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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黑洞理论之 7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溫度 Turm=2.7k的新計算方法，同时验证「宇宙黑洞模型」 的

正确性，和「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的错误====本文摘录改编自拙作《黑洞宇宙学概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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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者在前面第二篇 2-1 和 2-2 章中，已經論證了我們宇宙就是一個真正的史瓦西巨無霸宇宙黑洞

Cosmo-BH。而「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與作者的「宇宙黑洞模型」，认为我们宇宙的‘生长衰亡’的演變过

程遵循完全不同的規律（见 2-4 章）。「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认为：我们宇宙诞生于‘奇点’，诞生后的宇

宙 Mu是一个‘同等的能量-质量的封闭系统’，而遵循‘绝热膨胀’的规律。就是说，当宇宙外无能量-物质进入

到宇宙内时，即 Mu=常数时，宇宙就会一直降温膨胀下去；但是当宇宙外有能量-物质进入到宇宙内时，即

Mu增加时，宇宙的密度 ρr就会增加，按照弗里德曼模型，当 ρr增加到 ρr/ρc  > 1时，宇宙就会一直收缩下去，

直到最后回归成为‘奇点’，而形成‘奇点大爆炸’，而完成宇宙的一个轮回。更重要的是，宇宙的‘绝热膨胀’

不符合、也解释不了哈勃定律。作者的「宇宙黑洞模型」认为：我们宇宙诞生于无数的‘最小黑洞 Mbm=mp

普朗克粒子’，宇宙的膨胀是由无数的 Mbm不停地合并产生的，宇宙黑洞 Mub=Mu的视界半径 Rb是以光速 C

膨胀的，其膨胀规律完全符合哈勃定律。因此，我们宇宙是一个‘开放系统’；就是说，当我们宇宙吞噬外界

能量-物质或者与其它的宇宙合并时，Mub=Mu就增加，宇宙就膨胀；当宇宙外无能量-物质可被吞噬近来，或

者无其它的宇宙可合并时，宇宙就会不停地发射霍金辐射 mss而收缩下去，直到最后收缩成为 Mbm=mp而消

亡，而完成宇宙的一个轮回。其演变过程和规律完全符合作者的「新黑洞理论」和公式。2种宇宙模型在宇

宙诞生后到‘辐射时代’结束前的约 40万年之间，仅仅有着宇宙的辐射能温度 T与宇宙特征时间（年龄）t的

相同的关系公式，即下面的(1a)式--Tt1/2= k1，而这只是一种偶合（见 2-4章）。我們可以按照作者提出的「新

黑洞理论」的公式，并且对照「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近似的計算出現在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s --MBR）的實際溫度 Turm = 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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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黑洞宇宙；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實際溫度 Turm = 2.7k；「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宇宙黑洞的膨脹

規律 
 

笛卡爾：「我們不能依靠他人的權威去接受真

理，必須自己去尋找。」 

爱因斯坦：发现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

更重要，因为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

实验上的技巧而已，而发现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

或是从新的角度去分析，就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且还标志着科学的真正的进步。 
 

3-2-1 「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的宇宙膨脹降溫的

變化規律 

圖一是「大爆炸標準模型」中輻射溫度 T 與

時間 t 的數值對應關係。圖一中的資料來源於參考

文獻[2]和[3]，圖一中，t—宇宙特徵膨脹時間；T—

宇宙（輻射能）溫度；t----T的關係可以用公式簡單

的公式表示出來。 

在從大爆炸 t = 0 到輻射時代（Radiation Era）

結束時間 t = 385,000年，t----T的關係式是：【注

释】--见 2-4章； 

Tt1/2= k1 
[3] [4]； R = k2t

1/2
 ； TR = k3      (1a) 

在從 t = 385000年輻射時代（Radiation Era）的

結束時間到物質占統治時代（Matter-dominated Era）

的現在 t = 1.371010年，是分離的輻射能與物質混

合膨脹的時代，其 t----T的關係式是； 

Tt2/3= k2 
[3] [4]；  R = k7t

2/3；  TR = k8    (1b) 

必須指出，(1a) 與 (1b)式都不是嚴格的理論公

式，而是根據‘大爆炸理论’和實際資料總結出來的

經驗公式，所以誤差較大。經過作者較詳盡的計算，

(1a) 式是相當準確而符合實際的，因為輻射能與物

質在此期间是統一和可以互相转换的，宇宙的温度

和密度在任一时刻但是相同的。但 (1b)式的誤差較

大，實際上是錯誤的。因為在物質占統治時代，由

於物質成分與輻射成分的分離，而且恒星的核聚

變，而向外熱量等，因此物質團的溫度 Tm和膨脹較

難準確的測量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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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宇宙演變的「大爆炸」標準模型中輻射能溫度 T 與時間 t 的對應關係 [2] [3] 

 
 
 

3-2-2。我們宇宙就是真正的引力(史瓦西)黑洞，其

生長衰亡規律完全符合第一篇 1-1 章中提出的黑洞

的 5個普遍公式 

（1）作者在前面第一篇中， 完善了黑洞理

論，提出了許多新公式，在第二篇嚴格地證明了我

們宇宙就是真正的引力黑洞—CBH，其生長衰亡規

律完全符合作者提出的黑洞新公式的變化規律。黑

洞在其視界半徑 Rb上的幾個普遍的基本公式，見第

一篇 1-1， 

MbTb=(C3/4G)(h/2πκ) ≈1027gk [6]      (2a) 
mss = κTb/C2  [4]       (2b)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1]    (2c) 
GMb/Rb = C 2/2  [4]             (2d) 

普朗克粒子mp = Mbm最小黑洞的參數值如下： 

mss=Mbm=mss=(hC/8πG)1/2=mp=1.0910—5g (2e) 
Rbm≡L p

 [5]≡(Gh/2πC3 )1/2≡1.6110—33cm   (2f) 
(2a)式是著名的霍金黑洞其 Rb上的溫度公式；

(2b)式是霍金輻射 mss在其 Rb上的能量轉換公式；

(2c)是作者由(2a) (2b)式得出的一個新的黑洞在其

Rb上的普遍公式，這個公式完善了黑洞理論；(2d)

式是史瓦西對廣義相對論方程的特殊解，是黑洞存

在的必要條件。(2e)式是黑洞最後消亡在普朗克領

域的公式。 

上面和下面公式中的；Rb—黑洞的視界半徑，

Tb--黑洞的視界半徑 Rb上的溫度，mss—黑洞在視界

半徑 Rb上的霍金輻射的相當質量，h—普朗克常數 

= 6.6310--27g*cm2/s，C –-光速=31010 cm/s，G –-萬

有引力常數=6.6710--8cm3/s2
*g，波爾茲曼常數 κ = 

1.38 10—16 g*cm2/s2
*k，L p—普朗克長度；T p—普朗

克溫度；最小黑洞 Mbm的視界半徑 Rbm和 Rbm上的

溫度Tbm；最小黑洞Mbm的康普頓時間Compton time 

tc =史瓦西時間 tsbm ， 於是得出， 

tsbm=Rbm/C=1.6110--33/31010=0.53710—43s 
(2h) 

ρbm = 0.61093g/cm3     (2i) 
（2）我們宇宙黑洞 CBH的參數值 [1] 

請參閱前面 2-1-1 節，由於現代天文學精確地

測定了我們宇宙年齡 Au = 1.371010年，由此可得出

我們宇宙黑洞 CBH的視界半徑 Ru = CAu，按照(2d)

式，可得宇宙黑洞總質能量Mu，用球體公式得出密

度 ρu為； 

Ru = 1.31028cm；Mu = 8.8×1055g ≈ 1056g 
ρu=3/(8πGAu

2)=0.958×10--29g/cm3≈10--29g/cm
 (2j) 

由於Mu來源於 Nu個普朗克粒子 

mp = Mbm = 1.09 10—5g，所以 Nbu = Mu/mp. 

Nbu=Mu/mp=8.8×1055g/1.0910—5g=8×1050≈1061

           (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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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宇宙的熱歷史。[5] 本節完全引用自參考文獻

[5] p.56頁的 3.6節，省略了證明， 

宇宙在經過最初的激烈的動盪幾分鐘之後，便

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持續膨脹階段。在不斷膨脹過程

中，溫度不斷地降低。當宇宙溫度降低到 T ≈ 4000k

時，質子和電子開始形成中性氫。在此之前，宇宙

中輻射成分和物質成分通過康普頓效應耦合在一

起，共同處於熱平衡狀態，整個宇宙可用同一個溫

度 T 來描述。在退耦之後，輻射溫度 Tr和物質溫

度 Tm便不是同一值了；而且，宇宙狀態變為透明

的了。在輻射時代結束之前，宇宙充滿電離氣體，

由於散射效應的作用，使得光學厚度變得很大，因

此整個宇宙是不透明的。[5] 現將該段中的結論寫出

如下，當宇宙膨脹到 R時，其輻射溫度 Tr和物質粒

子溫度 Tm分別為： 

Tr  1/R              (3a) 
Tm  1/R2                  (3b) 

就是說，如原來輻射與物質粒子溫度相同的混

合體，在膨脹之後，Tr > Tm. 
 

3-2-4。求宇宙在其輻射時期結束時，即 tr 在 385,000

萬年時的宇宙輻射溫度 Tr= 4720k。 

已知現在實際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温度
Turm=2.7k 

（1）由公式  (1a)，Tt1/2= k1，Tbm (tsbm)1/2 = Tr 

(tr)
1/2， 

Tr = Tbm (tsbm/tr)
1/2 = 0.711032k (0.537 

10-43/385000 3.156107)1/2 = 4720k  (4a) 
【注释】。在<前言>中已指出，(1a)式--Tt1/2= k1

是「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與作者的「宇宙黑洞模

型」唯一共同认可的公式。但是由于「大爆炸標準

宇宙模型」认为宇宙诞生于‘奇点’，无法提高宇宙

诞生时的原始数据，于是，只能引用「宇宙黑洞模

型」中，宇宙诞生于‘最小黑洞Mbm=mp普朗克粒子’

的原始数据。 

（2）再從 tr =385000年到宇宙現在年齡 Au = 

1.371010年，即在整個物質占統治時代用 (1b)式，

可得出計算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溫度 Tucm1， 

由「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的 Trtr
2/3=Tucm1(Au) 

2/3； 

4720(385000)2/3=Tucm1 (1.371010)2/3; 
Tucm1 = 4720(385000/1.371010)2/3=0.667 = 4720 
(2.810--5)2/3 = 4.36k     

 (4b) 

這個 Tucm1=4.36k 溫度與 Ralph Alpher 和

Robert Herman早期在 1948年預測的背景輻射溫度

5k相接近，也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科學家們計算

出來的理論數值。 

由於 Tucm1(4.36k) > Turm (2.7k); 可見，(1b)式

誤差較大，不合實際情況。 

下面用改變指數的方法可取較精確的 Tucm2 數

值，Tucm2 = 4720(385000/1.371010)0.712  =  2.71k 

時， 

Trtr
0.712 = k2      (4c) 
可見，由(1b)式得出的(4b)式，Trtr

2/3=0.667 = k2

是一個不太準確的經驗式；而(4c)式比較準確，但

是(4c)式無法用較準確地的理論和公式表述出來，

所以只能用下面(3)和(4)節的新方法。 

我們知道，(1b)式所表示的宇宙在物質占統治

時代的膨脹是輻射與物質粒子的共同混合膨脹，根

據(3a) 和 (3b)式可見，對於輻射能，溫度 T的降低

正好與尺寸 R成反比，即 RT = k3，而(4c)中的指數

0.712 > 0.667--(4b)中的指數，這表明實際上輻射能

有更多的膨脹，相反物質粒子就得有較小的膨脹，

這是合乎宇宙在物質占統治時代的狀況的。可見，

(4c)式之所以較(4b)式準確，表明在 385000 年的輻

射時代結束之後，在宇宙中占著一半的空間的一半

物質的膨脹遠小於輻射能的膨脹。就是說，宇宙膨

脹到現在，輻射能膨脹所占著的空間會較多的佔領

物質較少膨脹的那一部分空間，即輻射能膨脹的更

為厲害，必使溫度有較多的下降。所以使得
Tucm2(2.71k) < Tucm1(4.36k) 

【注释】。由于「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與作

者的「宇宙黑洞模型」对宇宙膨胀规律的理论认知

是完全不相同的。前者认为宇宙从‘奇点’诞生后的

‘膨胀’是‘封闭系统’的‘绝热膨胀’，这是不符合实际

的错误的；后者认为宇宙从‘Mbm=mp’诞生后的‘膨

胀’是‘开放系统’的无数‘小黑洞’不停地合并所产生

的膨胀。因此，在宇宙同一时刻 t=Au、即使有着同

一温度 T 的情况下，2 种模型所得出的宇宙尺寸 R

和宇宙密度 ρ 等各种物理参数值都是大不相同的

（绝热膨胀的 R更小，密度 ρ就更小更小了）。因

此下面所有的计算公式都只能依据正确的「新黑洞

理论」的公式。 

（3）按照「新黑洞理论」的公式，求整個宇宙在

tr = 385000年的尺寸 RR，即其在那時宇宙的視界半

徑；求組成宇宙 Mu 的「子黑洞」Mr 的質-能量，

Mr的視界半徑 Rr，Mr的「子黑洞」數目 Nr，Mr

的密度 ρr； 

從前面的公式(2j) (2k)式中已經知道，我們現在

的宇宙黑洞--CBH，其總質能量 Mu = 8.8×1055g ≈ 

1056g，Ru = 1.3 1028cm；它來源於 Nbu = 1061個普

朗克粒子 mp= Mbm = 1.0910—5g 的不停地合併而

成。如果將最小黑洞 mp = Mbm = 1.0910—5g稱之為

普朗克時代的「子黑洞」的話，那麼，在宇宙長達

137 億年的演變膨脹過程中，每一瞬間「子黑洞」

的Mb，Rb，Nbu都是不相同的，而只是到了現在，

我們宇宙的—CBH才變成由一個「子黑洞」組合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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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r = Ctr = 310103850003.156107 = 3.645 
1023cm； 

Mr = C2 Rr/2G = 2.461051g; 
Nr = Mu/Mr = 1056/2.461051 = 3.6104 
ρr = 3Mr/4πRr

3 = 1.210—20g/cm3; 
由於 Mr「子黑洞」的密度 ρr是與當時整個宇

宙Mu的密度是一致的，因此，全宇宙的 RR， 

RR = (3Mu/4πρr)
1/3 = 1.261025cm  (4d) 

【注释】；如果按照上面「大爆炸標準宇宙模

型」中的(1a)式--R = k2t
1/2；首先因「標準模型」认

为宇宙起源于‘奇点的大爆炸’，但是‘大爆炸’提不出

宇宙起源任何的物理参数值。因此，只能用「新黑

洞理论」的宇宙起源于‘最小黑洞Mbm=mp普朗克粒

子’的数据。现在先求「標準模型」中宇宙起源于

Mbm=mp时的尺寸 Rbmu，由 Mu=4πρbmRbmu
3/3；可得

出 Rbmu= 3.210—13cm，再求出宇宙在 385000年时

的尺寸 RRe于是 RRe=Rbmu (tr/tsbm)1/2 = 51015 cm。同

时 宇 宙 在 ‘ 辐 射 时 代 ’ 结 束 前 的 宇 宙 年 龄

tr=Au=385000年，对于‘宇宙黑洞’来说，宇宙膨胀到

RR = 1.261025cm。由此可见「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

与「宇宙黑洞模型」虽有同样的 tr=Au =385000年，

还有同样的 Tt1/2=k1的公式，但是二者遵循完全不同

的膨胀规律。对于「大爆炸模型」来说，宇宙只膨

胀到 RRe= 51015 cm；但是「宇宙黑洞模型」的 RR
 

= 1.261025 cm；二者相差真乃‘天壤之别’。 

（4）計算出宇宙現在真實的微波背景輻射溫度

Tucm； 

在 tr =385000年的輻射時代結束時，由於宇宙

中輻射成分和物質成分通過康普頓效應耦合在一

起，共同處於熱平衡狀態，因此，可認為那時的輻

射成分與物質成分是大致相等而且所佔據的空間也

是各占一半的， 即各占 RR/2 的空間。從史瓦西公

式(2c)式可知，黑洞質-能總量 Mb與其視界半徑 Rb

成正比；再從(3a)式可知，Tr  1/R，即 Tr R = 常數。

如果假定宇宙從 tr=385,000 年 到現今的膨脹過程

中，首先假定物質粒子成分並不膨脹，不增加其體

積和視界半徑 RR/2，則輻射成分的膨脹就是由 RR/2

膨脹到現在的 Ru = CAu = 1.31028cm（其中包括

RR/2的物質成分佔據 Ru的部分相對較小，可以忽略

不計）。於是，按照(3a)式，就可以計算出現在實

際的微波背景輻射溫度 Tucm3。 

Tucm3=TrRR/2Ru=47200.631025/1.31028=2.3k 
(4e) 

上面計算出來的 Tucm3 = 2.3k 要稍小於實際的

微波背景輻射溫度 Turm = 2.7k，即 Tucm3 < Turm，表

明現在計算的 Tucm3 膨脹過了頭。其原因可能有：

宇宙在這物質占統治時代的膨脹中，一是物質成分

實際上可能因宇宙膨脹其壓力減少和核聚變增溫而

有所膨脹，二是在宇宙空間物質粒子團的收縮最後

發生了「核聚變」，其所產生大量的熱能對輻射成

分有少許的增溫。比如，如果令輻射能膨脹為現在

的 0.85 Ru，微波背景輻射溫度為 Tucm4，而物質為

0.15 Ru時，計算得出， 
Tucm4=2.3k/0.85Ru=2.706k=Turm =2.7k  (4f) 

(4f)表明，當宇宙從輻射時代結束膨脹到現

在，實際上輻射能由 RR/2 膨脹到 0.85Ru，物質由

RR/2膨脹到 0.15Ru。於是較準確地得出微波背景輻

射溫度 Turm4 = 2.7k =Turm。 
 

3-2-5 幾點猜想 

（1）在宇宙輻射時代結束時，即在 tr =385000

年，溫度 Tr = 4720k時，求輻射所耦合的物質粒子

的相當質量 mne。按照(2b)式，mss = κTb/C
2 

mne=κTr/C
2=1.3810-164720/91020=7.2310—3

4g           (5a) 
mne = 7.2310—34g是什麼？請看資料：電子中

微子的質量上限 υe = 9.110—33g，一個光子的等價

質量 = 4.210—33g，電子質量 = 9.1110—28g，µ子

中微子的質量上限 = 4.810—28g。可見，mne應該是

電子中微子或者電子反中微子，它們應該是宇宙中

最小的物質粒子了，它們也是輻射時代結束時，mne

所對應的光子（輻射能）的靜止質量。一旦在宇宙

輻射時代結束，輻射與這種最小的物質粒子與其對

應的光子解除耦合後，宇宙就變成透明的了，成為

輻射成分與物質成分分離的物質占統治的時代了，

在這個時代，輻射能因宇宙的膨脹而降溫和增加其

波長；物質粒子團的收縮就形成了星雲，繼續收縮

會產生核聚變而形成恒星系統，某些適合條件的行

星，最後會演化生物甚至有智慧的人類。 

（2）質子的質量 mp = 1.6710—24g， 因此，

mp/mne = 1.6710—24/7.2310—34g = 2.3109 ≈ 10
億 ：1          (5b) 

這個 10億 ：1 就是輕子（光子）與重子數的

比例，也是輻射時代結束時輻射能相當質量（= 中

微子質量）與質子質量的比例。 

（3）從 tr=385,000能到現在，物質和輻射能分

別膨脹的倍數 Bm和 Br是； 

物 質 ： Bm= 20.15Ru/RR= 20.151.3 

1028/1.261025=310 
輻 射 能 ： Br= 20.85Ru/RR =20.85 

1.31028/1.261025= 1754 
3-2-6 宇宙大爆炸標準模型 T—t图中的错误 

由于 Rr /tr =3.6451023/385000 3.156×107s 
=3×1010=C 

而且 Ru /Au=1.31028/1.371010 3.156×107 

=3×1010=C 

可見，我們宇宙黑洞一直在以光速 C膨脹，在

大爆炸標準宇宙模型 T—t 圖中，除了公式(1a)-- 

-Tt1/2= k1在 385,000年輻射時代結束前是正確的，

和計算數據合乎宇宙實際外，其餘的公式和計算的



 Academia Arena 2017;9(6)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39 

數據全是錯誤的。而根據作者新黑洞理論和公式，

在 2-2 章圖二中計算出來的宇宙黑洞演變的數值才

是正確无误的。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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