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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本质原理简单说，就是拓扑球量子的自旋自身有手征性，无须外环境影响去识别。道理类似指南

针能定向，在地球各地除两极外，都能定向相同指向南方，是外环境地磁场貌似全域性，在地球各地除两极

外，都能对指南针定向相同指向南方起作用。但离开地面、地球，指南针也就不起作用。即使地磁场也依赖

地球自旋的手征性。而安培环形电流有磁场手征性，这个环量子又太小了。因此如果航天飞机或人造卫星离

开地球，或在受磁性材料干扰的地方，用指南针定向是不适用的。但陀螺罗盘不需靠磁力线的作用，在宇宙

太空能定向，是利用陀螺本身的多层自旋来定向的。而陀螺类似球量子，这种球量子自旋定向的原理，也能

揭示自然界中自旋调制耦合功能的 EPR效应普遍存在。量子引力通信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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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副会长、上海市老科技

工作者协会会长的胡昌伟先生，来信说他的论文《可

压缩性以太论》发表在《现代物理》2017年第 4期

上（纸质杂志 8月份出），已可点击下载电子版，

他希望给予评论。 

从《潜科学》杂志认知胡昌伟先生的“可压缩

性以太论”已经 30多年，他再次补充发表，我们向

胡昌伟先生表示祝贺。《现代物理》杂志属于汉斯

出版社的中文期刊，创刊于 2011年，是旨在关注现

代物理领域最新进展的一本国际中文期刊，和给不

同方向与发展的科学家、学者、科研人员，提供一

个交流、传播、分享和讨论现代物理的平台，而刊

登有关生物物理与医学物理、复杂系统物理学、计

算物理等领域的论文。我们下载了电子版的《可压

缩性以太论》一文。 

再次认真研读上海胡昌伟先生的“可压缩性以

太论”，感到在其中的关键词：时空观、定量效应、

虚粒子、宇观以太场等上，仍有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例如：胡昌伟先生的“以太”是量子吗？因为前人

说的“以太”，基本类似“量子”介子物质，再集

体组成的“时空”，或者是明与暗等“物质”----

这可对等说成是“可压缩性量子论”。但胡昌伟先

生的“物理真空被称为的以太”，他定义的却只是：

“是一种可压缩的超流体”。这其实可以和中国社

科院哲学研究所维之先生说的“物质无限压缩论”

对应----“以太”是一种集体类似的物质。 

所以胡昌伟先生的“可压缩性以太论”，不是

“可压缩性量子论”，也不是前人说的“以太”，

而是一种个人的创新。他所谓的“绝对时空观与相

对论性时空观，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时空观”，也是

个人的发挥。他认为：相对论性效应是宏观以太的

可压缩性效应，可以描述相对论的物理机制。这一

点与彭罗斯用里奇张量解读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

机制，是“当一个物体有被绕着的物体作圆周运动

时，被绕物体整个体积有同时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

心力的收缩作用”，有可共同之处，我们还是非常

欣赏。如果胡先生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还是大有可

为。 

但胡昌伟先生“对微观以太及其与粒子之间的

关系提出的新看法”，沿着这条道路。也许胡先生

没有看到或深度研读过彭罗斯的《皇帝新脑》、《通

向实在之路：宇宙法则的完全指南》、《时空本性》

等专著。那么胡昌伟先生对他创新的“暗物质现象

是以太宇观作用的表现，而用数学描述做的初步尝

试”如何呢？胡昌伟先生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高

维空间，而在于物理真空无处不在。这是说对了的。

但他只看到暗物质“作用在低速、弱引力场的条件

下，虽然微不足道，但在高速、强引力场的情况中，

将变得显著”，并且认为相对论性效应和量子效应，

都归之于是物理真空造成的。但因他在物理真空上，

无量子论和数论复函数的基础，所以胡昌伟先生说

他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以笔名月弓撰写的文章，

就只能用流体力学的方法，去导出洛伦兹变换的可

压缩性作为以太论的数理基础。 

这是可以理解的。里奇张量、里奇曲率、里奇

流、里奇流熵，从丘成桐等国内外的华人数学家，

与俄罗斯年青数学家佩雷尔曼争夺世界数学难题庞

加莱猜想的证明，就差在里奇张量等系列的深度研

究上。胡昌伟先生作为业余科学家，更没有必要去

强求。胡昌伟先生的失着，是他的“可压缩性以太

论”不是量子化的，而只顾去推导它的连续化。如

胡昌伟先生说他是用类似介质力学去设想：一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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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以速度在一无限大的可压缩流体中运动。 

这是实数的超光速吗？他没说。总之他说，这

“会在流体中引起速度(包括方向、大小)和密度、

压力之类的扰动”。而且他假设扰动是一阶无穷小

量，则有线性化的方程 其中为无穷远处流体中的声

速。当然，说是声速或超声速，也就都不是超光速。

而且他把不可压缩的流体，变换成可压缩的流体的

变换式，这也能找到实验基础的事实。因为声速传

播信息联系的气体物质模型，气体物质充斥的空间

体积，就是可压缩的。但量子力学模型是不能与此

相提并论的。 

而且以量子力学为条件的相对论性效应和量

子效应的物理真空，胡昌伟先生并没有用张量数学

的知识去涉及，只是泛泛作过一些类比和假想。例

如，胡昌伟先生说他对真空不空推导的特殊流体，

是类似空气声速的实数，在联系真空里的光速实数，

而说这不是一般的流体。但光速实数流体，其实很

平常。 

因为光子或光线流体，不就是光速运动的吗。

而且超低温冷却封闭容器中的光子物质，也能降低

速度，和可被压缩，但没有听说单个的一个光子能

被压缩。所以胡昌伟连续化的介质物理真空，不是

量子物理真空。但这也了却了胡昌伟先生真空的实

在不空的心愿。当然，胡昌伟先生想的“物理真空”，

他也衔接过量子物理显示的真空起伏、真空隧通效

应、真空相变、真空凝聚、真空畴结构等现象。但

因胡昌伟先生的“以太论”不是量子论；又因胡昌

伟先生的“虚粒子”论，没有区别实数“虚粒子”

论、虚数“虚粒子”论、数论“0”“虚粒子”论等

“藏数”五行说，而他的“虚粒子”，只属于实数

中的负数，或镜像、影像等物理真空，类似于介质

的物理实在模型。这就难以说明量子卡西米尔效应

等涉及的虚数“虚粒子”论、数论“0”“虚粒子”

论的量子起伏，而只能停留在实数“虚粒子”论量

子起伏的卡西米尔效应阶段。 

张操教授是反相对论，他主张实数超光速，反

对虚数超光速。胡昌伟先生提到说张操教授这是怕

“物理真空被人误解为虚空，而与空间概念相混淆”。

无可讳言，胡昌伟先生是跟着张操教授走的，他说

自己宁愿采用 19世纪，物理学常用的术语“以太”

来代替“物理真空”‘，才将物理真空称为“以太”

的。他认为这很实在。其实这不实在。因为“以太”

最早出现在古希腊时代，那时毕达哥拉斯学派已懂

得开平方。而负实数开平方会出现虚数。到恩格斯

时代，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是支持虚数存在的。

但“以苏解马”的哲学，是打着马列主义的旗号反

对和曲解马列主义的一个马列主义派别。直到前苏

联解体，马列主义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胜利，

到量子卫星上天，量子纠缠隐形传输证实恩格斯支

持的虚数是存在的，而标志划时代意义的到来，这

不难梳理反相者走过的轨迹。 

胡昌伟先生说，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否定了以太

论。但国内有人用数值模拟和声干涉实验证明，在

可压缩性流体中，存在着回路声干涉条纹不随流速

变化的现象等，因此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否定不了可

压缩性以太的存在。反相有理吗？ 

当然，也有如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得主维尔切克

讲“以太”。但维尔切克的“以太”论，是属于量

子论、超弦理论、圈量子引力理论类似。道理胡昌

伟先生也明白，维尔切克说的“以太”是一种“网

格”，等价于量子圈网或“微泡”泡。 

如果胡先生的“可压缩性以太论”，是“可压

缩性量子论”，我们也无话可说。因为量子的组合

集体，是可以压缩的；但到一个实数的量子是不可

压缩的。如果是一个虚数“量子”、数论“0”量子，

类似“点内空间”，又是可以压缩的。但胡先生没

有跟这种国际物理学界主流走的意识，只能乱点“鸳

鸯谱”了。 

胡昌伟先生把以太的“可压缩性”用实数的道

理讲解，对比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维之先生类似

的“以太”物质无限压缩论，后者用哲学讲是更明

快清晰。 

维之先生的“物质无限压缩论”，最早是发表

在 2000年第 2期《科学》杂志上的《空实物虚论》，

而与现在的博文《现代科学中的“物质”究竟是什

么？》一致。维之先生基于的推理是，2010年彭罗

斯等物理学家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存在一个

同心圆环结构，认为它们是产生于大爆炸之前。维

之说，这表明大爆炸的奇点，是先前宇宙压缩的结

果。然而，如此巨大质量的宇宙，竟然能够压缩成

为一个体积为 0的奇点，这意味物质是可以无限压

缩的。 

他的量子效应分析是：物质的可无限压缩性，

表明物质是无实质成分的，即物质本质为虚。物质

可以无限压缩，就意味着物质在任何层次、任何状

态中都是含有内部空隙的----不仅星系、天体、物体、

原子、中子和质子是富含空隙的，就是电子和夸克

也含有内部空隙。若还有更深层次的基本粒子，它

们还是内含空隙的；而且在物质中将没有任何一种

基本粒子是有“实质”的。道理是，如果一个基本

粒子中哪怕只含有一点实质，则整个宇宙该会有多

少实质呢？定然有巨大难计的数量。如此巨大数量

的无隙实质，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挤聚成体积为 0的

奇点。因为只要有一点实质，它的体积就不会为 0。 

维之先生说：现代物理中的质量与物质的质料

并不等同，劳厄等物理学家认为，质量只是内能的

量度而非质料的数量。宇宙奇点体积为 0的结论，

是根据广义相对论计算的结果，没有考虑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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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当遵循量子力学法则，量子力学揭示一切

物质都有波粒二象性，即它们也具有波动性，是一

种物质波。物质波作为一种波态，它就不能成为一

个点态而必定具有一个不为 0的空间尺度。于是，

鉴于量子力学的波粒二象性法则，将使得宇宙和黑

洞的物质坍缩过程的终点，不能是一个体积为 0的

奇点，而是一个有非 0尺度的小团。从而避免了密

度无限大的悖谬问题。但维之先生并不全懂“奇点”。

拓扑学称“奇点”，是指球面与环面不同伦，即实

体是以“有孔”和“无孔”在区分。 

这引入量子力学法则，并不能避免宇宙的奇点

出现。所谓坍缩之结果为一非 0体积的小团，也可

以是“0”。因为数论分“数”为实数和虚数。“0”

是实数和虚数的交集。而实数和虚数又各自分正、

负两类。即“藏数论”是多元的五行说：正、负实

数和虚数，以及“0”共五类。所以波动性并不限制

坍缩过程抵达 0点；因为“0”还包括有“点内空间”，

正、负虚数可以说就在“点内空间”。反之，正、

负实数在“点外空间”，即使不是实体的镜像或水

中倒影，也是可见的。当然物质的可无限压缩性，

确实意味着它们是一种没有实质成分的东西。所以

自然国学才说“无中生有”；“有生于无”。不仅

物体、分子、原子、中子、质子充满内部空隙，电

子和夸克充满空隙，物质可无限压缩的结论表明：

物质的最终成分只能是一种空泡。宇宙大爆炸是先

前宇宙坍缩结果的大反弹。 

维之说，这一结论改变人类长期以来持信物质

为实体的信念。但也只是从“藏象论”一个方面说

的。“藏象论”与“藏数论”既可合并，也可分开。

物质微观与宏观的虚实观念，并不会完全颠倒。物

质压缩要以物质有内部空隙为条件，毫无空隙的完

全坚实之物，用多巨大的外力也是不能够压缩它的。

凡能进一步压缩的密实之物，就还不是真正的完全

密实。维之先生的这种不可辩驳的简明至理，空实

物虚论原也是基于“空实物实”的存在状态具有内

在矛盾之理而提出的。 

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揭示了真空不空的事实，

使传统的空虚物实世界变成了一个空实物实的世界。

但“空实物实”的状态，维之先生说分析发现具有

内在矛盾：首先，若空间与物质皆为全实态，则二

者将不能区分。其次，要区分空间与物质，就得设

二者在充实程度或密度上有不同。但这样一来又使

得空间的充实成为了有隙的充实，空间就成了一种

虚实并存的二元结构；这乃是一种难以合理处置的

难题。其实，在数论和拓扑、微分几何中，并不是

这样。 

能量究竟是什么，维之先生理解认为界定能量

的本质，还需要新的理论。如设空实物虚没有辐射

和场的纯真空，为三维介质，称为广延质。物质的

最深层的基本粒子，为广延质中的一种微小虚泡，

称为微泡。微泡为一个空间量子大小，由空间的量

子涨落机制所产生。处理质能关系的对应，是再设

一个能量维度。量子涨落即是三维空间中的广延质

向能量维度进行一个质能转换，将一份广延质转换

成为一份物理能量，并在三维充实空间中产生一个

虚位----虚泡，微泡由此产生，且具有一份能量。物

质粒子的微泡即为一个多维空间中的质能波，它在

三维空间中投影为一个粒子，具有了波粒二象性。 

其实维之先生以上的设想，并不是科学，纯粹

是哲学思维。因为科学是在前人成功的理论和实验

的基础上发展；目前的这种发展是弦理论、圈量子

引力等模型。维之先生与这种发展相比、是不愿承

认自己也有明显的继承。例如，众所周知，空间是

三维，时间是一维，时空共四维，已经能回答宏观

中的质量和能量问题。拓扑学的球面与环面不同伦

的“亏格”，联系微观的“空实物虚”，已能说明

“物质无限压缩”和“物质无限可分”。 

因为时间一维的“广延”，是直线或曲线，这

类似运动；即时间是自带类似“能量性”的。其次，

这种直线或曲线的收缩或无限压缩，到一个“点”

或“0”，这里包含存在看不见的物质和能量；即时

间是自带类似“暗物质和暗能量性”的。维之先生

的“空实物虚”，推出“虚泡、微泡”，在拓扑、

微分几何等科学中，是很自然的。因为量子环，本

身是类圈体。自旋作为四维时空的特性，有体旋、

面旋、线旋等三种自旋。“虚泡、微泡”是量子环

作体旋的自然推论。而“虚泡、微泡”作为拓扑学

球面，是一种空心圆球。这里涉及庞加莱猜想三定

理，即正定理、逆定理、外定理。庞加莱猜想外定

理，即为空心圆球不破不撕裂，能把内表面翻转为

外表面。这一外定理，深化了时间的起源和熵流特

性。 

其次，环量子的三旋量子色动纠缠编码，有 62

种避错码的自旋，可供普通物质量子编码选择。其

实 62种避错码的自旋，实为有 62种避错的时空维

度可选择。反之，环量子的三旋量子色动纠缠编码

的冗余码，可供暗物质和暗能量的量子编码选择。

说到底，类似科学“饥民、灾民、难民、移民”的

错乱，是由于没有走科学继承发展创新之路产生的。

维之先生说：空实物虚的世界仍是唯物论的，但其

第一性实体，已由充实的空间来继任。充实的空间

广延质是存在的实体、世界的根基，为真正意义的

物质；由微泡构成的物体和粒子仍是客观实在的东

西，它们和充实空间一起构成唯物主义的物质总体。 

“空实物虚”乃现代科学所示的结论，空实物

虚论响应现代科学发展的意义之一，是合理解决了

物质可无限压缩的问题。当然也说明了物质可无限

可分的问题，但维之先生却指责弦论虽然广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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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还是一种未经证实的侯选理论，并存在着不同的

竞争理论，如圈量子引力理论等。维之先生说他的

“空实物虚论”与“弦论”的不一致，实为自己糟

蹋自己。弦理论和圈量子引力在超弦上实为同一。

维之先生说空实物虚论的基本粒子，是微泡及其复

合物，它在经验层次上是符合现代科学的知识与规

律的。而弦论宣称物质的最终成分不是粒子，只是

非常细小的一维弦，不同性质的基本粒子对应弦的

不同振动模式。但他说这不对。 

其实维之先生是自相矛盾。承认现代科学的发

展，不断带来新的发现和观念变革的类似空间为实、

物质为虚新观念的弦论、圈量子引力、空实二源观、

暗物质与暗能量等，和空实物虚论并无实质上的矛

盾。这是本是好事，应勇于接受，以不断趋近真理，

去相应调整思想与知识。由此公正地评价胡昌伟先

生的“可压缩性以太论”，从正面看，联系自从汤

川秀树创立“介子论”以来，物理学中相互作用力

无超距作用，所以引力相互作用力的“介子”也要

称引力子，那么胡昌伟先生与英国数学物理学家彭

罗斯在《皇帝新脑》、《通向实在之路：宇宙法则

的完全指南》、《时空本性》等书中，至少从 1998

年开始用里奇张量解读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

方程，是“当一个物体有被绕着的物体作圆周运动

时，被绕物体整个体积有同时协变向内产生类似向

心力的收缩作用”，有吻合的地方。 

在世界科学家中，彭罗斯是第一个把里奇张量

和韦尔张量结合，清楚、完整、简化地解释了爱因

斯坦广义相对论引力方程的人。胡昌伟先生的“可

压缩性以太论”联系彭罗斯把里奇张量和韦尔张量

结合的量子引力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应用之

处。但很遗憾，当今国际国内现代物理学界是分裂

的。 

以彭罗斯、霍金、兰德尔、卡西米尔、塞林格

等为一方，认为量子论和相对论是统一的，不存在

巨大的矛盾。而长期以来，国际国内主流物理学界

却认为量子论和相对论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以丘成

桐、威腾、杨振宁、狄拉克、费曼等为一方，就认

为“量子论”难懂，而致力于量子力学、超弦理论

等的数学描述。 

费曼就曾说：“世界上是否只有 12 个人懂相

对论我不清楚，但是我能蛮有把握地说：世界上没

有人懂量子理论……如果有人说他懂量子力学，那

他是在撒谎”。也许正是在这类思潮的熏陶下，胡

昌伟先生与西安的杨新铁先生等，强调的“可压缩

性以太论”。从负面看，这种坚持的“反相对论”

是有不足之处的。 

道理就在 1998 年，潘建伟院士和他的奥地利

导师塞林格等，做成功的量子纠缠实验以来，改变

了“量子”不可知论的历史。一是重庆出版社 2011

年出版的《量子纠缠》一书，作者是拥有剑桥大学

物理学学位的克莱格。他在此书的开篇就说：“什

么是纠缠？它是量子粒子之间的连接，是宇宙的结

构单元……不管它们是在同一间实验室，还是相距

数亿光年”。 

把量子纠缠说成是宇宙时空的“结构单元”，

这是第一次颠覆作为微观和宏观的“量子”长度单

元单位，有“大小”区别的常识。即长度不管“小”

到同在一间实验室，在实验中的两个量子粒子分开

的距离非常接近；还是“大”到相距数亿光年，都

是同一个长度单元单位。那么什么才有这种类似“长

度”，却不分长度“大小”区别的宇宙时空“结构

单元”呢？ 

是“平行宇宙”。确切地说，是“0”量子平

行宇宙。它们无论是两个平行宇宙，还是无数个平

行宇宙，距离的长度“大小”都是相等的。因为“0” 

=“0”+“0” =“0”+“0” +“0”+……= “0”，

是相等且平行的。这就为量子弦、宇宙弦、虫洞和

“点内空间”等现实性之间选择的实体，或是抽象

的理论构造模型，提供了实验和理论基础是相等的

平台。所以“量子纠缠”的提出真是了不得。 

其次，由于“0” =“0”+“0” +……=[ 1+

（-1）] +[ 2+（-2）] +[ 30+（-30）] +……= “0”，

也是相等且平行的，这就为宇宙时空“结构单元”

的质量、能量单元单位，有“多和少”的区别又不

确定。因为“量子纠缠”提出在真空量子起伏的全

域性的“瞬间”，也是可以没有“多和少”、“大

和小”的区别的。这就为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平板提

供了全域性的现实选择的实体或抽象理论模型，同

时也为量子引力隐形传输提供了全域性的现实选择

的实体或抽象理论模型。 

因为这能说明真空量子起伏的“点内空间”，

与量子纠缠联系原子轨道核外电子回旋的里奇张量

效应，因核内量子起伏的质子卡西米尔效应韦尔张

量产生的负能量发射，两者本末出候是天衣无缝结

合在此类量子引力信息隐形传输上，成为认识韦尔

费米子和马约拉纳费米子，到新型费米子三重简并

费米子，突破传统分类涉及引力子的先声。 

二是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7 年出版的《量

子力学（少年版）》一书，作者是中科院物理所的

曹则贤教授。他在书中说：能量、动量还要分角动

量。经典力学中描述行星运动的物理量，就是能量

和角动量。把能量限制在一些分立的数值上，就只

能在角动量上去找。从巴尔末老师的四条光谱线波

长公式的整数字 n游戏，到玻尔引入整数 n的氢原

子模型量子化的电子的类行星轨道，就是用量子化

的角动量和能量联系巴尔末公式里面出现的是同一

个量子数 n。 

1997-1998 年潘建伟和他的导师塞林格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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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态隐形传送（1997）以及纠缠态交换（1998），

用的是偏振光子。曹则贤教授说：“光子”是光的

量子。192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的康普顿，1923年做

的“康普顿实验”，发现光粒子同电子碰撞后，在

不同偏折方向上波长会有程度的改变。这里把“偏

折”与“偏振”联系起来，即光粒子同电子碰撞之

前的粒子自旋的手征性，和碰撞之后的粒子自旋的

手征性与手征性，两者自旋轴方向之差的光的“偏

折”角度 θ，看成碰撞之前自旋轴方向发生的“偏

振”改变，实际也代表粒子自旋发生的质能改变。 

但康普顿只联系到光与电子碰撞后波长的改

变（λ′－λ），与光的偏折角度 θ的关系为（λ′－

λ）=[h/mec (1－cosθ)]，其中 me是电子的质量。康

普顿实验及其康普顿公式确立了光量子的真实地位，

而且是比普朗克和爱因斯坦的光能量量子假设迈进

了一大步。很可惜的是，国际国内现代物理学界从

此在康普顿的这一步上停了下来，类似只在自旋偏

振的频率、波长上做文章，没有看到基本粒子自旋

偏振，联系基本粒子质量的一些分立的数值，也类

似巴尔末公式存在多夸克“偏振量子数”。因为基

本粒子，特别是 6种夸克的质量也是一些分立数值。 

根据“偏振量子数”的设想，“光子”是光的

量子，那么“引力子”就应是引力的量子。但引力

子比光子、电子、电荷的量子通信广泛得多，而且

根据彭罗斯的量子引力里奇张量分析，加上引力粒

子的“偏振”变化，也能把量子引力通信和量子计

算机结合起来。问题是众多的引力子，在各种不同

的里奇张量与韦尔张量引力任务中，它们是如何知

道各自或各群的分工配合的呢？ 

这就要讨论“偏振量子数”的量子引力，信息

传输需要的密码和密钥。在目前实践的地面量子通

信和星地量子通信中，为防止泄密需要的量子密码

和量子密钥及分发，是采用光速量子传输，只需涉

及光子、电子、电荷，所以引力子看起来也就不重

要，而不被重视。但其实不然，量子引力信息传输

从球量子自旋和手征性定向调整校对纠缠现象上看，

“量子自然全息自旋纠缠原理”类似陀螺，只有整

体形态一致的量子，自旋才有避错码的存在。这也

存在量子密码和密钥。 

反之，类似魔方的非整体形态一致的量子就不

行；魔方只可与类似球量子自旋编码的冗余码联系。

暗物质原子量子就是被看成属于冗余码的量子编码

物质，所以不容易发现，即使暗物质很重、很多。

里奇张量引力的量子传输普遍存在，一处里奇张量

的引力子是如何设定它们的引力行为呢？这也是引

力子和量子计算机统一量子信息传输考虑的问题。

实践提示的是，现代量子计算机和量子纠缠的测量，

利用的是类似光子的偏振行为，而不仅是转轴方向

的手征性区别。 

况且对众多各种情况的引力传输设定，球量子

自旋转轴方向手征性编码的数目太少了。但如果加

上球量子偏振，就能大大增加编码符号设定的基本

单元。例如，球量子偏振进动，在环量子的三旋理

论中，是属于体旋范围。用垂直于球量子体旋轴作

切面，大圆有 3600的角度方向可分。其次，过球量

子体旋轴作切面，大圆也有 3600的角度方向可分。

把 360个方向作为符号编码设定，两个切面的组合，

编码信息量是 2的（2×360）次方。把其中相同的两

个符号的编码，看作静止不动点或冗余码，只有

（2×360）个。从中减去后，仍是宇宙级数量的编码

数。这也成为“量子信息记忆储存原理”的基础，

以及量子引力通信传输内容发报和接收的基础。由

此产生的量子引力纠缠编码，各种引力子定域性就

不会混乱。 

而这不仅是球量子可行，如果是环量子，因它

除体旋和面旋外，还有线旋。线旋又分平凡线旋和

不平凡线旋。不平凡线旋还可分左斜和右斜两类。

而左斜和右斜这两类，各自还分上下两种方向性转

动。所以对自然、宇宙、点内与点外空间的任何量

子引力行为，用来编码都是足够的。但这还是量子

卫星上天公开的研究，而 1996年联系物质族质量谱

与“偏振量子数”的联系，最初发表在成都《大自

然探索》杂志第 3期的论文：《物质族基本粒子质

量谱计算公式》（简称“96版质谱公式”），提出

tgNθ与“偏振量子数”关系类似巴尔末公式的计算

公式： 

M＝GtgNθ+H                  (1-1) 

M 上＝BHcosθ/(cosθ+1)          (1-2) 

M 下＝B- M 上(或 B= M 上+ M 下)    (1-3) 

B＝K-Q (或 K＝Q+B)           (1-4) 

为何要首选正切函数 tgNθ？因为6个夸克的质

量的实验测量值，在直角坐标第一象限 90°的角度

内，都能在正切函数表中找到相应的数字，而实际

tgNθ 就类似粒子自旋轴方向发生的“偏振”改变。

这里以 6个夸克的粒子来说明，M＝GtgNθ+H能够

对应巴尔末公式来求 6个夸克和 6个轻子的系列。

这其中虽然也含有基本常量的质量轨道角θ，但它

和另外两个基本常量 G、H是平等的，且类似用的

是巴尔末-玻尔行星绕核运转式弦图。 

而分析光谱线波长的巴尔末-玻尔方法，具体可

分解为基本常量、量子数和弦图等三个部分。因它

的量子数不用实验测定，而类似数字化软件；由此

它减少了基本常量的使用数量，这是它最为成功的

地方。因为标准模型需要 28个基本常量，能否可减

少？成为人类探索统一场论的一个奋斗目标。而用

行星绕核运转式弦图的巴末尔-玻尔方法，就可达到

类似所有氢元素光谱线只需 1个。 

因为 96版质谱公式M＝GtgNθ+H说明，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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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一组的味夸克，是需要 G、θ、H等 3个基本常

量，这其中代表量子数N的夸克分代常数只有 1个，

由此6种味夸克就需要6个基本常量，这实在太多。

这是 96版质谱公式最不满意的地方。对照巴末尔研

究的 4条氢光谱可见光线波长，是已经测定的数据；

同理，“96版质谱公式”研究的电子、夸克、光子、

w和 z 玻色子等质量数据，也是当时已经公布的测

定数据。虽然后来这些公布的测定数据，有变化，

使公式中需要 G、θ、H等 3个基本常量有来回折

腾变化之感。 

但问题的实质仍然在能否可减少基本常量的

数目上。96 版质谱公式使用的是从《科学美国人》

等科技刊物中查到公布的 6种夸克质量测定最集中

的数据：如上夸克 u、粲夸克 c、顶夸克 t、下夸克

d、奇夸克 s和底夸克 b等分别为：约 0.03Gev、约

1.42Gev、约 174Gev、约 0.06Gev、约 0.196Gev和

约 4.295Gev，以及电子等轻子，光子、w和 z等玻

色子的数据，作的推证预测。96版质谱公式与标准

模型数据大部分是相符，而且推论出 3种中微子和

8种胶子中 4种有可定量数据的质量，而不是为 0。

这只是个参考。 

“偏振量子数”作为“巴尔末-玻尔”模式的数

字化，96版质谱公式学习巴尔末公式减少基本常数

的出路到底在哪里？研究玻尔指定的同心圆能级核

式弦图，巴尔末公式中的 m、n 为量子数，对应基

态、稳定态、非稳定态、激发态、始态、终态等，

很容易摆布对众多光谱线系列也容易统一。但把 96

版质谱公式 M＝GtgNθ+H，投影到同心圆轨道核

式弦图的能级圆上分析，代表量子数的分代 N，只

用作对质量轨道粒子自旋的偏振角度 θ，单从 M＝

GtgNθ看，偏振基角可对量子数 N扩大或缩小。而

G 基本常量既是能级圆半径，又是一条直角边。而

这条直角边与能级圆交点处的圆周切线，形成的另

一条直角边，才代表质量谱M所求的数值。所以要

扩大 96 版质谱公式中分代 N 量子数的安排、摆布

和统一，单从轨道圆核式弦图做文章肯定不行，必

须重新找新型弦图与之配合。 

因为如 6个夸克的质量在正切函数表中，都可

查到对应的数值。这类似质量能级圆“偏振量子数”

已存在，只是需要用基本常量谱线系列，确定与之

相交的点；但连接这些点，只会是曲线。而从弦图

上分析，玻尔图解巴末尔公式的原子内和原子核外

电子运行的能级核式弦图，可以认为是真实的，但

在量子化学中也有不同的地方，例如它说能级只是

电子出现的密度波或几率波。所以 96版质谱公式要

另找的弦图。《大自然探索》杂志发表后 19年，弦

图分析发现总体应分两大类。如玻尔的同心圆行星

轨道核式弦图，也包括电力线和磁力线类型，简称

核式弦图，是个大类。但还有另一类，如古代中医

发现的经络穴位流向弦图，这包括生物进化树图和

宇宙演化钟形图，它们简称链式弦图。 

现在从“量子自然全息自旋纠缠原理”的量子

引力纠缠编码的设定来看，质量谱的“偏振量子数”

仅占极少的几个的特定纠缠编码，而使意义大为明

了。统一场论向方程计量弦图进军，由此仅从 6种

味夸克出发，来寻找只要 1个基本常量，那么是否

也有和类似玻尔指定巴尔末公式中的 m、n 为量子

数的质谱公式，以及有可对应公式的链式弦图呢？

21世纪可查到的大同小异的夸克数据很多，如 2008

年 4月出版的[英]安德鲁•华生的《量子夸克》（下

称华著）；2010年 7月出版的陈蜀乔的《引力场及

量子场的真空动力学图像》（下称陈著）；2012年

4 月出版的[美]布赖斯•格林的《宇宙的结构》（下

称格著）等，提供的夸克类粒子，如上夸克 u、粲

夸克 c、顶夸克 t、下夸克 d、奇夸克 s 和底夸克 b

等的质量数据，分别是：华著为：约 0.004Gev、约

1.3Gev、约 174Gev、约 0.007Gev、约 0.135Gev和

约 4.2Gev 等。陈著为：2～8Mev、1.3～1.7Gev、

137Gev、5～15Mev、100～300Mev、4.7～5.7Gev

和约 4.2Gev 等。格著为：0.0047Gev、1.6Gev、

173.34Gev、0.0074Gev、0.16Gev和 5.2Gev等。以

上出入大的是顶夸克 t；还有实验报告说是 202Gev。

由此联系马蹄形链式弦图的夸克质量谱计算公式的

研究和分析，得出的多元性超对称量子数质量谱公

式；其中正切函数的∠θn的θn公式： 

θn＝θfS±W²                    （2-1） 

式中θ＝15′，称为质量偏振基角。f 称为质

量繁殖量子数，f＝6²或 6^0。S 称为首部量子数，

W称为尾部量子数；S＝n×m，W＝m×n，但大多

数时候 S≠W，少数时也可 S＝W；其中 m＝1、2、

3、4、5，n＝1、2、3、4。由此格林夸克质量谱公

式为： 

M＝Gtgθn＝Gtg（θfS±W²）     （2-2） 

由于G＝1Gev，上式可写为M＝tg（θfS±W²）。

这样超对称量子数夸克质量谱公式只需要用一个质

量偏振基角常量θ＝15′，就可以求出格林夸克质

量谱中的 6 个夸克质量值。设 G 为质量单位符号，

G＝1Gev，下面是验算： 
上夸克 u：M1＝Gtg（θfS±W²）＝tgθ1＝tg16′＝tg0°16′＝0.0046Gev； 

下夸克 d：M2＝Gtg（θfS±W²）＝tgθ2＝tg26′＝tg0°26′＝0.0076Gev； 

奇夸克 s：M3＝Gtg（θfS±W²）＝tgθ3＝tg544′＝tg9°4′＝0.16Gev； 

粲夸克 c：M4＝Gtg（θfS±W²）＝tgθ4＝tg3495′＝tg58°15′＝1.6Gev； 

底夸克 b：M5＝Gtg（θfS±W²）＝tgθ5＝tg4716′＝tg78°36′＝5.0Gev。 

顶夸克 t：M6＝Gtg（θfS±W²）＝tgθ6＝tg5384′＝tg89°44′＝202G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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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除开顶夸克 t外，其余的 3个误差都在小

数点以下，说明格林提供的数据系统性程度高，这

与他收集的数据时间最近有关。超对称破缺的量子

数如何表达？根据设计出的超对称破缺的“船闸”

链式弦图，虽然可以有多种，但这类似如果运河和

两端船闸的实体一旦修好，这是不能变更的类似的

常识。所以可以变更的量子数，类似只能是码头的

编码编号，即可动的只能是量子数。那么具体到格

林夸克质量这些量子数，是如何分类和布局的呢？

下面是对格林夸克质量谱正切函数角度值分拆的多

项式的其中的一组过程，它是有规律的： 

 

上夸克 u：15＝15（1×1）＋0≈15×6^0×（1×1）＋（1×1)²＝16； 

下夸克 d：17＝15（1×1）＋2≈15×6^0×（1×2）－（1×2)²＝26； 

奇夸克 s：545＝545（1×1）＋0≈15×6²×（1×1）＋（1×2)²≈544； 

粲夸克 c：3480＝545×（2×3）＋210≈15×6²×（2×3）＋（4×4)²≈3496； 

底夸克 b：4747＝545×（3×3）－158≈15×6²×（3×3）－（3×4)²≈4716； 

顶夸克 t：5382＝545×（2×5）－477≈15×6²×（2×5）－（2×2)²≈5384。 
 

以上各式中后面的两对乗积多项式，是否有和巴耳末公式的量子数多项式相似的规律呢？按有规律相似

的情况，对格林夸克质量谱中 6个夸克的质量值，配对航道归口，分解成的含有量子数字的多项式为： 
 

（15-6-0-1-1-1-1）上夸克 u＝15×6^0×（1×1）＋（1×1)² （3-1） 

（15-6-0-1-2-1-2）下夸克 d＝15×6^0×（1×2）－（1×2)² （3-2） 

（15-6-2-1-1-1-2）奇夸克 s＝15×6²×（1×1）＋（1×2)²   （3-3） 

（15-6-2-2-5-2-2）顶夸克 t＝15×6²×（2×5）－（2×2)²   （3-4） 

（15-6-2-2-3-4-4）粲夸克 c＝15×6²×（2×3）＋（4×4)²   （3-5） 

（15-6-2-3-3-3-4）底夸克 b＝15×6²×（3×3）－（3×4)²   （3-6） 
 

以上分拆的 6个式中的数字，有很强的全息性。

如上式前面括号内的那些量子数字，即常量 f 和量

子数字 N、m、n等四个数，类比玻尔的量子能级理

论，类比巴尔末公式中的常量和量子数，马蹄形链

式弦图中的常量和量子数字的意义是什么呢？首先

“15”作为质量轨道圆弦偏振基角θ这个共同的常

量数角度分数，能确定下来，即θ＝15′。第二，

“6”和 0与 2，作为粒子夸克的共同数目类似一个

繁殖系数，也能确定下来。那么剩下的数代表的量

子数符号的什么意义呢？是格林夸克质量对称破缺

的巴拿马运河船闸-马蹄形链式弦图的摆布，和链式

轨道弦图量子数多项式摆布，性质对应以上 6个格

林夸克质量谱正切函数角度值分拆的多项式反映。

分析计算光谱线波长量子数多项式，是离不开弦图

的；同样，要分析计算夸克质量谱，求证合理的量

子数多项式，也是离不开弦图。 

但符号编码的复杂性和数字计算的复杂性，还

在于具体到每个夸克的计数时，因为在链式弦图的

所在位置都不一样，需要确定唯一的链式弦图。这

里给出的是：马蹄形不管蹄口左右向平行摆放，还

是蹄口上下向竖直摆放，摆放形式即使不同，但只

要是能合理，都是马蹄形链整体如全息式“U”型的

分形图示。现以马蹄形磁铁蹄口向下摆放为例，这

是以三个大小不同的马蹄形磁铁，蹄口向下的重叠

摆放，但又稍有变化。因为有大级和小级之分，其

中又有内外之分；其次这里的大级和小级整体“U”

型类似双航道，按质量大小从开端到终端，是分成

三级码头层级，设其类似轨道空间方向量子数的层

级编码符号为 n。 

如将上夸克 u和下夸克 d构成的一个小马蹄形，

称为 1号马蹄形，它的蹄口向下摆放，作为整体“U”

型的一边磁极，n＝1。而作为马蹄形全息的再延伸，

是将称为 2 号马蹄形的奇夸克 s 与顶夸克 t 构成的

一个最大的马蹄形，和称为 3 号马蹄形的粲夸克 c

与底夸克 b组成的另一个次大的马蹄形，两者蹄口

向下，并重叠起来，再把它们各自下端一边的磁极，

如奇夸克 s和粲夸克c联接到1号马蹄形的弯背处，

作为整体“U”型与 1号马蹄形合成的这一边的磁极

的接口，n＝2。整体“U”型另一边的磁极，是底夸

克 b 在内，顶夸克 t 在外的竖直平行摆放，n＝3。

其次，属于整体“U”型，设其类似磁极量子数的编

码符号为m，由此，上夸克 u、下夸克 d、奇夸克 s

和粲夸克 c等是同为磁极的大级，因此这 4个是同

起 m＝1；而底夸克 b和顶夸克 t作为另一磁极的大

级，是同起m＝2。 

另外，上夸克 u和下夸克 d层级同起 n＝1；奇

夸克 s和粲夸克 c层级同起 n＝2；底夸克 b和顶夸

克 t层级同起 n＝3，但在这三个同属大级和小级之

分的层级方位量子数中，各自两个夸克由于所属位

置还有内外之分，上夸克 u、奇夸克 s 和顶夸克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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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是同起属于大级和小级之分方位量子数在整体

“U”型的外层的磁量子数，同起 m＝1；下夸克 d、

粲夸克 c和底夸克 b等，是同起属于大级和小级之

分方位量子数在整体“U”型的内层的磁量子数，同

起 m＝2。即作为整体“U”型的一边磁极，1号马蹄

形上夸克 u、下夸克 d 和“U”型全息式分形图的交

叉点奇夸克 s和粲夸克 c，另一边的磁极是底夸克 b、

顶夸克 t。 

其次，整体“U”型外在的四端点上夸克 u、下

夸克 d、底夸克 b、顶夸克 t，组成的四端点，按它

们之间的质量大小排列，这又类似轨道空间方向量

子数的层级编码 n，即对这种不连接的 4 个端点按

质量大小，它们的空间方向层级量子数 n分别 n＝1、

2、3、4。但是将这 4个端点和中间的交点，归属大

级极点或码头，这类似磁极量子数 m，即它们分别

是 m＝1、2、3、4、5；即按质量大小和码头层级，

中间交点的奇夸克 s 和粲夸克 c的类似磁极量子数

m同起 m＝3，而 4个端点的 4个夸克的类似磁极量

子数 m分别为m＝1、2、4、5。可见一种夸克的量

子数不是不变，而且可以是相同或不相同。以上磁

极量子数 m和方位量子数 n，也许会把问题弄复杂

化。但以上（3-1、2、3、4、5、6）等 6 式中，各

个配对中里的第一项首部量子数 S（1×1）、（1×

2）、（1×1）、（2×5）、（2×3）、（3×3）等

6 对组合，其 S＝n×m；以及各个配对里的第二项

尾部量子数W（1×1）、（1×2）、（1×2）、（2

×2）、（4×4）、（3×4）等 6 对组合，其 W＝

m×n，这里 S 和 W中的那些数字，也确实是这样

配合来的。 

以上这项“偏振量子数”联系物质族质量谱研

究的基础，最开始来自我国 1986年南京《华东工学

院学报》第二期发表的论文：《前夸克类圈体模型

能改变前夸克粒子模型的手征性和对称破缺》。这

来自解决以色列魏兹曼科学院院长哈热瑞 1983 年

提出的夸克和轻子内质量“奇迹般”相消的难题。

道理是，物质质量直观认识来源重力，重力与引力

相关。哈热瑞在解决了零质量问题后，却遇到了超

对称使质量的手征性，发生对称性自发破缺的问题。

这个问题的解决，能把质量与量子自旋联系起来，

最终与体旋和偏振相关。原理是，体旋存在“偏振”

过程而有多个向量。这里体旋与“偏振”实际成为

一种量子密钥密码，道理就如为什么陀螺，比指南

针的定向更基本？这个道理明白后，为什么量子纠

缠隐形的虚数超光速传输和实数光速传输是两种形

态，又是统一的，也就能明白了----即量子纠缠隐形

的虚数超光速传输的本质原理是什么？ 

本质原理简单说，就是拓扑球量子的自旋自身

有手征性，无须外环境影响去识别。道理类似指南

针能定向，在地球各地除两极外，都能定向相同指

向南方，是外环境地磁场貌似全域性，在地球各地

除两极外，都能对指南针定向相同指向南方起作用。

但离开地面、地球，指南针也就不起作用。即使地

磁场也依赖地球自旋的手征性。而安培环形电流有

磁场手征性，这个环量子又太小了。因此如果航天

飞机或人造卫星离开地球，或在受磁性材料干扰的

地方，用指南针定向是不适用的。但陀螺罗盘不需

靠磁力线的作用，在宇宙太空能定向，是利用陀螺

本身的多层自旋来定向的。而陀螺类似球量子，这

种球量子自旋定向的原理，也能揭示自然界中自旋

调制耦合功能的 EPR效应普遍存在。量子引力通信

也如此。 

但这个问题的复杂还在于，地球是圆球形的，

地面是平面的。球量子自旋的手征性，看似以地面

上下方向为基础作的大指姆判别的方向，但只是一

种局域性。因为远离地球为标准看如此地面的实验，

上下方向因地球是圆球形，在地球地面上对称的两

点，判别上下以及偏振的方向是不同的。即从地球

的北极运动到地球的南极，球量子自旋的自转轴指

向的上下，并不是由地球的南北极判定的，而是由

球量子自旋的自转轴手征性，自我判定的，即自旋

的自转轴手征性是一种非定域性而具有全域性，由

此物质族质量谱也是一种非定域性而具有全域性。

但正因自旋的自转轴手征性具有自我判定的全域性，

而使粒子自旋的“偏振”角度 θ 难于确定。但正是

这里以反向思维看，可以从基本粒子所测量得出的

质量反推“偏振”角度 θ，说白了，就在正切函数

表中都能对应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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