引力结构的粒子（天体），扰动的烦躁不安。 

这一块，再加上质量粒子、零质量粒子、负质量粒子的等价或不等价物性结构形成的相互

扰动，最是物理学中令人眼花缭乱，争议颇多的地方。 

在N=S结构及N=S“T” 型弱作用结构中，对称论、超对称论、不对称论、斥力论、万有

斥力论、奇点论、超引力论、弦理论、异型弦理论、虚粒子理论、虚时间理论、引力子理论等，

作为完备和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的协调对象，都有了相应的理论定位和规则结构。 

我们可以把N=S结构理解为是一种对称或超对称结构；把N=S“T” 型结构理解为是一种

斥力或万有斥力结构。把N=S结构的两端理解为粒子=虚粒子结构，或时间=虚时间结构。把

N=S结构中绝对不等价力理解为是一种超引力；把N=S结构中的量子理解为是一种引力子。把

“奇点” 理解为是一种绝对不等价结构。 

微电子运动是N=S结构或N=S“T” 型结构中的直线段场运动。 

宇宙闭合磁场空间中的“N” 极 在其质心；“S” 极在其壳层。 

或者说，宇宙的“重心” 在其质心；宇宙的“时空” 在其壳层与质心之间。 

因而，宇宙的质量集中在其质心；宇宙的负质量分布在其壳层与质心之间。 

由宇宙的无穷大质量和无穷大负质量构成的无穷大等价值，向其质心越来越大；向其壳层

越来越小。 

在物体的双质等价值与聚合光团的密度及亮度成正比定律中，聚合光团的密度及亮度越来

越大的时空取向，便是宇宙质心的时空取向；聚合光团的密度及亮度越来越小的时空取向，便是

宇宙壳层的时空取向。 

在数学中，空的“0” 表示没有。亦可被认为，表示1－1＝0；2－2＝0…N－N＝0。 

或表示1＝(－1)；2＝(－2)…N＝(－N)。 

在物理中，存在＝反存在；物质＝反物质；引力＝负力；膨胀＝坍缩。或m＝（－m）；E=(

－E) ；F＝(－F) ；N＝S；N＝S＝N等 。这些结构中的物理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关系等

价、相互等效。其等价值从无穷小到无穷大，都是“0” 。这种“0” 才是相对论一般性等价

原理中的“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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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运动中，它们之间构成的等价结构，象光速不变一样，不但具有N个不同的相对性

，而且拥有了一个统一的一般性。 

在这种一般性中，任何事物都具有了N=S结构中对立统一的两面。 

物质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反物质；反物质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物质。粒子的N=S

结构对立统一面是反物质波；反物质波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粒子。量子的N=S结构对立统

一面是负量子；负量子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量子。质量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负质量；

负质量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质量。…引力物理学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负力物理学；负

力物理学的N=S结构对立统一面是引力物理学。等等。 

在这些对立统一中，单体运动物体正反同体；二体运动中的物体，一个是物质体，另一个

是反物质体，正反同场。 

如果，我们只研究量子物理而忽略负量子物理，或不加区别的对待它们，不理解二者之间

的物理量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关系等价、相互等效。不理解二者之间的N=S结构对立统一关

系。要想将量子力学同相对论等价原理协调统一在一起，那只能对史蒂芬·霍金量子宇宙论不等

价性的发展起作用，而不能对相对论等价原理的一般性协调发展起作用。 

原因在于，在史蒂芬·霍金的量子宇宙中，从物体S极向N极进行凝聚态引力运动的量子，

与从物体N极向S极进行膨胀态负力运动的负量子没有一点区别，二者不具有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关系等价、相互等效的关系。 

或者说，史蒂芬·霍金的量子宇宙只被允许存在于粒子天体之中；不被允许存在于粒子天体

之间或宇宙磁界场空间之中。其量子引力亦只被允许存在于粒子天体之中；不被允许存在于宇宙

磁界场空间之中。而由量子引力场量子引力形成的坍缩，只被允许存在于粒子天体之中；不被允

许存在于宇宙磁界场空间之中。其宇宙大尺度磁界场空间坍缩的假设不能成立。一切由空间坍缩

形成的“太初黑洞”“奇性黑洞”“面积黑洞” 是不被允许存在的。 

但是，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时，其运动空间与时间消失，物体进行宇

宙大尺度磁界场空间坍缩运动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这些“太初黑洞”“奇性黑洞”“面积黑洞” 

是被允许存在的。 

或者说，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其运动空间与运动时间，在引力场空

间坍缩中逐渐消失时，其宇宙大尺度磁界场空间坍缩的假设是能够成立的。这些“太初黑洞”“

奇性黑洞”“面积黑洞” 是被允许存在的。 

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等价关系不存在，其运动空间与运动时间存在时，其宇宙

大尺度磁界场空间坍缩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一切由空间坍缩形成的“太初黑洞”“奇性黑洞”

“面积黑洞” 是不被允许存在的。 

因此，在黑洞奇性定律中，当史蒂芬·霍金的有限无界观点离开相对论等价原理之后，他再

也制约不了宇宙磁界场空间中量子引力场量子引力坍缩的无穷大运动。这种量子引力场量子引力

坍缩的无穷大运动必然将一切爆燃中的“太阳” ，坍缩成奇冷无比的“奇点” 。并最终抹平宇

宙中所有的太阳、月亮、满天星斗。 

在黑洞面积定律中，黑洞面积无穷大的只增不减。这是一种负量子从物体N极向S极进行的

绝对不等价膨胀态负力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按照相对论质能等价原理，黑洞中的一切质量体最

终都将转变为负质量体；一切物质最终都将转变为反物质；一切量子最终都将转变为负量子；一

切引力最终都将转变为负力。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一切膨胀运动与坍缩运动的物理量，都会大小相等、方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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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关系等价、相互等效。 

因此，爱因斯坦在其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合理的处理数学对物理的制约关系是成功的。 

他成功的把数学的相对性变成了物理的一般性(不要幼稚的认为，是数学的允许限制了物理

中空“0” 的存在)。这种物理智慧，极其重要。爱因斯坦对数学的一般性贡献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 

相比之下，史蒂芬·霍金的物理思想被数学中无穷大遏制在相对性“事件视界” 内。遏制

在有限无界中。只被允许进行N=S结构运动；不被允许进行N=S=N结构运动。 

然而，N=S结构和N=S=N结构运动均是宇宙两大基本运动之一。即N=S=N结构运动是

同比运动结构；N=S结构运动是连比运动结构。二者缺一不可。 

如果，我们能够象爱因斯坦一样摆脱数学的相对性制约并协调发展一般性数学，我们就能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真空等于实体定律中，进一步协调发展相对论。 

⒍1/360定律与1/180定律 

理论物理学是一种宏观理念，它不需要相对判据来制约它的一般性。对理论物理的理解，

是一种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不是对一种被事物表象所屏蔽的相对性判据的认识。 

当一个判据的事物本质只存在于360°圆周上的某一刻时，它拥有359次犯运动取向諎误的

机会。这是1/360定律。 

当一个判据的事物本质只存在于360°圆周上相等价的某两点时，它拥有一次犯运动取向諎

误的机会。这是1/180定律。 

在1/360定律中，可供諎误选择的运动取向，有359个；在1/180定律中，可供諎误选择的

运动取向，只有一个。 

因为，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不允许任何物体，象引力场引力一样，趋向不能被另一种力

所制约的无穷大。这恰恰是事物的自然定律。 

当我们违背自然定律时，我们会拥有359次犯运动取向諎误的机会；当我们接近自然定律

时，我们只有一次犯运动取向諎误的机会。 

因而，真正科学的、高深的理论物理思想，不仅能够包容并协调 “有限无界”的哈勃膨胀

论、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宇宙论；而且在发展中拥有两个具有相互等价关系判据的，“

有界无限” 的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 

在己知物理学中，除了牛顿第三定律和相对论等价原理之外，包括对称论、超对称论、斥

力论、万有斥力论、奇点论、大爆炸论、超引力论、弦理论、异型弦理论、M理论、大统一理论

、大一统理论、哈勃膨胀论、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宇宙论等，虽然都是“有限无界”的

不等价部分理论，但它们却都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 

⒎宇宙中存在着比“地球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 

从一般性上说，这些不等价的部分理论都拥有359次犯运动取向諎误的机会。只有牛顿第

三定律和相对论等价原理，拥有一次犯运动取向諎误的机会。 

因为，所有不等价的部分理论，都是强调粒子运动空间和运动时间的“有限性” ，强调其

运动位置的“无界性” 。 

这种运动结构，象史蒂芬·霍金在三维空间中加上一个任意时间维形成的四维空间一样，具

有很大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正是N=S结构和N=S“T” 型结构的特征之一。 

宇宙结构是不变性结构和随机性结构的对立统一体。这种对立统一体结构，是相对论一般

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在协调发展相对论中所允许的。 

在当代物理学中，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的物体逆向运动定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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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犯一次运动取向諎误，毁一生努力。或犯359次运动取向諎误浪费资源。 

我不赞成把相对论当作部分理论，把量子宇宙论当作统一理论的观点。 

或者说，相对论能够兼容量子宇宙论；量子宇宙论不能够兼容相对论。 

尽管如此，史蒂芬·霍金关于发展中协调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理相统一的

物理思想是正确的，是协调发展人类科学进步的重大战略方针。 

因为，我们在协调发展相对论等价原理中能够走向一般性物理学；在协调发展量子宇宙论

中，能够避免走向坍缩或膨胀，。 

或者说，我们在协调发展哈勃膨胀论、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宇宙论中能够明确它

们与相对论等价原理的协调定位。 

亦可以说，协调不等于日月同辉。协调是一种各得其所，各量其值，各就各位，各显神通

，各司其职，扬长避短，互补和谐，物性定义，结构定位，共同发展的重组工程。 

量子宇宙论的科学价值在于，在它们的“有限无界” 物理思想中，隐藏了宇宙两大运动结

构之一的N=S结构。 

这个结构向我们暗示，在无穷大N＞S或S＞N绝对不等价结构中，宇宙中存在着比“地球

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物理科学存在着比“己知规则”更大的发展空间。 

这种物理思想同样隐藏在万有引力、哈勃膨胀论、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中。而这种不等

价的物理思想，恰恰为协调发展中的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所允许。 

或者说，我们在协调发展相对论等价原理中，能够走向被一般性等价不等价自然规律制约

的宇宙；我们在协调发展万有引力、哈勃膨胀论、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量子宇宙论中，能够

走向被相对性不等价自然规律制约的宇宙。 

在N=S结构中，包容N≠S或N＜S；N＞S运动结构。即等价中包容了相对不等价和绝对不

等价。 

由于不存在空间和时间概念，N=S结构中二物体哪一端的相吸力无穷大，物体就向哪一端

运动。不论二物体之间的时空尺度有多大，都可以瞬间到达。 

对于天文观测来说，我们所观测到的几十亿光年之外的景象，不是发生在几十亿年之前，

而是正在我们的眼前发生。哈勃看到的是正在发生的迂运动。 

N＜S；N＞S运动结构思想，是哈勃膨胀论、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史蒂芬·霍金量子宇

宙论，对牛顿、爱因斯坦物理思想的完备和协调发展。 

或者说，在N＜S；N＞S结构中，波与粒、粒与波、粒与粒、粒与天体、天体与粒、波与

天体、天体与波、天体与天体之间，均能够构成比“地球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 

这种运动系统，形成了粒子、天体与空间的团状结构。在此之后出现的N=S=N或S=N=S

结构，抺平了N≠S或N＜S；N＞S运动结构中的无穷大，制约N=S结构中的时空运动尺度。 

但这种“抺平” 只是对N=S=N的小体积范围有效；对大尺度的时空运动无效。 

因此，当地球与太阳构成N=S=N结构时，我们在小体积范围内观测了二者之间“S” 极

；当地球与宇宙深处天体之间的“S” 极构成N=S结构时，我们在大尺度的时空中观测到了天

体之间的“S” 极。即地球与宇宙天体之间的关系，是地球与宇宙深处N=S=N结构之间的N=S

结构，是同N=S=N结构之间的“S” 极构成的，而不是同天体构成的。 

或者说，由三个“N” 极 同一个“S” 极，或三个…N个天体同一个“聚合光团” 构成

的“T” 型结构。 

这种“T” 型结构遍布宇宙空间。在微观世界中它是有限无界的弱相互作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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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结构中存在着比“地球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 

这种结构不允许以“光年” 计算时空尺度。因为，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

价时，这种无穷大运动结构不存在空间和时间概念。而“光年” 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参照物的，

时间和空间不存在，“光年” 毫无价值。 

我们应当对N=S结构中“N” 和“S” 多一些了解。“N” 和“S” 虽然表示同一个二体

磁界场中的一对磁极结构，但“N” 和“S” 各有各的独立磁界场结构。“N” 表示物体磁界

场结构中的“N” 极 在外，“S” 极 在内(如地球)；“S” 表示物体磁界场结构中的“S” 极 在

外，“N” 极 在内(如月球)。 

这种结构有两大特征。 

其一，物体自身的N=S=N结构或S=N=S结构，是零质量的； 

其二，物体之间的N=S结构或S=N结构，是质量的或负质量的。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其运动质量越小，运动质量越

小，运动速度越低。这时，运动物体只有在低速中，经过长时间的时空飞行，才能进入天体高维

度轨道。 

如果，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小，其运动质量越大，运动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高。这时，运

动物体经过短时间的时空飞行之后，就能进入天体低维度轨道。 

这儿有两个关键: 

其一，是运动物体初始质量越小越好； 

其二，运动物体初始速度越高越好。 

当物体负力天体(如月球等)运动时，就让其成为具有“N” 极结构物体；当物体引力天体(

如火星、土星、水星等)运动时，就让其成为具有“S” 极结构物体。 

如果，我们在继续N=S=N运动结构中，让运载火箭的运动功率，为其N=S=N运动结构中

的“S” 所抹平，我们只能在时空中爬行，而不能如闪电一般的参与N=S结构运动。 

我们发射的物体，本应当如陨石、流星、彗星一样进行闪电运动。然而，陨石、流星、彗

星只需几十天或几天走过的时空尺度，我们却要走几年、十几年。陨石、流星、彗星一点人造能

量也不要，却有如此高速；我们全凭人造能量，却有如此低速。 

这说明，人类对宇宙了解的太少，甚至相反，以至于连那些无生命的陨石、流星、彗星都

比我们更有“智慧” 。 

在人类物理学中，“規则” 是我们制定的；在宇宙运动中，“規则” 是自然制定的。二者

之间界线分明。我们不理解宇宙“規则”； 宇宙拒绝我们的物理学“規则” 。“物理学统一”是

我们一厢情愿的事，宇宙根本不予理踩。因为，它本来就是统一的，不需要人类为它统一。 

如果，我们的“規则” 不被宇宙“規则” 所允许，“物理学统一” 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己知物理中，数学成就了物理；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是物理成就了数学。相对论不是

数学的产物，而是对数学的发展。 

“地球光速” 是相对于地球而言的；比“地球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是相对于宇宙而言的

。这里有了一个统一性的物理思想。即这个运动系统中的光速仍然是第一，没有比光速更快的物

体；光子是初始质量最小的基本微粒，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位。 

如果，我们不能发现比光速更快的物体，光速不变原理与哈勃膨胀论、爱森堡的不确定性

原理、量子宇宙论之间的关系，即是相互统一的又是相互成立的。 

因为，任何不等价无穷大中都蕴藏着等价的无穷大；任何等价的无穷大中都蕴藏着不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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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穷大。 

这不仅包括物理，也包括哲学和数学。 

这种数学，叫物理数学或一般性数学。 

在一般性数学中，一切数学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因为，在一般性数学中，一切数学难题都

已经成为可以预言的对象，一切数学行为都必须在有界无限或有限无界中进行，而不被允许再漫

无边际的百家争鸣。 

 

【Ⅳ】航天功率95%左右为其N=S=N结构中的“S” 所抹平 

 

引力物理学与负力物理学是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的两个对立统一的物理世界。 

⒈ “黑洞” 和等价原理吞噬了太阳 

引力物理学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始终把物理实在的判据当成本质，判据第一，从不知“

为什么会是那样的”？其基础理论与规则的运动取向则同自然规律的运动取向始终相悖。即“两

物体总是相吸的” 引力，其运动取向应当是由物体的S极向N极进行的；而它却始终被定义为内

禀的、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进行的。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修正了“两物体总是相吸的”不等价运动结构中，所具有的不可

避免的无穷大缺陷。它认为两物体之间的相吸力不仅总是异性相吸的，而且总是等价的。 

“万有引力与某一加速系统的非惯性力相互等效”。 两物体之间这种异性相吸力，大小相

等，方向相反，关系等价，相互等效。二者异性相吸力大小的关系等价，不受两物体之间的质量

大小的影响。不论两物体之间相吸力大小如何变化，两物体之间都会保持相互等效关系。或者说

，相对论等价原理己经不受不等价的万有引力无穷大运动趋向的制约了。 

其一，在等价原理中，坍缩与膨胀己被制约为等价关系； 

其二，万有引力与非惯性力，二者是异性相吸力，不是同一种力，不是同一种运动性质相

同的力。如果，二者是同一种运动性质相同的力，则引力无穷大导致坍缩不可避免。 

其三，在这种等价关系中，万有引力与非惯性力之间的等价值为“0” 。“0” 是不变的，

这种相互等效的等价关系亦是不变的。这种“0” 等价值的大小，因天体的质量不同而不同。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当二体运动的N=S=N双力半径结构构成二体运动的

“界”； 轨迹体“界” 的 “0” 质量运动结构，制约了轨迹体的运动周长，并使其成为轨迹

体运动边界的“限”时，轨迹体“0” 质量运动结构出现。即轨迹体的运动质量＝运动能量＝

运动惯性力(m＝E＝F)结构出现。这是一种等价之等价的“0” 质量运动结构。(其中两个N分

別表示两个天体N极；S表示天体之间共同拥有的S极聚合光团。)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N=S=N“0” 质量运动结构制约轨迹体的运动半径

；m＝E＝F“0” 质量运动结构制约轨迹体的运动周长。这就是从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协调发展

而来的二体运动有界无限运动结构。 

这种运动结构，在三体运动、四体运动…N体运动中均具有一般性。或者说，三体运动、

四体运动…N体运动，均具有N=S=N“0” 质量运动结构制约轨迹体的运动半径；m＝E＝F

“0” 质量运动结构制约轨迹体的运动周长。所有三体运动、四体运动…N体运动，均是有二体

运动结构复制的。 

有界无限运动结构，处理了经典力学或已知规则不能处理的三体运动、四体运动…N体运

动问题。 

然而，在这个有界无限运动结构中，一个不可避免的亊件出现了。即宇宙中不存在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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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 是二体运动N=S=N结构中的“S” ，或者是二天体之间的负量子聚合光团。 

霍金的“黑洞”吞噬了太阳(恒星)，我不觉得奇怪。 

因为，那是1783年约翰·米歇尔不等价结构的引力场引力无穷大导致的。 

或者说，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时

，这种无穷大N=S的运动结构不存在空间和时间概念。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越不发光。 

但是，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当引力与负力两个相互等效的无穷大力同时在太阳上

以等价结构出现时，虽然不会因坍缩形成“黑洞” ，但它吞噬光的本性一点儿也未变。因为，

太阳不可能在其无穷大等价结构的等价值为“0” 的状态下发光。 

这样，我只好认了。 

因为，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许是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从

“两物体总是相吸的” 不等价结构的相对性观念，向一般性等价结构观念协调发展的必然结果

。或从有限无界向有界无限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我们与霍金对广义相对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用的

是数学原理中的不等价结构中的一个“无穷大”； 我们用的是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的相互等

效、等价值为“0” 的两个“无穷大” 。 

宇宙中不存在太阳。或者说，不存在无穷大质量的发光天体。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所包容的等价之等价“0” 质量运动结构中，那些发光的

“星球”都是二天体之间的负量子聚合光团。无论那些发光的“星球” 运动速度有多高，它们

都是光速运动，而不是离我们而去的“天体”在进行超光速运动。 

⒉，E=mC^2不适宜航天结构 

在质能等价原理中，E=mC^2描述的物体从其S极至N极向我们走来的引力运动；而E=(

－m)C^2描述的是物体从其N极至NS极离我们而去的负力运动。 

也就是说，作为引力物理学的E=mC^2，却进入了负力物理学世界。作为负力运动的质能

等价关系式只被允许为E=(－m)C^2，不被允许为E=mC^2。但在一般性运动中，二者关系是

等价的。 

在相对论为我们描述引力运动质能等价关系式时，却为我们留下了描述负力运动负质能等

价关系式的等价空间，让我们去发展。当引力运动的质能等价关系式与负力运动的负质能等价关

系式的等价关系对立统一时，宇宙质能与负质能等价关系才实现了一般性。 

物体向我们走来时质量越来越大，负质量越来越小；物体离我们而去时质量越来越小，负

质量越来越大。 

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充满了反物质负质量体，它与离我们而去的的反物质负质量体同性相

斥。热体运动负功率形成的巨大反物质负质量空间体，不仅形成推动物体向上运动的膨胀力，同

时形成关系等价的向下运动的反物质负质量空间屏蔽胀吸力。这种胀吸力与地球引力异性相吸。 

或者说，是这种热体运动反物质负质量空间体的S极，与地球物质空间体内的N极异性相吸

。 

或者说，是热体运动负功率受到地球物质空间强核力功率的禁闭。 

我们希望推动物体运动的负功率，现在却变成了与地球磁界场功率相吸的负功率。只要我

们的局部负功率强度不大于地球磁界场的一般性功率强度，物体要离开地球磁界场是不可能的；

只有在我们的局部负功率强度大于地球磁界场的一般性功率强度时，物体才有可能离开地球。 

当m=（－m），E=(－E)，m=E，(－m)＞m，(－E)＞E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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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m)＞E，(－E) )＞m ， 

或(－E)= (－m) 

这就是航天中的负质能等价结构 。即物体的运动速度越高，运动负质量越大，所需的运动

负能量越大。即E=(－m)C^2。这是自然定律。 

然而，在1/180定律中，当一个判据的事物本质只存在于360°圆周上相等价的某两点时，

它拥有一次犯运动取向諎误的机会。 

由于受引力理论的制约，爱因斯坦注重了物体的引力运动，忽略了物体的负力运动。注重

了E=mC^2的质能等价关系，忽略了E=(－m)C^2的负质能等价关系。这种负质能等价关系被

狄拉克发现之后，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进入物质与反物质关系等价的境界。因为，当爱

因斯坦把其E=mC^2颠倒一下运动取向之后，那就是狄拉克的反物质世界。 

从本质上说，在航天运动中，当物体离开地面之后，就与地球地壳构成了N=S=N等价之

等价二体运动关系。地球地壳为N极；地球与物体之间的“火舌”为S极。S极为反物质极，此

时的物体与其S极反物质负质量体异性相吸。物体的S极与地球地壳N极异性相吸。物体的运动

质量为其S极运动负质量体所抹平。此时，运动物体不具有质量，只具有零质量。因而，运动物

体的质量m没有了，运动质量m也没有了；只有(－m)、(－E)、(－F) 与地球m、E、F异性相吸

。 

或者说，航天运动中物体的质量、运动质量在其点火上升之后，就与地球地壳构成了

N=S=N等价之等价结构。 

其庞大的“火舌”即N=S=N结构中的负质量体。因而，“火舌” 异性相吸运动物体；地

球异性相吸“火舌” 。三者关系等价之等价。 

运載火箭的功率越大，“火舌” 对运动物体的异性相吸力越大，地球对“火舌” 的异性

相吸力越大。运載火箭的功率至少有95%左右，为为其N=S=N结构中“S” 产生的负质量所

抹平。 

这是一种N=S=N等价之等价二体运动结构，不是N=S等价运动结构。N=S=N结构的异

性相吸力，是从两端向中间进行的。力的运动取向与物体的运动取向相反。其运动能量形成的作

用力的运动取向与物体的运动取向相反。运动能量不是在推动物体运动，而是与地球一起将其向

后拉。 

或者说，虽然负质量与质量的物理量关系等价，但它们的运动取向却是相反的。此时，这

种负质量与质量的等价关系，变成了运动物体同地球之间的等价关系。即运动物体的负质量同地

球等价的质量关系等价。即运动物体有多大的负质量，地球就会从其总质量中，取出与运动物体

负质量等价的质量与其构成等价关系。 

在这里，运动物体不仅与其运动能量构成“质能等价” 关系；而且与地球同时构成“质

能等价” 关系。即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能量＝地球等价质量。 

因为，在二体运动中存在一种“界” ，当轨迹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时，

物体之间的N=S结构间的相吸力就会变的无穷大。当物体的运动负功率无穷大增加时，天体与

之等价相吸的无穷大功率亦会同时增加。 

在宇宙中任何孤立的运动都是不存在的，任何运动都不能逃避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运

动的四种形态。当然亦包括光速运动、航天运动、微电子运动与核能运动。 

当E=mC^2与地球地壳构成S=N双极二体相吸力运动结构时，其运动取向是向地心方向

进行的凝聚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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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E=(－m)C^2与地球地壳构成N=S双极二体相斥力运动结构时，其运动取向是向太空方

向进行的膨胀态运动。 

在E=mC^2“聚变”运动中，我们能够得到粒子； 

在E=(－m)C^2“裂变”运动中，我们能够得到核能（－E）。 

科学家们在在E=mC^2“聚变” 与E=(－m)C^2“裂变”运动中，造出了原子弹。 

其实，从人类研究核子开始，科学就已经进入了反物质负力物理学世界，但我们却不知道

。 

在此之前，从1900年普朗克量子(波包)假设出现之后，引力物理学与负力物理学就搅和在

一起了，就构成了N=S结构。 

⒊量子物理随机性的宇宙空间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量子只被允许参与凝聚态运动，从物体的S极运动至N

极，或从二体运动的轨迹最远点至最近点；负量子的只被允许参与膨胀态运动，从物体的N极运

动至S极，或从二体运动的轨迹最近点至最远点。 

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进行引力运动的量子是量子；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进行负力运动的量子

是负量子。 

量子是物质，形成的运动力叫引力；负量子是反物质，形成的运动力叫负力。 

引力是量子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进行运动时形成的量子力；负力是负量子从物体的N极向S

极进行运动时形成的负量子力。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引力等价于负力；量子等价于负量子。量子力等价于

负量子力。 

只要我们不试图否定或逾越相对论，在对相对论等价原理的协调发展中，强核力、引力、

弱相互作用力、电磁力、量子力、统计力都会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对立统一。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我们将同引力运动取向一致的力统称为引力；同负力

运动取向一致的力统称为负力。 

按照宇宙一般性等价运动的自然定律，任何力都不是不等价的単独运动的无穷大力；都是

成对出现的等价或不等价力。 

单体运动物体都是以N=S双极相吸力结构存在的；二体运动物体都是以N1=S=N2结构相

吸力结构存在的。或引力=负力；F=(－F)；引力=负力=引力，F=(－F)=F。 

或者说，一切力都是成对出现的，一切力都存在于物体N=S结构的两端之间，存在于物体

之间的“直线段界场” 中。四大力自然统一。 

因而，对于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来说，“四大力” 的概念、定义及结构，即缺乏

合理性，又缺乏结构性。 

宇宙中只有两种力，即N=S结构两端的引力和负力。“四大力” 中的强核力、引力、电磁

力，均是缺乏N=S结构的无结构力；弱相互作用力虽有N=S结构，但缺乏相关的定义。 

当我们同时面对无结构与有结构时，其相互协调的结果，不是无结构就是有结构。 

既然宇宙有界无限与有限无界两种基本运动，都是N=S结构的，我们选择N=S结构作为力

的结构，并且定义宇宙中只存在对立统一的“两大力” 。而“两大力” 包容“四大力”。 

这样，四力统一就是无可争议的，不存在任何悬念的。因为，这是物理与自然的统一。 

尽管物质与反物质各自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二者之间的差别仍是如此之大。如果，我

们只看到事物的正面，忽略了事物的反面。在概念、定义、定律、原理、基础理论、规则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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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们使用引力物理学观念；不对它们使用负力物理学观念。就会造成定义了事物的不等价相对

性；忽略了事物的等价一般性。 

因而，在理论物理中用物质观念描述反物质运动；用反物质观念描述物质运动，在己知規

则中是普遍现象。 

比如，波/粒二象性原理、薛定愕方程、不确定性原理、霍金的黑洞双律等。 

波参与引力运动是物质；参与负力运动是反物质。粒子参与引力运动是物质；参与负力运

动是反物质。但是，波/粒二象性、薛定愕方程、不确定性原理、霍金的黑洞双律等引力物理学

原理、方程、定律，只描述了物质与反物质等价运动中的物质运动，并未描述物质与反物质等价

运动中的反物质运动；或只描述了物质与反物质等价运动中的反物质运动，并未描述物质与反物

质等价运动中的物质运动；或。 

m、E、F是物体凝聚态运动的产物；(－m)、(－E)、(－F) 是物体膨胀态运动的产物。 

因此，物体离我们而去时的负功率越大，其受到的宇宙反物质负能量（暗能）空间的同性

相斥力越大、天体强核禁闭力空间的异性相吸力越大。 

⒋航天理论及运动结构存在错误 

运载火箭之所以得不到理想的上升速度，就是因为它犯下了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

其功率成正比错误，违背了E=(－m)C^2运动的自然定律。当物体从其S极向N极运动需要运动

负质量时，我们却给了它运动质量。当其运动质量在运动中全部转化为运动负质量时，发射运动

转化为关系等价的无穷大N=S双极双力相吸力运动。 

如果，火箭发射运动吻合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形成的局部负

功率强度大于地球磁界场平均功率强度。火箭发射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提速是自然

而然的。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当N=S等价在有限无界结构中，构成一对不等价关系之后，

绝对不等价强度大于一般性等价强度。 

或者说，当我们将二物体的N=S=N结构转化N=S结构，运动物体同时空S极构成S=N异

性相吸结构时，在二物体的同性相斥运动中，运动质量大的一方，就会将运动质量小的一方推向

太空。 

火箭发射运动N=S=N等价之等价结构中的“S” 极 ，即火箭负功率形成的长长火舌。它

相当于天体之间的聚合光团。它与其两端二物体即相斥又相吸，与其两端二物体的物理量关系等

价之等价。它是火箭运动质能等价值中的“0” 。这个“0” 等价值的负功率强度值越大，火

舌越短；火舌越短，物体与天体之间等价相吸力的运动半径越短，相吸力的运动半径越短；其大

尺度相吸力越弱，运动速度越高。 

如果，我们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切掉运载火箭喷出的长长火舌，把其负能

量产生的负功率转化为负功率无穷大的负质量光波，火箭运动突破宇速壁垒，只是时间问题。 

 “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与核能、微电子和航天运动相吻合

。在微电子的纳米结构中，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越小，其功率越大。这已经是普遍存在的

事实。 

在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中，光速运动是绝对的、无限的。人类

在核能、微电子和航天运动中均可实现绝对的、无限的高速航天运动。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我们发现了反重力自然加速度定律。 

即当二物体构成N=S运动结构时，其反重力自然加速度的运动取向，在引力运动中服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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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中质量大的物体同性相斥的运动取向；在负力运动中服从二物体中负质量大的物体异性相吸

的运动取向。物体的反重力自然加速度与二物体之间的初始质量之差成正比。 

这个定律，揭示了正反重力运动的规律。 

一个世纪以来，在航天航空运动中人类一直不能理解重力是什么？所谓重力，即物体在

N=S结构中，从其S极向N极运动的相吸力。 

物体N极的运动质量越大，物体间N极的相吸力越大。运动质量与运动速度成正比。运动

速度越高，其运动质量越大。 

物体S极的运动负质量越大，物体间S极的相吸力越大。运动负质量与运动速度成正反比。

运动速度越高，其运动负质量越小。 

或者说，地球是地球与太阳N=S结构中的N极，其运动速度高于太阳，其运动质量必然大

于太阳。 

质量大的物体必然向地球运动而不向太阳运动；负质量大的物体必然向太阳运动而不向地

球运动。 

物体向其N极运动，是重力运动；物体向其S极运动，是反重力运动。物体向地球运动，是

重力运动；物体向其太阳运动，是反重力运动。 

亦可以这样理，我们若要物体进行重力运动，让其成为运动质量体；若要物体进行反重力

运动，让其成为运动负质量体。 

这样，我们利用宇宙磁场N=S结构间的自然相吸力，就可以进行大吨位高速宇宙运动。 

或者说，只要我们知道如何使用“帆” ，我们就可以在宇宙中“航海” 了。 

⒌EA-18G咆哮者对“自然规律”的颠覆 

目前，引力物理学的相对性原理，己无法面对EA-18G“咆哮者”、 导弹防御系统、F-12

、F-22、小型无人隐形机等，所使用的负力物理学反物质负质量渐近自由空间屏蔽技术。其与

地球之间的N=S结构，巅倒了地球磁极。把地球N极放在了空中，S极放在了地面上。 

在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中，EA-18G以与其机体的全部运动质

量等价的运动负质量，作为其运动负功率，发射向地面。形成地球局部性区域负功率异性相吸力

强大于地球一般性功率禁闭力。 

其形成的反物质负质量渐近自由屏蔽胀吸力空间，相吸其S极光锥形反物质磁界场空间覆

盖面之内的、所有频率的电磁波。把它们全部拉成如光线一样又细又长的超长波。把它们屏蔽在

其(N极)机体中，导致那一区域内所有电子仪器及对空观测设备全部失灵。并把它们的发射源确

定在极其精确的地面坐标上。 

这种运动，在相对区域内实现了牛顿、爱森堡、哈勃、史蒂芬·霍金的不等价的“有限无界

”物理思想。 

在其N=S结构中，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合二而一，时间和空间消失。

那一区域成为地球上时间与空间空白的零质区。在这个区域中，存在着比“地球光速” 更快的

运动系统。 

这种反物质屏蔽空间的N极在其机体上；S极在其反物质光锥形磁界场覆盖面之内的地面上

，形成N极在上，S极在下的与地球磁界场磁力运动方向相反的反引力磁界场。 

这种局部运动负功率强大的磁界场，在磁单极逆转中改变了磁体的磁极运动取向，改变了

自然运动的方向，改变了自然规律。 

磁单极逆转在可观测与不可观测的一般性等价原理中，颠倒了物质空间与反物质空间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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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把不可观测变成了可观测，把可观测变成了不可观测。 

但是，如果EA-18G不能同时发射其机体顶部积累起来的越来越多的功率，它的运动质量

就会越来越大，运动能量消耗就会越来越多，运动速度就会越来越低，它就会从其N=S=N等价

之等价零质量运动结构，转向N=S无穷大不等价运动结构，向地面坠毁。为了释放EA-18G上强

大的积累功率，在其顶部安装N个释能S极发射天线是绝对必要的。 

这种功率释能发射天线，就是EA-18G的S极。任何物体只要从其上空经过，EA-18G都会

成为其N极，二者构成N=S双极关系。在这种结构中，EA-18G就会恢复其本来面目，成为可观

测物体。 

由于受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中的引力场大小成反比定律制约。不但EA-18G的飞行高

度受到制约，而且初始质量亦受到制约。初始质量受到制约，其机载燃料受到制约。机载燃料受

到制约，其运动间距及运动时间受到制约。而且，其顶部N极成为至上而下遭受N=S结构重力

打击的目标。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物体反重力自然加速度定律，设计制造飞行高度在

5-10万米的零质量重力攻击战斗机，用以对付EA-18G、F-12、F-22、导弹防御系统，是世界

各国应优先考虑的战略进攻与防御工程。 

二十世纪未，西方国家就己逐步质疑引力物理学的不等价无穷大观念。他们在强子对撞、

微电子等领域中投入巨大，并从实践中摆脱引力物理学不等价无穷大思想束缚，大规模长驱直入

未知的反物质负力物理学世界。开始寻找自然运动中的另一个与引力无穷大相互等效的无穷大力

。 

关于这些，我们可以在史蒂芬·霍金《时间简史》一书中找到大量佐证。 

西方人在负力物理学世界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尽管他们自己还没有找到一般性理论，

但早己在反物质负力物理学领域中硕果累累。其巨大的商业利益，奇大无比的发展空间，以及神

鬼难测的、奇幻般地反物质磁界场空间屏蔽魔力，令西方世界神魂颠倒，留连忘返。这如同250

万年前，人类并不知“火” 是反物质，而火却让人类强大一样；如今，西方人并不知道什么是

负力物理学？什么是反物质磁界场空间屏蔽技术？但却用它们使自己更加强大。 

面对美国的EA-18G、F-12、F-22，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我们发现了物质空间顺

向观测定律。 

即当物体的物质空间与反物质空间发生磁单极大逆转时，一切不可观测都会变成可观测；

一切可观测都会变成不可观测。 

这个定律是反物质负质量渐近自由空间屏蔽技术的反定律。 

按照“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 ，在反物质负力物理学时代，

一切都会趋向于越小越厉害；越小负功率越大；越小速度越高；越是不可观测越可怕。 

自麦克韦斯之后，第一个让人类感觉到自己进入虚无缥缈的反物质世界的东西，就是微电

子。 

是微电子第一个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通过天体或宇宙磁界场空间的运动介质，从天体或宇

宙磁界场空间的N极向S极进行N=S结构的相吸力不等价逆向运动。 

是微电子第一个在自然力的作用下，通过天体或宇宙磁界场空间的运动介质，从天体或宇

宙磁界场空间的S极向N极进行S=N双极的相吸力不等价逆向运动。 

这种运动的结果是物理实在的。但这种运动的过程却不是物理实在的。 

如果说，微电子是无限运动的，它的周期性却是相对的；如果说，微电子是有限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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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运动空间却是无限的。 

⒍“纳米宇宙” 对时空的浓缩 

既然宇宙无穷大反物质磁界场空间与物质磁界场空间，均能够制约微电子运动。当我们把

宇宙变小，从宇宙无限的反物质磁界场空间中切下一小块，把它放置在粒子或天体物质磁界场空

间中时，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纳米宇宙”。 

在“纳米宇宙” 中，制约微电子运动取向的是人类而不是自然。 

或者说，自然规律是可以改变的；自然定律是可以改变的；科学定律是可以改变的。 

亦可以认为，我们不能改变自然规律、自然定律、科学定律；我们可以改变自然规律、自

然定律、科学定律的运动取向。 

EA-18G“咆哮者”、 导弹防御系统、F-12、F-22、小型无人隐形机，一切微电子系统、

航空航天系统、核能系统、N=S结构系统，都是“纳米宇宙” 。都可以在地球上形成比“地球

光速” 更快的运动系统。 

当我们把物体磁界场空间的N极，倒置在物体磁界场空间的S极位置上时，形成局部反物质

磁界场空间。在此空间中，微电子发射或接收的各种频率的波长，都会在二物体N极与S极间的

无穷大相吸力中，被拉成光线一样的超长波。这种无穷大功率的超长波，能够抺平其屏蔽空间中

一切频率中的波动。这种运动是零等价值运动，不论其频率有多高多低、多强多弱，其等价值均

为“0” 。这一空间是时间和空间消失的零质区，一切都是空白。包括时间、空间、记忆、思

维、观测、运动等，都是空白。 

这种“纳米宇宙” 制造的逆向反物质磁界场空间，可以从无穷小到无穷大。 

在“纳米宇宙” 的覆盖面之内，导弹发射、制导、反导、预警、跟踪、搜索、定位，飞

机、隐形飞机、微型隐形飞机微电子系统，遥控微电子系统，自动化微电子系统，通讯微电子系

统，机器人、微型机器人微电子系统，航天微电子系统，航海微电子系统等等，将在时间和空间

消失中全部失灵。 

一个负功率强大的低轨道运行的“纳米宇宙” ，不但可以在时间和空间消失中连续或间

断的制约一个国家的微电子运动；而且可以连续或间断的制约人类的思维运动和生命运动。在这

种“纳米宇宙” 形成的零质区中，一切都是空白。 

从本质上说，宇宙中没有可以超越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不可制约的物体。 

因而，人类关于判据（物理实在）第一的观念，已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Ⅴ】火箭发动机功率与波功反比关系式 

 

力是什么？力与质量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与火箭发动机功率相关。 

⒈磁单极大逆转导致核子裂变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一切力及能的运动都是物体N=S结构间的直线运动。 

任何一个物体从其质心到壳层都有N层N=S结构磁极界面。上一层的S极同下一层的N极

相吸在一起；或上一层的N极同下一层的S极相吸在一起。从一层到N层，层层如此。而且在同

一层粒子之间，均是后一个粒子的S极同前一个粒子的N极相吸在一起；或是前一个粒子的N极

同后一个粒子的S极相吸在一起。核子亦如此。 

核子运动中一切E的吸收或(－E) 的发射，都是外力作用的结果。 

由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的弱相互作用力、引力、强作用力，形成的是m、E、F被禁闭的

物体；由物体的N极向S极运动形成的负力，是以其与三力相等价的胀吸力解除三力禁闭，使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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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禁闭的m、E、F在渐近自由中转变成为反物质磁界场空间(－m)、(－E) 、(－F)的作用力。 

物体的三力等价值越大，其m、E、F越大，N=S双极结构之间相吸力产生的由外缘向质心

挤压的功率越大；物体的负力等价值越大，其相对的(－m)、(－E)、(－F)越大，相斥力产生的

由质心向外缘向的反挤压力负功率越大。 

物体三力渐近自由的力度，取决于物体胀吸力的力度。 

当物体三力等价于其磁界场空间胀吸力时，如果，要空间的胀吸力的大于三力，那么，它

就需要别人的帮助，单凭它自己是不行的。或者说，必须破坏引力与负力之间的等价关系。 

因为，任何力及能的运动强度都与其力矩成反比。 

核子强核力的物理量虽小，但其力矩极短，力度极强；宇宙空间胀吸力的物理量虽大，但

其力矩极长，力度极弱。 

比如，一支力矩极短，力度极强的超高压水枪，能够穿透岩石；而力矩极长，力度极弱的

大海对水底岩石却无能为力。一把刀锋力矩极短的战刀，能够砍断一棵茶杯粗细的小树，一把力

矩极长的沉重大锤却办不到。 

磁场空间的胀吸力大于三力的机会，常常是在物体受到外力作用，发生磁单极大逆转时才

能出现的。 

比如我们的宇宙。它的母体，本来是它那个宇宙磁场空间中的一颗小m的宇宙。某一天，

几对大m宇宙N=S=N结构中的S极，在轨迹运动中聚成一点，共同与小m的宇宙构成多对N=S

“T” 型结构，将其S极负力的合力击中了我们的宇宙母体的N极。这颗宇宙瞬间发生了磁单极

大逆转。它的N层N=S结构磁极界面，及每一层面的粒子间的N=S结构磁极界面，均在瞬间中

形成同性相斥剧烈的S=S结构，其S极与S极之间的同性相斥运动，上下左右同时进行。 

在这种磁单极大逆转中，我们的宇宙母体由物质与反物质同存体，瞬间转变成反物质体。

反物质体中的反物质与反物质同性相斥。 

在这种磁单极大逆转中，物质与反物质同存体中的物质全部转变成反物质。即m转变成(

－m)；E转变成(－E) ；F转变成(－F) 。 

这个反物质体宇宙，就是“奇点” 。这个“奇点” 中蕴藏了“奇点”大爆炸所需的全部

负功率。 

这个“奇点”大爆炸形成我们的宇宙，形成超新星大爆炸，形成核能运动。 

这种大爆炸同原子弹爆炸一样，没有外力是不行的。在这一点上，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

价原理同引力物理的区别在于，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的第一推动是外力；引力物理的第一推动

是内力。 

引爆原子弹的第一推动，是反物质高压电流，是来自物体之外的负力；引爆“奇点”大爆

炸的第一推动，同样是宇宙反物质磁界场高压电流，是来自大爆炸物体之外的负力。这种宇宙反

物质磁界场高压电流，是天体间的负力载体，是惯性系磁界场天体间电磁发电机组产生的负电能

。这种负电能的发射者，即天体间的聚合光团。这种负电能之所以能够进行大尺度的空间运动，

由两个原因。 

其一，聚合光团是反物质体，反物质体中的反物质与反物质同性相斥。因而，聚合光团具

有强大的发射能力； 

其二，所有聚合光团都与宇宙N极构成N=S“T” 型相吸力结构。 

因此，谁惹上了这种N=S“T” 型相吸力结构，或这种N=S“T” 型相吸力结构惹上了

谁，谁就要倒大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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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体发生磁单极大逆转时，物体由外向内进行的N层N=S双极界面及粒子间会同时出现

S→←S的同性相斥运动。这种同性相斥力，能彻底破坏三力形成的禁闭力，使一切原被禁闭在

核子中的微粒冲破牢笼奔向自由。 

核子结构与天体结构相同。 

比如地球，从外太空层、离子层、臭氧层、恒温层、对流层，以及从地表至地心的N个地

质层，每一层都是一个N=S双极磁体界面。每一层N=S双极磁体界面中又有N个磁体核子，每

一个磁体核子又都是一个“小地球” 。 

核子亦如此。 

如果，这N个界面与N个核子之间同时发生磁单极大逆转。即所有S极与S极同时发生磁单

极大对抗。这两个“N个”S→←S双极大对决，形成的同性相斥力足可以山崩地裂。 

当这种S→←S结构，在天体的局部区域形成磁单极大逆转，其局部区域会产无穷大的反物

质磁界场空间胀吸力。这种运动即可导致百慕大三角、日本魔鬼之谜，亦可为地震、海啸、火山

、巨型火山喷发提供连续不断的无穷大负功率。 

对天体而言，这种同性相斥力是一种从N极向S极膨胀态运动的反物质力。对宇宙而言，是

其从反物质磁界场空间S极向N极运动的异性相吸力。 

于是，由内而外的同性相斥力与由外而内的异性胀吸力同时向粒子的强核力扑来。二力双

倍于粒子强核力。强核力的力矩被拉长，各种粒子的力矩被拉长，它们的N=S双极异性相吸力

逐渐消失。所有粒子被反物质磁界场空间胀吸力的S极与天体磁界场的N极撕裂。核子内的微粒

众叛亲离，它们在双倍于已的劲敌面前，被撕成了一块块碎片。一场由宇宙无穷大反物质磁场空

间胀吸力唱主角的，二力撕裂无穷小强核力及核子中各种微粒间相吸力的惨烈运动开始了。 

这是一场浩劫。核子及核子中各种不同质量的微粒被迫层层“村自卫战”、 个个“ 人自

卫战” 。各微粒层及微粒均最大限度将m转变为(－m) ，将E转变为(－E) ，将F转变为(－F) ，

最大限度的膨胀自己，以抗击同类及外敌的攻击。 

面对一团团因核子内部各种微粒同性相斥运动导致的反物质膨松微粒子云，反物质磁界场

空间胀吸力与其载体N极相吸力的力矩越拉越短，力度越拉越强；核子内各种微粒形成的反物质

膨松微粒子云之间的力矩越拉越长，力度越拉越弱。二者力度相差的反比度越来越大。微粒们被

一次、二次、三次…N次撕裂： 

一次撕裂，质子、中子从核子中迸射而出； 

二次撕裂，夸克从质子、中子中迸射而出； 

三次撕裂，比夸克小的微粒从夸克中迸射而出； 

N次撕裂，更小的微粒从比夸克小的微粒中迸射而出… 

在有界无限定律中，这种运动一次比一次更猛烈，一波比一波更强大，一层负功率比一层

负功率更加骇人。 

在这种运动中形成了两种相等价无穷大功率。一种是向外运动的磁界场空间膨胀功率，它

能挤碎压碎其力作用其上的一切质量比它小的物体；另一种是向内运动的磁界场空间胀吸负功率

，它能把其负功率空间内的一切质量比它小的物体都吸入高空，把它们挤碎压碎聚合成由高能反

物质粒子及射线组成的反物质大火球，并发射出去。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空间胀吸力与物体m成正比。物体空间胀吸力与

核能(－E) 成正比。物体空间胀吸力与物体功率成正比。 

当物体的膨胀力达到无穷大时，核子的裂变负功率达到了无穷大；当物体的胀吸力达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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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大时，核子的聚变功率达到了无穷大。 

因而，核能运动能得两种东西。 

其一，巨大的破坏力； 

其二，运动质量大穷大的超重粒子及射线。 

E=mc^2形成的是物质凝聚核能(E)；E=(－m)c^2形成的是反物质膨胀核能(－E) 。它们

均与地球局部m成正比。与地球局部功率成正比。与地球及地球磁场空间构成N=S=N结构。当

地球局部功率大于其磁场空间功率时，核能N=S=N结构转变为N=S结构。核能形成的反物质

空间，在时间与空间消失，反物质与反物质无穷大同性相斥，物质与反物质无穷大异性相吸中，

毁灭其反物质空间中的一切。 

当地球局部功率是宇宙功率的1/N时，E=mc^2形成的局部功率或E=(－m)c^2形成的局

部负功率，同样是宇宙功率或负功率的1/N。 

地球局部功率制约了E=(－m)c^2形成的负功率。 

也就是说，E=(－m)c^2的质能关系，只能让人类从核子中获得其总功率中1/N的负功率

。 

在引力物理学中，我们一直认为E=mc^2的质能关系，就是E=(－m)c^2的质能关系。或

是E=mc^2让我们得到核子中的全部核能(－E) 。但在核能的运动取向上我们的认识颠倒了。 

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史蒂芬·霍金。 

他的量子宇宙论，在其惟一的基本假设中，就把推动凝聚态运动的E弄成了推动膨胀态运

动的(－E)；或者说，把推动膨胀态运动的(－E)弄成了推动凝聚态运动的E 。把物体的运动取向

弄反了，南辕北辙。 

人类需要在无限运动中，实现N=N的目标。不会满足1/N的目标。 

⒉波功反比关系式与完全核能的存在性 

宇宙中的物体是由基本微粒在三力作用下聚合而成的；而要将物体撕裂成基本微粒则需要

双倍的力才能完成。宇宙空间胀吸力的力矩越短，运动半径越小，运动速度越高，撕裂力越强大

，物体的基本微粒被撕裂的层数越多；基本微粒被撕裂的层数越多，参与核能运动的基本微粒数

越多；参与核能运动的基本微粒数越多，核子释放的核能越多。反之越少。 

而用同等的力，作用在同m不同体积的物体上，物体的体积越大，撕裂的速度越快；撕裂

的速度越快，形成功率所要的时间越短；时间越短，形成的膨胀力越大；形成的胀吸力越小。 

一个物体的正面必然存在一个反面。当物体的膨胀力与时间成反比时；物体的胀吸力与时

间必然成正比。 

因而，物体的磁界场空间胀吸力产生于物体的膨胀力之后，膨胀力出现时间与胀吸力出现

时间成反比。所以，膨胀力存在时间越短，胀吸力形成越晚。这样，物体形成的无效功率越少，

形成的有效功率越多。 

如果，膨胀力存在时间=胀吸力存在时间，即有效功率=无效功率。则有效功率越大，无

效功率越大；有效功率越小，无效功率越小。 

这不是质能等价关系，而是功率等价关系。现代航天航空运动不是质能等价运动，而是功

率等价运动。 

要避免功率等价，就必须制约膨胀力存在的时间；要制约膨胀力存在的时间，就必须提高

膨胀力的运动速度；要提高膨胀力的运动速度，就必须缩小波的运动长度与运动横截面半径。 

这样，在相同的压强下，膨胀力就能获得无穷大的运动功率。从而使无穷大的运动功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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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无穷大的运动速度。这种运动速度与物体运动质量成正比。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的m=(－m) 或(－m)=m。 

膨胀力运动是一种反物质运动，形成的运动负能量是其负质量和速度平方之积。于是，我

们就有了如下数学形式。 

反物质波功反比关系式 

即当m=E，E=F，F=m；(－m)=(－E) ，(－E)=(－F) ，(－F)=(－m)；m=(－E) ，(

－E)=F，F=(－m) 时 

如果W=
t

F
 

由E=mC^2，当E=F时 

则W=

t

mC 2

 

由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给定的条件，当“V” 表示速度，V≥

C或V≤C，m=(－m)时 

W=
 

tRL

Vm
2

2




 

（其中W表示功率；(－m) 表示与波等价的初始负质量；V表示速度；L表示波的长度；∏

表示圆周率；R表示波的运动横截面半径；t表示时间。） 

在波功反比关系式中，(－m) 使用单位为千克，W使用单位为千克／秒，V使用单位为米

／秒，t使用单位为秒，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使用单位为纳米。其变换关系为，一米=10^9

纳米。圆周率∏取值≈3.1415926。 

在单位变换之后，波功反比关系式分母与分子的反差便凸现了出来。 

当关系式进行整理之后，剩下的只有W单位了。W为负值。 

即W=(－××××…)Kg／秒。 

在这个关系中，物体的(－E) 或(－F)完全转变为W，达到了无穷大；或者说物体在波功反

比运动中得到了无穷大的（－W）。当W=（－W）时，W表示一种推动物体向我们走来的功率

；（－W）则表示一种推动物体离我们而去的功率。 

当我们在运算中，出现(－m) 、(－V) 、(－t) 、(－W) 时，表示物体是反物质或进行的

是反物质运动。同时表示任何膨胀运动及其负功率都属于反物质运动范畴。这种物体没有质量，

只有负质量。或者说，在这种物体的质量构成，物体的质量等于零。 

在这个定律中，受宇宙有界无限定律制约，波的运动速度“V”不被允许≤其载体光速；

只被允许≥其载体光速。 

在波功反比关系式中，“V” 是一个变数。如果，我们以地球为载体，即V=C（地球光速

）；如果，我们以月球为载体，月球m是地球m的1／30，是即V=C／30；如果，我们以太阳为

载体，太阳m是地球m的33400倍，即V=33400C；如果，我们以宇宙为载体，宇宙m是地球

m的N倍，即V=NC。 

有效功率是一种反物质相斥运动。当波进行反物质膨胀态运动时，与波等价的初始质量只

被允许是(－m)；而不被允许是m。 

即有效功率的波功反比运动，是在物体磁单极大逆转之后，物体中的m全部转变为反物质

(－m) 之后进行的。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的正反物质等价定律，与波等价的初始负质量(－m)，即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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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运动的物体的初始质量m。 

这是一种从质能转变向波功转变进行的复式运动。从时间上说，其质能转变是一次性进行

的，波功转变是N次性进行的。质能转变时间只是波功转变时间的1/N。质能转变时间与波功转

变时间的乘积，才是反物质波功反比运动所需的做功时间。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基本粒子是一种拥有N=S双极、不可分的近似直线段

，有六个棱。它的N极为物质极；S极为反物质极。N极在m极上：S极在(－m) 极上。 

在引力运动中，基本粒子的凝聚态方向只被允许从S极向N极进行；不被允许从N极向S极

进行。 

在负力运动中，基本粒子的膨胀态方向只被允许从N极向S极进行；不被允许从S极向N极

进行。 

在波功反比运动中，如果基本粒子的S极与N极异性相吸关系得不到改变，膨胀运动就不可

能出现。只有把基本粒子的N极变成S极，使基本粒子的S极与S极，同性相斥，膨胀运动才能出

现。 

没有这个前提，E=mC^2产生不了丝亳的核能(－E) 。当我们用超高压反物质电流或反物

质火点燃料时，实际上就是在诱发物体磁单极大逆转，制造基本粒子的S极与S极，同性相斥的

局面。这时的核能运动才是E=(－m)c^2运动；而不是E=mC^2运动。E=mC^2运动是物体的

S极与N极之间的凝聚态相吸运动。 

在波功反比关系式中，“t” 与“E” 或“F” 的关系是成反比的；“t” 与“W” 的关

系也是成反比的。 

即时间越短，能或力、功率强度越大；时间越长，能或力、功率强度越小。这个“t” 受

波的长度与横截面半径制约。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成正比的。如果，波的长度与半径不变，“t” 也

会不变。 

即物体在任何时间内，都可以获得无穷大的功率。这时的时间，是由无限个不变的、无穷

小的时间段构成的统一时间。 

 

【Ⅵ】N＞S或S＞N磁单极结构中的自由航天 

 

任何长波都是由波动无穷大的短波构成的。因而，波的波长越短，其功率越大；波的波长

越长，其功率越小。 

或者说，我们把无限波动的短波之和称为长波。 

⒈量子“波包” 的物性结构 

波的最小单位不被允许小于一个具有N=S双极的负量子。否则，波的运动便失去了载体，

我们又要回到相对论的“真空” 中。 

在这儿，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受到了制约。因为，波的功率强度越大，量子力越强，波

长的力矩越短，波长越短，波的运动尺度越短，波对粒子的相吸力越强，粒子对波的相吸力越弱

，粒子的波动性越大，粒子的运动状态越不稳定； 

波的负功率强度越大，负量子力越强，波长的力矩越长，波长越长，波的运动尺度越大，

波对粒子的相斥力越弱，粒子对波的相吸力越强，粒子的波动性越小，粒子的运动状态越稳定。 

在光的运动中，其轴心体波的功率强度越大，光子的的运动状态越稳定；其轴心体波的负

功率强度越大，光子的的运动状态越不稳定。 

在二体运动中，其轴心体波的功率强度越大，轨迹体运动越稳定；其轴心体波的负功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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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大，轨迹体运动越不稳定。 

或者说，轴心体波的功率强度越大，其负功率波的负功率场越大，功率场越小；轴心体波

的功率强度越小，其功率波的功率场越大，负功率场越小。 

因而，在有界无限的N=S=N结构的同比运动中，我们即可以准确的知道粒子的位置；又

可以准确的知道粒子的速度；在有限无界的N=S结构连比运动中，我们不可以同时准确的知道

粒子的位置和速度。 

即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在同比运动中不成立，在连比运动中成立。 

量子力学是一个独立的物理学流派。具有三大特征。 

其一，它在数学中成立； 

其二，它与牛顿力学相悖； 

其三，它与相对论相悖。 

因为，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数学原理与不确定性原理吻合。 

牛顿引力是一种相吸力；不确定性原理中负量子波形成的力是一种相斥力。 

而相对论中的力是引力与斥(负)力之间关系等价的异性相吸力。 

重要的问题在于，物体发射的是负量子波，负量子波形成的是从N极向S极运动的负力。这

种发射负量子波的物体，在宇宙闭合磁场空间N=S双极结构中是反物质S极，与其对应的物体是

其物质N极。二者异性相吸，不但不相互干扰，而且是物体发射的负量子波强度越大，二者之间

的异性相吸力越大，结构越稳定。 

这种解释是在理论协调中，纠正负量子波的物性后获得的。我们如果不纠正其物性，它在

连比运动中亦不能成立，更无法协调。而协调它们的尺子，正是磁単极定律。 

不确定性原理所描述的运动，是一种有限无界运动。即波／粒之间的异性相吸力是有限的

。如果，粒子相吸的负量子波负质量占据了粒子的全部物理量，就会发生磁极逆转，粒子的N极

消失，时间与空间消失，成为反物质体。反物质体中反物质与反物质同性相斥，粒子在大爆炸中

湮灭，释放出热能。 

而且，二者之间的异性相吸力尺度又是无界的，不受时空尺度影响的。 

比如，地球正是在爱森堡不确定性原理中，有限的吸收宇宙闭合磁场空间中的负量子波，

并凝聚在地球质心的S极中，才形成了地心岩浆体。 

宇宙大爆炸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吸收了太多太强的负量子波，冲破限量。物体的磁单极逆

转，N极消失，时间与空间消失，成为反物质体。反物质体中反物质与反物质同性相斥，粒子在

大爆炸中湮灭，释放出热能。 

在负力物理学中，不确定性原理在N=S结构中，应当是波的位置和速度不可以同时准确的

被观测，而不是粒子的位置和速度不可以同时准确的被观测。 

因而，1900年以来出现的量子力学，是一门负力物理学。这种负力物理学对核能与微电子

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它与牛顿为首的引力物理学相互协调。二者共同构成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

等价原理。 

⒉物理流派的历史地位 

就人类物理学来说，共分为三大流派。 

⒉物理学三大流派的关系 

其一，牛顿力学引力物理学派； 

其二，量子力学负力物理学派； 



Academia Arena, 2012:4(5)                          http://www.sciencepub.net  

 - 46 -

其三，相对论物理学统一派。 

牛顿引力物理学派的缺陷是不等价的引力无穷大，并且运动取向定义错误。不具有物理统

一的协调发展空间，只具有相对性部分理论的科学地位。 

量子力学负力物理学派的缺陷是不等价的负力无穷大，并且运动取向定义错误。不具有物

理统一的协调发展空间，同样只具有相对性部分理论的科学地位。 

相对论兼容并协调了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糾正了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运动取向的定义错

误，使两种不等价的无穷大力成为一对相互等效的无穷大力。它具有协调物理统一的无限发展空

间，具有无可替代的统帅全球理论物理的领袖地位。它是迄今为止惟一具有潜在统一性的理论。 

因而，在人类物理学三大流派中，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是相对论的基础；相对论是人类物

理学的协调性统一理论。 

量子宇宙论没有糾正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运动取向的定义错误，原则上只能属于“原味” 的

牛顿引力物理学派，或“原味” 的量子力学负力物理学派，不属于相对论协调性统一理论。 

但是，史蒂芬·霍金有两种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其一，宇宙是一个闭合空间体，有限无界。即物体在空“0” 中可以进行无界运动； 

其二，婴儿宇宙。 

量子宇宙论的最大缺陷就是其“量子” 的运动取向定义错误。而且是过分强调力的不等价

而忽略力的等价。所以，尽管史蒂芬·霍金极力希望在牛顿力学、量子力学、相对论三大流派中

“求和” ，但还是没有成功。 

爱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在质能等价关系中虽不能成立。但其绝对不等价的物理思想是成立的

。只要我们具有了识别量子与负量子运动取向的能力，我们就能在其绝对不等价的物理思想中，

获得科学理论。因为，相对论在其等价原理中，包容了绝对不等价结构。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波功反比定律中，受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制约，

负功率的瞬间作用长度及作用半径达到了无穷小。负功率的瞬间作用长度及作用半径与其作用力

度成反比。即负功率的瞬间作用长度及作用半径越大，其瞬间作用力度越小；负功率的瞬间作用

长度及作用半径越小，其瞬间作用力度越大。 

按照一切力及能的运动都是直线运动的自然定律，有效功率向任何方向运动，都服从牛顿

第三定律。因而，在波功反比运动中，其负功率的有效性几乎可达100%。 

与目前我们的航天、航空、航海、陆地运动负功率利用率相比，波功反比运动的负功率可

能是其的若干倍。比如说，从北京至纽约目前需要几十吨航空燃料，在波功反比运动中也许只需

要几千㎏航空燃料。发射一个500吨的空间站，在目前至少需要4500吨的航天燃料。在波功反

比运动中，也许只需要几十吨航天燃料。 

亦可以认为我们将一般燃料中的原子核撕裂，将一般燃料中的物理能化学能运动转变为核

能运动。把一般燃料转变为核燃料。让核能运动具有一般性。 

在被发射物体的运动结构上，如果我们能够造出一个同地球运动结构一样的物体，它就能

在惯性系磁界场空间中进行N=S双极间的无穷大相吸力运动。 

也就是说，我们将会从惯性系磁界场空间或宇宙磁界场空间中获得无穷大运动负功率，而

不是从航空燃料中获得无穷大运动负功率。 

在这儿，试图以“正电子” 作为反物质燃料的假设不可取。因为，电子在二体结构的S极

是反物质；在二体结构的N极是物质。当其轴心体成为N极时，它是反物质；当其轴心体成为S

极时，它是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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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太阳与地球之间的二体结构中，地球是N极，太阳是S极。在地球与月球之间的二

体结构中，地球是N极，月球是S极。我们能够定义地球是“正电子” ，是反物质星球吗？不能

。因为，电子和地球一样，都是物质与反物质正反同存体。我们迄今为止找到的十二种反物质粒

子，都不是反物质，都是存在于磁界场结构N极的物质与反物质正反同存体。 

任何物质与反物质都是一种等价存在。一方存在另一方存在；一方消失另一方消失。单独

的“纯物质” 或单独的“纯反物质” 都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观测到的一切物理实在都是正反同

存体。没有反物质我们观测不到物质；没有物质我们观测不到反物质。人类永远不可能同时观测

到物质与反物质。这就好比人不可能同时在天上又在地上一样。人不可能同时即存在于物质空间

又存在于反物质空间。这完全与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相吻合。 

综上所述，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波功反比运动中，UFO、USO是被允许的。它

极有可能取代人类目前的一切运输工具。因为，利用波功反比定律设计制造的发动机，瞬间产生

几百万吨／秒、几千万吨／秒的负功率是完全可能的。 

在波功反比定律中，我们可以得到更大的核能，更高的速度，更大的空间。 

当地球人类的UFO、USO出现之后，UFO、USO进行有限无界的N=S结构的运动，其运

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合二而一，运动时间和空间消失。具有比“地球光速” 更快的

运动系统。 

此时，一切公路、铁路、港口、机场会全部消失。人类交通运输趋向海陆空天一体化。 

那时，人类往返月球与地球之间，也许只要几十秒钟；往返银河系与地球之间，也许只要

几个小时。科学家们的足迹将踏遍宇宙各处。 

宇宙之大，茫茫无边；宇宙之小，近在咫尺。 

在己知規则中，物体的负质量、负能量、负力，不被认为是质量、能量、力的等价反存在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则被认为是质量、能量、力的等价反存在。 

虽然，人们已接受保罗·狄拉克的反物质观念，但在理论运作中仍不接受负的物理实在或反

物质的存在。这不符合相对论的等价物理思想。 

如果，我们只承认一种物理实在，不承认与之对立统一的另种物理实在，我们就永远逃脱

不了不等价无穷大的制裁。 

从无穷小转变为无穷大；从无穷大转变为无穷大。或者说，从绝对不等价转变为绝对等价

。这是波功反比关系式的特征。 

波功反比关系式同时解析了已知数学三大难题: 

其一，在关系式中，同时处理无穷大与无穷小两组数； 

其二，在关系式中，同时相容等式与不等式； 

其三，在关系式中，允许分母为“0” 或分子为“0” ，但“0” 不允许为空，只允许为

实的“0”等价值。 

在相对论中，当C^2=m／E时，其分母或分子不允许为空“0” 时，则C^2=1。如果，

其分母或分子允许为空“0” ，当m=0或E=0时，则C^2=0。这是相对论等价原理所不允许的

。 

但是，反映物体负质量运动的(－m)=1或(－E)=1自然规律被忽略。 

所以，几个世纪以来，科学巨人们一直在引力物理学、负力物理学、数学之间左冲右突，

就是不能明确的找到进入反物质世界的途经。 

如果，我们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能够将相对论中的引力物理学与负力物理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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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地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就完奋和发展了相对论，并跨入无限风光的一般性宇宙中。 

在(－E)=W中，隐藏着一个规律，反物质从S极向N极运动的胀吸负能量等价于物质从N极

向S极运动的膨胀功率。 

在W =(－E)中，隐藏着一个规律，物质从N极向S极运动的膨胀功率等价于反物质从S极向

N极运动的胀吸负能量。 

因而，任何关于宇宙正在膨胀中或正在坍缩中的观念，都是杞人忧天。 

在W=
t

F
中，W与t成反比。t越短，W越大；t越长，W越小。或F 与t成反比。t越短，F

越大；t越长，F越小。 

在波功反比关系式中，(－E) 与t成反比。t越短，(－E)越大；t越长，(－E)越小。或F 与t

成反比。t越短，F越大；t越长，F越小。 

己知规则中的功率方程式与波功反比关系式基本上吻合。 

1928年之后，人类一直在不停地寻找反物质。却不知反物质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每一丝

空气、每一滴水、每一个物体、每一种食物、每一个生命体。如果，你要反物质存在的判据，那

就是物体在膨胀运动中形成的反物质负功率，及观测不到的质量的反存在----负质量。 

人体生命运动中的生物电能和热能即是反物质之一。 

以参照物定义另一种存在，是科学定律所允许的。许多事物都拥有正反共同边界，正反共

同判据。正反一体的物体，与雌雄同体的生物一样，其自身拥有两个对立统一的判据。粒子、天

体、宇宙皆如此。这即符合宇宙磁体运动的共性，又符合相对论等价原理中的物理思想。 

⒊丁肇中博士对自然的误解 

当阿尔法磁谱仪被送入地球轨道之后，它刚好处在地球负力场反物质运动介界层中，它自

己的四周全是反物质。当它自己与地球构成N=S双极关系时，它即是地球的反物质极。或者说

，它自己已是反物质。而我们却要它观测反物质，这不是难为人吗？ 

当阿尔法磁谱仪在地球轨道同其他人造轨迹体一样时，它只能在零质量运动中，吸收量子

，发射负量子。其他什么事也做不了。 

因为，地球负力场在同其之外的地球引力场异性相吸中，把粒子送入了太空；地球负力场

在同其之内的地球强核力场异性相吸中，把粒子送到了地面。所以，地球负力场中一颗粒子也没

有，更没有反粒子。只有反物质负能量波。那儿没有“物理实在” 。 

如果，我们拘泥于“物理实在”，请问:“谁见过物质？物质是什么样的？谁能把物体和物

质分开？”我是说:“我们所观测到的物理实在的判据都是物体，没有一种是物质”。既然，我们

可以人择性的定义物质，为什么不可以以此为参照物，定义它的反存在为反物质？既然，我们可

以人择性的从数学方程式上推理出反物质，为什么不可以以相对论等价思想为准绳，从物理理论

上承认反物质？为什么要以“湮灭论” 扭曲反物质在磁单极逆转中的同性相斥规律？ 

当电子在S=N=S结构的复合磁界场中处于“N” 极时，它是正电子；当电子在N=S结构

或N=S=N的二体磁界场中处于“S” 极时，它是负电子。在这两种结构中，电子只是其电性发

生了变化。恰恰相反，正电子的物性是物质，而不是反物质。或者说，正电子是物质粒子；负电

子是反物质粒子。 

亦可以说，地球是物质天体；月球是反物质天体。正因为如此，二天体才异性相吸。 

因而，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波功反比关系式，可以具体的回答我们：“什么是反物质？”

“反物质对人类意味着什么？” 

如果将波功反比关系式反过来，我们就能够让功率进行凝聚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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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W=E 

或功率=能量。 

即将波功反比方程式中膨胀态的(－E) 转换为凝聚态的E。这样，我们就可得到基本粒子。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定律与反定律，关系等价，运动取向相反。如果，定

律描述的是物质；那么，反定律描述的一定是反物质。如果，定律描述的是反物质；那么，反定

律描述的一定是物质。 

波功反比关系式中预言的负能量，是形成“奇点” 大爆炸时所需的奇点负能量。这正是几

百年来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E=(－m)C^2所能够形成的核能(－E)，只是奇点负能

量的1/N。 

就我们目前的核子理论与粒子加速器原理来说，均是以引力、引力场理论为基础的。它们

的反理论就是量子力学。统一理论就是相对论等价原理。 

⒋完全核能的物理条件 

在波功反比关系式中，宇宙中的最大与最小就在几十万分之一纳米的时空间隔中。这种关

系与杠杆原理相吻合。 

从观测角度说，在一个粒子中，其最大与最小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极难判断，谁是最大

？谁是最小？ 

比如，任何粒子中，物质与反物质都是被其N=S双极异性相吸力禁闭在一起的。其m有多

大，(－m) 同样有多大；其E有多大，(－E) 同样有多大；其F有多大，(－F) 同样有多大。 

即m=(－m) ，10000=(－10000) 

E=(－E) ，10000=(－10000) 

F=(－F) ，10000=(－10000) 

它们的等价值均为零。这种零等价值的大小，决定物体蕴藏功率与负功率的大小。 

比如，甲物体的m=(－m)，零等价值为:10^5Kg=(－10^5)Kg 

乙甲物体的m=(－m) ，零等价值为:0.000001Kg=(－0.000001)Kg 

在质能等价关系中，当m=W；(－m)=( －W) 时，每组结构中二者的正负零等值均为其

功率与负功率。正数为其物质功率；负数为其反物质负功率。 

另一方面，物体的负功率，与核子被解禁的基本微粒数目成正比。 

比如，一个基本微粒膨胀负功率为300W，一亿个基本微粒膨胀负功率就是300亿W；十

亿个基本微粒膨胀负功率就是3000亿W；一百亿个基本微粒膨胀负功率就是30000亿W。如果

，有N亿个基本微粒被解禁，其膨胀负功率就是N亿W。 

在波功反比关系式中，其波功反比之差越大，获得的基本微粒越多，获得的负功率越大；

其波功反比之差越小，获得的基本微粒越少，获得的负功率越小。 

所有无穷大，都是由无穷小构成的。二者关系成正比。 

m、E、F存在于无穷小之中； 

(－m) 、(－E) 、 (－F) 存在于无穷大之中。 

m、E、F参与凝聚态运动，不参与膨胀态运动。因而，它们的运动取向，只能是从物体的S

极向N极进行。引力是凝聚三力之一。所以，引力的运动取向，只能是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进行

，而不被允许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进行。 

人类不应当把地球与地球磁界场空间分割开来，因为，二者是一个整体。宇宙逆向大挤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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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胀吸力) 是作用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上的，而不是作用在地壳上的。地球反挤压力(胀吸力) 由

地球磁界场作用在地壳上。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中，逆向大挤压力是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进行的。

这样，才有了重力运动；地球磁界场空间的胀吸力形成地球磁界场内的负力运动。 

我们插入这么一段，是要说明，重力运动只存在于地球磁界场之内；地球磁界场之外的宇

宙空间中，进行的都是反重力运动，不需要我们反重力。我们的所谓反重力，其空间仅限于地球

磁界场之内。地球磁界场之外根本不存在重力，更谈不上重力场。 

 (－m) 、(－E) 、(－F) 参与膨胀态运动，不参与凝聚态运动。它们一旦参与凝聚态运动

，马上就会转变为m、E、F。 

波功反比关系式告诉我们，不是质量中蕴藏着无限的能量；而是负质量中蕴藏着无限的负

功率。 

任何物体都可以在N次撕裂中，获得无限的负功率。并且是物体的燃点、沸点越高，蕴藏

的负功率越大；物体的燃点、沸点越低，蕴藏的负功率越小。 

如果，一个物体彻底形成负功率的零等价值为:10^8㎏／秒=(－10^8) ㎏／秒； 

另一个物体的彻底形成负功率的零等价值为:10^㎏／秒2=(－10^2) ㎏／秒。 

那么，在同等的负力作用下零等价值小的物体形成的负功率，比零等价值大的物体形成的

负功率要大的多。 

比如，氢的零等价值比铀小的多，在地球磁界场空间同等的负力作用下，氢弹比原子弹负

功率要大的多。 

或者说，氢弹比原子弹尚未释放负功率的空间小的多；原子弹比氢弹尚未释放负功率的空

间大的多。 

因而，原子弹爆炸后，尚有多少负功率没有被释放，还是一个惊人的未知数。 

也许，E=(－m)C^2关系式中，核子90%的负功率根本就没有被释放出来。或者其释放负

功率的比率只占波功反比方程式的1/N。 

在发现物体的胀吸力之前，我们发现了物体的逆向运动定律。 

即运动质量大运动负质量小的物体总是相对其质量大的运动介质作逆向运动；运动质量小

运动负质量大的物体总是相对其质量小的运动介质作逆向运动。 

在第一种运动中，落入水中的石磙，可以从上游找到；沙丘总是向劲风吹来的方向移动；

重金属总是存在于地壳的浅层；运动质量大的物体从高处总是向地球方向运动；运动质量大的物

体从水面总是向水底方向运动；云中运动质量大的雨水、冰苞总是向地球方向运动… 

在第二种运动中，一只在水中充足气的蓝球只要一松手就会冲出水面；一只在空气中充足

气的气球只要一松手就会冲向天空；水底的气泡总是向水面方向运动；山只会向上长；鹅卵石可

以逆流而上直至山顶；所有植物的枝叶都是向上生长；还有烟雾、蒸汽、热空气、台风、飓风、

龙卷风等都是向上运动的… 

宇宙是个自转中的六维球型闭合空间体，不分上下。如果，我们对宇宙进行天地之分，天

体为地，空间为天。运动质量大运动负质量小的物体总是相对“地”作逆向运动；运动质量小运

动负质量大的物体总是相对“天”作逆向运动。 

后来，我发现了物体的胀吸力。 

即发现注射器在冷凝状态中、拔火罐在热胀状态中的胀吸力都特别大。我觉得它们象宇宙

。原来，冷凝状态或热胀状态形成的闭合空间或真空中，不是空的“0” ，真空中的胀吸力是

如此之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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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真空即实体定律油然而生。 

但是，热力学阻止了我。 

因为，在热力学力中没有关于胀吸力的概念。在大爆炸理论中，膨胀力减缓是引力的作用

。而胀吸力的运动取向与引力的运动取向刚好相反。这个发现，使我意想不到的解开了引力之谜

。找到了引力起源。 

为什么胀吸力是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的？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有现成的答案。即

一个磁体的N极磁力对面必须存在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S极磁力。或者说，宇宙磁界场空

间膨胀力的反面必然是其胀吸力。 

可问题又来了。 

对于宇宙磁场空间来说，胀吸力是一种撕裂物体的力，而不是一种聚合物体的力。这种结

构与宇宙运动结构难以吻合。 

假如，这是一种逆向运动，则宇宙磁界场空间内出现成团结构是必然的。 

物体为什么要进行逆向运动呢？ 

这时，多年来对磁体的研究结论刚好用上。 

即胀吸力空间是一个屏蔽的磁体，其S极在其屏蔽空间的内壁上，其N极在其屏蔽空间的中

心点上。 

这个胀吸力空间是一个“反地球” 。地球的N极在外；S极在内。地球的地心因而奇热；

地球的磁界场外缘因而奇冷。 

既然任何物体的存在都有一个反存在。那么，以地球为参照物，奇点大爆炸的炽热火球内

部必定是奇寒的。 

这样，磁体的磁性在高温、高频中就不会失效了。 

因而，我们得到了胀吸力定律。 

在反物质空间屏蔽中，物体的膨胀力与胀吸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胀吸力空间是一个屏蔽磁体，其S极是反物质； N极是物质。反物质向S极运动；物质向N

极运动。二者在逆向运动中相遇时异性相吸，聚合成粒子与天体。 

或者说，质量大的物质体相吸质量小的反物质体；质量小的反物质体相吸质量大的物质体

。亦可以认为重的物体向下沉，轻的物体向上飘。 

运动的结果是重的物体越来越重，空间体积越来越小，凝聚力越来越大，对空间的相吸力

越来越大；轻的物体越来越轻，体积越来越大，胀吸力越来越大，对重的物体的相吸力越来越大

。二者的相吸力关系等价，等价值为零。 

这时，不论天体的质量有多大，在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它的质量等价值都为零。这就

是“失重” 。一切处于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的天体，不论其质量有多大多小，均是“失重” 的

零质量物体。 

因而，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真空” 的空度越高，其空间中向上进行的相吸力越大；天

体的质量越大，其空间中向上进行的相吸力越大。 

如果，我们把这种运动理解为“两物体总是相吸的” ，这两物体中必然有一个是反物质；

有一个是物质。如果，两物体都是反物质或都是物质，则必然是同性相斥的。 

在经典力学中，引力被定义为固有的、内禀的，也就是从物体N极向S极运动的吸引力。这

种吸引力能够把一切物体都相吸在一起，象一块磁铁能够把一堆铁屑都吸成一团一样。以致于最

终形成无限致密无限时空曲率的奇点，形成引力场引力无穷大坍缩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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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这种无穷大的引力，为等价原理中无穷大的负力（或非惯性力）所

抹平。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两物体总是相吸的” 力，不是种那无穷大的“引力

”相吸力，而是物体NS双极双力之间两种相互吸引，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等价力。 

如果，粒子、天体都有N=S双极，那么，它们的引力、强核力、弱核力，都是由物体N=S

双极向其中心同时进行的等价力。每一种力都有另一种与其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等价的力构成。 

强核力、引力、弱核力与其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成反比。其运动半径越小功率越大

。核子中的各种微粒，越是靠近其质心，质量越大，功率越大；越是远离其质心，质量越小，功

率越小。 

或者说，夸克的质量和功率，比中子质子大的多。 

即核子的无穷小中蕴藏着无穷大的功率。 

胀吸力运动是一种连比运动（垂直运动）。其空间胀吸力运动半径越大，其胀吸力越大；其

空间胀吸力运动半径越小，其胀吸力越小。 

我们若想得到最多最强的功率，就必须让核子释放更多更小的微粒。 

当波功反比定律在陆海空天燃料运动及工业燃料运动中被应用之后，燃料中的绝大部分微

小颗粒都将变成雾状反物质波，一切黑烟和红色的火舌将消失。而由燃料在波功反比定律中形成

的反物质波，将在物体的逆向运动中快速进入宇宙空间。从而从根本上缓解臭氧灰霾对地球环境

造成的危害。 

这一过程是让物体的物理能、化学能、核能同时释放的过程。是抹平物体的物理能、化学

能与核能之间2000万倍能差的过程。 

 

【Ⅶ】UFO磁单极结构对时空的“浓缩”与“淡化” 

 

在波功反比关系式之后，如若我们将此关系式中的速度设为要得到的解。也许这个关系式

就是航天航空导弹运动提速所需要的关系式。 

⒈航天航空导弹运动提速关系式 

由W=  

得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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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V=  

（其中V表示运动物体的速度； (－m) 表示运动物体的初始负质量；W表示发动机功率

； L表示发动机喷射管的长度；∏表示圆周率；R表示发动机喷射管的运动横截面半径；t表示发

动机工作时间。） 

在关系式中，(－m) 使用单位为Kg，V使用单位为米／秒，t使用单位为秒，喷射管的长度

L及横截面半径R使用单位为㎜米。圆周率∏取值≈3.1415926。 

当(－m)=m时，则m单位为(－m)单位。 

W、t、L、R不能为空“0” 或负数。 

此关系式有六个前提: 

其一，运动物体应有最大的受力面积； 

其二，有顺时针或逆时针旋转的能力； 

其三，零质量运动。即运动物体的(－m)=m，m=0，0=0； 

其四，能够调整运动物体的(－m) 与m比例关系； 

其五，运动物体与其升降载体有一定间隔，形成二体运动结构。 

其六，发力点组成的发力面空间越大越好。 

人类在航天领域中的竞争越演越烈。但是，现有航天理论和运动系统，是一种淡化时空的

结构。这种结构在无穷大增加航天功率的同时，也在无穷大的增加时空尺度。其航天功率95%

左右为其N=S=N结构中的“S” 所抹平。UFO的无穷大磁单极磁界场结构，能够在无穷大利

用宇宙磁界场相吸力的同时，无穷大的浓缩时空尺度，创造比目前航天速度高出100倍以上的运

动速度。 

⒉UFO浓缩时空中的绝对磁单极结构 

我赞成戚初轫先生关于“中国航天靠自已” 的观点。在相对论一般性航天理论中，中国航

天能够在美俄英现有水平之上实现大尺度科学跃迁。 

因为，人类不仅能够改变自然规律的运动取向，而且能够浓缩或淡化自然规律。 

要浓缩自然规律，必须具备两个先决条件: 

其一，在天体引力界场中，瞬间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质量； 

其二，在天体负力界场中，瞬间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 

E=mc^2结构实质上是N=S和S=N结构的重合体。其N=S和S=N结构中的“S” 极为二

物体共有。这是负量子与粒子、天体之间的重要运动结构之一。 

E=mc^2之所以让我们困顿，是因为在其N=S=N结构中，其负功率几乎为其“S” 所抹

平。要实现无穷大航天运动，必须切掉其N=S=N运动结构中的“S” 。变N=S=N等价之等价

结构为N＞S或S＞N不等价结构。 

UFO与USO，其发动机功率是从其碟形边缘以平行夹角方向推动的。发动机功率的作用在

于推动物体进行顺时针或逆时针自转。 

物体顺时针极速自转，可以瞬间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质量，瞬间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能量、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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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功率、运动相吸力、运动速度。瞬间获得无穷小的运动空间和时间。瞬间获得运动半径与运动

周长等价结构。其运动取向是宇宙质心区。 

逆时针极速自转，可以瞬间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瞬间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负能量、运

动负功率、运动相吸力、运动速度。瞬间获得无穷小的运动空间和时间。瞬间获得运动半径与运

动周长等价结构。其运动取向是宇宙壳层区。 

UFO与USO顺时针极速自转时，其发动机功率形成的高温高频屏蔽强度，与其引力磁界场

长短成反比，与其负力磁界场长短成正比； 

UFO与USO逆时针极速自转时，其发动机功率形成的高温高频屏蔽强度，与其引力磁界场

长短成正比，与其负力磁界场长短成反比。 

此时，在UFO与USO磁界场中，由于极速自转形成聚力线运动。按照物体N和S之间的磁

单极磁界场绝对不等价定律。当UFO与USO垂直方向的主磁单极磁界场的一端无穷小，并被其

强核力禁闭在运动物体之内时，另一端的N极或S极磁单极磁界场则无穷大，并冲出运动物体之

外。 

按照物体的运动质量与其磁界场大小成反比定律，物体的N对付磁界场均被其高温高频强

核力禁闭在运动物体之内。 

此时，只有一根N极或S极磁单极磁界场相吸其运动介质另一端物体磁单极磁界场。这根垂

直方向运动的N极或S极磁单极磁界场，能够同其运动方向上的任何物体，构成大尺度的N＞S

或S＞N绝对不等价结构。UFO与USO的无穷大运动质量，形成无穷大相吸力，形成无穷大运动

速度。 

或者说，此时的UFO与USO是绝对的磁单极物体。它的磁界场结构不再是全维度的，而是

惟一方向的一根磁单极磁界场物体。 

在宇宙引力与负力磁界场中，物体的运动质量或运动负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高。当我们在

极短的时间内，用极少的燃料让UFO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质量或运动负质量之后，熄灭发动机，

让物体按照牛顿第一定律，进行自由航天运动。 

在这种N＞S或S＞N不等价结构中，只存在一根直线段磁单极磁界场，不存在时间和空间

。 

在这种结构中时空被浓缩了，自然规律被浓缩了，时间和空间被浓缩了。物体的运动质量

越大运动速度越高，时空被浓缩的越小。 

在N=S=N结构中，时空被淡化了，自然规律被淡化了，时间和空间被淡化了。物体的运

动质量越大运动能量越大，时空被淡化的越大。 

在N=S=N或E=mc^2结构中，我们总是煞费苦心的计算，物体航天需要多大运动能量；

在N＞S或S＞N结构中，我们应当计算，物体航天中将产生多大运动能量。 

不论人类消耗多少运动能量携带航天燃料，但总是有限的。而自然给予的运动能量则是无

限的。 

人类既然能够在N=S=N或E=mc^2结构中淡化时空，亦能够在N＞S或S＞N结构中浓缩

时空。 

既然光速在平行与垂直两种运动中存在着巨大差异，物体的运动速度在平行与垂直两种运

动中同样存在着巨大差异。 

人类拥有利用并制约物体磁界场运动的智慧和能力。 

当然，从科学的角度说，人类要航天就应当知道“天” 是什么？人类要了解地球就应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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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地” 是什么？人类要航海就应当知道“海” 是什么？人类要航空就应当知道“空” 是什

么？ 

在引力物理学中，面对大尺度的m、E、F或(－m) 、(－E) 、(－F) ，我们总是用数学叠

加的方式来处理。但数学无法处理无穷大的数。这使得数学的预言能力非常有限。 

物体是由N个N=S双极双力运动界面结构组成的。每一个运动界面结构的双力等价值均为

零。或者说，不论物体运动界面结构零等价值多大多小，其等价值均为零。每一层运动界面结构

均能形成一个零质量区，我们称其为零质区。 

这些零质区的零等价值相吸力大小不同。从物体的S极向N极零等价值相吸力越来越大；从

物体的N极向S极零等价值相吸力越来越小。 

因而，时间只有两种运动箭头。当光波、电磁波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时，受零质区磁界

场相吸力作用，时间箭头对准天体，时间逐渐加快；当光波、电磁波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运动时

，受零质区磁界场相吸力作用，时间箭头对准时空，时间逐渐延迟。这就是物体在宇宙零质区中

的时间分解运动。 

但光波及电磁波在各个零质区中的不同速度值保持不变。 

⒊宇宙中的时间“空白” 区 

在宇宙零质区运动中，由于空间零质区的屏蔽效应，时间是从一个零质区向另一个零质区

“跃迁” 的，不是连续进行的。时间在各个零质区中被抹平，零质区成为时间“空白” 区。 

所谓时间，只存在于各零质区之间的交界点上。因此，时间在各个零质区之间的基本单位

长度是各不相同的。而由长度各不相同的时间所导致的速度值各不相同是必然的。 

对于观察者来，处于零质区中的他，其时间观念与速度观念均是零，均是一样的、不变的

、一致的。 

或者说，观察者认为光速在任何零质区中的速度都是相同的。任何尺度的零质区时间长度

都是相同的。任何尺度的零质区都是可以在光速不变中瞬间穿越的“蠕虫洞” 之一 。 

当零质区运动发生在人类的大脑中时，人类大脑中的某个或某些零质区储藏的记忆就会被

抹平，成为记忆“空白” 区。 

当零质区运动发生在天体上时，时间在某个或某些零质区中的运动就会被抹平，成为时间

“空白” 区。 

当零质区运动发生在生命体上时，时间在某个或某些零质区中的运动就会被抹平，成为生

命时间“空白” 区。 

当生命体进入时空某个或某些零质区中运动时，它的运动初始年龄与运动结束年龄等价，

不管这种运动的地球时间是1000年，还是10000年。 

在零质区运动中，宇宙是没有时间观念的，用“光年” 来度量它的空间尺度是无效的。 

当物体的运动比重与其运动介质的运动比重相同时，它进行的是零质量运动（同比运动），

或称其为相同零质区运动；当物体的运动比重与其运动介质的运动比重不同时，它进行的是质量

运动或负质量运动（连比运动），或称其为不同零质区运动。 

小的零质区厚度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纳米，大的零质区厚度却有几十万至几千万公里。 

比如，我们假设地球大气层某层零质区的N=S双力零等价值为0.00001g=(－0.00001)g

；而地球地心某层零质区的双力零等价值为10^15Kg=(－10^15)Kg。但它们的零等价值都是

零。任何微粒在任何磁体界面结构中，都是零质量的。任何坍缩或膨胀在零质区中都不能改变它

们的零等价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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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的零质区界面结构亦如此。 

因而，无论地球引力有多大？质量有多大？在太平洋20000米深的海沟中，20000吨的水

压压不碎一只小虾米；地球1500公里厚的大气层大气压，压不弯一棵嫩弱的小草；几十万或几

千万伏特的电压，压不破一根导线。 

然而，宇宙中粒子与天体的大部分能量与负能量都蕴藏在这些零质区中。这些零质区构成

了宇宙的天、地、海、空。并使宇宙的天、地、海、空具有了统一性。 

宇宙不是真空的、相对的、有限的、等价的、不变的、内禀的、平滑的、均匀的、静态的

。在看似平静的宇宙磁场空间中，那些被其零质区N=S双极相吸力所屏蔽的能量负能量，在其

磁界场空间发生磁单极逆转时，整个由惯性系、星系集团构成的宇宙磁界场空间运动界面，就会

象南极四周的海浪一样破空冲天。其运动界面中的惯性系、星系集团，象海中的巨轮一样随浪逐

流。 

当某些运动界面从宇宙磁场空间N极向其S极运动时，其中的所有惯性系、星系集团，一起

离我们而去。 

当某些运动界面从宇宙磁界场空间S极向其N极运动时，其中的所有惯性系、星系集团，一

起向我们走来。 

因而，宇宙磁界场空间是暗流激荡、风起云涌、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 

这些自然规律，都蕴藏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 

爱因斯坦对近代物理学及未来物理学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一生从

事物质与反物质等价关系研究的人，只有他一个。正是这种特殊贡献，奠定了他及他的相对论在

自然科学中的领袖地位。 

在此之前，也许没有人这样认为过。那是因为，没有人能拿出“非惯性力” 即反物质负力

的物理实在的判据。如今，在完备和协调发展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当单体或二体运动分別构成一

个个独立磁场，磁界场的N极磁量子力即物质引力；磁界场的S极磁负量子力即反物质负力，二

者关系等价，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相互等效，并由此构成宇宙闭合空间统一磁界场的时侯，相

对论的一般性才能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芒。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其引力场越小，负力场越大；

物体的运动负质量越小，其引力场越大，负力场越小。 

在二体运动中，轴心体的运动负质量越大，其引力场越小，负力场越大；轨迹体的运动负

质量越小，其引力场越大，负力场越小。 

在太阳与地球的二体运动中，太阳的运动负质量越大，其引力场越小，负力场越大；地球

的运动负质量越小，其引力场越大，负力场越小。 

负力是一种由天体实体向天体磁界场空间外缘运动的力；引力是一种由天体磁界场空间外

缘向天体实体运动的力。 

因而，在太阳与地球的二体运动中，只有地球一方拥有万有引力，而太阳一方没有万有引

力，只有与万有引力运动取向相反的天体负力。 

或者说，地球引力场引力可以直线深入到太阳的实体上；太阳负力场负力可以直线深入到

地球的实体上。二者引力=负力，关系等价，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相互等效。当二者在自转中

向对方发射负电能时，二者间的聚合光团出现。 

因而，在太阳巨大的负力场中，亿万颗初始质量大小不等的天体，因其引力场引力的大小

不同，而同太阳构成了N个运动轨迹半径各不相同的二体运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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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是相对论等价原理中的二体运动。 

⒋揭开“非惯性力” 的面纱  

所谓“非惯性力” ，即不是“惯性力”。因为，惯性力同引力运动取向一致，二者只能形

成不等价的无穷大，形成不了等价关系。因而，相对论等价原理中“非惯性力” 的等价性，决

定了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引力与负力的对立统一性。 

这种等价关系是以轨迹体的全部质量，等价于轴心体相对于轨迹体质量的负质量。即以轴

心体的一部分运动负质量等价于轨迹体的全部运动质量。 

对于轨迹体来说，这种等价关系是绝对的；对于轴心体来说，这种等价关系是相对的。 

在一百年前，爱因斯坦就有如此大的勇气提出不同于万有引力观念的反物质观念，确实是

难能可贵的。 

1928年之后，人们一直希望看到反物质物理实在的判据。就是没有人去思考过，在二体运

动中已存在40-80亿年的“非惯性力” 是什么？在爱因斯坦等价原理中，那个同万有引力相互

等效的力，是物质力？还是反物质力？电为什么有两极？磁体为什么有两极？天体磁场为什么有

两极？既然，磁体的两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作为磁体的天体，作为磁体的宇宙，其物质与反

物质为什么不能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呢？ 

因而，从物理实在上说，正是爱因斯坦给予了我们一个物质与反物质关系等价的一般性宇

宙。尽管爱因斯坦始终不承认量子力学的真实性。但这并不影响爱因斯坦等价原理的一般性。 

在这个一般性宇宙中，两物体仍然总是相吸的，但相吸的事实，不是在引力与引力之间进

行的不等价无穷大相吸，而是在引力与负力无穷大或无穷小零等价值之间的等价相吸。 

相对论等价原理制约了万有引力导致的无穷大不等价运动。但是，正是在这种无穷大不等

价运动中，蕴藏了有限无界的N=S结构。当这种结构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半径

与周长合二而一，其运动时间和空间消失，“两物体总是相吸的” 万有引力达到无穷大。这种无

穷大相吸运动结构中蕴藏了宇宙中最高级别的自然运动。 

唯一不足的是，万有引力只有物理实在，没有物理原因；而N=S结构即有物理实在，又有

物理原因。除此以外，二者本质上没什么区別。 

既然，我们认为地球与地球磁界场空间是统一的磁体，那么，太阳与太阳负磁界场空间亦

是统一的磁体。两个磁体磁力的强度，是太阳强地球弱。或者说，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中，物体的

S极与地球磁场N极相吸；在太阳负磁界场空间中，物体的N极与太阳负磁界场S极相吸。 

因而，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中，引力存在；在太阳负磁界场空间中，负力存在。 

或者说，同是一艘宇宙飞船，它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中与地球引力相吸，会坠向地球；在太

阳负磁界场空间中与太阳负力相吸，会坠向太阳。宇宙飞船向任何天体的磁界场空间飞，都会坠

那颗向天体。 

比如，象被天体负力运动从天体上抛向太空的陨石、流星等，在连比运动中坠向另一个天

体一样。但大质量的天体，极难有从N=S=N轨迹运动结构转向N=S直线运动结构的机会。 

关于天体对撞的假说与相对论等价原理相悖。 

由于被天体负力运动抛出的陨石、流星初始质量太小，而导致其运动质量无穷大、运动速

度无穷高。使它们具备了参与N=S直线结构运动的物理条件。 

初始质量大的天体，运动质量无穷小、运动速度无穷低。因此，初始质量小的陨石、流星

撞向天体自然而然；初始质量大的天体之间的对撞，违反自然规律。 

在逆向运动中，运动质量大的物体总是相对其质量大的运动介质作逆向运动；运动质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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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体总是相对其质量小的运动介质作逆向运动。 

或者说，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其运动质量越小；天体的初始质量越小，其运动质量越大

。 

在地球磁场空间中，越接近地面，物体运动介质的质量越大；越接近太空，物体运动介质

的质量越小。我们可以让质量小负质量大的物体对其运动介质质量小的太空方向作逆向运动。 

在太阳负磁场空间中，越接近太阳，物体运动介质的质量越小。我们可以让运动负质量大

运动质量小的物体对其运动介质质量小的太阳方向作逆向运动。 

即从地球磁界场空间中发射物体是飘上去的；向太阳负磁界场空间中发射物体是坠下去的

。 

对于轨迹体的发射，其发射的角度越大，轨迹体的运动半径越大；发射的角度越小，轨迹

体的运动半径越小。其顺时针取向发射，轨迹体的运动半径会越来越小；逆时针取向发射，轨迹

体的运动半径会越来越大。其发射的速度越高，轨迹体的运动半径越小；其发射的速度越低，轨

迹体的运动半径越大。 

⒌宇宙中的“重”和“轻”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的二体运动定律，当轨迹体m与轴心体m成正比时，

轨迹体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进行引力运动，其运动半径越小，运动质量越大，运动速度越高，运

动温度越低；当轨迹体m与轴心体m成反比时，轨迹体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进行负力运动，其运

动半径越大，运动质量越小，运动速度越低，运动温度越高。 

首先，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轨迹体m与轴心体m成正比” 或“轨迹体m与轴心体m成反

比” ？ 

即轴心体m越大，轨迹体m越大；轴心体m越小，轨迹体m越小。 

或轴心体m越大，轨迹体(－m)越小，；轴心体(－m)越大，轨迹体m越小。 

正比运动，是轨迹体从其二体磁界场空间S极向N极进行的引力运动。比如，海王星、冥王

星向金星、水星方向进行的轨迹跃迁运动。 

反比运动，是轨迹体从其二体磁界场空间N极向S极进行的负力运动。比如，金星、水星向

海王星、冥王星方向进行的轨迹跃迁运动。 

在正比运动中，轨迹体的运动半径越来越小，运动质量越来越大，运动速度越来越高，运

动温度越来越低。其运动质量与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运动速度、运动温度成正比，与运动温

度成反比。 

或者说，金星、水星的运动质量远远大于海王星、冥王星的运动质量；海王星、冥王星的

运动负质量远远大于金星、水星的运动负质量。 

在反比运动中，情形刚好相反。 

因此，在地球为轴心体的轨迹运动中，人造卫星的运动质量远远大于月球的运动质量；月

球的运动负质量远远大于人造卫星的运动负质量。 

或者说，在地球磁界场空间中，人造卫星比月球重，月球比人造卫星轻。 

这儿的“重”和“轻” ，不是表示物体质量的大小，而是表示物体在同等物理量中质量与

负质量的比例关系。比如，物体中质量占10%，负质量占90%，二者质量与负质量相加等于100%

，物体比较“轻”； 物体中质量占90%，负质量占10%，二者质量与负质量相加等于100%，

物体比较“重” 。 

或者说，物体中“空” 的物理量越小，“实” 的物理量越大；“实”的物理量越小，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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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物理量越大。 

从一般性上说，这与经典力学中的质量观念相吻合，无论物体的质量与负质量的比例关系

如何变化，其物体质量与负质量的物理总量是不变的。 

比如，我们称物体的初始质量小，并不等于物体的质量小。而是说，在物体的物理总量中

，其负质量所占比例越大，质量所占比例越小，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小。 

这就是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对牛顿第二定律的完备和发展。 

什么叫预定轨道？即物体以某种速度，进入的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的零质量的

同比运动界面。 

或者说，物体达到某一同比运动界面所允许的运动速度时，即进入预定轨道。 

或者说，物体的运动速度越高，其预定轨道越低；物体的运动速度越低，其预定轨道越高

。 

这种运动是零质量运动，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小，越容易进入高度低的预定轨道；初始质量

越大，越容易进入高度高的预定轨道。 

我们目前发射的都是初始质量大的物体，要进入高度低的运动速度高的预定轨道是非常困

难的。 

如果，我们按照波功反比定律发射物体，使其运动速度达到300公里／秒。其发射的物体

在几分钟时间内，就可以绕地球一周。比如，光一秒钟可绕地球运动几周。 

这种低轨道运行导弹将和人类UFO同时出现。 

预定轨道的精确度，受自然定律的制约，不受数学预言能力的制约。当我们从经验走向经

验时，一切都好象被数学所制约。 

数学的预言能力来自经验，而不是自然。 

1959年，连电冰箱都不会制造的苏联，却能“精确”的让人造卫星进入了每90分钟一周的

地球“预定轨道” 。 

那是因为，地球磁界场空间从30万公里／秒至0公里／秒，有千百万个不同速度值的预定

轨道。这千百万个不同速度值的预定轨道，分布在从地面至太空大约100万公里之内的空间中。

预定轨道高度越低允许速度值越高，高度越高允许速度值越低。所以，物体被发射的高度越高，

进入预定轨道越容易；物体被发射的高度越低，进入预定轨道风险越大。 

在天体的生命进程中，当天体的运动轨道向轴心体“跃迁”时，生命就发展；当天体的运

动轨道向太空“跃迁”时，生命就消失。天体的“跃迁”进程，左右生命的发展进程。天体的轨

道在“跃迁”中运动。生命进程亦是在“跃迁”中运动，不是在渐进中运动。天体生命体的骨质

在天体轨道半径变小时成为“化石”，在天体轨道半径变大时成为“尘埃”。这形成了考古学上的

“断代”现象。“进化”不是生命运动的一般性特征，而是生命运动的相对性特征。 

因此，科学的发展同生命的发展一样，不是渐进性的，而是“跃迁”性的。当某一领域中

群星荟粹时，它的顶端一定会出现一个简朴又威力无穷的克制它们的事物。 

比如，当核能、微电子不可一世时，反物质空间屏蔽技术将彻底的克制它们。(刚刚开始)

。 

或者说，某些国家以极小的代价，就能让许多国家几十年的巨大科学成就付之东流。 

在经典力学中，我们总是以陆地运动为判据，来认识物体的运动质量与加速度的关系，认

为二者的物理量成反比。 

其实，二体运动与陆地运动是两种结构不同的运动。二体运动的运动结构是N=S=N等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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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结构；陆地运动的运动结构是N=S结构中的不等价结构。 

二体运动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的零质量运动。其运动质量与运动能量、运动

惯性力、运动速度成正比。 

陆地运动是质量运动。地面上的一切物体，均与地球构成N=S结构。地面上的一切物体均

是地球强核力磁界场的S极，其N极被屏蔽在物体中。其磁界场结构是S极在物体之外的负力磁

界场中，N极在物体之内的引力磁界场中。其与地球之间的相吸力均是向地球质心方向运动的，

并且只存在面向地球的一面。或者说，只存在地球与物体N=S结构之间。而地面物体与地面物

体之间同性相斥，不存在相吸力。这种物体与地球的N=S结构相吸力即引力。引力等价于地面

物体的质量。 

这种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运动惯性力越大。运动惯性力越大，两物体之间的异性相吸力

越大。两物体之间的相吸力越大，运动质量越大。对于陆地平行运动的物体来说，其受到的都是

垂直的N=S结构相吸力。而且是物体运动质量越大，其受到的垂直相吸力越大。这种垂直相吸

力，即物体的摩擦力。这时，陆地平行运动物体的运动质量与加速度成反比，是自然而然的。 

⒍地球复合磁界场 

在自然界中物体的引力磁界场半径与负力磁界场半径成反比。 

太阳的负力磁界场半径大于引力磁界场半径；地球引力磁界场半径大于负力磁界场半径。 

或者说，月球运动在地球的引力磁界场中，人造卫星运动在地球的负力磁界场中。而地球

近地的所谓引力场，即地球强核力禁闭场。 

因而，地球磁界场是由其强核力禁闭场→←负力场→←引力场构成地球的复合磁界场。 

当地球强核力禁闭场进行N=S等价结构运动时，只被允许进行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

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的自然运动。 

或者说，只被允许进行初始质量无穷小，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无穷大的光电磁零质量自然

运动；不被允许进行初始质量大的物体进行零质量自然运动。 

地球负力场与引力场分别是地球复合磁界场中的N个付磁界场之一。 

因而，人造卫星运动半径可以在距地球30万里之外的太空中进行轨迹运动，而且它们的初

始质量可以同月球一样大。 

如果，月球真的是被地球在负力抛物运动中抛出的亚特兰蒂斯大陆。那么，即使整个非洲

或美洲被地球负力抛物运动，发射到地球磁界场空间的引力场中，它们也一样能够象月球一样进

行轨迹运动。 

天体的负力抛物运动越频繁，其行星或卫星越多；天体的负力抛物运动越不频繁，其行星

或卫星越少。 

火箭在上升过程中，其速度是“两慢两快” 。发射之初在地球强核禁闭力场上升速度最慢

，进入地球负力场上升速度逐步加快，进入地球引力场上升速度逐步减慢，进入时空负力场上升

速度再次逐步加快。 

地球磁场空间半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的多。地球的卫星也决不止月球一个。只是那些运

动半径更大，运动周期更长的“地球卫星” ，不被认为是地球卫星。太阳外缘行星的运动周期

，也许有10000-50000年的。 

这个假设的前提是，宇宙运动是自然运动。当人类能够将物体的质量转变为零质量，零质

量转变为负质量，或将物体的负质量转变为零质量，零质量转变为质量时，宇航运动就是被人类

制约的自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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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太阳月亮星斗不是天体 

 

在众多反对相对论的理论中，以其数学上的缺陷或方程计算中出现的諎误攻击或否定相对

论者居多。 

相对论是一种揭示宇宙本质的理论物理学，不是数学。相对论要告诉我们的是其物理思想

，而不是数学原理。 

数学上存在三大缺陷，爱因斯坦解决不了这些缺陷，是可以理解的。数学只不过是其论证

物理思想的工具。工具本身存在缺陷，与使用工具的人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没有理由求全责备，

我们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位理论物理学家首先必须是数学家，而后才是理论物理学。 

如果，我们要求某种理论十全十美，就等于取消了学科分类。如果，我们要求相对论不存

在数学上存在的三大缺陷，我们自己就应当去面对数学上存在的三大缺陷，而不是以其数学上的

缺陷否定相对论物理学上的成就。如果你是理论物理学家，而不是数学家，我们还是辩证地协调

和理解一下相对论的相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比较好。 

⒈自然定律不变性与随机性的统一 

对于当代研究自然运动的科学家来说，首先应当从自然哲学上，而不是从数学原理上，或

从不同角度辩证地认识宇宙，端正我们的宇宙观，这比急功近利的忙着描述“宇宙为何物”要好

的多。 

或者说，如果我们即能从逆向运动取向观测物体，又能从顺向运动取向观测物体，就会得

到完整的事物本质。从而避免一边倒，避免出现无法遏制的无穷大。我们不能总是以科学定律及

我们的预言能力在此失效为理由，来掩饰我们智慧的枯渴。 

当我们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运动取向观测时，会发现天体、粒子的强核力逐渐解禁，物体的

质量逐渐量化为负质量，物质逐渐量化负反物质，实体逐渐量化为空间，量子逐渐量化为负量子

。当这种量化运动达到饱和时，双方物理量关系等价。 

当我们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取向观测时，会发现天体、粒子的强核力逐渐加强，物体的

负质量逐渐凝化为质量，反物质逐渐凝化为物质，空间逐渐凝化为实体，负量子逐渐凝化为量子

。当这种凝化运动达到饱和时，双方物理量关系等价。 

迄今为止，描述关于“宇宙为何物”的理论物理已多如牛毛，浩如烟海。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举个例子来解释这个问题。 

中国古代有个大画家。当有人请教他什么最好画什么最难画时，他说鬼最好画，狗最难画

。因为，谁也没有见过鬼，怎么画都可以；狗就在我们身边，画不像会惹人笑。 

然而，在理论物理研究中善画“鬼” 者层出不穷，人才倍出。许多以数学原理或哲学原理

进行大设计的宇宙论咄咄逼人。许多人都宣布自己统一了物理学。 

对此，史蒂芬·霍金有他自己的看法。他在《时间简史》第212页中说道： 

“…然而，最终人们希望找到一个完整的、协调的，将所有这些部分理论当作它的近似的

统一理论。在这理论中不需要选取特定的任意数值去符合事实。寻找这样的一个理论被称之为‘

物理学的统一’ 。爱因斯坦用他晩年的大部分时间去寻找一个统一理论，但是没有成功。” 

爱因斯坦虽然没有在引力统一场中统一物理学，但却为我们留下了在协调发展中统一物理

学的无限空间；史蒂芬·霍金虽然统一了引力、量子力、统计力，但只是统一了引力物理学的一

隅。 

爱因斯坦在物理上是一般性的成功者；史蒂芬·霍金在物理上是相对性的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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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说，爱因斯坦的物理思想，包容了“有界无限”与“有限无界” 两种运动结构；史蒂

芬·霍金的物理思想，只包容了 “有限无界” 一 种运动结构。 

在我们的面前，各种部分理论、已知规则及物理实在的判据已堆积如山。因而，对于“物

理学的统一” ，或协调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来说，我们“不需要选取特定的任意

数值去符合事实” ，只需要预言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切运动的本质相吻合就行了。 

或者说，数学原理中的“任意数值” 不能解决“物理学的统一” 问题，或协调发展相对

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问题。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就是用辩证统一地宇宙观去认识已知规则。 

比如说，相对论中的质能关系式E=mC^2，是一种被广泛应用于从物质空间向反物质空间

运动的基础理论。然而，我们却只注意到它的“有界无限”N=S=N 运动结构，没有注意到它

的“有限无界”N=S运动结构。没有去辩证地认识它，没有将它的最大优势发揮出来。没有让

它参与宇宙中最高级別的自然运动。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司马懿二人斗阵。司马懿谨遵兵法战策，摆出一气混元阵，

诸葛亮破之；诸葛亮摆出的八卦大阵却瞬时生出两仪阵。司马懿见过两仪生八卦，却未见过八卦

生两仪。晕了。因为，司马懿按常理出招；而诸葛亮却反其道而行之。 

在自然科学中，“两仪”“ 八卦” 都是自然规律，谁生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两仪可以

生八卦；八卦亦可以生两仪。物体即可以参与凝聚态运动，利用宇宙自然给予的量子引力产生无

穷大功率；亦可以参与膨胀态运动，利用宇宙自然给予的负量子胀吸力产生无穷大负功率。两种

运动的方向相反，其运动结果完全不同。量子引力运动生出了物质；负量子胀吸力运动生出了与

物质关系等价的反物质。二者虽边界模糊却同体共存，共同构成物体。 

如果，我们将它们的运动方向颠倒一下，运动空间对换一下，其运动时间、运动质量、运

动能量、运动功率、运动速度等各种物理量，就会从无穷小转变为无穷大；从无穷大转变为无穷

小。把有限转变为无限；把相对转变为绝对。把相对空间转变为绝对空间；把绝对时间转变为相

对时间。把不可能转变为可能。把违背自然规律转变为符合自然规律。把违背科学定律转变为符

合科学定律。 

宇宙运动只有两种。其一，同比运动（平行运动）；其二，连比运动（垂直运动）。 

在同比运动中，物体在一个运动界面中，进行的是单轨运动。其运动比重与其运动介质的

运动比重相同，物体的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这种运动具有N=S=N二体磁界场结

构。进行的是相对的、有限的、不变的零质量运动。对于人类来说，这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全部

。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当

物体的初始质量、运动质量、运动惯性力三种物理量，有一种被制约时，这种运动的空间、时间

及速度，就会被制约在一个小体积的范围内，而不允许参与大尺度的宇宙运动。这当然也包括同

比（平行）二体运动中的光子。或者说，二体运动中的地球光速。 

因为，正象无人可以超越生死一样，没有任何物体可以超越宇宙自然规律。 

如果，爱因斯坦的光速不变原理可以超越宇宙自然规律，他的相对论就会对宇宙一般性运

动失效。 

各个惯性系的集合质量各不相同，一个惯性系拥有一种质量。质量不同，物体发射负量子

与吸收量子的负功率与功率不同。物体的质量越大，其量子力的强度赿高，频率越高，波长越短

，力矩越短，波的运动半径越短，波被发射与吸收的运动轨迹周长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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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物体的运动质量达到无穷大时，其波的运动半径被收缩(禁闭)到质量体之内。其引力磁界

场的运动半径被收缩(禁闭)到质量体之内，这是天体上99.99%的质量体不具有磁性的物理原因

。 

而当物体的质量与负质量的等价值大于其载体磁界场的质量与负质量的等价值时，其单体

磁界场的运动半径就会不受其载体磁界场禁闭力的作用。这类物体即所谓“天然磁体” 或“人

造磁体” 。 

因此，天体初始质量越大，越不发光；天体初始质量越大，引力场越小；天体初始质量越

大，运动速度越低；天体初始质量越大，负力场越大；天体初始质量越大，天体表面的温度越低

；天体初始质量越大，天体引力磁场的运动半径越小。 

或者说，物体的质量越大，其行为越笨。 

因而，在这种天体无穷大不等价质量运动中，宇宙磁界场空间才是一团漆黑的，才是不具

有引力场而具有负力场的。 

或者说，轴心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其负力场越大；其负力场越大，惯性系天体的负磁界

场空间越大；惯性系天体的负磁界场空间越大，惯性系负磁界场空间的行星越多。因而，各惯性

系大小不同是绝对的。 

所有惯性物体，必须服从天体引力运动取向。因为，具有惯性的惯性系只被允许从宇宙磁

界场空间的S极向N极运动；不被允许从宇宙磁界场空间的N极向S极运动。 

如果，惯性系只被允许从宇宙磁界场空间的S极向N极运动，那么这种惯性系在引力无穷大

不等价运动中，就会坍缩成为“黑洞” 。 

这是相对论等价原理所不允许的。 

因此，已知規则中对惯性系的定义是相对的，不具有一般性。 

如果，惯性系同时被允许从宇宙磁界场空间的N极向S极运动。那么，惯性系运动才具有了

一般性。 

当二者关系等价时，惯性系的一般性定义应为零惯性系。即惯性与非惯性等价值为零的天

体运动系统。 

小的零惯性系，是大的零惯性系的轨迹体；大的零惯性系是更大的零惯性系的轨迹体；更

大的零惯性系是更大更大的零惯性系的轨迹体。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由N层零惯性系同比运动界面构成的，两端小中间大的球形连比运动界

面空间。这个球形连比运动界面空间的外売体是定子，零惯性系球形连比运动界面空间体是转子

。二者组成宇宙发电机，其转子在顺时针运动中，通过从宇宙壳层表面N极，吸收宇宙之外寒玄

域空中负电能，推动宇宙磁壳场空间中的磁力运动。宇宙发电机的第一推动，来自宇宙之外寒玄

域空中更大质量宇宙的异性相吸力。 

对于承载我们宇宙的寒玄域空来说，我们的宇宙也是一个小体积的运动系统，或零惯性系

。 

那些零惯性系同比运动界面，即宇宙磁壳场空间中的零质区。 

在零质区中，只有天体间N=S=N结构中的S(聚合光团) 发出初始质量无穷小的反物质光波

，从宇宙磁场空间中的N个零质区缓慢进入地球磁壳场空间。然后，在地球磁壳场空间内进行连

比运动，获得无穷大运动质量和无穷大运动速度，并凝聚成为进入地球的物质光子。 

在连比运动中，物体进行的是垂直运动，其运动界面即无限的N层零质区。物体的运动质

量在其从一个零质区运动界面，进入另一个零质区运动界面时不断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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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零质区运动界面各层的运动比重各不相同。物体在其中的运动速度亦各不相同。但是

，同一运动界面中的平行与垂直两种运动的运动速度皆相同。因为，此时物体与其运动介质的运

动比重相同。 

这就是迈克尔逊-莫雷对光速进行了相对于地球的平行与垂直两种实验，其结果一样的物理

原因。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是在地球磁壳场空间同一个零质区中进行的。在同一个零质区中，光向

任何方向的运动速度都是一样的。 

这同电子二体运动和天体二体运动一样，轨迹体无论在任何维度中进行运动，只要是在同

一个零质区中，其运动速度都是一样的。 

⒉N=S“T” 型磁界场结构威胁天体命运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物体的发光能力与其吸光能力成反比。物体发射波包的能力

与其吸收波包的能力成反比。发光能力与发射波包的能力越弱的物体，其吸光与吸收波包的能力

越强。 

或者说，物体增加质量与减少质量，或增加能量与减少能量的能力成反比。 

亦可以说，天体初始质量越大，减少质量的能力越强，质量增加的越快；天体初始质量越

小，增加质量的能力越弱，质量减少的越快。 

天体初始能量越大，减少能量的能力越强，能量增加的越快；天体初始能量越小，增加能

量的能力越弱，能量减少的越快。 

这种运动导致宇宙中大质量天体的质量越来赽大；小质量天体的质量越来赽小。大质量天

体的能量越来赽大；小质量天体的能量越来赽小。 

这种运动最终将导致宇宙回复初始态。 

这种初始态，虽然是被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等价值无穷大制约的天体，但终会导致宇

宙运动失去平衡。 

在这些零质量无穷大的天体之间，形成的另一种运动可从维持宇宙平衡。这种运动即天体

之间大尺度的负力聚力线运动。这种负力聚力线的运动尺度可达几亿或几十亿光年。而且，在其

N=S“T” 型运动结构中可以瞬间到达，瞬间形成爆发性自然灾害。它们成为宇宙中最大的侵

略者。当它们入侵质量相对小的天体时，小质量的天体会发生三种灾难。 

其一，超强风暴、大质量陨石撞击、高级別地震、超大海啸、火山喷发、巨型火山喷发、

大陆飘移、板块运动、造山运动、灰霾蔽日、气侯变暖、沙漠化、沙尘暴、尘埃化、水及大气层

消失，生命消失； 

其二，形成负力抛物运动，天体发疯，将其大块陆地抛入轨道。形成行星、卫星、陨石、

流星群、彗星、尘埃团、气团、气带、气环、不规则天体群； 

其三，在磁单极大逆转中天体发生大爆炸。 

这种运动，同样制约了大质量天体凝聚质量的无穷大趋势。 

当一个大质量天体成为众矢之的时，其轨迹体合力在其他天体负力的作用下，会骤然增强

，使其轴心体强核禁闭力消失，天体解体，分崩离析，成为运动半径尺度极大的尘埃云团。 

因而，现时宇宙中的一切，都与宇宙大爆炸无关。都是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运动。地球

上的一切，都与宇宙刚刚发生或正在发生的运动有关。 

天体上缓慢发生的自然灾害，是惯性系天体间N=S=N结构负力运动形成的。 

或者说，是天体的运动半径变大或变小形成的。天体的运动半径变大，天体气候变暖；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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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运动半径变小，天体气候变冷。 

而这种运动的间接原因，仍来自宇宙N=S“T” 型结构的影响。 

这种运动有一个总规律，即所有N=S“T” 型结构运动都是从宇宙的S极向N极运动的或

从宇宙的N极向S极运动的。 

或者说，是从宇宙的壳层空间向宇宙的质心运动的；从宇宙的质心向宇宙的壳层空间运动

的。 

它们从宇宙的壳层空间向宇宙的质心运动时，因其运动界面高于宇宙质心的运动界面。从

全方位角度向宇宙质心聚合。其运动半径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小，其聚焦能力越来越强，聚焦点越

来越小，温度越来越高。 

这种聚焦运动形成的反物质无穷大负能量，能导致一切天体磁极大逆转。使任何天体的

N=S=N或S=N=S结构，在瞬间形成S=S=S结构。 

S=S=S结构是一个反物质大火球。 

所以，宇宙中最亮的区域便是宇宙的质心。 

当宇宙质心的S=S=S结构出现之后，宇宙N=S“T” 型结构与S=S=S结构的同性相斥结

构随之出现。反物质之间同性相斥运动，为宇宙空间带来大量热能，推动宇宙空间的膨胀运动。 

膨胀运动导致各N=S“T” 型结构的运动半径越来越大，其聚焦能力越来越弱，聚焦点越

来越大，温度越来越低。宇宙质心的S=S=S结构逐渐消失。新的无穷大质量天体再次形成。宇

宙质心又成为宇宙中最黑的区域。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异性相吸运动，抺平了宇宙空间中的巨大

热能，推动宇宙空间的凝聚运动。 

这两种运动形成的热能和冷能，统称宇宙暗能。 

那个宇宙中最亮的区域便是宇宙的反物质区域；那个宇宙中最黑的区域便是宇宙的黑洞区

域。 

对于这些N=S“T” 型结构的聚力线来说，当其运动半径与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时，半径与

周长合二而一，时间和空间消失。其无穷大运动质量，可以导致宇宙中的一切灾难发生。我们可

以称这些聚力线运动中无穷大运动负质量，为暗物质。 

当陨石、流星、彗星、卫星、行星、恒星、惯性系、人造卫星、宇宙飞船、飞机、船舰、

人类、动物与暗物质相遇时，会改变轨迹，突然转身，突然加快公转或自转速度，突然失踪，突

然人间蒸发，突然从一个零质区“跃迁” 到另一个零质区，突然从宇宙的一个星系跑到另一个

星系，突然两极逆转，突然大爆炸。 

这种聚力线暗物质运动亦可称为蠕虫洞运动。因为，聚力线暗物质在不同质量的运动界面

运动中时形成蠕动或波动是必然的。 

这种运动就是爱森堡在其不确定性原理所描述的运动。我们的确无法同时观测聚力线暗物

质运动的位置和速度。因为，聚力线暗物质的运动速度比“地球光速” 更快。 

聚力线暗物质运动是一种量子力运动或负量子力运动。当我们把量子力学限制在微观运动

中时，那是一种错误。当史蒂芬·霍金把量子力学引入宏观运动中时，那是一种对量子力学的完

备与协调发展。 

所以，史蒂芬·霍金在量子运动取向中所犯的错误，抹平不了他对人类物理学发展的巨大贡

献。 

但是，爱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及量子理论不具有一般性，它们受不等价无穷大物理思想制

约，不受无穷大等价物理思想制约。它们在连比运动中成立，在同比运动中不成立。由于缺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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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关系，把异性相吸的稳定结构，理解为同性相斥的扰动结构。 

这种错误，在美国电影《量子启示录》中，表现的淋漓尽致。 

⒊对“太阳” 存在性的质疑  

在物体的运动质量与其引力场运动半径成反比定律中，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其引力场运

动半径越小；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小，其引力场运动半径越大。 

因而，运动质量无穷小的反物质体，其负力在宇宙磁场空间形成的聚力线运动中，却能运

动到无穷大的距离去。对于运动质量无穷大的恒星来说，其运动质量越大，引力场运动半径越小

，越不发光；运动质量越大，负力场运动半径越大，负力聚力线运动的尺度越大。 

因此，约翰·米歇尓和霍金得出结论，运动质量无穷大的恒星是连光都不能从其中逃逸的“

黑洞”。 太阳亦如此。 

如果，天下人骂我是伤害“太阳” 的凶手，我会觉得委屈。因为，是零等价值观念产生相

对论等价原理。爱因斯坦才是伤害“太阳” 的凶手。 

再者，在我之前约翰·米歇尓和霍金，己经“杀害”了“太阳” 。既然恒星坍缩后成为连

光都不能从其中逃逸的“黑洞” ，太阳哪能例外呢？ 

“黑洞” 的出现，在天文学上产生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太阳是恒星吗？恒星是“黑洞” 吗

？如果，太阳是恒星，太阳即“黑洞” 。光必然不能从“太阳”中逃逸出来；如果，太阳不是

恒星？那么，光必然能从“太阳”中逃逸出来。如果，太阳＝“黑洞” ，那么，满天星斗又是

什么？ 

在“黑洞” 中，其引力场引力制约了光的运动边界，却制约不了光的运动速度。 

如果说，引力场引力对无内禀质量的光子不起作用，那么，“黑洞” 为什么能做到连“无

内禀质量的光子”都不能从其中逃逸呢？ 

如果说，“黑洞”引力场引力对光子起作用，那它必然对光速起作用。也就是说，“黑洞”

引力场无穷大引力在对光子“不起作用”时，把光吸入了“黑洞” ，但光速却保持不变。 

这种物理思想在数学中是成立的。“无内禀质量” 即“0” 质量。“0” 是不变。 

或者说，我们从未很好的处理过光的第一推动问题。 

尽管这种物理思想，以数学的相对性，破坏了人们对“太阳” 的习惯认识。但其结论与相

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结论却惊人的相似。 

所不同的是，史蒂芬·霍金的“黑洞” 是引力场引力无穷大坍缩产生的黑洞；相对论一般

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黑洞” 是引力与负力无穷大零等价值产生的黑洞。 

当物体从天体或惯性系的S极向N极进行连比运动时，其所经过的N层运动界面中的运动介

质的运动比重，从无穷小向无穷大逐步增大； 

当物体从天体或惯性系的N极向S极进行连比运动时，其所经过的N层运动界面中的运动介

质的运动比重，从无穷大向无穷小逐步减小。 

这只是自然规律面对我们的一面，它即包括了重力场运动；亦包括了反重力运动。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这些对立统一运动都是符合自然定律和科学规律的。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逆向运动定律中，运动质量大的物体，总是向其运动比重

大的运动介质方向运动；运动质量小的物体，总是向其运动比重小的运动介质方向运动。 

物体从N极向S极运动时，是运动质量小的物体，向其运动比重小的运动介质方向运动；物

体从S极向N极运动时，是运动质量大的物体，向其运动比重大的运动介质方向运动。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它不需要具体数据与方程，去符合具体事实；只需要



Academia Arena, 2012:4(5)                          http://www.sciencepub.net  

 - 67 -

一般性预言去符合一般性事实。因为，前者是数学物理；前者是物理数学。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

理，是在相对论相对性等价物理思想基础之上协调发展起来物理数学。或者说，是在协调各种部

分理论，拨乱反正各种部分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物理数学。它的数学不是独立于物理，制约于

物理；而是根据物理需要设计的一般性数学。它的方程不需要从个别取代一般的单向数据；而是

需要从正反两面取得的反映亊物运动本质的等价值。 

在自然哲学中，我们强调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强调辩证地看问题。 

实际上，在自然物理中，我们不但放弃了这些自然法则，而且心甘情愿地受数学原理的制

约，用相对的有限的不变的法则，禁锢人类的智慧。 

我们希望物体上天，应当是让负质量大的物体从其S极向N极运动；我们不应当让质量大的

物体从其N极向S极运动。 

或者说，当我们不能改变天体的质量运动结构时，我们可以改变物体的质量运动结构，让

质量大的物体变为负质量大的物体。让运动质量小运动负质量大的物体，从N=S=N结构变为

N=S结构，总是向其运动比重小的运动介质方向运动。 

如果，我们让质量大的物体从其N极向S极进行N=S=N结构运动，而不是让负质量大的物

体从其N极向S极进行N=S结构运动。这恰恰违背了物体逆向运动的自然定律。 

因为，N=S=N结构运动的双力相吸等价点，是在物体与天体之间共有的“S” 极 上；N=S

结构运动的双力相吸等价点，在其两端的物体与天体上。 

或者说，N=S=N结构运动的双力，是向二物体或二天体中间共有的“S” 极运动的；N=S

结构运动的双力，是向其两端的物体或天体运动的。 

因而，N=S=N结构运动双力等价值无论有多大，都会为物体与天体之间的“S” 所抹平

；N=S结构运动则是一种双力不等价运动，其N极和S极，总是一端的相吸力大，另一端的相吸

力小。 

在N=S结构运动中，其N极和S极两端，哪一端的相吸力大，物体就向哪一端运动。 

虽然，物体象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一样不能选择自己的运动方式，但人类可以帮助它们

选择。 

可是，物理学潜規则却认为这不是科学行为，不符合相对论质能等价原理。 

其实，相对论质能等价原理与负质能等价原理是相互等价的一对。即使我们对质能等价原

理反其道而行之，依然是符合自然定律的科学行为。 

从本质上说，相对论等价原理只有相容正反两种运动，才能成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 

按照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物体是由等价的质量与负质量构成。 

当物体的质量＞负质量时，质量出现，物体进行引力或重力运动；当物体的质量＜负质量

时，负质量出现，物体进行反引力或反重力运动；当物体的质量=负质量时，零质量出现，物体

进行失重运动、同步运动、二体运动。 

物体的质量是可以改变的。当地球质心的负质量=地球质量时，不论地球的质量有多大，它

的质量、负质量关系都是相互等效的。因而，所有天体进行的都是质量=负质量等价值为零的零

质量运动；所有天体与天体之间进行的都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等价之等价运动，

或N=S=N二体磁场结构等价之等价运动。 

如果，我们能够将任何无穷大质量物体都变成零质量或负质量体，任何大吨位的物体都能

够从地球N极向S极运动，自动飞向太空，进行宇航运动。 

这就是自然物理的辩证思想，或我们对自然定律及相对论等价原理的辩证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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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违背物体逆向运动的自定规律，使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

正比。发射的结果是，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大，其获得的运动质量越小，获得的运动负质量越大，

与地球质量的相互吸引力的零等价值越大。其无穷大负功率产生的无穷大推力，被地球无穷大质

量产生的相吸力功率的无穷大零等价值所抹平。 

在微电子领域，我们遵守了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的自然定律。

当我们从地球N极向S极发射电磁波、光波时，这些初始质量无穷小的物体，同宇宙磁场空间胀

吸力异性相吸，在运动中获得了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无穷大的运动速度。 

⒋“随机性” 物理思想的科学贡献 

人类对核子运动的研究与应用，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却是按照“常理”出牌。许多核

子形成的运动负质量，大部分被地球无穷大质量产生的无穷大相吸力零等价值所抹平，其运动负

质量利用率极低。 

这是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件事，即我们不但可以从物体的N极向S极利用核子的膨胀负能破坏

物体结构；我们亦可以从物体的S极向N极利用粒子的凝聚能破坏物体结构。 

人类已拥有了引爆原子核的技术，拥有了冷凝态俘获原子的技术。但是，人类尚未拥有大

尺度利用粒子的凝聚能破坏物体结构的技术，尚未拥有利用宇宙无穷大自然给予能的技术。 

当我们定义光子的地球光速之后，同时也发现各种宇宙射线、高能粒子的无穷大运动质量

对人类造成的威胁。 

当陨石雨以无穷大运动质量撞击地球时；当原子弹核辐射以无穷大运动质量压向地面时；

当雷电以无穷大运动质量劈向地面时；当宇宙磁场空间大质量天体的负力，以无穷大聚力线运动

入侵地球局部地区，造成地震、海啸、火山、巨型火山、板块运动、大陆飘移、将亚特蒂斯大陆

变为月球、把绿洲变为撒哈拉大沙漠、导致地球磁极逆转，两半球气候颠倒，形成无法抗拒的生

物大灭绝、以及无法面对的自然灾害时，我们均认为这是地球自然规律，地球自然之谜。 

因此，科学家们踏遍千山万水，总希望在地球上找出答案：“地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却从未认真思考过，地球仍是宇宙磁界场空间中的一颗磁体粒子，它有什么权力和能力拒

绝宇宙磁界场空间对它施加的影响呢？当我们因时间或技术不能取得这些判据时，任何一般性理

论均被定义为玄学。 

比如，美国科学家们对黄石公园巨型火山的研究，每一位科学家的目光都盯着地球，没有

人把目光都盯向宇宙。 

当地球物理学家们，面对地震、海啸、火山、巨型火山、板块运动、大陆飘移、亚特蒂斯

大陆之谜、绿洲变沙漠之谜、因地球磁极逆转，两半球气候颠倒，导致生物大灭绝之谜、以及无

法面对的自然灾害之谜时，他们的目光都是盯着地球，没有人把目光都盯向宇宙。 

当物理学家们把相对论当成基础理论，却不用其等价原理面对自然，而用万有引力无穷大

或不确定性原理负力无穷大面对自然时，我们总是抱怨理论和实践矛盾尖锐。 

于是，时代造英雄。一些人便以“全面质疑” 的姿态，推出“宇宙大设计” 模型，重新

构思“宇宙为何物” 。 

我们为什么要推倒一切，从头再来呢？ 

那是因为，物理学家们同霍金一样，在远离相对论等价原理之后，已经陷入万有引力无穷

大或不确定性原理负力无穷大之中。当数学不能处理无穷大的数时，物理学进入了“零质区” ，

一直没有太大发展。 

1955年爱因斯坦逝世之后，物理学家们在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的有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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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物理思想中，做了三件事： 

其一，从1687年之后牛顿力学中寻找“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其二，从1900年之后量子力学中寻找“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其三，从1905年之后中相对论寻找“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 

因而，当我们面对那些等价值为零的无穷大运动时，我们却认为那是反自然规律，反科学

的东西。当任震球先生提出符合自然规律的多星一线与自然灾害关系假说时， “地球物理专家

” 们认为，那不是真实性的东西。他们需要物理实在的判据，否则拒绝“准入” 。 

因为，“地球物理专家” ，是专门研究地球的，不是研究宇宙中的地球的。他们即认为那

些“玄学” 缺乏真实判椐，不符合“自然规律” ，亦认为人类不可能自然中遏制无穷大运动质

量无穷大运动功率，来抵御自然。因而，毫无科学价值。 

据此为由，我们选择了与天斗，与地斗，绝不会与天地结盟，拒绝无尝利用宇宙磁界场空

间和天体磁界场空间中的无穷大运动质量，无穷大运动功率的自然科学发展战略。 

我们的目光与我们的物理判据一样，集中在可观测的物理“实在”上。而对于已经存在，

但不可观测的物理“实在” 从不重视。 

比如，在“太阳能”被普遍接受并倍受推崇的同时；我们却又对由太阳“坍缩”而成的“

黑洞” 倍加推崇。 

前者是量子力学的推崇者；后者是量子宇宙论的推崇者。 

或者说；后者的“黑洞” 否定了前者的“太阳”；前者的“太阳”否定了后者的“黑洞”。 

但在宇宙运动中，或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这两种现象都是被允许。 

也就是说，牛顿力学、量子力学、量子宇宙论都是被允许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存在的。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物理学規则并非是统一的。大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领风骚。

一遇到未知的自然现象就手足无措，手忙脚乱。这种状况形成的层层屏障，严重阻碍了人类科学

的发展。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1901-2010年的104枚诺贝尔学物理奖中可以发现，近百年来物理学

的总趋势是向万有引力无穷大，或不确定性原理负力无穷大方向发展的；而不是向相对论等价原

理中发展。 

不对称、质量亏损、机制破缺、不确定、膨胀、坍缩、冷凝态、量子物理、反物质湮灭、

反粒子、正电子等不等价物理思想，把有限无界的“无穷大” 推到了巅峰。把人类推向了“不

确定” 的边缘。把理论物质推向了全面崩溃的边缘。这种思潮在西方国家尤为严重。 

有限无界的“无穷大” 思潮发展的结果，必然导致各种相对性物理思想之间的间隔赿来越

大，赿来越撕裂自然科学的统一体系。 

协调发展，一统物理，是人类的共同心声。 

对此，霍金的担心在他的《时间简史》一书中表露无遗。而实际上，霍金对牛顿的崇拜，

对数学无穷大的无奈，使他举步维艰。 

那些无穷大的物理思想，从表面上看都是在“挑战” 相对论等价原理。但从本质上看，却

都是在各自的领域中协调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这正是霍金所期待的，也是人类所期待的

。 

因为，相对论等价原理在从其相对性向一般性的发展过程中，允许“相对等价、相对不等

价、绝对等价、绝对不等价” 四种运动结构成为其组成部分。 

所以，相对论是惟一能包容宇宙的一般性科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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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以“无穷大”攻击、挑战相对论的部分理论，都将被相对论等价原理所抹平，都将被

相对论等价原理所允许。 

任何物理思想，都不被自然规律允许推翻或逾越“相对等价、相对不等价、绝对等价、绝

对不等价” 四种运动结构。 

如果，我们能够学习相对论的思维模式，象爱因斯坦那样用对立统一的物理观念，对待可

观测的万有引力与不可观测的非惯性力之间的等价关系，或象方程一样，把可观测作为已知数，

把不可观测作为未知数。能够从可观测与不可观测两个方面同时重视物理“实在” 的 判据。能

够从可观测的物理“实在” 判据中充分意识到，一切“为什么会是这样 的”答案，均在那些“

未知” 的、等价的、不可观测的物理“实在” 判据中。 

到那时，人类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对自然的认识，将有更多的新突破。 

 

【Ⅸ】高能粒子轨道发射基地 

 

既然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越不发光，恒星发射、发生宇宙射线、高能粒子、太阳辐射、太

阳风暴、太阳黑子、耀斑、光波等，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均不能从运动质量无穷大、引力

场无穷小的恒星中“逃逸”出来。 

那么，光是从何而来的？光的无穷大运动质量是从何而来的？光的无穷大运动功率是从何

而来的？ 

⒈“光” 来自天体引力磁界场空间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任何物体都有相互等效的两面。既然光具有无穷大的

运动质量，它必然具有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这个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体，就是二天体磁界场空

间N=S=N结构中的聚合光团的一部分。这个运动负质量无穷大的聚合光团，其运动负质量的物

理量，等于二天体等价关系中相等价的运动质量之和。 

因此，宇宙射线、高能粒子、太阳辐射、太阳风暴、太阳黑子、耀斑、光波等，都是“聚

合光团” 发射、发生的。 

或者说，每个恒星与行星之间“聚合光团” 运动负质量的物理量，是行星运动质量的两倍

。 

亦可以认为，零惯性系中所有“太阳” 的运动负质量，等于所有行星的集合运动质量的两

倍。 

但这种运动质量与运动负质量在其N=S=N结构中给抺平了。 

恒星通过N=S=N负力场结构不断对行星释放负质量；通过N=S=N引力场结构不断从行星

中得到质量。 

恒星通过其引力场不断从时空中得到负质量，并将负质量转变为质量。 

时空通过宇宙壳层不断从寒玄域空中得到负质量，并将负质量转变为质量。 

这样，宇宙就象霍金假设的那样，是一个不断长大的“婴儿” 。 

恒星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为行星无穷大集合运动质量所抺平。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运动质量等价的二天体，进行的是引力运动；它们之

间的聚合光团，进行的是负力运动。或天体进行的是凝聚态运动；聚合光团进行的是膨胀态运动

。 

聚合光团的运动负质量产生的反物质光波，进入宇宙胀吸力磁界场空间之后，服从宇宙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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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力磁界场空间N极向S极的运动方向。它们的运动负质量达到了无穷小时，形成了不发光不发

热，运动速度缓慢膨胀的宇宙“暗能”。当那些无穷大运动负质量的天体成为黑洞之后，它们成

为反物质（或物理真空）。 

在现代科技条件下，我们所有的观测工具，不是物质空间凝聚型的，就是反物质光波射电

型的。当我们的凝聚观测边界被制约，或射电观测边界进入宇宙运动界面零质区时，我们只能观

测到，由天体间反物质光波聚力线相连接的聚合光团。我们根本观测不到反物质光波的存在。 

所谓“光” ，只有当其的运动负质量体进入运动质量较大的天体引力场之后，由天体引力

场将其负质量反物质光波凝聚为质量体，将光波凝聚为光子，光子才能进入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

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运动。 

当这种运动在两物体之间反复逆向进行时，微电子从不可观测变为可观测。从物理实在走

向“真空”； 从“真空” 走向物理实在。或物理实在＝“真空”＝ 物理实在，N=S=N。 

亦可以认为，物体＝“真空”＝ 物体。或物体＝反物质＝ 物体，物质＝反物质＝物质。

或粒子＝波＝粒子。或物体＝负量子＝ 物体。或质量＝负质量＝质量。量子＝负量子＝量子。

或引力＝负力＝引力。或功率＝负功率＝功率。或惯性＝负功率＝惯性。 

这些都是二体运动中的等价之等价结构。其两端的N极与N极同性相斥；两端的N极与其中

间的S极异性相吸；S极中反物质与反物质同性相斥。这些运动服从等价原理的有界无限定律。 

在N=S等价结构中，其两端的N极与S极异性相吸。即物体与“真空”异性相吸；物体与反

物质异性相吸；物质与反物质异性相吸；粒子与波异性相吸；物体与负量子异性相吸；质量与负

质量异性相吸；量子与负量子异性相吸；引力与负力异性相吸；功率与负功率异性相吸；惯性与

非功率异性相吸。这些运动服从霍金的有限无界定律。在这些运动中物体的运动半径与运动周长

关系等价。 

宇宙运动是有界无限运动与有限无界运动的对立统一体。 

正是天体间的电磁聚力线，连接了天体大尺度磁界场空间中的N=S“T” 型结构之间的多

极相吸力，我们才能观测到宇宙磁场界空间深处的天体间的聚合光团(星斗) 。 

也就是说，所谓“光” 、光速及光子的无穷大运动质量、无穷大运动功率，都是在质量较

大的天体引力场中获得的。 

⒉开发地球磁界场高能粒子资源 

其实，我们所说的“光” ，是一种运动边界非常有限的物体。当我们在地球引力磁界场之

外，再也找不到太阳、月亮和星斗，如同在月球黑夜中看不到一颗星斗一样时，我们应当意识到

，我们对 “光” 的定义出了许多问题。 

这种自然规律也制约着陨石运动、宇宙射线、高能粒子、太阳辐射、重力运动等自然现象

。 

既然地球引力场能将一般粒子变成高能粒子，我们也能将几千万亿、几兆万亿颗一般粒子

，变成运动质量无穷大、运动功率无穷大的高能粒子，变成高能粒子雨，让其破坏一切空中、海

中或地面结构。这当然也包括从地球的S极向N极发射技术成熟的物质激光。用宇宙无穷大自然

给予能解决大功率激光所需要的无穷大功率来源。 

当物质激光不能象理论设计的那样进行大尺度运动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质能等价。即物

质激光的无穷大运动速度必须有无穷大运动功率相等价。其结果是发射物质激光的功率越大，其

运动尺度越短；发射物质激光的功率越小，其运动尺度越大。 

在这种思维怪圈中，物质激光不能产生大尺度的破坏力。象销毁轨迹中的人造卫星，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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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N=S结构中，使用导弹。所有导弹致毁运动，都是在两个N=S=N结构中间，加上了一个

N=S结构。 

在这种结构中，导弹从天体N极向S极运动时，其初始质量越小、运动负质量越大、运动速

度越高、运动相吸力半径越大，成为主吸导弹；导弹的初始质量越大、运动质量越小、运动速度

越低、运动相吸力半径越小，成为次吸导弹。 

主吸导弹是主打导弹；次吸导弹是被打导弹。当飞鸟成为主打导弹，飞机成为次打导弹时

，飞鸟撞飞机成功。当“飞毛腿” 成为主打导弹，“爱国者” 成为次打导弹时，飞毛腿毁灭爱

国者成功。 

因为，在同一个磁场空间中，初始质量越小的物体，越容易在相互吸引中，形成无穷大运

动质量、无穷大运动速度，从而形成无穷大相吸力。是初始质量小的物体相吸初始质量大的物体

，而不是初始质量大的物体相吸初始质量小的物体。不是初始质量越大的物体，相吸力越大。 

或者说，在同一个磁场空间中，初始质量小的物体寻找初始质量大的物体进行对撞。初始

质量小的物体是主动的，初始质量大的物体是被动的。 

物体之间的相吸力是直线运动，当同一磁场空间中的N极或S极瞬间改变运动坐标时，二物

体的对撞运动就会失败。这就是有些流星群、彗星群从地球磁界场空间外缘以极高的运动速度，

擦边而过的原因。 

光子则不同，它的运动速度高于流星群、彗星群的运动速度，地球不能在光速时间内“位

移避撞”。光子同地球的对撞不可避免。 

月球是个反物质天体，它同时空反物质光波同性相斥，拒绝对撞，不需要“位移避撞” ，

反物质光波对它就象流水遇到岩石一样，只好绕其而过。或者说，反物质光波不能进入月球负力

磁界场空间，只能从月球负力磁场空间外缘擦边而过。并在同性相斥中释放热能及光明。 

爱丁顿在月全食时，观测到了这种现象。这种“拒绝对撞”现象，形成空间弯曲，时间扭

曲。或者说，是负质量天体压弯时空负能量体形成的“谷沟效应” 。 

当主打导弹以速度制胜，横行天下时，初始质量庞大的次打导弹、次打战斗机、次打火箭

推进器、次打航空母舰等，即不可能“位移避撞” ，又不可能“拒绝对撞”。它们必然退出历史

舞台。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物体之间的相吸力与其间距成反比；与其运动质量及

运动速度成正比。 

即当物体的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达到无穷大时，在同一磁界场空间相对的间距中，二物体

NS双极间的相吸力达到无穷大。 

这是一种宇宙无穷大自然给予能运动。也是相对论E= m C^2质能关系式中所蕴藏的物理

思想。 

这种运动的无穷大功率来自天体引力场中运动物体之间的无穷大相吸力。它不需要人造运

动能量推着走，只需要天体引力场空间中的无穷大相吸力吸着飞。当这种高能粒子群、粒子束、

粒子流、粒子雨、激光、微型反物质粒子弹的运动质量、运动比重、运动速度、运动相吸力超过

一般性物体的几百万倍时，它们在一般性自然物体面前就如同一把把钢刀扎入豆腐中。 

从客观上说，地球强核禁闭力磁界场空间与其引力场磁界场空间之间的负力场磁场界空间

，虽然拒绝了运动质量小的粒子对地球的进入，但它无法拒绝运动质量无穷大的物体对地球的进

入。 

因此，当我们从100万公里之外的太空对地球发射重核或超重核粒子时，首先必须让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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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超重核粒子的运动质量运动速度达到无穷大，使地球负力场磁界场空间无法拒绝它们的进入。 

当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时，有限无界的N=S结构就会出现。此时，“0” 

中的半径与周长合二而一，时间和空间消失。 

这时的高能粒子群、粒子束、粒子流、粒子雨、激光、微型反物质粒子弹，运动半径与其

运动周长合二而一，进行的都是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的N=S结构运动，其运动中不

存在时间和空间。 

当一个物体的运动半径与其运动周长关系等价，运动中的时间和空间消失时，它进行的就

是无穷大运动。 

这就是爱森堡、哈勃、史蒂芬·霍金在完备相对论中，所迸发出的天才物理思想。 

⒊逆向研究地球“准入”或“准出”规则 

如果，我们不能破坏地球“准入”或“准出”规则，我们就会永远被自然法则的准入或准

出规则所屏蔽。 

因而，人类进行打击的尺度不再是洲际导弹或远程无人机的尺度，而是宇宙空间的尺度。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告诉我们，在强核力禁闭空间中，天体上绝大部分物体的质

量与其磁场半径成反比。当物体从其磁界场S极向N极运动时，其磁界场半径被其质量所屏蔽；

当物体从其磁界场N极向S极运动时，其磁界场半径被其负质量所解禁。 

或者说，在强核力禁闭空间中，绝大部分物体的磁界场被禁闭在质量体中；在强核力禁闭

空间之外，绝大部分物体的磁界场被解禁。 

这种解禁物体磁界场的力，是一种反引力。它不但可以将物体的磁界场从质量中拉出来，

随其运动高度的增加而使其磁界场的S极运动半径无限延伸。而且能够解禁原子核或天体的强核

禁闭力。 

当运动物体自身成为一个强磁体之后，其N极在前S极在后。随着物体质量与负质量物理量

比例的变化，物体的质量趋向其N极，越来越小，质量密度越来越高；物体的负质量趋向其S极

，越来越大，负质量密度越来越低。 

或者说，物体的N极，越来越小，越来越重；物体的S极，越来越大，越来越轻。 

地球亦如此。地球的N极小，重金属多；地球的S极大，水多。地壳深层的深色物体多，地

壳表层的浅色物体多。夜间运动的生物深色物种多，白天运动的生物浅色物种多。地区海拔高度

低的生物深色物种多，地区高度高的生物浅色物种多。南极地区生物深色物种多，北极地区生物

浅色物种多。 

这种质量与负质量物理量反比例运动现象，与物体的运动高度成正比。因而，光子、陨石

、流星、彗星在与地球负力空间，或与地球负力相遇时，运动前部奇黑，运动后部奇亮。 

在这种反比运动中，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越黑；物体的运动质量越小越亮。这与霍金的“

黑洞” 思想相吻合。 

光具有二象性，光在其运动质量大时，形成“黑光”； 光在其运动质量小时，形成“白光

” 。 

当地球夜晚的一面进行引力运动时，它的负力磁界场消失。此时光子获得了比白天的一面

更大的运动质量。光子发出“黑光” 。当“黑光” 充斥地球引力磁界场空间时，天体黑夜出现

。天体的引力磁界场空间有多大，这种黑夜的磁界场空间就有多大。 

因而，宇宙磁界场空间的黑，是成团出现的，是相对的。这些成团出现的黑色的磁界场空

间，在大尺度的时空中象一个个黑色的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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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黑洞” 的运动质量越大，吸光的能力越强；运动质量越小，吸光的能力越弱。 

地球的运动质量大，吸光的能力强，它的夜晚会出现满天星斗；月球的运动质量小，吸光

的能力弱，它的夜晚一颗星斗也没有。 

这种运动让一切物体在负力运动中，其质量强度变的前强后弱。或者是，物体运动前部体

积越来赿小，运动后部体积越来赿大。这种物体的运动速度越高，爆炸的越快。 

因此，多级运载火箭在低速运动中可以缓解这些风险。它能够在负力抛物运动中不断拋出

和消耗其运动体90%的运动质量，从而多次获得 “跃迁” 速度，并在连续“跃迁” 运动中获

得无穷大运动负质量。较好的在飞升途中逐步吻合物体的初始质量越小、运动负质量越大、运动

速度越高的自然定律。 

但是，当其真正实现高速运动之后，它仍要面对运动物体前部与后部温差奇大的风险。 

在零质量运动中，高速运动物体的前部与后部，或两半球的温差等价。象零质量运动中的

光子、水星、金星等物体，在高速运动中其前部与后部两半球的温差值相等价。 

或者说，它们的白天高温与夜晚低温温差相等价。它们的运动速度再高，亦不会发生爆炸

。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宇宙给予人类可选择的等价运动不是一种，而是四种

。这四种等价运动在对立统一中共同存在于物体的同比运动与连比运动中。而同比运动与连比运

动均进行S极向N极或N极向S极的运动。这些运动形成量子引力与负量子负力。量子引力存在于

物体或物体磁界场的N极；负量子负力存在于物体或物体磁界场的S极。 

或量子引力存在于二物体或二物体共同磁界场的N极；负量子负力存在于二物体或二物体

共同磁界场的S极。 

当二力同存一体时，异性相吸，并形成平面磁界场、立体磁界场、闭合空间磁界场。当两

个物体构成N=S或N=S=N磁界场结构之后，亦同性相斥，异性相吸。这一切都与相对论等价

原理相吻合，这一切都在宇宙的一般性运动中对立统一。 

在科技发展中，当我们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运动时，我们是走向反物质世界；当我们从物体

的S极向N极运动时，我们是走向物质世界。这完全符合相对论等价原理思想。因而，在自然界

中，两种截然不同取向的运动都符合自然定律。 

目前，由于我们对相对论等价原理不能辩证的理解，不清楚它的运动取向，受到其相对性

一面的极限制约。 

一种人认为相对论的极限制约是不可逾越的；另一种人则认为相对论的极限制约屏蔽了科

学发展的空间。 

前一种人大多为理论物理学家；后一种人大多为实验物理学家。 

就科学发展的现实状态来说，实验物理学家们成就裴然；理论物理学家们举步维艰，进退

维谷。 

但是，实验物理学家们面对其成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只好自创体系，“

窥斑见豹” ，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理论物理学家也“顺应” 潮流，忙着描述“宇宙为何物” 

。 

许多“聪明” 人站在牛顿的肩膀上，站在爱因斯坦的肩膀上，站在爱森堡的肩膀上，站在

哈勃的肩膀上，或霍金的肩膀上，去企图创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更有人以大无畏精神对己知

規则或某种基础理论全盘否定，“全面质疑” 。大有英雄造时代之势。 

这不符合自然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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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我亦是这些人中的一员。当我意识到自己是事物的发展者，而不是造物主的时

候，我才真正找到了自我。 

当然，我并不赞成牺牲小自我，顺从大自我的观念。我赞成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者找到

其应有的位置。科学是历史的积累，不是历史的开始。 

因为，所有基础理论创造者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在历史积累中的发展，不是历史的开始。 

科学家为了获得更多的科研空间，对基础理论的逆向研究充斥各个领域。这符合相对论等

价原理。 

因为，等价原理的运动取向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逆向研究的宗旨是从基础理论的相反

方向，探索基础理论的本质。 

当逆向研究和顺向研究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对立统一时，我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相对

论在近代科学与未来科学发展之间的纽带作用。 

比如，E= m C^2质能关系式。我们在从地球N极向S极发射大质量物体时，它的等价原理

让我们伤透了脑筋。但它的等价原理对面的E=(－ m )C^2质能关系式，却为我们带来了核能与

微电子。 

当我们把E= m C^2放在从地球S极向N极的运动取向上，让它在轨迹运动中向地球发射粒

子、射线、激光时，它的质能等价原理所带来无穷大运动质量、无穷大功率，就会让我们震惊的

目瞪口呆。 

恰恰是与E= m C^2质能关系式相互等效的E=(－ m )C^2负质能关系式，能为我们带来

发射大质量物体时所需要的负质量。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中，物体的相互等效，是一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 

我们设想，宇宙只有两部分组成，其磁界场是对立统一的。无论它向任何维度运动，都是

从其壳层至质心，或从其质心至壳层的运动。其总规律是：质量体向宇宙质心运动；负质量体向

宇宙壳层运动。 

或者说，物质体向宇宙质心运动；反物质体向宇宙壳层运动。二者的物理量相互等效。 

当単个磁体的N=S双极相吸力相互等效时，粒子、天体成为质心，并因质量与负质量零等

价值大小不同而存在空间的运动半径不同。它们被分配在宇宙闭合磁场空间的不同运动界面上，

成为不同运动界面上的宇宙质心。并在与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NS双极异性相吸中保持相对稳定

。 

或者说，物体或物体磁场的N极，与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的S极异性相吸；物体或物体磁场

的S极，与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的N极异性相吸。 

宇宙N层运动界面的N极，与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的S极异性相吸；宇宙N层运动界面的S

极，与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的N极异性相吸。 

在相对不等价或绝不等价运动中，这种结构间运动界面的上下波动，即宇宙微波背景起伏

。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的NS双极之间的异性相吸力，成为宇宙微波背景起伏的第一推动。 

当粒子、天体成为宇宙磁场空间各磁界场不同运动界面的N极，宇宙売层空间成为S极时，

二者N=S双极之间的相吸力相互等效，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构成。当粒子、天体从各磁场的S极

向N极，或从N极向S极运动时，其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力分别作用在天体的N=S双极上，推动

或相吸天体进行自转与公转。 

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只有这样两种相互等效的运动取向。虽然自然定律不可改变。但自

然定律的对面存在一个相互等效的自然定律。假如，物体从一个运动取向进行运动时违背自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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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则从其对立的另一个运动取向进行运动时符合自然定律。重力运动与反重力运动亦是相互等

效的关系，两种运动都是自然运动，都符合自然定律。 

其实，这就是相对论等价原理中的对立统一辩证法。 

物体在自然法则中要逆向运动，我们就让它逆向运动。物体从N极向S极运动，需要负质量

才能利用宇宙闭合磁场空间向上的相吸力，我们就给它负质量；物体从S极向N极运动，需要质

量才能利用天体闭合磁场空间无穷大的相吸力，我们就给它质量。物体要停留在闭合磁场空间中

的某一点上，我们就让它的质量与负质量相互等价。物体要进行直线运动，我们就给它一个N=S

或S=N结构；物体要进行轨迹运动，我们就给它一个N=S=N结构，使其运动质量=运动能量=

运动惯性力，让其进行有界无限运动。 

当二物体间构成N=S或S=N结构时，物体间的“界” 和“场” 关系等价，相互等效。或

者说，物体间的运动半径与运动周长关系等价。这时，物体即可进行光速之类的无穷大宇速运动

。 

⒋高能粒子打击是太空战的焦点 

如果，我们在辩证中发展科技，不按常理出牌，就让八卦生两仪，把粒子发射机放在地球

轨道中，将其从N极向S极运动取向变为从S极向N极运动取向，形成地球闭合磁界场空间中的重

力运动，获得地球闭合磁界场空间中N=S双极之间的无穷大运动质量和无穷大相吸力。 

这样，我们就能在物体的初始质量与其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成反比的定律中，实现能够被

人类制约的、利用宇宙无穷大自然给予能、让高能粒子为人类服务的目的。 

这是一个空间站系统工程。它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其一，按照逆向运动定律，把大质量的轨迹运动物体变成质量体在外，负质量体在内的壳

层闭合磁界场空间体，使其负质量＞质量。 

此时，物体自身即成为N极，与地球闭合磁界场空间体S极构成N=S结构，二者异性相吸；

其N极与地球N极同性相斥。当它进入预定高度，我们希望它进行同步运动时，使其负质量＝质

量；我们希望它的运动轨迹上升时，使其负质量＞质量；我们希望它的运动轨迹降低时，使其负

质量＜质量；我们希望它的轨迹运动速度提高时，使其负质量＜质量；我们希望它的轨迹运动速

度降低时，使其负质量＞质量；我们希望它返回地面时，使其负质量＜质量。我们希望它悬浮在

空间的任意高度时，使其负质量＝质量；我们希望它飞向任何天体时，就让它同那个天体的S极

构成S=N运动结构。 

对于宇宙来说，人类发射的任何“大质量” 物体，都是初始质量无穷小的物体，它们都能

够在宇宙売层闭合磁界场空间体无穷大胀吸力中，获得无穷大运动质量及无穷大运动速度。并且

，这种运动是从一个零质区“跃迁” 到另一个零质区。在零质区磁界场空间体中，物体之间的

相吸力是相互等效的，不会对任何生命体造成伤害。 

我们之所以强调“物体之间的相吸力” ，是因为“两物体总是相吸的”引力，是一种向物

体质心进行的单向无穷大凝聚力。当物体的质量和引力可以从无穷小叠加为无穷大时，总是给人

们一种因两物体相吸而产生无限密度无限时空曲率的奇点，或宇宙坍缩的感觉。人们一听到“引

力” 二字，就会感到窒息，就会感到由无穷大运动质量导致的无穷大挤压力。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的“物体之间的相吸力” 则不同 ，它是相对论等价原理

的延展，是一对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相互等效的逆向等价力。这种相吸力作用在一个物体上，

会让物体在其NS双极相吸中变成一个外实内空或内实外空的球体，让这些的零质量的恒星、行

星、卫星构成零惯性系和宇宙壳层闭合磁界场空间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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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在空间站中，设计一个强大的売层闭合磁界场，让这个强大的壳层闭合磁界场中的

NS极之间产生无穷大的胀吸力，彻底破坏原子核的强核禁闭力结构。让电子、质子、中子、夸

克、胶子、光子等粒子象天体结构一样，组成一个个松散的团状零惯性系磁界场空间结构，形成

粒子宇宙。 

这种壳层闭合磁界场结构，不同于目前的强子对撞机结构。因为，目前的强子对撞机结构

，不能给粒子一个闭合空间。它只能破坏原子核的强核禁闭力结构，产生“短命” 粒子，不能

形成具有松散的团状零惯性系磁界场空间结构的粒子宇宙。当这种売层闭合磁界场结构的粒子宇

宙形成之后，我们才能“物理实在” 的观测反物质及反物质磁界场空间中，粒子与粒子、粒子

与量子、粒子与波之间的运动结构及运动关系。观测与之規律相同的宏观运动结构及运动关系。 

其三，在相对论E= m C^2质能等价原理中，按照波功反比定律向地面物体发射粒子，获

得无穷大发射功率，无穷大运动质量及无穷大运动速度。 

其四，在这种空间站上配置站載碟形万向粒子攻击机，以护卫空间站。亦可用站載碟形万

向粒子攻击机作为向任何空间或任何高度的战机。它就是零质量运动的UFO或USO战机。亦可

作为航天客机，或超大吨位航天运输机。 

我们称这种空间站为高能粒子轨迹发射基地。 

在这种运动结构中，高能粒子轨迹发射基地的磁単极发生了大逆转。 

在这种符合自然定律的自然逆转运动中，N个粒子或粒子群实现了象光子一样的极速运动

。在光的运动质量及速度定律中，比光的初始质量小的粒子能够获得比光子更大更高的运动质量

及运动速度；比光的初始质量大的粒子亦能够获得无穷大的运动质量及运动速度。 

为什么我们的激光器，只可用于制导，而不可用于大尺度的致毁。原因在于，在制导中它

的初始运动负质量及速度已达到无穷大，它的运动取向是从物体的N极向S极，运动质量越来越

小，运动负质量越来越大，其物质激光质量粒子流变成了反物质激光负质量负量子波。如果，它

的运动取向是从物体的S极向N极，运动质量越来越大，运动负质量越来越小，其物质激光质量

粒子流会变成了运动质量无穷大的重核、超重核，其瞬间对撞力能破坏一切空中、海中或地面的

金属、陶瓷和石头等物体。 

激光发出的光是物质光，初始运动质量无穷大，当它进行引力运动时，其无穷大运动质量

能破坏一切物体的结构。 

当激光进行负力运动时，它的运动质量会瞬间变为运动负质量，变成了波。此时，它象电

磁波一样，其无穷大运动质量荡然无存，只存在无穷大运动负质量。这样的激光只可用于制导，

而不可用于大尺度的致毁。如果，激光能够大尺度的致毁，炮弹、导弹、航母时代将宣告结束。            

这种运动同样制约了大质量的子弹、炮弹、导弹、洲际导弹、飞机的飞行高度。原因在于

，它们的运动取向违背了初始质量大的物体总是向其运动介质比重大的方向运动的自然定律。 

如果，我们遵重自然定律，让大质量的子弹、炮弹、导弹、洲际导弹、飞机等物体都能够

变成负质量体，都能够轻松的获得预定的飞行高度。都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都能够在轨迹运动中

瞬间变成垂直直线运动，把其运动负质量瞬间变成运动质量。 

这样，它们不但可以在反重力运动中获得无限的飞行高度，而且可以在任意高度、任意空

间坐标处瞬间转入无穷大重力垂直直线运动。从而获得物体S极向N极进行的，无穷大的运动质

量、运动速度及无穷大的运动功率。 

或者说，当我们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让导弹即参与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

动惯性力的轨迹运动，又可以在轨迹运动中瞬间参与N=S结构的无穷大重力垂直直线运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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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軍事战略的进攻与防御格局将发生彻底改观。各国战略防御重点将是无法遏制的太空。 

在自然界中，任何两种相互对立的自然运动都遵守同一个自然定律。这正是相对论等价原

理所给予我们的最深奧的物理哲理。 

这些自然定律在任何惯性系中都相同，其自然定律中的数学形式也必然相同。 

在自然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最高境界。这种最高境界不是一种十全十美，不是

一种方程设计，更不是一种终结。而是一种协调发展的充满等价不等价哲理包罗万象的“0” 境

界。是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以不变应万变的自然哲学。是一种被自然规律所允许的简朴而又拥

有无限运动空间的，由相对论“有界无限” 结构与量子宇宙论“有限无界”结构共同构成的对

立统一体。相对论所给予人类科学的境界，就是这样一种由一般性哲学、一般性物理学、一般性

数学构成的，包容相对等价、相对不等价、绝对等价、绝对不等价四大运动形态的最高境界。 

 

【Ⅹ】宇宙N=S“T” 型结构与人类灾难 

 

譬如说，我们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提出的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

功率成反比定律，或航天航空导弹运动提速关系式。这都是一些未经证实的一般性预言，在这些

预言中可能取得“跃迁”性提升的对象如下: 

节能电器、内燃机、电动机、发电机、飞机发动机、火箭发动机、雷达、微电子、核能、

天文观测、激光、空间探测器、粒子对撞机、地震、海啸、火山预警、反物质导弹、航海、纳米

材料、磁单极逆转工程、逆向运动工程、反定律逆向研究工程、宏观理念工程、微观理念工程、

天体物理工程、生态环境工程、能源工程、反物质及反物质空间工程、量子力学工程、冷凝态工

程等等。 

⒈在波功反比定律中应对大规模自然灾难 

在相对空间时代，相对论的预言是四大原理。由于受它的一般性等价原理制约，人们很难

找到一个对立统一的一般性观测对象去验证其一般性预言，只好根据它的方程来想像事物的样子

。 

正因为如此，在相对性等价原理中，我们无法证实相对论的预言与本质是否相一致？这导

致相对性等价原理的一般性被忽略。导致相对性等价原理在诺贝尔物理学奖“预言与观测相一致

” 原则中被忽略 

预言分两种，一种是预言与观测相一致的相对性预言；一种是预言与本质相一致的一般性

预言。 

在所有理论物理预言中，只有相对论等价原理堪称理论物理的一般性预言。其他理论物理

预言均是相对性预言。因为，只有相对论预言中包容了两个无穷大相互等效的一般性物理思想，

其他物理理论的预言均是只具有一个无穷大的相对性预言。 

波动对波的运动质量影响极大。波动越小，波的波长越长，波的运动质量越小，运动功率

越小，运动速度越低，运动稳定性越不好，运动惯性力越小，所需外部功率越大；波动越大，波

的波长越短，波的运动质量越大，运动功率越大，运动速度越高，运动稳定性越好，运动惯性力

越大，所需外部功率越小。 

这儿的运动功率，是指波在运动中利用宇宙自然给予所取得的功率。 

一根细长的金属避雷针，可以化解功率巨大的雷电袭击。与此相反，N个深埋在地壳中的

由金属丝避震发射天线组成的消震发射塔，亦可以把地震、海啸、火山、巨型火山酝酿中的巨大

功率，连续不断地发射到大气层中，阻止地震或巨型火山喷发。既然天体局部区域无穷大负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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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宇宙闭合磁场空间，我们就利用地球大气层S极相吸力，还原于它。这是一种波功反比运

动。在波功反比定律中，物体的运动能量越大，波的运动长度及运动横截面半径小，发射功率越

大。 

如果，美国科学家们企图阻止或延缓黄石公园巨型火山喷发，亦可以探索性的使用地震消

震发射塔。 

任何物体进行的都是有界无限运动，其功率都为其质量所禁闭，其负功率都为其负质量所

禁闭。一旦这种运动被允许从物体的N=S=N结构之中，进入运动半径等价于运动周长的N=S

结构之中，二者之间的相吸力就会从平行转变垂直。当空间与实体二者之间的质量密度悬殊达到

无穷大时，质量密度无穷大的一方，就会以无穷大的负功率形态向质量密度无穷小的一方发射功

率。使其无穷大质量所屏蔽的功率具有了向空中逃逸的“蠕虫洞”。 

随着质量密度无穷大实体的浅层空间中，功率逃逸运动形成的功率空间功率强度的减弱，

其深层及四周功率空间中功率强大的功率，会立即补充，喷涌而上。一层又一层前仆后继。从而

导致实体功率强大区域的功率强度逐步趋向一般。 

当波的运动功率在地球实体中获得30万公里／秒的运动速度时，它在功率逃逸运动中，同

样可以获得30万公里／秒的运动速度。 

这种运动同烟囫运动一样，烟囫越高其向上的相吸力越大。地球上温泉及火山，其温度越

高，负功率越大，喷发的负能量越大。 

当这种运动在地球上利用人造消震发射塔(如避雷针、高压电铁塔、天然气、油石开釆塔、

金字塔等) ，天然消震发射塔(高山等) ，发射负功率时，全球气候变暖，地球地温下降。生物

的S极运动的运动半径变长，体积逐渐变大。 

天体是导体，既然电磁波可以在其中运动，功率亦可在其中运动。 

这好比用一根针刺破了蓝球或气胎，空气功率会从其中喷射而出一样。 

或者，我们可利用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设计出地震、海啸、

火山、巨型火山喷发预警器。 

对此，请不要按照常理思考，不要以为一根细小的金属丝可以制服雷电，而制服不了地球

。 

因为，这种运动符合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符合相对论一般性

等价不等价原理。 

上个世纪某一天，美国科学家富兰可林，为研究雷电，用金属丝放风筝，证明了雷电功率

可通过导体进行运动。 

欧洲一位科学家因鞋底钉了一枚图钉遭雷劈未死。 

这些现象，都是因为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 

雷电劈不倒大山，是因为山尖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 

雷电劈倒大树，是因为树冠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正比。 

如果，我们按照波的运动长度及横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设计一种金属钉，装在

即与地面接触又与人体接触的防雷鞋子中。这样人类遭雷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到最小限度。这

种避雷鞋子叫地线鞋。 

如果，人们穿上地线鞋，戴上天线预警帽，他自己就可以预警地震、海啸、火山、巨型火

山喷发。 

如果，人们在大树顶上空间中装上金属丝自然灾害避雷针，即可避雷，预警地震，又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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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雷电火灾，森林自燃火灾。让它们向空中释放地壳功率减少自然灾害。在干旱地区、沙漠地

区，埋入地壳功率发射塔，减轻那儿的干旱。多植树的目的，是为了多向空间发射地壳功率；多

吸收空间能量。 

印度洋海啸、汶川大地震、日本大地震骇世惊俗。如果，预警系统起作用，这些灾难性自

然灾害造成危害，会降低到最小幅度。为什么我们的预警系统不起作用呢？因为，我们的地震理

论是与自然定律相悖的。 

虽然，在一般性运动中，任何力及能作用在零质量的物体上都等于零。但在绝对不等价运

动中，各种物体的局部零等价值会发生变化。 

比如说，地球局部地区在受到宇宙深处大m天体负力聚力线袭击后，在波的运动长度及横

截面半径与其功率成反比定律中，地球无法抵抗其空前强大的负功率。只好任凭这种无穷大负功

率在与地球无穷大功率异性相吸中钻入地壳。当这种无穷大负功率与地心反物质负功率同性相斥

时，地球局部负功率开始全力反击。 

于是，这种无穷大负功率体形成的光锥形反物质负质量体向外突围。反物质负质量体在光

锥形区域内全部抹平地球强核力，形成反物质负质量向上运动的负力，并与地球闭合磁界场空间

S极胀吸力异性相吸。 

这时，这一地区的地球m、E、F全部消失；只存在(－m) 、(－E) 、(－F) 。这一地区内

的所有电子仪器发射的负量子波，均被拉成超长波，一切频率全部失灵。从那一地区上空经过的

飞机仪器全部失灵。卫星观测在这一地区会成为盲点。通讯全部中断。电压自动升高。 

这同EA-18G“咆哮者” 所制造的反物质屏蔽空间是一样的。二者不同之处于，这种地球

局部反物质屏蔽空间的锥底是面向太空方向的；EA-18G“咆哮者” 所制造的反物质屏蔽空间

的锥底是面向地球方向的。 

⒉每颗大质量行星都有成为类地星球的机会 

地球是一台发电机。其质心岩浆体是转子，其壳层体是定子。二者运动方向相反。地球产

生的巨大电能，其一用于自身的物理量运动；其二用于二体运动中的物理量运动。任何粒子天体

均如此。在零惯性系中，天体是发电机，空间是导体，各种物理量运动是用电器。 

地球上凡是雷暴频发地区，都是地球负电能频发地区。比如，百慕大三角地区。 

当地球质量大于负质量时，地球气温逐步下降，生物种类逐步增加，体积越来越矮小，逐

步进入冰川期。 

当地球负质量大于质量时，温室效应逐步明显，全球气温逐步升高，生物种类逐步减少，

体积越来越庞大，逐步进入干旱期。地球大气层逐步升高，逐步变薄，并出现漏洞。地表水及地

下水逐步下降，高山冰雪逐步融化，高原冻土层逐步融化，两极冰山逐步融化，沙漠化逐步严重

，物种逐步减少，植被面积逐步缩小，沙尘暴逐步严重，臭氧灰霾逐步覆盖全球，地震、海啸、

火山、台风、飓风、龙卷风逐步频繁，两半球气温逐步等价(奇冷=奇热)，各种物体的质量逐步

减少，原子中电子运动半径逐步变大，体型庞大的生物会因为组织松驰骨质疏松而逐步失去行为

能力，人类及动物食物逐步匮乏，各种病原性疾病逐步增多，海平面逐步降低，陆地面积逐步增

加。 

天体之水来自宇宙空间；天体之水失之宇宙空间。 

当地球进入引力运动时，它从宇宙空间凝聚了大量水的物理元素，形成冰雪雨霜和水； 

当地球进入负力运动时，它将冰雪雨霜和水负力量化为初始质量无穷小的物理元素顆粒，

在逆向运动中把其送回宇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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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全球气侯变暖只会导致地球总体水量的减少，不会导致地球总体水量的不变。在这

一过程中，水域面积的减少，陆地面积的增加是必然的。 

我不赞成全球气侯变暖导致海平面升高的观点。 

当这种运动能够被地球所制约时，由冰川、冰山、冰盖、高山积雪融化之水，填补海洋负

力量化损失之水，海平面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也是自然的。但升高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将地球空间设想为密不透风的“温室” ，独立于宇宙空间之外的“温室”，地

球负力运动导致海平面升高是必然的。 

按照波功反比定律，我们可以将地震、海啸、火山预警器，安置在深海中预警地震、海啸

；预警飞机船只何时不要进入百慕大三角、日本魔鬼海。安置在山顶、高层建筑上预警地震。 

反物质屏蔽空间运动经常出现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 

因此，真正“入侵” 地球，给地球带来无尽灾难的，不是宇宙引力场引力，不是外星人

，不是天体对撞，而是大质量天体间的N=S“T” 型磁界场结构形成的无穷大负力。这种无穷

大负力导致的地球大规模、超大规模负质量运动，能局部或全部破坏地球物理量的等价结构，大

幅度升高或降低地球运行轨迹，使地球气温变为奇热或奇冷，周期性失去或得到生态环境。 

各行星运行轨迹的周期都会从最短至最长，或从最长至最短；或者说，从零惯性系N极至S

极，从S极至N极进行连比运动。 

各行星都必须经历零惯性系所有运行轨迹中的周期性运动。任何大质量行星都有成为类地

星球的机会，都有周期性失去或得到生态环境的机会，都有智能生物存在的机会。每个零惯性系

都有一个生命天体循环系统，都会有智能生物。每个大质量行星都有一个生命出现与消失的循环

历程。越是靠近宇宙质心的惯性系，生物的智能越高；越是远离宇宙质心的惯性系，生物的智能

越低。 

我们之所以能够观测宇宙质心的致密星系结构和宇宙空间稀疏的星系结构，就是因为我们

处于宇宙的超级智能区与低级智能区之间。 

如果，我们处于宇宙的超级智能区，我们只能观测到越来越稀疏的星系结构；我们处于宇

宙的低级智能区，我们只能观测到越来越致密的星系结构。 

既然我们能同时观测到越来越致密的星系结构和越来越稀疏的星系结构，说明我们正处于

二者之间的宇宙一般智能区。 

或者说，当我们星球的“N” 极同宇宙磁界场的“S” 极，构成S＞N异性相吸磁界场结

构时，宇宙磁界场的“S” 极相吸力大于我们星球的相吸力，其观测方向的所有星系，都是“

离我们而去” 的； 

当我们星球的“S” 极同宇宙磁界场的“N” 极，构成N＞S异性相吸磁界场结构时，宇

宙磁界场的“N” 极相吸力大于我们星球的“S” 极相吸力，其观测方向的所有星系，都是“

向我们走来” 的。 

在S＞N异性相吸磁界场结构中，宇宙进行的是时空“淡化” 运动，星系结构越来越稀疏

，“淡化” 空间越来越大； 

在N＞S异性相吸磁界场结构中，宇宙进行的是时空“浓缩” 运动，星系结构越来越稀疏

，“浓缩” 空间越来越小。 

或者说，“淡化” 运动是面向宇宙周长方向的运动；“浓缩” 运动是面向宇宙圆心方向的

运动。 

任何一个天体都有两对运动方向相反的主磁界场结构，我们在其不同的磁単极上，观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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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结果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当光谱仪的一端显示“红色” 时，它所指的方向是宇宙的周长；当光谱仪的一端显示“

蓝色” 时，它所指的方向是宇宙的圆心。 

宇宙中的颜色，不表示宇宙时空的尺度，只表表示宇宙时空磁界场的运动方向和运动质量

运动负质量的大小。 

或者说，光谱仪显示“红色”的一端面对星系结构越来越稀疏的时空；光谱仪显示“蓝色

”的一端面对星系结构越来越致密的时空。 

其实，光谱仪同指南针性质相同。按照磁単极定律，指南针的“N” 极 指向地球“S” 极

；指南针的“S” 极 指向地球“N” 极。二者磁界场异性相吸。而我们对磁体磁単极所作的标

记却恰巧相反。 

如果，二磁体之间始终处于S→←S同性相斥结构，其中质量小的一方就会不停的转，会形

成无穷大的运动负质量，无穷大的相斥力，二者之间的磁界场越强转速越高，负功率越大，这就

是电动机； 

如果，二磁体之间始终处于N＞S异性相吸结构，其中质量小的一方在高速转动中，会形成

无穷大的运动质量，无穷大的相吸力，二者之间的磁界场转速差越大，其形成的电磁能越大，这

就是发电机。 

当天体成为宇宙电动机时，其强大的负功率，能“淡化” 一切物体，包括生命体。比如

月球就是一台宇宙电动机，它的强大负功率把它表面上的一切物体，包括大气层、水和生命体都

“淡化” 了，只留下深达几千米的尘埃； 

当天体成为宇宙发电机时，其强大的功率，能“浓缩” 一切物体，包括生命体。比如地

球就是一台宇宙发电机，它的强大功率把它表面上一切物体，包括大气层、水和生命体都“浓缩

” 了，留下大气层、水和生命体。 

具有宇宙电动机性质的天体，负质量在外质量在内，称为负质量天体或反物质天体； 

具有宇宙发电机性质天体，质量在外负质量在内，称为质量天体或物质天体。 

物体运动质量与其引力磁界场半径成反比。 

天体运动质量越小，其引力磁界场半径越大，生命体的运动空间越大；天体运动质量越大

，其引力磁界场半径越小，生命体的运动空间越小。 

比如地球的运动质量较小，生命体生存的运动空间在地面之上只有30000米左右，越过

30000米高度生命体就会休眠；在地面之下可能有几十万米，越过其生命极限深度生命体亦会

休眠。 

或者说，运动速度越高，运动质量越大的天体，生命体其在地面之上的运动空间越小；在

其地面之下的运动空间越大。 

天体的运动质量越小，其引力磁界场半径越大，引力强度越小，生命体的运动空间越大，

基因结构之间的运动尺度越大，体积越大； 

天体的运动质量越大，其引力磁界场半径越小，引力强度越大，生命体的运动空间越小，

基因结构之间的运动尺度越小，体积越小。 

当我们把相同的种子送入太空后，种子在太空中的引力磁界场半径越大，引力强度越小，

生命体的运动空间越大，基因结构之间的运动尺度越大，体积越大。 

当天体的运动质量越来越大时，天体表面的生物体积越来越小；当天体的运动质量越来越

小时，，天体表面的生物体积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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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体的运动质量在跃迁运动中，突然变大，突然加快运动速度时，体积庞大的生物，会

因，其引力磁界场半径突然变小，被天体引力磁界“浓缩”而死。 

当天体的运动质量在跃迁运动中，突然变小，突然减缓运动速度时，体积庞大的生物，会

因其引力磁界场半径突然变大，被天体负力磁界场“淡化”而死。 

而生活在天体之内的生物，在天体的运动质量变大时，向天体纵深生存；在天体的运动质

量变小时，向天体表面生存。 

当这些天体之内的超微生物进入天体表面后，其引力磁界场半径会变大几百倍甚至几十万

倍，其基因结构亦会变大几百倍甚至几十万倍。它们将给天体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灾难。 

因此，超级智能生物，不一定象我们一样生活在天体表面空间中。它们是天体之内的生物

，是纳米生物。正是它们主宰着宇宙。 

我们怀疑地球上也存在这种纳米生物。或者，正是它们主宰着我们的基因跃迁和智能跃迁

，主宰着我们的思维运动，主宰着地球上物种的出现或灭绝。 

因而，我们及地球不是天之骄子，不是宇宙宠儿，而是宇宙中的普通一员。 

我们不是宇宙中的老大，也不是宇宙中的强者。用科技手段帮助地球抵御大质量天体的负

力入侵，保卫地球，才是我们该做的正事。 

⒊关于“平行宇宙” 和“虫洞” 

在广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预言在我们的宇宙之外存在众多平行宇宙。这些宇宙之间以虫

洞相连接。而每个平行宇宙中都存在相同的“我们” 。 

这种物理思想是相对论相对性原理和自然定律原理的拓展。 

这些平行宇宙同样进行着二体、三体、四体…N体运动，同样构成等价之等价结构。 

在它们之间维持平衡的纽带，不是“虫洞” ，而是N=S=N磁界场结构。只有这种结构才

能形成宇宙间强大的磁界场运动。 

如果说在这种结构之间的“虫洞” 是平行宇宙间的时空隧道，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宇

宙间N=S=N磁界场结构中的“S” 极是一个温度奇高的反物质大火球，任何物体在那儿都会被

湮灭。 

宇宙间的运动只有在N＞S或S＞N两种无穷大绝对磁单极结构中进行。 

当我们发现地球大气层出现“空洞” 时，担心地球的温室效应失去平衡，生态环境被破

坏。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每个拥有大气层的天体，都拥有两对主磁界场N对付磁界场。

而每一对磁界场的直线段聚力线都能够让其四周的时空“浓缩” 或“淡化” ，形成众多大小不

等的“空洞” 。同时，这些“空洞” 象人体上的汗毛孔，具有调节地球温度的功能。 

地球亦在热胀冷缩。地球气候变暖时，它的大气层变大变簿；地球气候变冷时，它的大气

层变小变厚。凡拥有大气层的星球都是如此。 

在这个预言中强调是宇宙间的“平衡” 。这种“平衡” 是相对论等价原理的精髓。在这

种“平衡” 中强调的是事物的“不变性” ，强调的是在相同的数学形式中，自然定律、自然规

律、科学定律的统一性。这是爱因斯坦为寻找统一理论而作出努力的一部分。 

简单地说，这个预言同我们预言宇宙中存在着类地星球的假设是一样的。 

从狭义上说，平行宇宙结构即惯性系结构，当“任何惯性参考系中，自然规律都相同时” 

，每个惯性参考系中都存在相同的“我们” 。 

【Ⅺ】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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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本运动有两种，即同比运动与连比运动。凡是能够在其中一种基本运动中成立的基

础理论，都是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协调发展的对象。同比运动是宇宙的一般性运动；连

比运动是宇宙的相对性运动。能够在一般性运动成立的理论，即一般性理论；能够在相对性运动

成立的理论，即相对性理论。 

相对论即能够在同比运动中成立，又能够在连比运动中成立。它即是一般性理论，又是相

对性理论； 

牛顿力学即能够在同比运动中成立，又能够在连比运动中成立。它即是一般性理论，又是

相对性理论； 

量子力学在连比运动中成立，它是相对性理论； 

哈勃理论在连比运动中成立，它是相对性理论； 

量子宇宙论在连比运动中成立，它是相对性理论。 

一般性理论是等价理论；相对性理论是不等价理论。当二者协调发展时，即相对论一般性

等价不等价原理。 

关于这些，其主要表现时间段为1687年至今。 

或者说，表现在人类对绝对和相对的哲学认识上。因为，哲学是科学的母亲。 

 “亚里士多德和牛顿都相信绝对时间。”（《时间简史》第29页） 

虽然，牛顿没有找到绝对空间，但他相信绝对空间的存在。（《时间简史》第28页） 

这是爱因斯坦之前的理论物理基调。 

我们一直认为，在那之前，物理学家就在牛顿第三定律中，为我们定义了物体对立统一中

的两个世界。 

比如，质量是物体中物质的物理量；物质不灭。既然质量只是物体中物质的物理量，那么

，物体中必然存在其他东西，才能构成物体；物质不灭，表明物质可以从有形转变为无形。这些

物理思想中所具有的一般性概念，成为相对论等价原理的基础。 

但是，万有引力的无穷大力量，坍缩了那个时代。人类渴望拯救那个时代的英雄出现。 

这位英雄就是爱因斯坦。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价原理阻止了万有引力的无穷大坍缩。 

与此相反，史蒂芬·霍金淡解相对论等价原理，延续并发展了万有引力的无穷大坍缩。 

1905年之后，相对论等价原理改变了那个时代。“光速不变” 中的 物理实在不变性，数

学空“0” 中的相对性，使相对论等价原理成立。 

爱因斯坦指出:“…只要人们愿意抛弃绝对时间观念的话，整个以太的观念则是多余的。”

（《时间简史》第32页） 

或者说，抛弃绝对时间，主张相对时间；抛弃以太观念，主张时空真空。这不是相对论的

本质。 

100年之后，当我们在相对时间中忧虑、质疑、争吵、挣扎、反叛、或重新进行“宇宙大

设计” 时。我们却发现，相对论对自然科学的巨大贡献，远非其相对性。 

或者说，在相对论等价原理的相对性中，包容着一种充满绝对时间、绝对空间，具有无限

可能的物理思想。即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具有四大特征。 

其一，协调了相对时间和绝对时间，相对空间和绝对空间； 

其二，协调了各种基础理论及已知规则； 

其三，协调了坍缩与膨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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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协调了哲学、数学、物理学与自然的统一。 

科学是一种进步和“跃迁”，是一种完奋和协调发展，不是一种否定或愈越。 

所谓“跃迁” ，即轨迹体运动半径和周长的跳跃式变化。科学也是一样，当它的运动半

径能够制约周长时，无论它怎么在“有界”中“跃迁” ，它的运动结构都是稳定的。这种“跃

迁” 叫同比跃迁。 

当它的运动半径等价于运动周长，运动时间与空间消失时，无论它怎么在“无界” 中“

跃迁” ，它的运动结构都是不稳定的。这种“跃迁” 叫连比跃迁。 

同比跃迁时代，是人类科学稳定发展，理论统一的时代；连比跃迁时代，是人类科学不稳

定发展，理论不统一的时代。 

同比跃迁与连比跃迁协调发展，才吻合自然規律。 

人类科学在同比跃迁与连比跃迁中，己基本上完成原始积累，二者应当同进入协调发展的

快车道。 

任何杰出的科学成就，都是在前人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不论任何人试图在过去与现在的时间尺度中，割列历史，或删除某段最为辉煌的事件，试

图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人。那都是一种人择性的相对观念。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认为，爱因斯坦没有推翻、否定或愈越过去的时代，而是完

备和协调发展了过去的时代。 

原因在于，在爱因斯坦的相对性原理中，即包容了相对时间，又包容了绝对时间。或者说

，相对论的“狭义性” 中包容了“广义性” ，“广义性” 中包容了“狭义性” 。即不变中包

容了等价，等价中包容了不变。因而，相对论等价原理是不被允许推翻、否定或愈越的科学真理

。 

在人类物理学中，对于东西方各门各派来说，大家使用的物理实在的判据都是一样的。所

不同的是，有人把物理实在的判据当成了“本质”，从不问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有人把物理实在

的判据当成了“表征”，定要探究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正如史蒂芬·霍金所说:“迄今为止，大部分科学家太忙于发展宇宙为何物的理论，以至于

没工夫去过问为什么的问题。”(《时间简史》第233页) 

在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m=E=F)的零质量运动中，运动质量与运动速度成正

比。运动能量转移导致运动质量无限增加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

性力结构是一种绝对不等价中的相对等价结构。 

如果，光子是不可分的基本微粒，光速第一是成立的；如果，光子不是不可分的基本微粒

，光速第一是不成立的。 

我们称真空光速，为地球光速。是因为地球光速受地球功率制约。只要我们的加速器功率

不≥地球功率，要达到或超过地球光速是不合理的。 

宇宙N=S结构中的引力与负力之差；或负力与引力之差，远远大于地球。其光速亦远远大

于地球。宇宙中比地球光速更快的运动系统，隐藏在其N=S结构中。 

如果，火箭象光子一样进行的是零质量运动，获得宇宙引力与负力之差；负力与引力之差

所给予的运动惯性力，进行超高速运动，是完全合理的。 

光子的运动质量大的惊人。光子的这种大运动质量，不仅来自它的运动速度，而且来自它

的自转速度。物体顺时自转速度越快，运动质量越大，运动负质量越小；物体逆时自转速度越快

，运动质量越小，运动负质量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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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或运动负质量=运动负能量=运动负惯性力。不是一种

表面上的等价关系；其本质上是一种绝对不等价关系。 

当物体的运动质量＞运动能量时，其差刚好是运动惯性力。 

即在引力运动中： 

100－60=40不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 

100－50=50才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 

或50=50=50才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 

987=987=987才是运动质量=运动能量=运动惯性力。 

在负力运动中： 

（－100）－（－60）=（－40）不是运动负质量=运动负能量=运动负惯性力； 

（－100）－（－50）=（－50）才是运动负质量=运动负能量=运动负惯性力。 

或（－50）=（－50）=（－50）才是运动负质量=运动负能量=运动负惯性力； 

（－987）=（－987）=（－987）才是运动负质量=运动负能量=运动负惯性力。 

当引力=负力；或负力=引力；负力=0 

或万有引力=非惯性力；万有引力=0时 

则0=0 

这是一种静止态，或同步态运动。因为，它缺乏第一推动，或运动惯性力、运动负惯性力

。 

在同比运动中，牛顿第二定律、第三定律都是正确的。因为，质量和运动质量都是相对的

，二体零质量运动的运动质量不同于同体运动的质量，运动质量与加速度不是成反比；而是成正

比。 

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的物体，没有运动惯性力，不能进行轨迹运动。因而，它对三体运动

、四体运动…N体运动没有普遍意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去完备

和协调发展。 

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的N=S结构，不仅形成对物理学数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而且形成对宇宙学天文学天体物理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 

在N=S结构中，时空的概念不再是全维度全方位的，而是N=S结构直线段型的。 

时间和空间只存在于N=S结构的两个端点上。没有N=S结构就没有时间和空间。 

或者说，一切时间和空间都存在于二体结构的两极上。一个物体有多少对N=S结构，就有

多少对时间和空间结构。 

对于物体的物理量来说，同样只存在于N=S结构两个端点上。所谓时空根本不存在时间和

空间。 

或者说，时间和空间及各种物理量，存在于粒子和天体上，不存在于时空中。除了N=S结

构两端间聚力线之外，所有时空都是零质区，都是“空” ，物理真空，“空” 的零质区，空”

的“0” 。 

所谓“以太” 或运动介质，只存在于N=S结构两个端点上。 

在N=S“T” 型结构中，当一个物体与一对物体N=S=N结构中“S” 极构成N=S结构

，或一对物体N=S=N结构中“S” 极与一个物体构成N=S结构时，粒子或天体就会出现扰动

或波动。 

对于波来说，它的时间和空间同样只存在于N=S结构两个端点上。也就是说，波动与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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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步同体进行的。不存在波扰动粒子的问题。不存在天体压弯时空的问题。不存在“空间弯曲

”“ 时间扭曲” 的问题。 

波的运动是N=S结构两点间的运动，不是波浪式的全方位运动。 

所谓“场，”只存在于N=S结构两端点上。 

宇宙质量，不是“维里质量”。宇宙质量，存在于N=S结构的“N” 极上，宇宙负质量，

存在于N=S结构的“S” 极上。 

同样，可观测存在于N=S结构的“S” 极上，不可观测存在于N=S结构的“N” 极上。

如果，二物体构不成N=S结构，我们什么也观测不到。 

比如，当我们从地球任意一点上，将电磁波发射到地球负力场或时空负力场零质区的“S

” 极上，不但二者构成N=S结构，而且在地球自转中凡能够与那个“S” 极，构成N=S结构的

“N” ，都能与其构成N=S结构。 

或者说，这种N=S结构是在地球与其负力场之间进行上下二体边界运动。 

目前，西方国家在反物质负力物理学领域，虽然己经拥有大量的物理实在判据，但他们求

胜心切，好大喜功，重视商业利益，没时间去问:“为什么会是那样的”？ 从而，忽略了事物的

本质，一直在连比跃迁中“无界” 的发展科学，非常不乐意在同比跃迁中“有界” 的发展科学

。因而，极难在连比跃迁中与同比跃迁协调发展并统一理论。 

但是，连比跃迁中的“无界”是“有限” 的，只限于两点间，不存在时间与空间，瞬间

即可到达终点。其结果，不是膨胀就坍缩。二者必居其一。 

同比跃迁中的“有界”是“无限” 的，不限于两点间，具有无限的运动时间与无限的运

动空间。它即可制约膨胀又可制约坍缩。二者关系协调。 

发展中国家在反物质负力物理学领域，尚未拥有大量的物理实在判据，发展条件受限。因

而，未来科学的发展趋势任重道远。 

但是，人类科学同人类智能一样，具有“跃迁” 式发展的特征。当我们预言某种科学时

代100年之后才会出现时，也许它早己存在或已经出现。当我们预言某种科学时代已经过去时，

也许它刚刚开始。 

当我们翻江倒海的寻找反物质时，反物质早已在100亿年前及现在与我们和宇宙同在。 

当我们百年来一直因相对论“为何物”而争吵不休时，相对论早已或正在为近代科学与未

来科学协调发展，进行着史无前例的宏伟贡献。 

跟上吧！如果时代轨迹跃迁，我们不会希望自己留在另一条轨迹中，或在连比跃迁中停留

在科学发展的“终点” 上。 

 

【Ⅻ】结论 

物理学历史潮流的趋势应当是从有限无界向有界无限发展的。但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之

后，物理学历史潮流的趋势开始回潮。从有界无限向有限无界倒退。到了霍金时代，这种回潮达

到巅峰。 

霍金之后，物理学历史潮流的趋势必然恢复到从有限无界再次向有界无限发展。或者说，

从无穷大时代向等价无穷大时代发展。 

这样也不好。因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还是协调发展比较好。只有协调发展，我们才

能够得到与自然相吻合的一般性理论。 

协调发展是史蒂芬·霍金对一般性科学的最大贡献。它的历史意义决不亚于牛顿以数学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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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探索自然的科学思想。 

在相对论中，虽然等价原理制约了坍缩与膨胀。但光速是不受引力场引力制约的。 

因此，其C值不变是成立的。 

在量子宇宙论中，虽然引力场引力能坍缩一切，光速仍然不受引力场引力的制约。因此，

光速不变亦是成立的。 

在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中，光速在天体或宇宙闭合磁界场空间中，受到引力场引

力的制约。而引力又受到物体N=S双极间相吸力的制约。物体N=S双极间相吸力又受到物体、

及其轴心体m与(－m) 等价值的制约。这种关系等价的制约结构，形成了N个速度值不同的“

光速不变” 。 

这是相对论从其等价原理，走向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的必然过程。 

光是一种物质形态与反物质形态正反一体的物体。光具有波／粒二象性。光不是无内禀质

量的物体。光如同二体运动中的电子或天体一样，是具有一般性的零质量（质量＝负质量）运动

物体。当光作为一般性的物体，参与宇宙一般性运动时，光的运动才具有了一般性。 

当相对论从光的相对性开始，到光的一般性结束时，相对论成为人类有史以来，不被允许

推翻或逾越的最伟大的一般性科学真理。 

 

【小辞典】 

 

物体: 由物质与反物质构成的二物同存体。 

引力: 物体从其磁场S极向N极运动的量子力。 

负力: 物体从其磁场N极向S极运动的负量子力。 

引力物理学: 描述量子力运动的学说。 

负力物理学: 描述负量子力运动的学说。 

对立统一: 物体在同性相斥中对立；在异性相吸中统一。 

力速: 力在同比或连比运动中的运动速度。 

零等价值: 不等于空“0” 的任何一对正负数之间的等价关系。 

零质量: 物体中质量与负质量关系等价的物理量。 

质量: 物体中量子力对物质起作用的物理量；或负量子力对物质起反作用的物理量。 

负质量: 物体中负量子力对反物质起作用的物理量；或量子力对反物质起反作用的物理量

。 

初始质量: 物体参与外力运动之前的质量。 

运动质量: 物体参与外力运动之后的质量。 

零质量运动: 物体运动中各运动元素关系等价之等价结构运动。 

磁単极: 区别物体时间和空间取向的磁极。 

一般性等价: 即相对等价、相对不等价、绝对等价、绝对不等价的总称。 

一般性光速不变: 具有N个不同速度值的光速不变运动。 

一般性数学: 能处理物体正反两种无穷大等价关系的数学。 

反物质: 与物质的物理量关系对立统一，决定物质或物体存在与消失的物理实在。 

反物质屏蔽空间: 负力由物体磁界场空间N极向S极运动时，其负量子力形成的屏蔽空间。 

物质屏蔽空间: 引力由物体磁界场空间S极向N极运动时，其量子力形成的屏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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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吸力: 闭合磁界场空间中，其S极向N极运动的相吸力。 

零质区: 物体的质量与负质量关系等价的空间或实体界面。 

1. N=S双极运动界面: 两端具有等价关系的磁界场零质区。 

寒玄域空: 承载宇宙的时空。 

 

【后序】 

 

一位资深的大学教授抱怨说:“我穷其一生的努力，无法使学生的物理成绩明显提高。” 

我认为，这不是教师的素质问题；而是已知規则和基础理论的素质问题。 

无数无法遏制的“无穷大”， 无数不能以数学方式处理的“无穷大”， 无数不知“为什么

会是那样” 的概念、定义、定律、原理，无数不允许质疑的“极限” 和“壁垒” ，互不协调

，让学生们无所适从。 

因此，只要人类能够从根本上转变物理及数学观念，就能实现物理与自然在协调发展中的

统一。 

我们希望通过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世界各国加强沟通、共同在相对论等价原理中协调

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统一物理。 

因为，协调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是一项庞大的哲学、物理学、数学系统工

程，决不是个别人、一部分或一国科学家能担当的。从历史上看，任何理论科学成就都是科学家

们集体智慧的结晶。 

在现今物理世界中，反物质负力物理学己发展百年，对其正名的历史机遇已然成熟。就是

我们现在不提出协调发展相对论一般性等价原理，几年之后也会有人提出来。 

我们认为，理论物理贵在实用，它应该为全球安全、各国利益、各民族尊严担当大任。理

论物理的实质是，应该让一般人都能够用它的一般性预言去吻合其周围发生的一切。 

当然，我从不迥避一个事实。即相对论一般性等价不等价原理，只是相对论宏大物理思想

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相对论等价原理及历代物理思想的完备和协调发展，是对历代科学家们集

体智慧和理论成就的延展，不是一种独自创立的理论体系。虽然，其事实材料取自于物理实在的

磁体，科学理论取自己被证实的相对论及其它部分理论，但它仍然是一个未经证实的物理学假说

。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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