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ademia Arena 2016;8(5)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01 

引力是什么？ 
 

Jiang, Chun-Xuan (蒋春暄) 
 

Institute for Basic Research, Palm Harbor, FL34682-1577, USA 

And: P. O. Box 3924, Beijing 100854, China (蒋春暄，北京 3924信箱，100854) 
jiangchunxuan@sohu.com, cxjiang@mail.bcf.net.cn, jcxuan@sina.com, Jiangchunxuan@vip.sohu.com, 

jcxxxx@163.com 
 

摘要: 在旋转运动时，亚光速粒子（慢子）产生离心力，而超光速粒子（快子）产生向心力，即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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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引力是如何产生[1]？牛顿首先发现了万有引

力的基本性质。然而我们只是理解万有引力现象，

而对其产生原因的研究几乎没有任何进展。本文回

答这个问题。 

伟大物理学家费曼在《费曼讲物理入门》[2]

中，讨论引力是什么？我摘录下来。 

引力是什么？但是这条定律真是这么简单

么？它的机制是什么？我们所做的全部只是描述

地球如何绕太阳转，但是我们并没有说是什么使它

这样运行。牛顿对此没有做任何假设；他只满足于

找出它做什么，而没有深入研究它的机制。从那时

以来，没有人给出过任何成功的机制。这是物理定

律的特征，它们都具有这种抽象的特性。能量守恒

定律是关于一些必须计算出来并且加在一起的一

些量的一条定理，而并没有触及其机制；同样，力

学中那些重要定律也是定量的数学定律，我们不知

道它们的机制。为什么我们能够用数学来描述大自

然，而不了解它们背后的机制？没人知道。我们必

须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因为用这种方法我们发

现了更多的东西。人们曾经为引力设想过多种机

制。其中有一种值得在此说一下，许多人曾一再想

到过它。起初，“发现”它的人曾非常激动和高兴，

但很快就发现它是不正确的。它最早是在 1750 年

前后被提出的。假定在空间里有许多粒子以很高的

速度在一切方向上运动，并且在穿过物质时只被少

量地吸收。当它们被地球吸收时，它们给地球一个

冲量。但是，由于各个方向上的粒子数目一样多，

这些冲量都平衡掉了。但是当有太阳在附近时，那

些穿过太阳飞向地球的粒子被太阳吸收了一部分，

因此来自太阳的粒子就比来自其他方向的粒子要

少一些。于是，地球就感觉倒有一个指向太阳的净

冲量，并且不需要多少时间就可以看出，它与距离

的平方成反比——因为当距离变化时太阳对我们

所张的立体角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这个机制有什

么毛病呢？它包含了一些不正确的新结论。这个特

殊的想法有以下的麻烦：地球在环绕太阳运动时，

撞上的来自其前方的粒子要比来自其后方的粒子

多（当你在雨中奔跑时，打在你脸上的雨滴要比打

在后脑上的雨滴多！）。因此给予地球的冲量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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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的更多，地球将会感到一个对其运动的阻力，

并且将在其轨道上逐渐慢下来。可以算出经过多长

时间地球就会由于这个阻力停下来，结果是地球能

够保持在它的轨道上的时间不是很长，因此这种机

制不成立。从来还没有提出过一种机制，它既能说

明引力，又不预言一些不存在的现象。另一个值得

讨论的题目是爱因斯坦对牛顿引力定律的修正。尽

管牛顿引力定律带来了这么大的激动人心的成就，

但是它并不正确！爱因斯坦把相对论引进来，对它

进行了修正。按照牛顿的看法，引力效应是瞬时的，

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移动一个质量，我们将立即感

觉到一个新的力，因为这个质量已在新的位置上

了；用这种手段，我们可以用无穷大的速率发送信

号。爱因斯坦提出了种种论据，表明我们不能以快

于光速的速率发送信号，因此引力定律一定是错

了。1933年爱因斯坦总结他创立广义相对论说：“但

是，创立的基本原理蕴藏于数学之中。因此，在某

种意义上，我认为纯粹推理可以掌握客观现实，这

正是古人所梦想的。”他认为物理学基本原理可以

从纯数学中推导出来。爱因斯坦认为超光速粒子不

存在。目前理论物理学是在玩数学游戏，例如，弦

论、粒子理论、黑洞、大爆炸理论、大统一理论。

如果不研究超光速世界再过 100年也不会得出正确

理论。质量是从超光速粒子转变而来。希格斯玻色

子根本不存在。暗物质和暗能量不存在。 

在宇宙中仅存两种物质：（1）可观察亚光速

物质即慢子（Tardyon）和（2）不可观察超光速物

质即快子（Tachyon）。这两种物质共存于宇宙中，

快子可转化为慢子，慢子也可转化为快子。慢子转

动产生离心力，而快子转动产生向心力即引力。这

两种力形成宇宙运动。快子转化为慢子的质量产生

附加离心力即反引力，使宇宙膨胀。 
 
2. 产生引力的机制 

我们首先定义时空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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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和 t是慢子空间和时间坐标，c为真空中光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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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4）我们有慢子时间膨胀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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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映射 jzz j
，从（1）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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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 和 t 是快子空间和时间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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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快子和慢子共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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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我们有快子单位长度膨胀公式 

.

1
2

0













u

c

x
x

                                                （9） 

为了更清楚，我们用图 1表示（1）—（9）。 jzz j 为慢子转化为快子。 zjz j 为快子转化为

慢子， cuu  0 为正加速度， cuu  为负加速度，它们共存。 

在图 1中 x轴我们定义快子单位长度[3] 





tux

u
t 0

0 lim

常数。                                                （10） 

快子 0t ，即 x轴，它是快子伪静止坐标系，测量快子仪表反应 0t 。只能获得零结果，所以人们

永远无法测量快子。过去人们反对快子存在一个理由，快子有因果谬论，会向过去传播信息，这种情况根本

不存在，快子不能作为传播讯号的粒子。在宇宙中最大讯号速度是光速， 0x
像慢子中时间一样，永远以超

光速在流动。但我们不能观察它。 

令   从（3）和（7）我们得出快子和慢子共存原理[3，4] 
2cuu  ，                                                （11） 

其中u 是不可观察快子的速度，u是慢子速度[3]。 

从（11）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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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年惠更斯发现慢子向心加速度公式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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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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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其中R是它轨道半径。 

（13）对牛顿推导万有引力公式起了很大作用。把（13）代入（12）我们有快子离心加速度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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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R是它轨道半径。 

在惠更斯发现公式（13）之后 303年，我们于 1976年发现公式（14），它与快子速度无关，这点非常

重要。 dt

du

和 dt

ud

共存，但方向相反。公式（13）和（14）是一对孪生公式，它们有相同形式。从（13）我

们有慢子离心力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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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 是产生离心力质量，又叫惯性质量。 

从（14）我们有快子向心力公式即引力公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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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是快子质量m 作用在物体上产生向心力的质量，又叫引力质量。参看图 2和公式（22）和（25）。 

（16）是所有引力一个基本公式，即强力和引力公式。（15）和（16）是一对孪生公式。它们有相同形

式。 

以太阳和地球为例，我们推导牛顿万有引力公式，设m是从太阳发射快子作用在地球上快子转变慢子

的质量。太阳质量 1M 越大，那末m越大，m正比于 1M 。地球质量 2M 越大，那末它吸收m越多，m正

比于 2M
。太阳和地球之间距离R越大，那么m越小，m反比于R。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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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为比例常数。 

把（17）代入（16）我们有牛顿万有引力公式[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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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G为万有引力常数，
82 107.6  kcG 厘米 3/克·秒 2。 

按照牛顿的观点，引力是瞬时作用的，即引力是超光速传播的，这是对的。按照爱因斯坦观点，引力是

时空弯曲而产生的，引力是以光速传播的，这是错误的。考虑物质密度，因密度越大，物质中快子越多，它

的引力越大。从（16）我们可以推导出强力和引力统一公式[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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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其中 0G
是一个新的引力常数，

10
0 102.5 G

厘米 9/克 3·秒 2， 1 和 2 分别为 1M 和 2M 的密度。 

从（19）我们推导出基本粒子半径公式[5，6，7] 



 Academia Arena 2016;8(5)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05 

  15
3

1

10(GeV)55.1  mr
厘米，                               （20） 

其中 m (GeV)为基本粒子的质量，单位为 GeV。 

从（20）我们有质子和中子半径 
151055.1 r 厘米.                                           （21） 

（19）可以把引力和强力统一起来，引力子还没有从实验证明它的存在。因为引力子是快子，仪表记录

0t 。胶子也是快子，引力子是由于离心力作用把一部分胶子发射出来，核内为强胶子场，引力场是弱胶

子场，本质都是快子。地球内核是一个强大快子场。 

牛顿万有引力公式是近似的，地球和太阳之间，土星和太阳之间，它们万有引力常数是有些差别，作为

近似计算也足够了。 

从（15）和（16），如 0 FF ，那末就收缩，向引力方向运动，即自由落体运动。如 0 FF ，

那末就膨胀，向离心力方向运动。 
 

3. 宇宙膨胀理论 

宇宙正在加速膨胀已被实验证实。现在许多科学家正在找出各种理论来说明这种现象，提出暗物质和暗

能量产生反引力，使得宇宙膨胀。暗物质和暗能量有什么性质，存在什么地方也一点不知道，也只能算一种

猜想。 

本节利用公式（15）和（16）来建立宇宙膨胀理论，用图 2我们研究宇宙膨胀理论。在物体 A和 B中存

在慢子和快子，物体 A自转 1 发射快子，形成快子场。快子质量m 作用在物体 B上，使物体 B产生自转 2

和公转u，并产生向心力即引力 
 

 
图 2 宇宙膨胀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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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ROO 21 ，m是由快子质量m 产生向心力的质量。 

物体B绕 1O 转动产生离心力， 

,
2

1
R

uM
F B

                                              （23） 



 Academia Arena 2016;8(5)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06 

其中 BM
是物体B的质量。 

在 2O
为平衡点， 011  FF ，我们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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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为向心力质量，或称引力质量； BM 为离心力质量，或称惯性质量。引力质量小于惯性质量，爱因

斯坦等效原理不成立，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和爱因斯坦升降机理想实验不是引力实验，而是牛顿第二定律实

验，因为他们没有考虑离心力。 

物体B绕 1O 点转一周到 3O
点，m 转化为物体B中静止质量m，那末我们有 

R

mu

R

uM
F B

22

2 
                                      （25） 

 
 

因为
012  FF ，那么物体B向外膨胀，这

就是宇宙膨胀的机制。这样我们证明了宇宙永远在

膨胀，星体的质量也在不断增加，宇宙绝不会收缩。

如果物体 A是地球、太阳、银河系中心…，那末物

体 B分别是月亮、地球、太阳…。整个宇宙就是这
样膨胀，继续膨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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