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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摘要）：借助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巨大能量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发现，为板块内部发生的大

地震的震源点论爆炸说，可能带来陈顒院士介绍汶川地震能量相当于 5600颗原子弹的能量潜力----因为氧元

素的立方体量子卡西米尔效应“能源器”，虽类似“弱力能源粉药”，但也类似“暗物质能源粉药”。它作

为大地震的震源机制，不是类似原子弹，而是类似氢弹爆炸----所有的其他地震因素，都只类似普通炸药，

它才是主因“炸药”。由此水与氧有关，大地震与水有关，机制不是水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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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6月 19日《科学网》记者徐徐报道，

最近出版的美国著名《科学》杂志上报告：“水重

量改变触发美加州地震频发”。这引起我们对水触

发大地震机制的争鸣。早在 2008年 5月 12日震惊

世界的汶川 8级大地震发生以后，我们提出“大地

震软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设”，认为大地震与水有关，

水与氧有关，氧与量子色动化学有关，量子色动化

学联系到普通化学物质元素的“编码质点”，可能

产生的无核衰变的影响显物质分子里的原子数不变

的分化组合性现象，而与非核衰变的化学反应多级

放热放能的元素离子分解和组合有关。这涉及到夸

克-胶子等离子体层次的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观察，

这可以对应到大地震的“岩浆幕”中去设想，而间

接的考察是地面的水体、地貌观察和地下应力的监

测。 

地震“对撞机” 成因假说类似把“板块断裂”

说和电磁“感应”说结合在一起的机制，这里的“对

撞机”不但是“膺大型强子对撞机”，而且是“软

大型强子对撞机”。其“膺”、“软”，是说它类

似“地震窗帘”----如果把产生大地震的地质板块裂

缝看成类似窗帘轨，把上百或上千公里的地质板块

裂缝积累起来的能量和压力形成的“岩浆幕”，其

中板块裂缝两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接触点在岩浆幕

形成的一层“薄膜”，看成类似陶瓷绝缘材料超导

体中的“空穴载流子”薄膜，如果能阻止电流的损

耗，那么这层岩浆幕超导体“薄膜”就类似板块裂

缝“窗帘轨”挂着的“窗帘布”。这张巨大的超导

薄膜“窗帘布”在板块裂缝下“飘荡”，可以倾斜

至裂缝两边上百或上千公里的地方。这还是仅指此

处地震“板块”断裂带、断裂带群的“感应”说，

另外还有此处地震“板块”断裂的地震波冲击，传

到远处的“板块”断裂带、断裂带群，引发的类似

“岩浆幕”的撕裂或组合。即岩浆幕能被大地震撕

裂，板块岩石破裂也能新添，而使岩浆幕大的可以

撕裂变小，小的可以组合变大----这也可以用来解释

彼处的大震、小震、前震、余震；其“感应”、“碰

撞”原理，也可以按“膺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说”依

样画葫。 

《科学》杂志上报告的“水重量改变触发美加

州地震频发”，联系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雨季水

重量的改变，同小型地震发生的频率存在关联。这

里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水或许还扮演了另一重角

色：触发地震。这是刚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毕业的地球物理学家克里斯多福·强森（Christopher 

Johnson），和同事收集了来自由 661个散布在加州

的 GPS传感器所构成网络的数据。这些组件敏感到

足以探测出水的重量、地下水开采、潮汐和其他因

素，导致地面何时上升或下降了几毫米。随后，他

们梳理了这些波动中有多少来自被加到地表或者被

从地表抽走的水，并且计算了它们如何影响地震开

始或形成的地下深处的力。他们将这些力的改变同

2006～2014 年间，加州发生的近 3700 次地震目录

进行了匹配。一种模型浮现出来：地震的增多同和

水相关的应力变化相一致。即由积雪、湖泊和水库

中所收集水的重量增加或减少导致的情况表明，地

壳的季节性弯曲可能触发特定类型的地震。 

克里斯多福·强森介绍说，对于一些断层来说，

地震在夏末发生得更加频繁。此时，水位最低，地

球则从此前沉重的降水负载中反弹回来。而对于其

他类型的断层来说，小型地震的增加出现在春季。

此时，由于积雪融化并向下游流去，地球处于反弹

的中间阶段。因此他们的这项发现，有助于表明地

表应力改变的持续时间，同其量级一样重要。加州

潮汐波动----地球的另一个潜在推动者----用与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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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水重量相当的力量击打着海岸。不过，它们对加

州地震的影响似乎很小。这可能是因为潮汐以 12

个小时为周期发生变化，而不是以 12个月为周期。 

河南省鹤壁市地震局池顺良教授，是河南省鹤

壁市科委副主任、市七届政协主席、鹤壁市地震局

高级工程师(教授级)。1940年生，河南人，1963年

毕业于同济大学。主要从事钻孔应变仪器研制、地

壳应变与应变固体潮观测、大地构造与地球动力学

研究，现为我国资深地震监测预报领域专家，中国

地震学会地震观测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

院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开放实验室客座研究

员、地震学报编委。2002年出版专著《海陆起源》，

对板块构造学说提出了质疑。 

池顺良教授 2017年 5月 11日 1的博文《汶川

大地震应变前兆的认识之路》提出，5．12 汶川大

地震之前，我国地震监测预报领域专家已经发现地

震有关信息，但不能肯定。为啥？缺乏认识大地震

机制的“软件”，或“软件”失效。这联系到我们

绵阳市 5．12汶川大地震之前的 5月 6日，《绵阳

晚报》刊登了地震局的专家释疑，回答江油群众当

时感觉到的许多小地震是否有大地震来临的猜测，

认为由于小地震数量远远多于大地震（即使不考虑

余震），所以绝大多数小地震并不是大地震的前震，

所以不会有后来类似 512汶川大地震的发生，请大

家不要惊恐。 

5月 12日早上开始发行的当天《绵阳日报》，

以《政风行风热线一周综述----市民反映问题，全部

办理完毕》为题，说 5日至 9日，市地震减灾局、

人防办、人口计生委、环保局、民宗局的主要负责

人，分别带领本单位的工作人员值守“政风行风热

线”。5日市地震减灾局值守“政风行风热线”时，

一江油市民打进热线咨询，前段时间江油一带有感

轻微地震，是否意味着地震活动有异常？值守完热

线后，市地震减灾局有关负责人立即与这名市民联

系，详细告知对方，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地球

板块在运动中积蓄和释放能量的一种重要方式，3

级以上地震全世界每年要发生十几万次，这些地震

中，有感地震并不多。实际上有感地震的多少与未

来是否有强震并没有直接关系，市民不必有恐慌心

理。但事实并不如专家所言，且碰巧的是当天下午

大地震就发生了，绵阳市的北川、平武、江油、安

县等县遭到重创。 

5．12 汶川大地震之后，绵阳日报、四川日报

在发北川、汶川的地震的新闻和采访中，也刊登了

如欧洋多等人的讲述，5．12 汶川大地震之前，在

北川，汶川，小地震经常有。只是因为在北川，汶

川的群众没有给绵阳日报、四川日报写信反映，或

者给绵阳日报、四川日报写了信，但绵阳日报、四

川日报考虑到“影响稳定”，没用单独刊登或帮助

请“专家释疑”。北川、平武、江油、安县，在绵

阳市管理的辖区，是 512汶川大地震的主震区。《绵

阳晚报》是一份绵阳市的官方晚报，绵阳市地震局

是绵阳市的官方地震局。按我国法律，大地震预报

只能是官方行为，地方的官方地震部门，也有权作

地方的地震预报。 

绵阳市地震局在 5．12汶川大地震临震前，在

《绵阳晚报》作地震预报，实为地方的官方地震部

门作的地震预报，属于官方行为，程序不违反我国

法律。至于预报准不准确，是水平问题，而首先作

了预报，是尽到了责任。因为如果预报不准确，绵

阳市地震局上面还有四川省地震局预报研究所。《绵

阳晚报》是在成都市等川内公开发行的报纸，绵阳

市的官方网站也作了转载。吃专业饭的四川省地震

局及程万正所长应该能够看到；四川省地震局看到

后应该向国家地震减灾局汇报。但到 5．12汶川大

地震发生已过六天，四川省地震局和国家地震局并

没有作任何反映，说明他们也是认可绵阳市地震局，

按标准地震软件作的标准解答。但六天后 5．12汶

川大地震发生了，无情地证明程万正所长等专家手

中的地震软件有失效之处。 

池顺良教授说：汶川 8级大地震释放的能量与

400 颗广岛原子弹相当，积蓄在地层中的巨量应变

能在总爆发前总会有少量“漏能”释放出来。因此

说：“地震是有前兆的，是能够预报的”，是有物

理根据的。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马瑾院士对此有

如下论述：“是否存在有助于预报的地震先兆呢？

显而易见，地震本身就是以突发形式表现的构造变

形，它的发生有一个由慢变快的物理过程，怎么能

没有先兆呢?” 但是，要捕捉到大地震“有助于预

报的地震先兆”却不是一件易事。是什么原因让捕

捉“有助于预报的地震先兆”如此困难？除了大地

震发生的的小概率外，马院士指出了三条原因：一

是台站空间覆盖率差，远离强震震中的台站难以观

测到关键现象；二是仪器的分辨率低、观测频带窄

也观测不到关键现象；三是地震先兆与主震关系的

复杂性，孕震地层并非均匀连续介质，前兆信号的

传递会受到裂隙和界面的阻隔，有时离震中较近的

台也可能因断层隔离，微弱的前兆信号被阻断不能

接收到。马瑾院士的言之有理，真能“亡羊补牢”

吗？ 

池顺良教授说，2008年 5月 12日，共和国成

立以来破坏力最大的地震瞬间就夺走了八万人生

命。为了不让生命再被地震夺走，地震预报的中国

道路必胜吗？十年快过去，八万同胞的生命能换来

不白流吗？不能。无可讳言，我国地震监测预报专

家，地震技术专家、大地测量与地球物理等研究实

验人员，大多数对高能物理学、暗物质、量子纠缠、

里奇张量等深度学习不够，对地震“对撞机” 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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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难于形成共识。而且大地震预报错了，国际国

内法律说明也不会有责任。 

池顺良教授的博文《“大地震孕育机制及其物

理预测方法”学术沙龙报道》说，地震能不能科学

预报，再次成为地震工作者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

科协于 2016年 8月 20-21日在北京举办第 111期新

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邀请 27 位相关专家学者就

“大地震的发震机制究竟是什么？可靠的普适性前

兆究竟存在与否？其究竟能否能被预测预报？”等

学界和社会关注的问题，进行研讨交流。这三大问

题，学术沙龙是否找到了答案？专家报告提出了哪

些有含金量的建议？马瑾院士提出的是“亚失稳应

力状态的探索”。白以龙院士提出的是“用空间对

地观测数据预报大地震的岩石破裂依据”。尹祥础

研究员提出的是“加卸载响应比理论预测地震的效

果及发展前途”。关于“大地震发震机制是什么？”

秦四清研究员提出“多锁固段脆性破裂说”、唐春

安教授提出“地球内部温度变化产生膨胀力驱动

说”、岳中琦教授提出“深部气体膨胀爆炸说”等

创新，虽都很宝贵，但与地震对撞机说不沾边。 

但池顺良教授也说：2010 年 8 月,邱泽华、张

宝红、唐磊在《中国科学》上发表文章，肯定姑咱

台应变异常与汶川地震有关,。汶川大地震发生前一

年半，中国地震局《数字地震观测网络工程》在全

国安装了应变、倾斜、地电、水化等多种前兆观测

手段，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数字化、分采样密度

记录了大量观测数据。汶川大地震虽然因失报造成

巨大损失，地震工作者并没有从与震魔作战的战场

上退却。512之后，地震系统各学科组即开展工作，

在观测数据中再次寻找有没有被日常监测分析遗漏

的前兆信息。负责钻孔应变台网管理的邱泽华、唐

磊小组，先是用常规方法进行资料处理，结论是：

一些台站，如姑咱台、德令哈台数据出现的变化均

由附近河流、水库水位变化引起，与汶川大地震的

发生并无关系。 

汶川大地震的发生与水并无关系，为啥？池顺

良教授也说，原来，传统的地震预报分析，通常使

用整点值钻孔应变数据。之后，邱泽华小组改用分

钟值钻孔应变数据再次进行分析，就发现并确认离

震中最近的“姑咱台钻孔应变仪观测到的频繁的脉

冲变化，是汶川大地震的前兆信号”。整点值与分

钟值数据记录的信号带宽相差 60倍，分钟值能够记

录到的信息，整点值就记录不到。这正是马院士指

出的“仪器的分辨率低、观测频带窄也观测不到关

键现象”。但马院士指出的这一困难，其实与缺乏

地震软大型强子对撞机说的水联系机制认识也有

关。2010年邱泽华、张宝红、唐磊在《中国科学》

上发表文章“汶川地震前姑咱台观测的异常应变变

化”一文就说：“汶川地震前一年多开始，位于龙

门山断裂带西南端的姑咱台钻孔应变仪，记录到异

常应变变化。这种异常变化以短周期(数分钟至数小

时)的“毛刺”形态为特征。该台钻孔应变观测的良

好的自检结果，说明了观测应变变化的可靠性。这

种持续出现的异常变化与季节变化明显不同步，不

是环境干扰因素造成的”。 

2011年《大地测量与地球动力学》刊登中国地

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张晶与刘琦的“Ｓ变换在汶川

地震前后应变变化分析中的应用”分析：“姑咱台

的观测记录在汶川地震前显示比较明显的异常，其

特点为：在周期为 2～4小时的背景信号的基础上，

周期约 10～60 分钟的信号在汶川地震前开始大量

出现，震后逐渐衰减……与汶川地震有较好的相关

性……通过仪器的自检关系，基本排除了姑咱台仪

器故障的可能性；气压变化也没有表现出与畸变信

号的相关性；此类畸变信号没有年变规律，因而不

太可能与降雨、冰雪消融这类准周期的因素对应；

此异常现象于震前１年已经开始显现，持续时间长，

不应该是大风引起的。因此，即使上述因素对姑咱

台观测到的畸变信号有所影响，也不会是主要因素，

畸变信号应与地震相关”。 

关于地震前兆的情况相当复杂。存在有前兆、

有地震，也存在有前兆无地震的情况。汶川大地震

究竟有没有前兆？这个对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极

其重要的问题，在地震系统内部是存在不同看法的。

池顺良教授等在《地球科学前沿》上发表的“汶川

地震和芦山地震的有助于预报的地震前兆” 文章，

试图在前兆信号中寻找到可以判断强震孕育已进入

亚失稳（或应力状态已达强度极值）状态的特征。 

当然如果能在震前能接收到地震软大型强子

对撞机说的水联系机制有关前兆信号，跟踪并从分

析这些信号特征的演变，及时判断强震孕育已进入

亚失稳状态，那么会拓宽思路有助于预报大地震。

这里，一是从汶川地震姑咱台的观测实践中得到的

认识，具有普遍性还是特例，还要回到实践中接受

检验、充实完善。 

二是即使我国的很多学者承认水有触发地震

因素的机制，但也是与美国地球物理学家克里斯多

福·强森等认为的，与水的重量触发地震频发的机

制，地震预报的中国道路并没有与国外不同。例如，

北京学者王红旗先生发表的：长江三峡水库建坝后，

蓄水增重，水的重量引发导致地震的“木桶效应”

之说，是将四川盆地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木桶，它最

短的一根木条所在地就是长江三峡。因为江河峡谷

的长江三峡是四川盆地这个大木桶的山口，和水、

汽进出的咽喉要道。三峡大坝的建成，等于是把这

个大木桶最短的一根木条加长，三峡大坝提高了四

川盆地的凹陷程度，在三峡下游与上游之间形成一

道挡水挡风的墙。中国工程院院士、三峡工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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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评估专家组组长沈国舫称：“通过对 2003-2008

年三峡蓄水后的研究，与蓄水之前对比是有变化的，

这与当年三峡工程论证时有升高估计一致”。 

又如，《地震地质》杂志 2008 年，发表雷兴

林，马胜利，闻学泽等的《地表水体对断层应力与

地震时空分布影响的综合分析—以紫坪铺水库为

例》，类似紫坪铺水库蓄水增重，诱发地震机率很

高之说。紫坪铺水库位于四川都江堰市麻溪乡,岷江

上游干流处；是一个以灌溉、供水为主，结合发电、

防洪、旅游等的大型综合利用水利枢纽工程。2008

年 5月 12日震惊世界的汶川 8级大地震发生以后，

因为汶川地震的许多“反常”现象，以及紫坪铺水

库与汶川地震的特殊时空关联，不少专家学者都怀

疑紫坪铺水库的蓄水活动诱发了汶川大地震。其中

雷兴林先生等提出的各种地震统计参数的变化点与

水库水位的变化点，就说具有良好的对应关系，反

映出紫坪铺水库的蓄水和放水（即加压和卸载），

对该区地震活动产生了明显影响。其中日地震频度

（每日地震发生的次数），在几个大的水位变化阶

段都出现了跃升；b 值是反映震级与地震频度关系

的重要参数，地震活动强度愈大，则 b值愈小。在

2005 年 12 月紫坪铺水库水位到达 840 米以后，库

区地震活动最明显的特征是ｂ值的总体下降趋势，

表明地震活动趋强。 

构建地震预报的中国道路，我们赞同水与触发

大地震的机制，但不赞成是蓄水的重量改变触发地

震之说，而认为是地表和地下水的大量存在，因水

对岩层裂缝的渗透，能增加为“岩浆幕”提供氧元

素的几率。这是我们基于“大地震软大型强子对撞

机假设” 的长期业余研究，认为大地震与水有关，

水与氧有关，氧与量子色动化学有关……这个想法，

除汶川地震发生后，在全国很多网络论坛发帖外，

2009年 1月 4--5日第二届上海量子信息与健康论坛

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在上海这次论坛上，我

们与绵阳师范学院化学系何志坚教授向大会提交了

两篇论文：《弱力能源量子信息与健康》和《汶川

大地震量子信息与健康初探》，在大会宣讲；正式

提出“拟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说，把大地震的结构

信息原理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交换信息原理对应联

系，融合板块断裂说与电磁成因说，试图定性解释

大陆内的一个地区为什么能释放如此巨大的能量？

为什么长长的地裂带能以“点源论”的方式，长时

间持续地发生更大威力的“大爆炸”？ 

由此。我们引出能否利用“拟大型强子对撞机”

假说，预测、关注地震区高能粒子运动状态变化等

形成条件，与地震联系的量子色动力学、量子色动

化学、量子色动几何等，对应在“震源点”大爆炸

的微观机制。因为如果“交叉”拟大型强子对撞机

原理假说中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反应，必然要

考虑“谁”是拟大型强子对撞机中提供的“反应物

质”？如果是“氧”元素，其“游戏”原理是什么？ 

其实，这也和霍金辐射原理有相似之处的。霍

金辐射和量子真空卡西米尔效应，与能量量子隧道

效应是同理的，也是缠结的----即卡西米尔效应也是

真空量子起伏引起的。量子起伏是由不确定性原理

决定的，这其中就含有能量守恒原理。所谓卡西米

尔效应是指两片平行板之间的吸引压力，是由平板

之间的虚粒子量子起伏的数目，比平板外正常量子

起伏数目减小造成的。这是卡西米尔早在 1948年提

出的一项检测真空能量存在的方案。上世纪 40年代

荷兰科学家卡西米尔和奥弗比克，从流行的胶体理

论存在的缺陷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后，就开始做起的

这种“游戏”。他们给予的实验证明和解释是，真

空能量以粒子的形态出现，并不断以微小的规模形

成和消失。在正常情况下。真空中充满着几乎各种

波长的粒子，如果使两个不带电的金属薄盘紧紧靠

在一起，较长的波长就会被排除出去。接着，金属

盘外的其他波就会产生一种往往使它们相互聚拢的

力，金属盘越靠近，两者之间的吸引力就越强。 

到 1996 年，物理学家首次对这种卡西米尔效

应进行的测定，实际测量结果与理论计算结果也是

十分吻合。真空卡西米尔效应和能量量子隧道效应

是紧密相连的，而且是量子色动化学的增长极。但

这里先不说“量子色动化学”，而是先来做“量子

色动几何”的科学“游戏”。众所周知，从普通的

化学反应到核化学反应，都是以元素周期表中元素

原子的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可分和不可分的变化

来决定的。理论上真空的量子起伏，也类似“真空

粒子”的“衰变”。卡西米尔“游戏”做到原子核，

如果质子数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力系统，而是有很多

起伏，那么在原子核内部空间的弱力“共振”，也

能够以一种通过同位素质谱仪以及严格的色谱-质

谱联用的检测结果的方式，测量到这类弱力能源反

应的起伏。因此，也就能把“氧核”包含的相当于

卡西米尔板的“量子色动几何”科学“游戏”设计

出来。 

如果氧基的内部空间类似“真空”，氧核的 8

个质子构成的立方体，类似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

效应，这种“量子色动几何” 效应是元素周期表中

其他任何元素原子的原子核所含的质子数不能比拟

的。这其中的平面几何道理是：形成一个最简单的

平面需要 3个点和 4个点，即 3个点构成一个三角

形平面，4 个点构成一个正方形平面。卡西米尔效

应需要两片平行的平板，三角形平板就需要 6个点，

正方形平板就需要 8个点。把这些“点”看成是“质

子数”， 6个质子虽然比 8个质子用得少，但比量

卡西米尔效应，8个质子点的立方体是上下、左右、

前后，可平行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即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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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方位的。 

而 6个质子点的三角形连接的五面立体，只有

一对平板是平行的。同理，16个质子点的超立方体，

是上下、左右、前后对称包含小立方体在内的大立

方体，又是可平行形成 3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所

以量子色动几何“游戏”以“8”为基数，在 16项

中设计了 11种“量子色动化学”生成元“游戏”：

即把元素周期表中所有元素原子的原子核所含的质

子数相应减去“8”，剩下的数字凡是大于“8”的，

又减去“8”，形成以“8”分层级的“卡西米尔元

素周期表”。元素周期表中元素原子的原子核所含

的质子数大于 16 的，把“8”逐层分离，小于 16

时，按上面第二层级的在 8 点图像的基础上按前 4

至 6的方法变化构图。 

焦克芳猜想是指 2009年 7月 28日，中国军事

医学科学院药理毒理研究所研究员焦克芳教授，给

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会长吴水清研究员的信中

说：“我之所以没有把核素黑手点出来，是因为缺

少足够证据。希望有兴趣的网友揭露这 12个核素的

生成秘密”。我们认为，焦克芳先生提出的是一个

关于科学新时代的地壳元素核素衰变猜想。好在这

篇发表在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网站首页的《捉住

一只“黑手”》的文章不长，现全文抄录如下：把

焦克芳所说的那前 12种元素排序，从氢开始删去，

对剩下的氧、硅、铝、铁、钙、镁、钠、钾、钛，

或氧、硅、铝、铁、钙、钠、钾、镁、钛等 9元素

排序的规律，作为寻找的标准并不会受影响。 

由于在 2009 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上，

和在这前后我们发表数篇众多的关于大地震“拟大

型强子对撞机”假说原理的报告，并不否认地壳板

块断裂带的挤压、碰撞、错动、滑移等引发地震的

这类机制；而且说明这种宏观机制，和类似火山爆

发机制，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地质起决定性的。但

它们为什么不经常爆发？为什么会固定在某一处爆

发？这与它们的微观机制及其概率是有联系的。 

我们的说明是，大地震和火山爆发，是与微观

的“量子色动化学”机制及其概率是联系在一起。

由于发现小尺度结构的无标度性实在，从部分子的

真空卡西米尔效应和能量量子隧道效应是量子色动

化学的增长极，如量子隧道效应借来的“能量”也

类似虚粒子，也是由不确定性原理和能量守恒原理

产生的，而还回去也类似“衰变”产生的正反虚粒

子对的湮灭----由此来看来量子色动化学，最基本的

实验是真空卡西米尔效应，而和真空卡西米尔效应

最接近、最简约的数是“8”。即它类似正方形的 8

个顶点，在局域和全域都是最接近、最简约的一对

或上下左右前后三对卡西米尔效应平板的经验图像

和先验图像。但对于所有的自然数，甚至包括所有

的实数、复数来说，是无限多的。但由于“8”只有

一个，所以 8的概率，在自然界是无限分之一，即

没有奇迹能发生；然而奇迹却在大地震和火山的爆

发得以证实。 

这也是引出量子色动几何“游戏”的起因。而

焦克芳地壳元素核素衰变猜想，把这种“游戏”推

向了高潮。即地壳元素中分布最多的前 9个元素的

形成规律，是由于几十亿年以来，地壳发生的无数

次类似大地震和火山爆发的量子色动化学“微调”

排列的。这可以通过前面介绍的量子色动几何层级

图像的严格计算与分析，其规律之明显，可定性与

定量地表达出来。 

开头已经说过地震“对撞机” 成因假说，类

似把“板块断裂”说和电磁“感应”说结合在一起

的机制。2008 年 6 月 24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

行的“中国科协防灾减灾学术报告会”上，中国地

震学会副理事长，中科院院士陈顒分析汶川地震，

他把地震地壳运动方向与断层垂直，看作这次汶川

地震最大的特点。他说，世界上大陆地区发生的地

震，多数运动的方向和断层是平行的，被称为“沿

着断层的走向滑动”；但汶川地震却恰恰相反，这

次地震发生在青藏高原东部，它的地壳厚达 65 公

里，东边的四川盆地地壳厚度为 35公里，地震发生

时，龙门山往上升，四川盆地往下降，运动方向和

断裂垂直。他将这次地震形象地比喻成“在绸布店

买布扯布”，岩层断层的滑动从西南方向开始，然

后像扯布一样，一直往东北方向撕，一直撕到北川，

整个撕的过程大约持续了几十秒，便撕开了 350公

里长的口子。而主震后的余震，一直沿着“撕破”

的地壳，分布在 350多公里长，60公里宽的区域里。

从陈院士的地震“绸布”到软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窗

帘布”，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它们都共同指向地震

板块断裂说的“场态”。 

“绸布”说与“窗帘布”说的不同，是在对“双

震源”的解释上。按 2008年 9月 3日国家测绘局、

中国地震局，联合向全社会公布的汶川地震地形变

化监测结果的《汶川地震烈度分布图》标示，“绸

布”的震源从西南方向汶川的映秀开始爆发，“一

直往东北方向撕，一直撕到北川，整个撕的过程大

约持续了几十秒，便撕开了 350公里长的口子”。

图示说明，本次地震的震中烈度达Ⅺ度，以汶川县

映秀镇和北川县县城为两个中心。 Ⅺ度区：面积约

2419平方公里，以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和北川县县

城为两个中心呈长条状分布，其中映秀Ⅺ度区沿汶

川－都江堰－彭州方向分布，长轴约 66公里，短轴

约 20公里；北川Ⅺ度区沿安县－北川－平武方向分

布，长轴约 82公里，短轴约 15公里。即以汶川县

映秀镇和北川县县城为中心的两个相隔较远的地

区，烈度都同为 11级。 

虽然烈度可以与震级不同，如房屋倒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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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亡的严重程度，因与房屋的建筑质量、人口的分

布密度相关，震级较小，但烈度也可升高；然而类

似山崩地裂的纯烈度还是与震级成正比的。如果把

在绸布店扯布的动力比做射箭，从映秀镇把箭射到

北川县城，震级即使不减小，已是到了下限方向，

山崩地裂的纯烈度也有所减小，但北川县城这个 11

级烈度区，山崩地裂的纯烈度并没有减小，类似从

映秀镇射到北川县城的箭，反而又加快了速度。那

么北川是主震映秀后的余震吗？按陈顒院士的“在

绸布店扯布”模型，自然是“余震”。但按“软大

型强子对撞机模型”，它既是“余震”，又是映秀

镇下的“岩浆幕”窗帘布上的对撞机震源，引发了

北川县城下的“岩浆幕”窗帘布上的对撞机震源。 

由于汶川县映秀镇和北川县县城是在同一条

板块断裂带上，映秀镇下的“岩浆幕”窗帘布和北

川县城下的“岩浆幕”窗帘布，既可以类似是同一

张“窗帘布”，有两处“对撞机震源”；又可以类

似是中间有缺环的两张“窗帘布”，各是各的两处

“对撞机震源”。所以映秀镇下的“岩浆幕”窗帘

布上的对撞机震源发生的震级，可以比北川县城下

的“岩浆幕”窗帘布上的对撞机震源，被引发的震

级大，也可以小。这就是在同一次主震区内，有时

可以在同一小时或同一天、同一周、同一月内，发

生两次 7级以上的大地震，或更多次的大地震。这

里的“几率”也就是我们想寻找的地球软对撞机震

源，引爆的数学方程的最初公式。 

地震软对撞机概说，相对整个地球来说，某个

地方发生地震，就像某个地方发生了下雨一样，始

终是局部的。而下雨属于气象科学，但类似星云图

的运用，对某个地方下雨的准确预报，可以纳入对

半个地球的气流运动的联系中；然而地震科学的准

确预报却仍停留在局部的观测上。而且与地质科学

也不同，即使地震的板块断裂说来源于地质科学的

板块说，但地质科学是着眼于全球的，而地震科学

则是陷于局部的，原因就在于震源的动力，不是“多

元一体”类型的理论。 

科学的特征是“多元一体”走向精致化。地震

的板块断裂说，虽然动力足够，但不能说明能集中

到震源的“一点”。能说明可集中到震源的“一点”，

又不能说明岩石的应力，能长期抵抗这种巨大的动

力。电磁闪爆说能说明集中到震源的“一点”， 又

能说明岩石的应力可抵抗这种瞬间爆炸的动力，但

对其动力的足够却难以说明。这包括类似天然气的

气爆说，也是一样。 

但地震表现出的板块断裂说、电磁闪爆炸说、

气爆炸说、核爆炸说等特征，又说明它们是“多元

一体”的。地球软对撞机震源引爆说，不但能包容

以上各说，而且还能把地震科学推进到一种全球体

系中来观察预报。 

陈顒院士在介绍汶川地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大的地震时说，从地震波、

能量和烈度三个角度，描述它的“大”。首先，从

震后地震台网监测的情况看，汶川地震波在 20分钟

之内传遍了全世界，地震波非常强。地震工作者找

到了德国的一个台站，那里离唐山与汶川的距离相

同。该台站记录下的汶川地震波震动时间和震动强

度远远超过了唐山地震。从能量的角度来说，汶川

地震的能量相当于 5600颗原子弹，而每一颗原子弹

的当量是 2000万吨标准炸药。在汶川县映秀镇下的

“岩浆幕”震源的“一点”放上了 5600颗原子弹的

能量，这是电磁闪爆炸说、气爆炸说、核爆炸说等

原理不能解释的。 

但如果是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原理却能很好地

解释。李政道先生曾提醒我们注意：夸克和胶子等

离子的能量威力。联系在点源发生大地震的能量机

制，与人类所知的自然现象和所做的科学实验结合

能证实的，不完全是雷电爆炸能量、原子弹氢弹爆

炸能量所能对应的。主要可能还是人们刚认识的产

生夸克和胶子等离子的能量之所大的原因，才能对

应。大地震、板块学说、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三者的

联系，是自然指向膺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地震窗帘

假说”，或称“软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说”。 

这也是我们说的科学“长杆”认识。这不外星

球的语言。目前如碰撞的宇宙、膜、弦及其他的“时

空撕裂” 一类的核魂自然，已经是地球人的语言；

只要读《看不见的世界》一书就知道。有人问：汶

川地下有“软大型强子对撞机”，四川地下有“软

大型强子对撞机”，中国地下有“软大型强子对撞

机”，大多数国家地下都有“软大型强子对撞机”，

这是不是搞笑？ 

理由是，如果大自然，连一块人造的简单得多

的手表，都造不出来，怎能造出比大型强子对撞机

更复杂的软大型强子对撞机？那么我们可以说：搞

笑？废话。如果我们把手表和生物钟的功能对应，

大自然能创造复杂无比的生命，那么大自然创造的

“生物钟”，不但可以比“手表”简单，也可以比

“手表”复杂。由此我们也能摸清大自然创造“软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秘密。众所周知，建于瑞士日

内瓦和法国交界处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

对撞机（LHC），是一种模拟宇宙大爆炸后万亿分

之一秒的实验机器。由于它为人类认识宇宙起源、

物质起源和理解高温高密核物质，具有巨大价值，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里我们所关注的是 LHC将质子和反质子束，

在地下约 60米 、周长约 27公里的储存环中加速到

7 万亿电子伏特，然后相互对撞，产生目前人类在

实验室里能达到的最高能量。这正是我们希望借助

LHC的巨大能量发现理论，为板块内部发生的大地



 Academia Arena 2017;9(7)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2 

震的震源点论爆炸说，可能带来提供类似相当于

5600颗原子弹爆炸的能量举证说明的潜力。因为氧

元素的立方体量子卡西米尔效应“能源器”，虽类

似“弱力能源粉药”，但也类似“暗物质能源粉药”，

它作为大地震的震源机制，不是类似原子弹，而是

类似氢弹爆炸：所有的其他地震因素，都只类似普

通炸药，它才是主因“炸药”。但这不是如目前一

些人，简单地把 LHC实验与宇宙大爆炸及“黑洞”

联系起来，认为这项实验会产生类似黑洞及大爆炸

的极大能量释放。 

当然也有科学家反过来说，LHC的能量释放尺

度上小于黑洞大爆炸数十亿倍，LHC实验产生的对

撞，在现实中就犹如两个小石子的对撞，不能对太

阳和地球产生什么影响。这种说法，反过来提供了

一些计算信息：一个高能质子与另一个高能质子的

对撞，只有犹如两个小石子对撞大的能量，而且还

说连宇宙射线中高能量粒子携带的能量，也要高出

LHC 加速的粒子的能量数亿万倍----这提供的计算

数据是，一个质子的“体积空间”有多大？一块小

石子的“体积空间”有多大？两者相除其数量也巨

大，如果再乘以两个小石子对撞大的能量，也有相

当于 5600颗原子弹爆炸的能量。即这类似在一个具

备一块小石子大小的“体积空间”中，完全被质子

充满，而发生的类似两个接近光速的高能对撞。这

是其一的简易计算。 

其二，实际的高能对撞，是将所有质子，分属

将近 3000个束团，每个束团约由 1000亿个质子组

成。这每个束团非常纤细，仅 16微米，长度数厘米，

像一根短小的蚕丝。科学家必须想方设法让这么纤

细的小蚕丝沿着顺逆时针两个方向准确运行，并在

4 个对撞点上准确地让一根与另一根相撞，并且是

依次相撞，并非齐头并进。当然运行时每个质子束

团中的 1000亿个质子，只有 20个与另一个质子束

团的 20个碰撞，即产生 20个事例。由于这些“小

蚕丝”是依次排队碰撞，所以每二个碰撞都有间隔，

但间隔仅 25纳秒。而剩余粒子，会被反向的群的电

磁力推向偏离。由于整个粒子束会绕行环形加速器

4 亿圈，那么，每一圈的偏离都累积起来，如果想

使粒子束中的离子不会大量意外损失，维持实验时

间，粒子束密度就不能超过一个极限。LHC能够保

证每秒钟发生至少 6亿次的粒子对撞。每次对撞能

产生出的上千个粒子。这里质子虽小，但相对于另

一个质子来说，却非常大。就相当于在宇宙中渺小

的人类相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并不渺小。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碰撞是身体部位的拳头

对拳头、脑袋对脑袋的碰撞，那么对应这些质子的

碰撞，是应当于质子的“部位”夸克和胶子之间的

碰撞。如果这种能产生令人畏惧的反应能量，原因

之一也许是达到核子最高的能量密度的能量区的夸

克-胶子等离子体，与类似产生负压力的时空撕裂或

暗能量的能量区接近，国外研究粒子物理学的科学

家们，希望能通过这项宏伟的撞击实验，发现在理

论模型中形成物质质量的“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

子，而没有像我们这样，把大型强子对撞机与大地

震联系起来；那么我们来看看粒子物理学家们对这

种研究的巨大兴趣出自何方？这是因为他们经过长

期的研究和探索，建立起了被称为“标准模型”的

粒子物理学理论，它把基本粒子（构成物质的亚原

子结构）分成 3大类：夸克、轻子与玻色子。再为

了修补标准模型理论大厦无法解释物质质量的来源

的缺陷，英国科学家希格斯提出了希格斯场的存在，

并进而预言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假设希格斯

玻色子是物质的质量之源，是电子和夸克等形成质

量的基础，其他粒子在希格斯玻色子构成的场中受

其作用而产生惯性，最终才有了质量。 

标准模型预言了 62 种基本粒子的存在，这些

粒子基本都已被实验所证实，而希格斯玻色子一直

未被发现，寻找希格斯基本粒子因此被比喻为寻找

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圣杯”。三旋理论对此已建立

起物质族质量谱公式。如果把产生大地震的地质板

块裂缝看成类似窗帘轨，把上百或上千公里的地质

板块裂缝积累起来的能量和压力形成的“岩浆幕”，

其中板块裂缝两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接触点在岩浆

幕形成的一层“薄膜”，看成类似陶瓷绝缘材料超

导体中的“空穴载流子”薄膜。它们如果能阻止电

流的损耗，那么这层岩浆幕超导体“薄膜”就类似

板块裂缝“窗帘轨”挂着的“窗帘布”。这张巨大

的超导薄膜“窗帘布”在板块裂缝下“飘荡”，可

以倾斜至裂缝两边上百或上千公里的地方。如果把

张巨大的“岩浆幕”超导薄膜看成是大地震发生的

“庄家”，那么在板块裂缝带和裂缝两边上百或上

千公里的地方发生大地震和余震的几率，都操在“庄

家”手里的。 

因为这里的“算牌”是，如果把岩浆幕超导“薄

膜”在类似电磁场现象和磁暴现象等作用下，产生

类似回旋加速器的机制与发生大地震和余震的几率

联系，那么把大地震的结构信息原理与大型强子对

撞机的交换信息原理对应，这也许就是膺大型强子

对撞机能产生大地震和余震的几率原理。即一是回

旋加速器有电子回旋加速器和质子回旋加速器等类

的几率之分。二是回旋加速器中粒子的碰撞，还有

是发生在“薄膜” 岩浆幕的上、中、下以及左、右

等位置的不同几率之分。三是大地震发生，把这张

巨大的“岩浆幕”超导薄膜破坏后，在原位或新的

位置能再产生“岩浆幕”超导薄膜的几率也还有，

并且比赌场的洗牌、出牌绝对复杂。 

因此这才是地震预报世界性难题的问题之所

在。例如“膺大型强子对撞机”类似长跑运动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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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要把质子一类的高能粒子留住，要让高能

粒子在回旋轨道中运动，就需要强大的磁场，才有

对高能粒子的约束力，也才能减轻巨大能量积聚对

板块断裂带周围脆弱的岩层的应力。这正是“电磁

成因说”的用武之地之一，而“板块断裂说”却不

能解答巨大能量的积聚，跟板块断裂带周围脆弱的

岩层的应力矛盾的处理。其次，要有强大的磁场，

就需要强大的电场，这正是“电磁成因说”的用武

之地之二。但有了强大的磁场和强大的电场还不行，

还需要超导薄膜一类电阻、磁阻很小的轨道材料，

这又是“板块断裂说”才能提供的，而“电磁成因

说”也不能解答这类问题。大地震也许并不欺人，

是欺人不买科学“长杆”的单。 

买单不准，从5.12大地震后到2016年8月20-21

日，中国科协邀请 27位相关专家学者，在北京举办

第 111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就大地震的发震

机制究竟是什么，仍没有共识，也可以看出地震预

报多失败的因素。如果把地质学家、地震学家、高

能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政治家等比做计

算机，那么把人类总结出的书本知识就可以比做软

件。即使软件本身没有“病毒”，但由于前沿科学

不断深入研究，科学高度随时代的变化，曾经可行、

可理解的办法，在今天也可能使这类有关的软件产

生部分失效的效应。5．12 汶川大地震发生，死难

近八万中国同胞，也无情地证明之前国际通用的类

似罗伊顿和麦克阿里斯等专家卖的地震软件，是失

效的，或者至少应承认该地震软件有失效的地方。 

大地震的结构信息原理与大型强子对撞机的

交换信息原理对应联系，这也许就是膺强子对撞机

能产生大地震的原理。它把“板块断裂说”和“电

磁现象说”等地震软件包容起来作类似夸克以外、

超弦以外“长杆”的推进，是说类似地球板块裂缝

的压力和地磁爆，也许会积聚放射性粒子物质；而

类似直线或环形的板块裂缝及巨大的“岩浆房”中

的物质流动、旋转，也许会有粒子直线加速器或环

形加速器的结构信息。地震预报虽是世界性难题，

但大地震的震源主要成因大致只分成两派，即主流

为“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非主流为非“板块断

裂说”地震软件。 

“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的主要观点是：地震

是地壳岩石受力变形、突然破裂的过程。其代表性

人物是美国地震学家里德（H.F.Reid），基于对 1906

年旧金山大地震中地面出现的最大断层错距为 6米

的大断裂的观察，于 1911年提出的著名的“弹性回

跳理论”。在很多地震发震过程中，虽发现如电磁

波、地电场、地电流以及对应的大气电场等异常变

化，其中也包括地光、地声、地热、红外辐射、地

形变以及狂风暴雨之类的气象异常等存在的电磁异

常现象，但“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则把这样的电

磁异常视为地震的伴生现象，即是地下岩石破裂产

生的“压电效应”导致的，还做了许多实验“证实”

这种观点。 

1）然而有人反击说，仅仅通过实验“证实”

地应力的观测，并不能对地震作出可靠的预报。而

且对“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的存疑有：发生在大

洋板块或大陆板块内部的地震均属于板内地震，为

什么在稳定大陆内的一个地区能释放如此巨大的能

量？由于缺乏地表断裂而无法寻找弹性回跳的证

据.，板内地震的原因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如“地应

力积累”是“岩石破裂说”立论的基础。对岩石破

裂说的强有力的挑战，是对地震是地壳中的应力积

累，达到其破坏强度而破裂产生的地震应力降认识。

但疑点有二.：一是有些强震多发的地区，地壳中应

力并不是很高，特别是多震强震区地壳应力并不比

少震弱震区高。二是如果强震只是应力积累达到高

值而发生，那么强震之后震中区应力因能量释放而

应力降低很多，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样的事实告诉

地震的孕育与发生，未必只是应力加强的结果.。 

2）如果存在地壳板块的“推挤”、“碰撞”

或地应力的积累，这只是一种缓慢运动的静压力。

它所导致的“岩石断裂”也只能是一瞬间的过程，

地壳上面覆盖着的巨厚土壤的沉重压力也使它无法

长时间地“回跳”。但地震持续时间的事实表明，

地震时的地面震动往往长达数分钟，甚至更长，如

果是由地应力积累导致的“岩石破裂”，即便存在

“弹性回跳”也决不可能持续这样长的时间。 

3）再回到地震波的“点源”特征，与“岩石

破裂”说不符。即现代每次地震后的观测报告，都

有震中----地震波都从震中出发，并沿球面均匀地向

四周传播。这就是地震震源或地震波“点源”论。

“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却解释成是岩石破裂发出

的地震波，则变成了“线源”论----在很大面积的地

震区，出现长长的一条或数条地震波。这个不加掩

饰的悖论，正是“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的一个致

命弱点。 

4）如果地震活动的解释，是具有一个体积不

是很大的震源，它所积累的能量可以巨大到令地动

山摇，也可微弱到让人毫无感觉；在强烈地震发生

的前后，往往伴随着许多小地震或余震，有时在强

烈地震发生前，还会出现地声和地光，那么根据以

上特点，如果地震能量是通过固体状态的岩石弹性

变形方式积累的，就有实验表明，一个强烈地震向

外释放出的能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体积不是很大的

震源材料通过弹性变形所能积累的能量极限，其地

应力作用更绝对超出了任何一种固体材料的弹性限

度。为什么震源不通过一系列较小的地震活动，把

积累起来的能量分批释放出来呢？难道震源附近的

材料强度都更高，足以承受一次甚至几次强烈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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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地应力作用，只有震源处较脆弱？ 

与此同时的疑点是，震源附近的岩层在发生强

烈地震时，又会产生大范围震动和断裂，在发生强

烈地震前震源附近的岩层也可以出现一系列微震或

弱震，表明震源附近的材料强度同样都脆弱不堪，

根本经受不了比所发生的强烈地震还要低的微震或

弱震所具有的地应力作用。如果强烈地震的能量还

有来自远离震源几十公里以外处的大体积固体岩石

弹性变形积累的能量，则震源应随震级的提高而趋

于多点的长带状分布。即使地震所积累的能量很少，

震源也不应该呈单一的点状。但国家级的地震观测

报告从未说过强烈地震是从多地点同时爆发，难道

岩石造成地动山摇那么巨大的“应力”，是完全集

中于一点的？ 

5）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研制出高效储能装

置的原因之一是，即使是人工精心生产的弹性材料

和装置，其在超高压作用下通过弹性变形积累的能

量密度也是非常低的，所以天然岩石即使全部是清

一色的优质弹簧钢，如果不经过极其精心的设计加

工和组装，其通过弹性变形积累的能量，在释放时

也根本不可能在地下长时间地产生多次往复震动。

如果地震是固体状态的岩石发生破裂造成的，则其

破裂时间只能用瞬间来描述。即使是大体积的岩石

多处发生破裂，岩石材料的性质决定了破裂只需很

短的瞬间就已完成。固体状态的岩石发生破裂造成

的震动，应该跟一次大爆炸产生的震动类似，不可

能像地震那样长时间地高频低幅震动，以至于时间

能够超过十秒以上。山体大塌方造成的震动可以延

续较长时间，但那是山坡较长的缘故，地壳深层岩

石在地震时难道是沿破裂带作远距离滚动运动的？ 

此外，地壳深层的岩石并非弹性极好的单一材

料，当地应力作用超过岩石的弹性限度时，由于地

壳深层岩石的非单一性，它所积累的能量会优先以

部分材料非弹性变形的形式释放出来，不可能成为

强烈地震。地应力作用越强，受到地应力作用的范

围就越大，也就会有更多地方的岩石发生非弹性变

形，将能量释放出来。如果在地应力作用远远超过

岩石的弹性限度，早已经巨大到令地动山摇的情况

下，地壳深层的岩石材料在强烈地震爆发前那段时

间，为什么不在地应力作用下随着震级提高成比例

关系地产生非弹性变形呢？难道有一种超自然的外

力作用，不让震源附近的岩石材料缓慢变形，却允

许呈单一点状的震源，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开始作高

频低幅强烈震动。事实上地壳深层的岩石材料，在

地应力作用下会不断地产生非弹性变形，随时将岩

石材料发生弹性变形积累的能量不断地释放出来，

绝不可能在受到超过岩石材料弹性变形应力的作用

时不发生变形。 

6）相反的事实是：化学爆炸和核爆炸也产生

地震波，这恰恰清楚地表明，“爆炸”效应才是地

震波之源。地震波反映的可能主要是地下的某种爆

炸过程，而“岩石破裂”则可能只是一种伴生现象。

用“弹性回跳理论”则说不通震源深达数千米乃至

数十、数百千米的岩石，无论怎样剪切破裂、走滑、

粘滑，也不会发生使汽车旋转 180°，不会使大地

像面条似地来回翻滚，使大树晃得树梢扫地等类似

现象。 

7）当然“板块断裂”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退路。

联系 5．12大地震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地震预报是

世界性难题；二是要坚持理论和实践是统一的。由

此看，地震是一种电磁现象假说只是震源“板块断

裂说”的一种信息增殖的典型范例，是一种交换信

息，而不是地震的结构信息。即大地震实际的地质

结构表演是结构信息；对此的描述、理论都是交换

信息。结构信息是不可克隆的，而交换信息才是可

克隆。由此看，地震震源或地震波“点源”论和“线

源”论虽是对立的，但两者都是交换信息。爱思考

的人都看到这一点，但他们也可能不是在国家地震

局实际操作大地震预测仪器的专家，他们是从地震

局一些专家的公开讲话和文章等交换信息中挑刺、

找矛盾，支持的非“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观点的。 

8）实际国家大地震能预报，也只能是交换信

息中的一种简并形式，说白了，交换信息的“板块

断裂说”的震源或地震波“点源”论，只是大地震

结构信息的震源或地震波的“线源”论的一种简并

版，其中含有人为的约定。例如“震中”的地震公

报规定，是以地震主震震源所在地域的“县名” 规

定为“震中”，而不是主震震源所在地的真实地名

为“震中”。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既然是以岩石破

裂为发出点，而且 5．12大地震实际也是在川、甘、

陕等省多处地方发生大地裂----这些地震波，对地震

预测仪器反映大地震的结构信息，是“线源”论----

应该出现的一条或数条地震波的波形反映，但在国

家地震局实际操作大地震预测仪器的专家，把它们

作简并处理了。所以如果“板块断裂说”地震软件，

只要说清楚这一点，或改变这一点，所谓致命弱点

的“板块断裂说”的那个不加掩饰的悖论，就会烟

消云散。 

正是从这里出发，“膺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说”

把“板块断裂说”看成是“地震窗帘轨”、地震“薄

膜”窗帘布。而再把这张巨大的“岩浆幕”超导薄

膜上的类似回旋加速器的轨道，交给“电磁成因说”

来部分处理。但要有强大的磁场，就需要强大的电

场，这正是“电磁成因说”的用武之地。因为有了

强大的磁场和强大的电场还不行，还需要超导薄膜

一类电阻、磁阻很小的“地震窗帘”材料，这又是

“板块断裂说”才能提供的，虽然这是“电磁成因

说”不能解答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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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但据报道，英国剑桥大学的科学家们经过

20多年的努力，发现即使在室温下，陶瓷绝缘体也

可以显示超导的性能。因为他们在这种陶瓷绝缘体

里加入了可以改变电子结构和特性的物质，在电的

作用下，可以使陶瓷绝缘体成为电磁导体。当科学

家把载流子通入磁绝缘体时，它们便神秘地开始显

示超导性。于是，研究人员通过比对氧化铜超导体

的电子结构和陶瓷绝缘体的电子结构，发现了“空

穴载流子”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温度极低

的情况下，“空穴载流子”在氧化铜的表面形成一

个薄膜，薄膜阻止了电流的损耗，而这个薄膜就成

为超导体特别重要的地方。 

也许有人会问，在板块裂缝积累起来的能量和

压力形成的“岩浆幕”中，是高温，何来超导作用？

这里超导问题的转向是，剑桥科学家阐述的是需要

“薄膜”和“空穴载流子”，平息的正是温度之争。

这与三旋超导理论需要方形晶格面是一致的。陶瓷

超导“薄膜”是用喷射来解决的，问题较多，运载

电流也有限。大地震板块裂缝“岩浆幕”和板块裂

缝两边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接触点，提供的“薄

膜”，是天然选择形成的。这里不管是类似氧化铜

材料还是陶瓷绝缘体材料，以及必须加入的特殊物

质，只要能实现超导体的功能，几率也都能天然选

择提供----这类似人择原理而存在“膺大型强子对撞

机择说”原理。 

10）有人说，5．12 大地震后，成都 200 年都

安全，4000年都安全，这是以“板块断裂说”作后

盾。但如果从膺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地震窗帘假说”

来看，这是拿几百万成都老百姓的生命去和大地震

这个“庄家”作赌博。这些地质学、地震学“玩家”

能稳操胜券吗？我们可以叫他们到成都茶楼去打几

圈麻将，如果这些“玩家”每次都赢，我们就认输。

道理很简单，5．12 大地震后如果成都 200 年都安

全，4000年都安全，只是说明“地震窗帘”还没有

“洗牌”飘到成都。或者“飘”到成都时，“地震

窗帘”回旋轨道上的粒子“运动员”，没有在成都

“碰撞”。或者“碰撞”了，但没有生成夸克-胶子

等离子体，发生大爆炸。例如 1966 年 3 月 8 日邢

台地震，邢台地下也没有板块裂缝，但离邢台较近

的沿燕山山脉的板块断裂带，挂有“地震窗帘”，

1966 年 3 月 8 日“飘”到了邢台，同时“地震窗

帘”回旋轨道上的粒子“运动员”在邢台“碰撞”，

生成了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发生大爆炸，8万多邢台

人的生命被地震“庄家”拿走。 

11）2009年马成金实验解密，是用非常少量的

类似钾、钠和硝基苯、苯酚等化学成分试剂，使大

碗的水发生完全的燃烧爆发喷射。当时理论上已经

解密的是，马成金实验是属于氧、碳、钾、钠等现

象的普通化学物理的“编码质点”，在产生非核衰

变的化学反应多级放热放能的元素离子分解和组

合。“编码质点”数分解裂变和组合聚变，如鈈、

铀、氘、锂、铍等一部分同位素自发核衰变的多级

放热放能核反应现象，才属原子核物理化学。“编

码质点”原理涉及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和真空量

子起伏，类比“量子色动力学”引出“量子色动化

学”和“量子色动几何学”。2015年天津港“８·１

２”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后。

我们的显物质世界，从无到有，从有到衰落的循环，

类似一个二维的芯片，比作一台手提电脑，正如电

脑没有打开，屏幕上没有东西，也预存有程序。这

里一切的“无”，并不是真正的“无”；屏幕上你

想打出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动变。因此把全域的宇

宙历史长河比作金字塔，我们显物质的二维芯片宇

宙实际是放在金字塔的顶层。在它下面是核子化学

二维的芯片，再下面是夸克弦圈量子色动化学二维

的芯片。 

在这第三层，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与早期的宇宙

极为相似。这种物质流动几乎没有阻力，最多也仅

有水的流动阻力的 1/20。如果夸克和胶子的禁闭被

破坏，把凝聚态能量释放出来，创造出一团高温的

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将是地球上制造出的最热的物

质，温度高于 4万亿摄氏度。罗尔夫·恩特等专家说：

凝视一个质子或者中子的内部，看到的是一种动态

的景象。除了基本的夸克三人组之外，还有一个由

夸克和反夸克组成的海洋，以及突然出现又消失的

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建立后的 40多年来，物理学

家在解释强相互作用力本身的行为方面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但量子色动力学的众多细节仍然难以捉摸。

量子色动力学有一个惊人的推论，我们所熟知的质

子，其内部的胶子和夸克的数目可以发生幅度相当

大的变化。一个胶子可以暂时地变为一对夸克和反

夸克，或者变成一对胶子，然后又变回成一个胶子。

在量子色动力学中，后者这样的胶子振荡比夸克交

换更为普遍，所以胶子振荡占了主导地位。这个发

现，还摘取过 200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所有的这些发现，都没有联系到普通化学物

质氢、碳、氧、钠、钾等元素的量子色动几何-量子

色动化学-量子色动力学，可能产生的无核衰变的影

响显物质分子里的原子数不变的分化组合性现象。

弱力能源研究是与强力能源如原子弹、氢弹反应相

对的一种核能研究。将原子核卡西米效应用于弱力

能源研究，将原子核量子化系列用于弱力能源研究，

就是将弱力能源研究解密到量子信息原理。 

12）中国道路地震预报水机制争鸣，涉及我们

提出的“大地震软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设”，认为大

地震与水有关，水与氧有关，氧与量子色动化学有

关，机制不是水的重量等问题，最有说服力的间接

证据和事实，是 5．12汶川大地震，死难近两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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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的北川老县城，城中有没有河流和湖泊？县城地

貌是不是出在高山的峡谷之中？因为在这前，我们

从来没有到过北川老县城，对此周围的山体。河流

走向，也一无所知。5．12 大地震发生后，才听说

北川比汶川地震烈度更大，老县城山体滑坡非常严

重，北川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房子，几乎背后的高

山泥石流冲垮和掩埋。 

但我们心中因对量子色动化学研究埋藏“大地

震软大型强子对撞机假设”，需要有水的证据。那

时我们早已退休，非常想到北川老县城去祭奠死难

同胞。由于大家都处在悲痛和抢险救灾之中，我们

除了积极投入外，从地图和一些书籍、资料中，只

能查到北川老县城中，有湔江河横穿北川老县城。

2008年的 8月，在 5．12大地震过去三个月后的一

天，《绵阳日报》组织全体在岗职工和退休老同志，

到北川老县城去吊念祭祀死难同胞，我们才得以成

行。看到情况是：横穿北川老县城的湔江上游，实

际在北川老县城县委县政府所在地，因两边高山形

成的山谷在这里有一个梯度，河流在这里形成一个

小湖泊，山谷上边的河水流下，小湖泊的鱼虾却不

能顺流而上。可以想见，在 5．12大地震之前，这

里是一个环境十分优美的地方。 

因为“大禹治水第一河”的湔江河，缓缓穿过

北川县。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建设，以湔江河为界，

将老县城分割为新、老城区。小湖泊河岸两边与建

筑之间的区域，基本都成三合土地面，柳树沿河岸

两边已经长大成林。但地震后，我们只能从新城区

的岸边走过，这里的情况也十分震惊：地震把河岸

边的混凝土堤坝、地面掀开、翻起，到处是撕裂竖

立的大块混凝土堤坝。而河岸上边的北川新中学校

舍，被后面大山跨下的大石泥土掩埋，只留下靠近

河边极少数地方，还可见倾斜的校舍。而河岸对边

的老城区，大部分的农贸市场和街道房子，也被对

面后面大山跨下的大石泥土掩埋。震惊世界的汶川

地震，让它哺育了千万年的北川县城瞬间成为一片

废墟；抬眼望去，满目疮痍，我们只希望软大型强

子对撞机地震说有一天能被认识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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