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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当今的理论物理学并不缺乏坚深的数学演绎，缺乏的只是理论发展所需要的活力：新视角、

新概念、新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新的科学体系的诞生无不是在固有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所了解的知识，

理想化出一系列基本理论，并在这些基本理论基础上发展出来整个体系。但没有人能保证这些基本理论始终

有效。当我们学习这些科学体系时，对权威的崇拜，对这些科学体系魅力的迷恋，对整个科学体系坍塌的恐

惧使得我们的自由意志与既有结论或权威对立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而作为科学基本的态度和精

神的怀疑与批判，则早已被我们置之于脑后。逐渐地，我们就把这些基本理论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理"，

即使它们已经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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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万有引力与弱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新探 

1、 宇观世界、宏观世界、微观世界 

当今的理论物理学并不缺乏坚深的数学演绎，

缺乏的只是理论发展所需要的活力：新视角、新概

念、新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新的科学体系的诞生

无不是在固有体系的基础上，根据当时所了解的知

识，理想化出一系列基本理论，并在这些基本理论

基础上发展出来整个体系。但没有人能保证这些基

本理论始终有效。当我们学习这些科学体系时，对

权威的崇拜，对这些科学体系魅力的迷恋，对整个

科学体系坍塌的恐惧使得我们的自由意志与既有结

论或权威对立时，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而

作为科学基本的态度和精神的怀疑与批判，则早已

被我们置之于脑后。逐渐地，我们就把这些基本理

论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公理"，即使它们已经不合

时宜。 

在二十一世纪物理学将在三个方向上继续向

前发展（1）在微观方向上深入 下去；（2）在宏观

方向上拓展开去；（3）深入探索各层次间的联系，

进一步发展非线性科学。吴水清先生认为：“在科

学研究的路上，我们要以实验为根据，以数学位工

具，以实用为目标，以理论为基础，进行开拓和创

新。” 李政道教授讲：“地球村人面临第三次物理

学革命的挑战。”【1】 
 
 

力的类型 发生作用的距离 力的强度(以强力为 1) 传递此力的粒子 粒子的引力质量 

引力 延伸到非常大的距离 10-38 没有发现 不知道 

弱力 约小于 10-17cm 10-13 中间玻色子 W+、W-和 Z0 约 90 吉电子伏 

电磁力 延伸到非常大的距离 10-2 光子 0 

强力 约小于 10-13cm 1 胶子 假定为 0 

注：1 吉＝10 亿 
 
 

宇观世界：指宇宙学和天文学研究的范围。长

度单位使用天文学单位 1.496×1011m（等于地球到

太阳的距离）或大尺度单位 9.5×1015m（即光年）;

宏观世界：指现实生活涉及到的经验世界.长度主单

位使用 m，大单位用 km，小单位用 mm；经典物理

学就是适用于这一领域的、添加了许多假设和近似

的、非常实用的理论；微观世界：指跟非牛顿范式

物理学所研究的热、光、电磁现象相关的，辐射能

ε从粒子中放出、在空间中传播、或被粒子吸收的

整个系统。长度单位使用纳米 10-9m 或者埃 10-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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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描述只描述宏观物质体而不追究其内部的微观

结构或超微观结构。微观描述到分子，原子止。超

微观描述则到原子以下范围内。宇观只是一般意义

下的宏观的扩展，本质还是宏观。所以物质的空间

范围应分为：宏观，微观，超微观三大领域。宏观

现象、宇观现象和微观现象中都有许多是人们已有

的观念和理论所无法解释，这就要求我们修改旧有

的观念和理论，甚至创立新的观念和理论。客观世

界永远是人类不可超越的老师！我们能够做的是用

一个改善的观念和理论去取代旧有的观念和理论，

一代接一代地进行下去。这一切不能仅仅靠理论思

索，更重要的是科学的实践。经得起客观实践检验

的观念和理论才是有生命力的。 

玻尔的对应原理在某种意义上应该看作是一

种物理学思想,它表明在原子范围内的微观现象和

宏观现象，各自遵循本范围的规律，但微观范围内

的规律和宏观范围内的规律间存在对应关系，当把

微观范围内的规律延伸到宏观范围时，应与宏观规

律一致。 
 

参考文献： 

【1】 T.D.Lee: 《 Particle Physics and 

Introduction to Field Theory 》，Science Press，

Beijing ，1981. 
 
 

2、弱相互作用力简介 

如果你坚持非要力的精确定义不可,那你永远也得

不到!——费曼，《费曼物理学讲义》 

弱力是在基本粒子之间还存在另一种短程相

互作用力，弱力的作用距离比强力更短，作用力的

强度仅力强力的 10-13倍。弱力在β衰变中起重要作

用，β衰变中放出电子和中微子，电子和中微子之

间只有弱力作用，弱力也存在其它基本粒子之间。 

费米作了一个大胆的尝试，他假定：从质子到

中子的衰变过程，是由于自然界中某种新的力引起

的。经过一番琢磨，费米得出了几个新颖奇特的结

论： 

1.这个力要比电磁力弱 10 的 11 次方倍，但比

万有引力要强得多； 

2.这个力只能发生在四个自旋为二分之一的基

本粒子之间； 

3.这个力的作用力程非常短，几乎为零，即参

与相互作用的粒子彼此一离开，力就迅速地消失了。 

弱力没有本领把任何粒子束缚在一个较复杂

的体系中，它只存在于一些粒子发生衰变和浮获的

一瞬间，粒子之间一离开，弱力马上就消失。 

在已经发现的自然力中，弱力是最独特的一种，

费米理论在解释弱作用过程中，尽管得到成功；但

他提出：弱力只发生在基本粒子直接接触的一霎那

间。 

  人们认为自然界果真是存在着一种新的自然力

——弱力。费米也因创立了弱力理论而闻名天下，

他的理论得到了举世公认。 

50 年代末，李政道、费曼和盖尔曼等人，提出

了一种新的理论——荷电中间玻色子理论。这种理

论的建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基于电磁理论的启

发。从中间玻色子理论来看，弱力和电磁力之间，

只要把“电荷”换成“弱荷”，把“电流”换成“弱

流”，把传递电磁力的“光子”换成传弱递力的“中

间玻色子”，就立即可以得到有关弱力理论的新概

念。弱力被描写成交换一种叫中间荷电玻色子（这

种中间荷电玻色子记作 W±粒子）的过程，根据测

不准关系，作用力的力程与交换的粒子的质量成反

比。（测不准关系即一个微观粒子和某些成对的物

理不可能同时具有确定的数值，其中一个量愈确定，

则另一个量的不确定程度就愈大。）电磁力和引力

的作用力程为无限大，被交换的光子和猜想的引力

子的质量为零。而弱力的作用力程如此之短（小于

10-15厘米），那么，被交换的 W±粒子的质量必然

很大。理论计算出这种粒子的质量，约为质子质量

的 75 倍，为几亿电子伏特。 正因为中间玻色子太

重，现在的高能加速器很难把它产生出来，弱力的

中间玻色理论，和费米理论一样，也可以用来解释

基本粒子中的弱过程，并且很难区分哪一种理论更

好些。 

从上面所说的弱力的最基本性质之一就是：弱

力是在基本粒子之间存在的一种短程相互作用力。

弱力的作用距离比强力更短，只发生在基本粒子直

接接触的一霎那间。粒子之间一离开，弱力马上就

消失。 

对于弱相互作用力来说，表现为中子的 β 衰变。

即：中子衰变成质子、电子与电子中微子。上个世

纪末,在发现 β 衰变的时候,关于弱相互作用是一个

不同的物理作用力的想法,其演化是很缓慢的。只有

当实验上发现了其它弱作用,如 μ 衰变,μ 俘获等等,

并且理论上认识到所有这些作用能够近似地用同一

个耦合常数来描述之后,这一看法才变得明朗起来,

才产生了普适的弱相互作用的看法。只有在此之后,

人们才慢慢地认识到,弱相互作用力形成一个独立

的领域,或许可与万有引力,电磁力和强作用核力及

亚核力等等量齐观。 最早观察到的原子核的 β 衰变

是弱作用现象。弱作用仅在微观尺度上起作用，其

力程最短，其强度排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

之后居第三位。其对称性较差，许多在强作用和电

磁作用下的守恒定律都遭到破坏（见对称性和守恒

定律），例如宇称守恒在弱作用下不成立。弱作用

的理论是电弱统一理论，弱作用通过交换中间玻色

子(W+/-,Z)而传递。弱作用引起的粒子衰变称为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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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变，弱衰变粒子的平均寿命大于 10-13s。 在费曼

图中表现为：中子与电子中微子发生碰撞，在碰撞

过程中发生了力的作用，这种力就是弱相互作用力。

碰撞后的中子改变方向，其固有能量与动量都发生

改变，变成了质子（准确的说是：碰撞后中子改变

运动方向，与观测时空成角，被观测成了质子）。

同样，电子中微子也改变方向，固有能量与动量也

发生改变，变成了电子（准确的来说是：碰撞后电

子中微子改变运动方向，与观测时空成角，被观测

成了电子）。 

弱作用场存在于基本粒子的内部。弱力作用于

所有的夸克和轻子。我们来看图 1。 
 

 
图 1 弱作用场 

 
 

弱相互作用由三种基本类型： 轻子—轻子过

程，即只有轻子参与的弱作用，又称为纯轻子过程。

如轻子的衰变、中微子与带电轻子的散射等， 

，  轻子—

强子过程，既有轻子又有强子参与的弱作用，又称

为半轻子过程。如电子中微子和中子的散射， 

 强子—强子过程，即只有强子

参与的弱作用，又称为强子过程。如强子的衰变， 

。 

先说一下轻子。轻子有三种：电子、 轻子和
 轻子。它们具有相同的自旋和相同的电荷。 轻

子比电子重约 200 多倍， 轻子比电子重约 3500

倍。轻子就是这三种粒子的统称。弱力主要的效应

是改变粒子，粒子的质量会发生改变。例如弱力导

致 轻子衰变成比它轻的 轻子、 轻子在弱作用

下变为电子。弱力的强度比电磁力小得多, 只有电

磁场强度的千分之一。弱力作用范围很小，目前认

为小于
1610 
厘米。量子味动力学也是在量子电动

力学基础上建立的描述基本粒子之间弱相互作用的

理论。 

 

3、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统一的研究 

到二十世纪中叶，粒子世界呈现出非常复杂的

局面，粒子数目众多，而且实验上发现和确证的粒

子还在不断地增加，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有电磁作

用、引力作用、强作用、弱作用四种，它们的区别

很大，电磁作用和引力作用是长程力，强作用和弱

作用是短程力，它们的强度差别非常大，强作用最

强，电磁作用次之，弱作用更次，引力作用最弱，

在粒子物理中引力作用可以不考虑。对于电磁作用，

已经建立起量子电动力学，它是物理学中最成功的

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力的传递者是电磁场，场的

量子是光子，电磁作用是通过交换光子而传递的，

光子的静质量为零，与电磁作用的长程性联系在一

起。关于弱作用，在弱作用宇称不守恒基础上发展

了弱作用的中间玻色子理论，认为弱作用是交换中

间玻色子 W±而传递的，中间玻色子的质量很大，

与电磁作用中的光子不同，它是与弱作用的短程性

联系在一起。 

20 世纪 60 年代末, 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温

伯格和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萨拉姆等人建立了弱电统

一理论, 把电磁场和弱作用场进行成功的统一,他们

因此获得 197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弱电理论背后

的基本对称性更加奇怪一些，它跟空间或时间的视

点改变无关，而是关于不同类型的基本粒子的识别。

在弱电理论中，如果在方程里处处以一种既非电子，

也非中微子的混合粒子态来取代电子和中微子，则

物理定律的形式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其他许多不同

的粒子也跟电子和中微子发生作用，所以同时需要

把那些粒子族也混合起来。如上夸克与下夸克，光

子、带正电和带负电的 W 粒子、中性的 Z 粒子。这

是与电磁力相联系的对称性，源于光子的交换。对

于弱核力来说，那种对称来自 W 粒子和 Z 粒子的交

换。在弱电理论中，光子、W 粒子和 Z 粒子分别表

现为 4 种场的能量束，那些场是对弱电理论的对称

性的响应，就像引力场响应广义相对论的对称性一

样。弱电理论背后的这种对称性被称为内在对称性。

内在对称性比作用在寻常时间和空间上的那些对称

性更加陌生，物理定律这种一来于时间和空间的对

称变换下的不变性称为局域对称性。还有一类精确

的局域对称性，跟夸克的一种内在性质相关，那种

性质叫做夸克的颜色。通常称为红、白、蓝三色。

当然它跟普通意义上的颜色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

是用来区别不同夸克个体的标签。而在不同颜色之

间确实存在着精确的对称性。红夸克和白夸克间的

力与白夸克和蓝夸克间的力是一样的；两个红夸克

间的力与两个蓝夸克间的力也是一样的。但这种对

称性不仅限于颜色的相互交换。 

我们人类对于弱相互作用其实了解得很少，主

要是原子核的 β 衰变现象。β 衰变就是核内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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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通过弱相互作用衰变成一个电子、一个质子和一

个反中微子。凡是涉及到中微子的反应都是弱相互

作用过程。弱相互作用仅在原子核内起作用，力程

非常短（大约在 10-18 m 范围内）。为了得到弱和

电的统一 ，物理学家大胆假定有 W 粒子作为中间

粒子，它的质量要比核子大 100 多倍。人们设想弱

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有着相同的作用机制，并

假设弱相互作用通过 W 玻色子来传递，但是，理论

的结果却又出现了无穷大困难。后来，人们将弱相

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作类比，假定粒子除了带有

电荷以外，还带有弱荷，并且弱相互作用也遵循一

种人们还没有发现的规范不变性，人们将它称为隐

藏的对称性，因而弱荷也是守恒的。采用这种办法

不仅克服了无穷大困难，而且理论还证明存在四种

规范粒子，它们是带电的 W + 、W _ 和中性的 Z 0，

第四种就是光子，它们分别传递三种弱相互作用和

电磁相互作用。因而，这一理论不仅克服了无穷大

困难，而且还将弱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统一了

起来，因而这一理论被称为弱电统一理论。弱电统

一理论所预言的三种中间波色子经过人们长期的不

懈努力，最终在实验中被全部发现，并且它们的质

量与主要性质理论与实验也符合得很好。 

参与碰撞的粒子称为费米子，其自旋为半整数。

由于两粒子间的碰撞是间隔一定距离的，这种碰撞

并不是超距作用，而是要通过媒介粒子来传递，这

个起传递作用的粒子就象是一个“媒婆”，被称为玻

色子，其自旋为整数。传递力的作用的粒子以虚态

存在。对于弱相互作用来说该粒子为 W、Z 光子（光

子的运动速度为光速，由于其运动速度的下降，被

观测成了低速运动的 W、Z 粒子）。 在量子力学中，

粒子从初态到末态的跃迁，涉及到粒子的湮灭与产

生。可以近似的用费米公式和量子场论的相应公式

进行计算。 计算中，4 个费米子（中子、质子、电

子、电子中微子）通过一个中间玻色子联系。通过

跃迁前后费米子场与玻色子场的关系，将弱作用力

的耦合常数用电磁精细结构常数（也就是电磁力的

作用强度 1/137）进行替代，引入距阵元与费米相互

作用常数的关系。计算出 W、Z 光子的理论质量。 这

个计算结果与实验相符。从而反过来证实了弱电的

统一性，即：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是一种

力―――这就是 197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多年以来，关于电磁力已有了很成功的理论，

人们认为带电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由于交换光子

而产生的。但是按照这种解释，不能正确地理解弱

力。因为如果这样，传送弱力的粒子就应质量很大，

而不象光子那样静止质量为零。另外，依据这种理

论的计算总是包含无法理解的无穷大。1967-68 年，

温伯格和萨拉姆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种电磁作用和

弱作用统一的量子场论，从而解决了这些问题。但

是，他们的理论有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局限性：它

只适用于一类基本粒子。1970 年，格拉肖将这一概

念作了进一步推广，证明了亚核粒子的某种数学性

质（他称之为粲）能够使人们将电磁力和弱力之间

的这种联系推广到所有的基本粒子。温伯格、萨拉

姆和格拉肖的弱电统一理论预言：由于弱力的作用，

当电子猛烈撞击原子核后弹回时，检测到的左旋电

子和右旋电子的数目将会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宇称

破坏”，后来在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实验中心确

实被发现了。根据他们的弱电统一理论，除了存在

电荷流的弱相互作用外，还应存在中性流的弱相互

作用，即在反应过程中入射粒子和出射粒子之间没

有电荷交换。例如，p + e+ → p + e+。后来美国费

米国家实验室和西欧核子研究中心都在实验中发现

了他们预言的中性流。 弱电统一理论现已为许多实

验所证实，它使现存的四种基本相互作用实现了部

分统一。 

1933 年费米首先将电磁相互作用的原理推广

到弱相互作用，1954 年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和美国

物理学家密耳斯提出了对同位旋场规范化的 SU(2)

规范理论，称为非阿贝尔规范理论，1961-1971 年格

拉肖、黑格斯、温伯格、萨拉姆、特胡夫特等人经

过十年探索最终解决了理论的缺陷和困难，

1982-1983 年实验相继发现了弱电统一理论所预言

的三种波色子。虽然弱电统一理论取得了一定成果，

但是这一理论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例如这一理

论为了使参与弱作用的三种中间玻色子获得质量，

黑格斯曾经引入一种标量粒子，后来人们将其称为

黑格斯粒子，这种粒子（对应于黑格斯场）至今还

没有找到。弱电统一理论所引进的一些参数还没有

得到充分的理论解释，甚至这一理论还没有解释弱

作用的所有主要性质。 

萨拉姆(A。Salam)和温伯格(S。Weinberg)的弱

电统一理论，把分别描述电磁力和弱力的两条规律，

简化为一条规律。而 M 理论的最终目标，是要用一

条规律来描述已知的所有力（电磁力、弱力、强力、

引力）。当前，有利于 M 理论的证据与日俱增，已

取得令人振奋的进展。 M 理论成功的标志，在于让

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相容起来。

同弦论一样，M 理论的关键概念是超对称性 1。所

谓超对称性，是指玻色子和费米子之间的对称性。

玻色子是以印度加尔各答大学物理学家玻色（S。N。

Bose）的名字命名的；费米子是以建议实施曼哈顿

工程的物理学家费米(E。Fermi)的名字命名的。玻

色子具有整数自旋，而费米子具有半整数自旋。相

对论性量子理论预言，粒子自旋与其统计性质之间

存在某种联系，这一预言已在自然界中得到令人惊

叹的证实。 在超对称物理中，所有粒子都有自己的

超对称伙伴。它们有与原来粒子完全相同的量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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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电荷、重子数、轻子数等）。玻色子的超伙

伴必定是费米子；费米子的超伙伴必定是玻色子。

尽管尚未找到超对称伙伴存在的确切证据，但理论

家仍坚信它的存在。他们认为由于超对称是自发破

缺的，超伙伴粒子的质量必定比原来粒子的大很多，

所以才无法在现有的加速器中探测到它的存在。 
 
 
4、电弱统一作用质疑 

笔者认为,弱相互作用与电磁相互作用只所以能够

统一是因为对于微观粒子而言，在原子核内它们都

是斥力。现代物理学认为弱相互作用和电磁力是一

种力，中微子不带有电荷，没有电磁力，可是存在

弱相互作用，如何理解这些关系？ 

（1）王令隽的观点 

标准模型的建立需要做一系列的追加的关键

假定： 

第一个就是“弱同位旋”假定。理论家们首先

假定一个中性玻色子的存在以保证理论的规范协变

性。这一中性玻色子和带电的玻色子组成“弱同位

旋”等于 1 的叁个本征态，称为“规范玻色子” W0，

W,和 W-。第二个假定就是存在某种“中性电磁场”

中的“弱同位旋单重态粒子”（B 粒子）。第叁个

假定是：光子和 Z 粒子是由 B 粒子和中性的 W0 粒

子的线性组合。这些组合系数可以表示成某一角度

的正弦和余弦函数。这个抽象的弱同位旋空间中的

“角度”叫做“温伯格角”。 

弱同位旋假定是由核同位旋假定推广而来的。

核同位旋假定将质子和中子看成同一个粒子的不同

状态。其理由是，原子核的体积正比于核子的个数。

这使人们猜想核力与电荷无关。可是，仅仅因为原

子核的体积正比于核子的个数，就将质子和中子看

成同一个粒子的不同状态，实在是太牵强附会了。

这两个粒子的物理特性极不相同。质子带电，中子

不带电。带电的粒子如何能在某种抽象的同位旋空

间中旋转一下就转掉了电荷？ 

所谓旋转，应该可以停在某一个任意角度，而

不是只能停在零度或九十度。比如在弱同位旋中，

温伯格角就是大约 28 度。那末，核同位旋的角度是

不是也可以是任意的一个角度？如果可以，是不是

就对应于某个介于质子与中子之间的东西？这种粒

子存在吗？它的电荷是多少？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上经不起推敲的“同位旋”概念，居然被理论家们

当作当然的原理推广至弱相互作用和强相互作用理

论中，以至于假定没有质量的光子是由有质量的 B

粒子和 W0 粒子的线性组合，将组合系数表示成“弱

同位旋”空间中的“温伯格角” 的正弦和余弦函数。

在这里，部分小于全体的经典逻辑被违背了。光子

的质量等于零，而 W0 粒子的质量是 81 GeV，相当

于质子质量的 85 倍。把一个质量等于零的基本粒子

说成是两个有质量的玻色子的组合，有道理吗？难

道两个有质量的粒子组成在一起总质量反而变成零

了？ 

在该理论中，粒子衰变是中间矢量玻色子 W±

与 Z0 传递弱作用的结果，并有如下结论： 1、估

计计算了W±与Z0粒子的质量约为 80Gev左右。 2、

如果是轻子与中间矢量玻色子 Z0 耦合的弱作用，

参与粒子反应的轻子就不会有电荷的改变；即弱作

用中有所谓的中性流事件。 

(二)苟文俭的观点 

1973 年，美国费米实验室和欧洲核子中心在实

验中相继发现了中性流事件就是弱中性流。在 1983

年，欧洲核子中心在质子-反质子对撞机上，又先后

发现了与 W±、Z0 的质量相当的粒子，其中质量为

80.8GeV 的正负带电粒子被认为就是 W± 而质量

为 92.9GeV 的电中性粒子，认为也就是 Z0。因此在

当代的主流物理学界，一致认为弱电统一理论已得

到了实验的有力支持。 

标准模型的弱电统一理论始于上世纪六十年

的温伯格-萨拉姆模型。该模型是用 SU(2)×U(1)群

描述轻子的对称性，要求在场的定域 SU(2)×U(1)

变换下不变，这就必须引入四个规范场，其中三个

组成弱同位旋矢量场 Wμ，另一个则是弱同位旋标

量场 Bμ.Wμ的前两个带电分量就形成了带电的矢

量玻色子 W±，而 Wμ的第三个分量与标量场 Bμ

都不带电，它们组成了不带电的中性矢量玻色子 Z0

及光子 Aμ.上式中的θw 称温伯格角。使用希格斯

机制使对称性破缺，并适当选择θw 的取值，就使

矢量玻色子获得了质量 Eμ，而让光子 Aμ仍保持

零质量。 

该模型除了有 W±、Z0 及光子外，还需要一

个有质量的希格斯粒子。这是一种自旋为零的标量

粒子，现在俗称为上帝粒子，其质量最新估计范围

在 110 至 155Gev 之间。 

对弱电统一理论预言中间矢量玻色子及其质

量大小，从以上事实就清楚表明： 1、使用矢量玻

色子描述弱作用的关键是要有希格斯粒子。在

110Gev 至 155Gev 的质量范围，只有证实了希格斯

粒子确实存在，矢量玻色子才可能成为弱作用量子。

2、理论中的中间矢量玻色子质量大小，完全依赖于

温伯格角θw 的取值，所谓理论预言，实际是根据

实验的需要不断人为调整θw 的取值；而从定域

SU(2)×U(1)变换自身，根本就无法得到它需要的矢

量玻色子质量到底应该是多少。说理论预言了中间

矢量玻色子质量，完全言过其实。 弱作用过程中，

若始末态粒子电荷相差 1，就称是弱带电流，始末

态粒子电荷不变，就称是弱中性流。由于电磁作用

过程是中性流（交换的光子为中性），因此，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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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弱电统一，就必然有弱中性流。普遍认为 Z0 传

递了弱作用就会形成弱中性流。 

实验发现的中性流，是μ中微子打击核子，它

们发生了作用但没有改变其自身。对此很容易提出

来的问题是： 1、用μ中微子打击核子发生的作用、

与理论所述的 Z0 参与粒子衰变完全是两回事。 中

微子与核子运动都构成了物质波，它们在碰撞中完

全可以因为波动条件的改变（如迭加）、而使物质
波发生改变，从而形成相互作用，如此就不会有衰

变发生，当然也就不会有 Z0 参与的弱作用发生。

而 Z0 参与的粒子衰变，Z0 本身就要参与衰变生成

物的产生。 2、实验确定的 Z0 质量超过 90Gev，但

μ中微子打击核子的中性流事件的能量，却远低于

90Gev，即只有它们波的迭加而不是Z0存在的空间。

相反，在接近 90Gev 的能区，即在 Z0 存在的空间，

根本就无中性流事件！这一基本事实就说明：实验

中发生的中性流事件并没有 Z0 参与；实验发现的

中性流并非是弱中性流。 

以上陈述表明，对实验有力支持了弱电统一理

论的命题，就有如下两点认识： 1、对中性流实验，

由于μ中微子打击核子发生的作用、与理论所述的

Z0 参与粒子衰变完全是两回事，认为μ中微子打击

核子的中性流事件、也就是 Z0 参与粒子衰变的弱

中性流，显然就违背了推理必须遵循的充足理由律

这种最基本的逻辑常规。 2、全世界长期反复地实

验搜索的事实证明，现实世界根本就没有质量在

110 至 155Gev 之间的希格斯粒子，使用有希格斯粒

子使矢量玻色子获得质量的理论表述并不成立。认

为实验中质量为 80.8GeV的正负带电粒子就是W± 

质量为 92.9GeV 的电中性粒子就是 Z0，与质量在

110至155Gev之间无希格斯粒子存在的基本事实完

全矛盾。 说实验有力支持了弱电统一理论，这同样

也是当代物理主流理论的常识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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