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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对黑洞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公式完全是根据霍金的黑洞理论发展而来的。发展后的黑洞理

论的新观点和新公式可完好地解释和验证我们宇宙的演变规律，而成为名符其实的‘黑洞宇宙学’。本文

分为 2 篇。第一篇是《黑洞理论的新发展、新公式和新结论》。最重要的成果是推导出来霍金辐射量子 mss

与黑洞质量 Mb 之间的新公式(1d)，还有最小黑洞 Mbm(1e) 、单位信息量 Io 熵 SB等一系列新公式，并用经典

理论解释了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的机理。从而使黑洞理论趋向完善。第二篇《黑洞理论和宇宙学完善的结合

成为‘黑洞宇宙学’》是作者用第一篇的黑洞理论的公式解决宇宙起源和演化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证明

我们宇宙诞生于在普郎克领域 Planck Era 新生成的大量原初最小黑洞 Mbl= 2Mbm≡ 2mp，即普朗克粒子 mp

的合并，而不是诞生于“奇点”或“奇点的大爆炸”；证明我们现在宇宙是一个质量为 1056g 的真正的巨无

霸宇宙黑洞（CBH）；宇宙‘原初暴涨’（Original Inflation）的新机理和新证明等。 

[张洞生. 黑洞宇宙学 - 作者对黑洞理论的新发展达成了黑洞理论、宇宙学、基本信息理论之间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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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article: <Part One: The new developments 、new formulas and new 
conclusios of the black-hole theory>. <Part Two: The brand-new black-hole cosmology may be created with the 
complete integration between new black-hole theory and cosmology>.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new developments 

of black-hole（BH） theory in Part One, many new important principles and formulas can be derived out, such as 

the most important general formula (1d) of BH theory; (1d)--mssMb = hC/8πG = 1.18710--10g2[1] and others. They 
may better systematically explain and demonstrate the evolution laws of our cosmos. Thus, it might be called as a 
brand-new branch of cosmology, i.e. ‘The black-hole cosmology’. For an example, it would be very easily 
demonstrated that our Universe could be a real gigantic black-hole (CBH) with black-hole formulas. 
[Zhang Dongsheng. The Black-hole Cosmology - The complete integration between black-hole theory and 
black-hole cosmology. Academia Arena 2013;5(6):1-20]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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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儿：我们不能依赖他人的权威而接受真理，必须自己寻求。 

老子：‘大道至简’。简单的方法也可能解决最困难最复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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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洞生 Zhang Dongsheng 论文选目录 
******************************** 

 
第一部           黑洞理论的新发展与宇宙学（8 篇文章，共 66 页） 

 
【1】；《黑洞宇宙学》==作者对黑洞理论的新发展达成了黑洞理论、宇宙学、基本信息理论之间结== 

【2】；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1》==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根本缺陷是无热力以对抗引力== 

【3】；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2》==为何解广义相对论方程得出的的“奇点”、弗里德曼模型和史

瓦西度规等结论都背离实际？== 

【4】；用作者的新黑洞理论推导出精密结构常数 1/α = Fn/Fe =  hC/(2πe2)，Ln和 1/α的物理意义   

【5】；什么是黑洞的霍金辐射？如何用经典理论解释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6】；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及其信息量 Io，Im 和熵 Sbm和 Sb；黑洞的熵和物质粒子团的熵

【7】；宇宙的加速膨胀可能是由于在早期我们宇宙黑洞与另一宇宙黑洞之间的碰撞和合并所造成的. 

【8】；黑洞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产物，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制造出来任何‘人造黑洞’   
 
【序言】。 作者本文对黑洞理论和宇宙学的新的重要贡献如下：    

        1；作者简单地推导出来霍金辐射 mss 与黑洞总能量-质量 Mb 的准确的新公式（1d），即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从而打开了进入黑洞理论的神秘大门，并完善了黑洞理论。 

        2；更进一步，在极限情况下，作者得出另一个极重要的新公式(1e)，mss = Mb = （hC/8πG）1/2 = 最小

黑洞 Mbm = 1.09×10—5克，而最小黑洞 Mbm ≡ 普朗克粒子 mp。此公式 的重大意义就是将黑洞、宇宙诞生、

熵、信息量与普朗克领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而直接简单排除了在宇宙中出现‘奇点’的可能性。由于

黑洞的总质-能量准 Mb与 mss都与黑洞内部的成分、结构和运动状态无关，因此，在求黑洞的生长衰亡演变

中，复杂无解的 EGTR就可以被作者置之高阁了。 

        3；黑洞的最本质属性之一就是，一旦一个黑洞形成之后，不管它是因吞噬外界质-能量而膨胀，还是

因发射霍金辐射而缩小，在其最后成为最小黑洞 Mbm = 普朗克粒子 mp、而爆炸消亡在普朗克领域之前，它

会永远是一个黑洞。 

       4；证实公式（1d）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的物理意义是黑洞 Mb对 mss在 Rb上的引力与其离

心力的平衡，并论证了黑洞发射 mss的机理与恒星发射电磁波的机理是相同的，都是热辐射由高能向低能、

由高温向低温的自然流动。霍金用狄拉克海的虚粒子对来解释是在故弄玄虚，不符合宇宙的实际情况。 

        5；证明了任何一个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的信息量  h/2基本单元信息量=最小黑洞 Mbm 和

普朗克粒子 mp 的信息量(63a)，而与黑洞的总质能量 Mb 和 mss 的大小无关。推导出来黑洞的总信息量

的新公式 Im = 4GMb
2/C (63d)。并证明了黑洞的熵就是其信息量。 

        本文第二篇是在用第一篇的黑洞新推导出来的公式解决宇宙学的许多重大问题。 

         7；完全证明了我们现在膨胀的宇宙就是一个真实的宇宙巨无霸黑洞 CBH。哈勃定律就是极大量的原

初最小黑洞 Mbl  = 2Mbm = 2mp合并和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所造成的膨胀规律。由于黑洞 Mb确定了唯一密度

b，只能是 1≡。因此科学家们数十年来，用弗里德曼模型所定义的 去判断宇宙是开放还是封

闭，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 

8；按照时间对称原理，假设在我们宇宙诞生前，有一前辈大宇宙的一次大塌缩，其最后的塌缩规律

近似于我们宇宙诞生时的理想膨胀规律，因此推导出公式(3c)，即 t  ≤ [k1 (2Gκ)/C5]2/3，并由此计算出当前辈

宇宙大塌缩到 t m = --0.556310--43s时, 形成了粒子之间和粒子内部的引力断链，立即成为 Mbm = mp在普朗

克领域的爆炸解体消亡，而不可能塌缩成为‘奇点’。其残骸物必定会在 t m = +0.556310--43s时重新聚集恢复

其引力、结合成为新的最小黑洞 Mbl = 2Mbm  = 2mp = 21.0910--5g ≈ 2.210--5g.Mbm，它们的出现就是我们新

宇宙的诞生。新的极大量的 Mbl  = 2Mbm = 2mp的合并造成了宇宙的‘原初暴涨’和直到现在的宇宙膨胀。 

        9；作者用新的简单的原理论证了我们宇宙的‘原初暴涨（Original Inflation）’，并证明了宇宙现在的膨

胀就是极大量的原初最小黑洞 Mbm = mp不断地合并的结果。 

        10；用宇宙黑洞膨胀的表二对宇宙大爆炸标准模型的膨胀图一和公式的对错进行了验算。 
 
【作者几句简要的话】。作者深信：对科学的真知灼见常常来源于繁碎的数值计算，也必须经得起数值计

算的检验。作者在文中主要是根据霍金的一些黑洞理论和公式，再加上几个经典理论的公式，来推导和计

算出一些新公式，如(1d),(1e),(63a),(63d)和表 2 等，相信它们能经得起未来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也相信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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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解决了黑洞和宇宙学中的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比如‘奇点’、霍金辐射 mss、黑洞的命运、宇

宙起源、黑洞信息量等。因文中没有复杂的数学公式和玄奥的理论，在主流学者们的眼里，或会不屑一

顾，作者也未指望会得到毕生研究广义相对论学者们的承认和支持。作者的新观念、新公式、新结论，一

切都是简单明了的。人们很容易判断其对错优劣，作出结论。科学的本质是简单朴实的，无高级低级之

分，牛顿的运动 3 定律难道不够简单吗？作者认为，只要文中的原则、观念、公式是新的、能较完满的解

释解决黑洞宇宙学中的问题、并符合实际情况和观测数据的、而又与经典科学理论和公式吻合，就是真实

的科学。作者诚恳希望各位对文章的错误和缺点进行批判和指正。 
******************************** 

 
第一部           黑洞理论的新发展与宇宙学（8 篇文章，共 66 页） 

 
【1】；《黑洞宇宙学》==作者对黑洞理论的新发展达成了黑洞理论、宇宙学、基本信息理论之间结== 

【2】；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1》==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根本缺陷是无热力以对抗引力== 

【3】；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2》==为何解广义相对论方程得出的的“奇点”、弗里德曼模型和史

瓦西度规等结论都背离实际？== 

【4】；用作者的新黑洞理论推导出精密结构常数 1/α = Fn/Fe =  hC/(2πe2)，Ln和 1/α的物理意义   

【5】；什么是黑洞的霍金辐射？如何用经典理论解释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6】；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及其信息量 Io，Im 和熵 Sbm和 Sb；黑洞的熵和物质粒子团的熵

【7】；宇宙的加速膨胀可能是由于在早期我们宇宙黑洞与另一宇宙黑洞之间的碰撞和合并所造成的. 

【8】；黑洞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产物，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制造出来任何‘人造黑洞’ 
 

 
 

第一篇  黑洞理论的新发展、新公式和新结论 

==简单直接地否定了黑洞内有‘奇点’的谬论== 
********************************************* 

在本文中，只研究无旋转、无电荷、球对称的引力黑洞，即史瓦西黑洞。 
 
【序言】。黑洞理论的起源、发展和完善，广义相

对论方程无法解决黑洞和宇宙学中的问题。 

用广义相对论方程（EGTR）去解决黑洞和宇

宙学问题是不可能的，因为其一般解无法解出。用

爱因斯坦的话说，该方程完美到无法加进去任何东

西。其先天的缺陷是场方程中无热力对抗引力。[6]其

后天的缺陷是，其后的学者们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力图找出该方程的特殊解，为此就要提出许多简化

假设作为解方程的边界条件和前提，其中有 2 个通

用而主要的假设条件就是：一团质-能粒子的等质能

量运动和零压（等压）宇宙模型，其目的是将一团

宇宙中物质粒子的运动简（理想化）化为可用经典

力学的方程来处理。然而，正是这 2 个假设条件违

反了宇宙中之最重要而普遍的规律---热力学定律，[6]

从而导致解场方程时出现‘奇点’、史瓦西度规和

弗里德曼 (Freidmann)方程 R-W 度规（Robertson-

Walker 度规）等不切实际的错误结论。 [6]而解

EGTR（场方程）又须知其内部物质密度等分布，

这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和方法。这就是近 100 年

来，除了由解场方程得出少数几个近似解外，而无

普遍建树的原因。[6] 

 

§1; 拉普拉斯Laplace(1749 - 1827)首先提出了

黑洞概念。1796年，拉普拉斯在<宇宙体系论>里有

一段话，‘天空中存在着黑暗的天体，像恒星那样

大，也许也像恒星那样多。一个具有与地球同样的

密度而直径为太阳250倍的明亮星球，它发射的光将

被自身的引力拉住而不能被我们接收。’ [2] 按照牛顿

力学，人造卫星的第二宇宙速度即为逃逸速度v2，根

据机械能守恒原理，可得， 
v2 = (2GMe/Re)

1/2 = 21/2v1 =11.2km/s            (a) 

上面的公式即可用于拉普拉斯的黑洞观念。由

于1676年丹麦天文学家罗默（O. C. Romer）已经测

出光速。将拉普拉斯假设的天体半径和地球密度

5.5g/cm3代入（a）式，计算其表面的逃逸速度v2 = 

3.1×1010cm/s ≈光速C =3×1010cm/s。[2] 当然，当时拉

普拉斯是根据牛顿的光粒子学说将光看成粒子而计

算出来的。 

这只是拉普拉斯想象的、虚构的、不可能在自

然界存在的黑洞，因如此庞然大物而有5.5g/cm3的地

球密度，在其形成黑洞前，必然早已塌缩成无数单

独的恒星级（3Mθ—太阳质量 2×1033g）小黑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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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史瓦西（爱因斯坦，引力）黑洞，建立了黑洞

Mb和视界半径Rb的史瓦西公式。 

1915年12月，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刚发表一个

月后，德国天文学家Karl Schwarzschild，即卡尔•史

瓦西即得到了一个用广义相对论弯曲空间概念描述

的球状物体周围引力场的精确解。史瓦西指出，如

果致密天体的全部质量压缩到某一半径Rb范围内，

它周围的空间就因引力而足够弯曲到任何物质和辐

射都逃不出来，这一天体就成为黑洞。[2]后人称这一

半径Rb为史瓦西半径，或视界半径Rb。 
GMb/Rb = C2/2  [2]             (1c) 

(1c)式就是黑洞存在的必要条件。根据这个解的

物理意义可知，粒子或辐射只能在Rb上作圆周运

动，而受Mb的引力作用，不能离开Rb而逃到黑洞外

界，如用广义相对论的观点表示，辐射只能在以Rb

为圆周上依测地线运动。将(1c)式与(a) 式作比较，

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牛顿力学是将物体的总质量

都集中到中心作为中心点引力，而在相对论中，物

体的总质量是作为均匀分散在整个半径 R 的球体内

的质点来处理的。所以同样的质量，相对论的引力

大于牛顿力学。 

由广义相对论得出的黑洞是一个在宇宙中只会

长大而永不消失怪物。一旦黑洞生成，它只会吸收

外界能量-物质而膨胀增大, 在宇宙中永不消失。所以

它违反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有生长衰亡的普遍规律。 
 

§3；霍金黑洞。霍金的黑洞理论是划时代的伟大而

符合实际的理论，它是建立在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

坚实的实验基础上的。霍金提出了在黑洞视界半径

Rb上有温度Tb，能发射热辐射，即量子辐射 mss。霍

金建立了黑洞Mb与视界半径Rb上的温度Tb的公式。

其温度公式为： 

Tb Mb = (C 3/4G)  (h /2πκ) ≈ 1027gk [1]           (1a) 
霍金的黑洞理论证明，黑洞会因发射霍金量子

辐射而缩小消亡，使黑洞与宇宙中的任何物体和事

物一样，具有生长衰亡的普遍规律。所以正是霍金

的黑洞理论挽救了广义相对论的黑洞理论。 

因此，霍金黑洞会损失其质-能而收缩，并最后

消失。就是说，黑洞与宇宙中的任何事物一样，都

符合生长衰亡的普遍规律。 

但是，霍金没有推导出霍金量子辐射mss的量和

公式，这使黑洞理论仍存在重大的缺陷。 

以前的霍金黑洞理论公式只有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1a) (1c)2 个公式，但仅有这 2 个公式远不能解

决黑洞理论中其余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因为不知道

霍金辐射 mss的性质和量，就不能知道黑洞的许多重

要性能，及其生长衰亡的规律。 

 遗憾的是，也许由于霍金的‘智者千虑必有一

失’，或忙于从虚幻的狄拉克海的真空能去寻找霍金

辐射mss。所以他最终没有求出霍金辐射mss与黑洞质

量Mb之间的关系。而导致作者‘愚者千虑必有一

得’，只跨出了一小步，就得出来mss和Mb的好几个黑

洞重要和普适的新公式。 
 
§4. 作者完善了黑洞理论。根据粒子的引力能转化为

辐射能的阀温公式mssC
2 = κTb 代入公式(1a) 式，作

者建立了黑洞Mb和霍金辐射mss的另一个普适公式

(1d)，才首创地使黑洞理论成为一整套完整的理论。

这个完整的理论在于仅仅根据黑洞4个参数Mb, Rb, 

Tb, mss在其Rb上的膨胀和收缩的变化就可以决定黑

洞的命运，而无需知道黑洞内部的状态和结构，因

此，复杂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就可以置之高阁了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1]         (1d) 
由此，在史瓦西黑洞视界半径Rb上的3个物理量

（物理参数Rb, Tb, mss）和黑洞质-能量Mb之间的确定

关系完全可以由确定的3个公式表示出来，从而使黑

洞成为宇宙中具有生长衰亡规律的简单实体。 
 
【1】。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 的公式(1d)，mssMb = 

hC/8πG 和最小黑洞 Mbm ≡ 普朗克粒子 mp  =   

（hC/8πG）1/2 公式(1e)的推导和证明。 

1-1*。下面  (1a)是著名的霍金黑洞的温度公式， 

= (C 3/4G)  (h /2πκ) ≈ 1027gk  [1]     (1a) 
Mb—黑洞的总质-能量；Rb—黑洞的视界半径， 

Tb--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的温度，mss—黑洞在视界

半径 Rb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质量，h—普朗克常数 = 

6.6310--27g*cm2/s,  C –-光速=31010 cm/s, G –-万有引

力常=6.6710--8cm3/s2
*g,  波尔兹曼常数 κ=1.3810—16 

g*cm2/s2
*k，L p—普朗克长度；T p—普朗克温度；最

小黑洞 Mbm的视界半径 Rbm和 Rbm上的温度 Tbm； 

mss 既然是霍金量子辐射，是在视界半径 Rb 上

的 mss，按引力能转换为辐射能的阀温公式，有， 
mss = κTb /C

2  [2]                      (1b)

再根据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特殊解，
GMb/ Rb = C 2/2  [1][2]                       (1c) 

从 (1a) 和 (1b), 很容易得出另一个黑洞新公式，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1d) 
公式 (1d) 是黑洞的视界半径 Rb上普遍有效的公

式。既然 Tb Mb，mssMb均为常数，根据热力学第三

定律，必定有 Tb ≠ 0，因此，就可得出 mss≠ 0，Mb≠ 

0，因而 mss 和 Mb 及其黑洞密度b 都不可能是无限

大和零，就是说，mss 和 Mb 都必定有个极限。同

样，按照(1a) 、(1b)。 (1c)式，Tb 、Rb也都不可能是

无限大和零，都必定有个极限。再根据部分不可能

大于全体的公理。这个极限就是(1d)中最大的 mss 必

定等于最小的 Mbm，即 Mb=Mbm=mss=(hC/8πG.)1/2。 

再从量子引力论得知(hC/8πG)1/2=mp
[3]=普朗克粒子

[3]。 于是黑洞 Mb最后只能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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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Gh/2πC3 )1/2≡1.6110—33cm  (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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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m ≡T p
 [3]≡0.71 1032k            (1h)  

Rbmmss = h/(4πC) = 1.055710-37cmg           (1i)   
最小黑洞 Mbm的康普顿时间 Compton time tc =史

瓦西时间 tsbm , 于是，   

tc=tsbm=Rbm/C=1.6110--33/31010=0.53710—43s,
                (1j) 

bm = 0.61093g/cm3                (1k) 
从 Mb = 4πρRb

3/3 和 (1c),  对于任何一个黑洞, 下

面的(1m) 式总是有效的。 

        bRb
2 = 3C2/(8πG) = constant         (1m) 

 
1-2*；由于 Mbm 与 mss 是最后被分裂出来的 2 个最

大的能量粒子，即等于普朗克粒子 mp，但它们并不

是真实的黑洞，因为它们不再能够发射单独的霍金

辐射 mss了。因此，在宇宙中能够独立存在过的真正

最小黑洞 Mbl是最后分裂成 Mbm = mss的前身，即,  

Mbl = 2Mbm = 2mss = 2.2×10—5g     （1n） 
 
1-3*；黑洞是宇宙中最简单的物体实体。从以上可

见，4个黑洞的物理量，即Mb，Rb，Tb，mss可以完

全由3个独立队公式(1c)，(1a)，(1d)得出。具有如下

特点：（）；都是简单的单值关系，（）；在个

物理量中，只要个确定了，其它个也跟着单值地

被确定了，（）；各个物理量都与个自然常数h，

C，G，κ 相对应，与它们有某种确定的关系。

（）；个物理量只影响黑洞在视界半径上的状

态，而与黑洞内部的成分、状态和结构没有关系。

所以，同等Mb黑洞的状态、性质和个物理量是完全

相同的，与其内部的状态结构无任何关系。（）；

决定黑洞个物理量的个公式(1c)，(1a)，(1d)中，

mss公式(1d)是作者新推导出来的，由于有了这个(1d)

公式，黑洞理论才趋向完善。

结论：(A)；黑洞既然是经典理论，即牛顿力

学，相对论、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综合的产物。黑洞

理论中的问题就只能综合上述经典理论来解决。

(B);黑洞在其视界半径的4个参数Mb，Rb ，

Tb，mss决定了其Rb的膨胀和收缩，上面的4个参数

最后只能收缩成为最小黑洞Mbm= mss = mp，而与黑

洞内部Mb的结构、分布和运动状态无关，如此，广

义相对论—ETGR方程在本文中就毫无用处。(C); 本

文中的所有结论就与ETGR的结论完全不同。因为

以往的科学家们为了能解出复杂的ETGR，提出了

许多违反热力学定律的简化的假设，[6]如忽略了物质

粒子的热抗力、忽略温度密度的改变而造成热抗力

的增减，提出宇宙学原理等等，结果导致出现‘奇点’

的谬论。 
 

【2】。如何理解当黑洞因发射霍金辐射 mss 而最后

收缩为最小黑洞 Mbm = mss=普朗克粒子 mp时，会必

然在普朗克领域爆炸解体消亡，而不会继续收缩成

为‘奇点’呢？ 

        按照公式 (1d)，mssMb=hC/8πG=1.18710-10g2，

当黑洞 Mb 无外界能量-物质可被吞噬、不停地发射

mss 时，Mb 只能相应地不停地减少，直到最后成为最

小黑洞 Mbl, 而后分解为，Mbl=2Mbm=2mss= 2mp。 

        为什么最小黑洞 Mbm 刚好完全等于普朗克粒子

mp？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人们对普朗克领域也

许永远无法观察和测量。正因为如此，所以科学家

们才提出许多无法直接验证而玄奥的理论，如弦

论、膜论、多维理论等。但是，有一点也许可以确

定，此时物质粒子已经不复存在，而完全彻底地量

子化为能量了。所以，Mbl=2Mbm=2mss 是我们宇宙

中可能出现的最小黑洞，而 mp 就是普朗克领域可能

出现的最大能量粒子, 它属于另一个世界，或可称之

为纯能量世界。因此，Mbl 就可能是我们宇宙(即黑

洞宇宙或物质宇宙)和普朗克领域这 2 个物理世界之

间的‘临界点’，就像水在 100o C 时由液体变成气

体一样，好像 Mbl 是液体，在 Tbm≡T p
 [3]≡0.71 

1032k 时，变成为气体似的普朗克能量粒子 mp。 

2-1*. 一旦黑洞 Mb 收缩到 Mbm = mp，于是达到，         
        Mbm C2= mss C

2 = κTb =1016erg         (2a) 
        Mbm C2/κTb = mss C

2 /κTb = 1          (2b) 

        可见，Mbm 已经整体成为一个完全孤立的能量

粒子，根本没有多一点引力能量可再转变为霍金辐

射能 mss ，因此，只有将整体 Mbm = mss 爆炸成高能

的粉末，即高能射线。 
 
2-2*。如果作为最小黑洞 Mbm 再继续收缩，就必然

要使得 mss > Mbm，这不可能。如果再发射 mss < 

Mbm，也不可能。这违反黑洞公式（1d）和（1e），

所以二者只能在普朗克领域爆炸解体消失。 
 
2-3*。由于普朗克粒子 mp = Mbm 的史瓦西时间 tsbm=  

0.537 10—43= Rbm/C = 1.6110—33/31010，因此，它

已没有时间将其内部的引力质量捆绑在一起。且其

瓦西时间 ts=其寿命 10—42s(见【5】节) ，最后，Mbm

的温度已经高达 1032k，所以 Mbm只能解体消失。  
 
2-4*。按照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 -- Uncertainty 

Principle， 

          t ≈ h/2π [3]              (2c) 
          对于 Mbm, 其 MbmC2 = κTb =1016erg,  其t  
= 2史瓦西时间 tsbm = 2Rbm/C = 21.6110—33/31010 = 

1.074 10—43s。  

         t =1016 (2 0.537 10—43)= 1.074 10—27, 
但是 h/2π=6.6310—27/2π=1.0610—27。就是说，如果

Mbm = mp 再继续收缩下去的话，就必然使得  

t < h/2π, ，这违反了 Uncertainty Principle.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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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m不可能存在，只能解体消失在普朗克领域，根本

不可能继续塌缩成为‘奇点’。 

 
2-5*。Mbm = mp的信息量=Io = h/2π =宇宙中最小的

信息量=单元信息量。无法再小了。(见下面【6】)  
 
【3】。黑洞最重要的本质属性: 一旦一个黑洞形成

之后，不管它是因吞噬外界质能量而膨胀，还是因

发射霍金辐射而缩小（见公式(3a)），在其最后成为

最小黑洞 Mbm = 普朗克粒子 mp，而爆炸消失在普朗

克领域之前，他会永远是一个黑洞。 

         按照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特殊解(1c)， 
         Rb = 2GMb/C

2,                 (1c) 

         微分后得，C2dRb = 2GdMb   

 C2(Rb± dRb） = 2G(Mb ± dMb)         (3a)  

         假设有另一个黑洞 Mba与黑洞 Mb合并或碰撞， 
         C2Rba = 2GMba             (3b)  

        从 (3a) +（3b）+ (1c)，结果，    
         C2 (Rb+Rba±dRb) = 2G (Mb+Mba±dMb)     (3c) 
        从公式(1a) (1b) (1c) (1d) 可知，黑洞在吞噬外界

能量-物质时，Mb 和 Rb 增加，Tb 和 mss 减小；在发

射 mss 后，Mb 减少，Rb 缩小，Tb 升高，mss 增大，

直到最后成为 Mbm= mss≡mp=1.0910—5解体消失。 

        从(1a)、(1b)、 (1c)、 (1d)式 看，黑洞 Mb 与其

它性能参数 Tb 、Rb 、mss 之间的关系都是简单单值

的线性关系。因此，黑洞是宇宙中最简单的实体。 
 
【4】。黑洞 Mb发射霍金辐射 mss , 或者说 mss 从黑

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逃离到外界的机理是与任何恒星

和炽热物体向外发射辐射能的机理是相同的，都是

由高温高能向低温低能自然流动的过程。只有用经

典理论才能正确地解释黑洞 Mb发射霍金辐射 mss。 

4-1*.公式(1d)的物理意义. 

求黑洞质-能量 Mb在 Rb上对 mss的引力，按 

         mssMb = hC/8πG = 1.18710--10g2         (1d) 
在(1d) 等式的左右 2 边  2G/Rb

2, 既然以 Rb
2除

以 2 边，就是表示已将 Mb看做中心力，于是得,  
         2GMbmss/Rb

2 = hC/4πRb
2                 (4a) 

由于 mssMb = const, 所以黑洞 Mb 在其视界半径

Rb上对 mss的引力可视为 = Fbg，它反比于 Rb
2, 而与 

Mb 和 mss的量无关。令 
Fbg = 2GMbmss/Rb

2                   (4b) 
由(1c), 2GMb/Rb = C2, 也可变为， 

2GMbmss/Rb
2 = mss C2/Rb,            (1c) 

由(1c)可见，2GMbmss/Rb
2 是黑洞 Mb 在其视界

半径 Rb上对 mss 的引力 Fbg，而 mss C2/Rb 则是 mss

以光速 C 在 Rb作圆周运动（按广义相对论的说法是

测地线运动）的离心力 Fbc。所以，将(1c)和(1d)式转

变后，都表示黑洞引力 Fbg与离心力 Fbc在 Rb上的平

衡。从 (4a), (1c) 和 (1d), 得, 

Fbc = hC/4πRb
2 = mss(C2/Rb)           (4c) 

可见，Fbc 表示 mss 在 Rb 上围绕 Mb旋转时的离

心力。因此，(1d) 就表示 mss 在 Rb 上围绕 Mb 旋转

时，Mb（质量分布力）对 mss 的引力与其离心力的

平衡，而 C2/Rb 就是 mss的离心加速度。因此，从(1d) 

(1d)看，黑洞膨胀的机理是保持 mss 在 Rb 上引力与

其离心力的平衡。 

由于(4a)来源于(1d), 黑洞内的质量 Mb 就应该均

匀地散布在黑洞 Rb 的球体空间内，而不是集中于黑

洞的中心，Fbg = 2GMbmss/Rb
2已经将 2Mb看成为在

Rb 中心的集中力，所以要想使 mss 在 Rb 的末端以光

速 C 作圆周运动，在(1c) (1d)中，Mb 是分布粒子的

引力，所以仅有 Mb就能达到。当 Mb在 Fbg中作为集

中力时，就必须有 2Mb 才行。这就是运用广义相对

论公式与牛顿引力公式的显巨区别。于是得到， 

Fbg = Fbc = 2GMbmss/Rb
2 = hC/4πRb

2 = mss 
(C2/Rb)            (4d) 

 mss = h/4πCRb             (4e) 
验证：由(4d)，hC/4πRb

2= mssC
2/Rb，而 mssC

2 

= Ch/2πss, 所以 hC/4πRb = Ch/2πss,  所以 2Rb = ss, 

可参见见(4j)式和(63f).  

类似的, 运用牛顿力学，在中心集中力的作用

下，中心引力 Fng 与其离心力 Fnc在 Rb上的平衡是， 

Fng = mss (GMbn/Rb
2)             (4f) 

Fnc = mss(C2/Rb)          (4g) 

于是(mssGMbn/Rb
2) = mss (C2/Rb)         (4h) 

比较(4h) 与 (4d)式, 在下式(4h)的的条件下，二

者是完全相等的。  
2Mb = Mbn           (4i) 

从(4i)式可见,产生相同效果的引力所需的质

量，集中引力质量 Mbn 必须等于分布在整个空间质

量 Mb的 2 倍。 
 
4-2*。引力能与辐射能包括霍金辐射 mss 可以等量的

完全互相转换成以下 3 种形式。 频率 s-1, 

         mssC
2 = Tb = Ch/2π= h/2π     （4j）  

        霍金辐射 mss 在 Rb 上的能量转换完全符合上面

的公式（4j）.       

        例如, 我们太阳的表面温度大约是 5800k. 如将

5800k 看成为像黑洞在 Rb 上的阀温 Tb，则相应的太

阳表面辐射能的相当质量 msf为： msf = Tb/C
2 = 10--

33g, 其相应的波长 sf = h/(2πCmsf) = 10--5cm =10--7m. 

这就清楚地表明，太阳只发射较低能量的 sf>10--7m

的电磁波、可见波、无线电波等。 

相对应的，发射 msf= 10--33g 的黑洞 Mb=1023g. 

这证明，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mss与太阳发射可见

光等的机理是相同的，都是高能高温粒子（辐射

能）在其边界上向低温低能的外界自然地流动。有

时太阳也向外界发射高能粒子和 X 射线等，那是其

内部有爆炸而向外喷射粒子或高能辐射的结果。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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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黑洞也可能因内部产生爆炸或快速旋转而向外喷

射粒子或辐射能。 

在实质上，广义相对论与牛顿体系一样，都非

绝对完善的体系。计算的结果往往比观点更重要、

更说明问题。可见，广义相对论假设辐射的光没有

引力质量，只是作为一种解释的概念而已。 
 
4-3*.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 是如何从其视界半径 Rb 上

逃到外界去的？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的机理。 

作者认为，作为辐射能的 mss 在黑洞的 Rb 上由

于有一定的温度 Tb 和相应的波长 ss. 于是 mss 总是

在 Rb 上作微小的震(波)动，其速度或振幅在每一瞬

间都在极小的改变，当 mss有一半时间处在其温度和

能量小于平均值时，它就可能离开 Rb 而暂时流向低

温低能的外界。于是黑洞由于失去一个 mss而立即缩

小 Rb和提高 Tb，那个在外界 mss 由于黑洞视界半径

上温度(能量)的提高，再也无法回到黑洞里去了，这

就成为黑洞自然发射到外界的霍金辐射 mss。这其实

是辐射能由高温高能向低温低能自然流动的过程，

就像太阳发射可见光的机理与过程是同样的。 

霍金的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mss 的理论是正确

的。但由于霍金没有推导出 mss的公式，所以他对发

射 mss机理的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正确的。 

霍金与主流科学家们都用狄拉克海的真空能来

解释黑洞视界半径 Rb 上发射霍金辐射 mss 的机理。

他们认为，真空狄拉克海里的虚粒子对都在不断地

产生和湮灭，粒子对中的负虚粒子与 Rb 上的霍金辐

射 mss结合湮灭后，留在狄拉克海中的正虚粒子就变

成黑洞外空间的正粒子，它就成为从黑洞逃出来的

霍金辐射 mss的化身。于是黑洞就失去了（逃出来）

一个霍金辐射 mss。这种用‘狄拉克海新物理概念’的

解释是在无可奈何的‘故弄玄虚’。由公式（1d）可

知，霍金辐射 mss 的量仅仅取决于黑洞质量 Mb 的

量，而 Mb在发射一个 mss 之后，Mb立即减小，下一

个 mss 立即变大。这是‘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控制’一个

黑洞连续发射 mss 的结果。任一黑洞 mss 量在不断地

增加，最大将可达到 1060 倍（见后面的表二），相

应地，黑洞外的狄拉克海中的虚粒子对的能量也必

须随着增加 1060倍，才可能与 mss配对，这可能吗？

这必然导致狄拉克海各处有无限大能量的虚粒子对

的荒唐结论，这正是惠勒等主流物理学家的悖论。

再者，如果狄拉克海中没有与黑洞 mss相等能量的虚

粒子对配对，黑洞就无法向外发射霍金辐射 mss 了

吗？这显然与实情不相符。最后，负虚粒子与 mss湮

灭后的质能=2mss，它为何不能被吸引到黑洞内吗？ 
 
【5】。黑洞的寿命 b。黑洞 Mb连续发射霍金辐射

mss而最后收缩为 Mbm = mp的时间 = 黑洞的寿命 bm 

=10—42s。按照霍金黑洞的寿命公式， 

        b  10--27 Mb
 3 [1]    （5a） 

        对于真正最小黑洞 Mbl=2mss=2Mbm=2.210—5 g，

其寿命 b1m 1.0510—41 秒。对于恒星级黑洞 Mbs  

61033g, 其寿命bs  1066 年。对于我们宇宙大黑

洞，其 Mbu  1056g, 其寿命bu  10133年。 

5-1*；以宇宙作为黑洞(证实宇宙是真实的黑洞的证

明见后面)来判断其命运，寿命  b的长短仅决定于

Mb 的量，这结论与广义相对论的弗里德曼模型是决

然不同的。而且，弗里德曼模型只假想于判断宇宙

的封闭还是开放，无法计算出各宇宙模型的寿命。 
 

5-2*；黑洞是对外界能量-物质贪得无厌的掠夺者。 

从公式(1d)看，对于最小黑洞的 mss = Mbm = mp 

= 1.0910--5g，恒星级黑洞 Mbs的 msss = 10--44 g,  对于

我们宇宙大黑洞 Mbu的 mssu  10—66g。 因为宇宙中不

存在小于恒星级黑洞 Mbs 的小黑洞，其发射 msss 和

mssu 是如此之微弱，而宇宙中的能量-物质的质量均

大于 msss，而易于被黑洞吞噬。无论多么大的物质团

都可被大小黑洞分解吞噬，宇宙中没有任何力量可

以切割黑洞，使其一分为二或多。因此，黑洞就成

为贪得无厌的掠夺者，直到将其外围的所有能量-物

质吞噬完后，再向外慢慢吞吞地、单个地发射极其

微弱的霍金辐射 mss。所以黑洞的生长时间 tg—即从

形成到长大到吞噬完外界能量-物质的时间，相对于

其衰亡时间 td—即从发射霍金辐射到最后成为普朗

克粒子的时间来说，是很小的数值，即 td//tg>>1。 
 

5-3*；小黑洞吃掉大黑洞。当大黑洞 Mbb内有小黑洞

洞 Mbs时，因为 2 者向外发射的霍金辐射都很微弱，

所以是 Mbs 先吃掉 Mbb 内所有的能量-物质后，而变

成一个（Mbb + Mbs）的大黑洞。然后，其生长衰亡

的规律按照（Mbb + Mbs）大黑洞运行。 
 

【6】。 黑洞 Mb 和其霍金辐射 mss 信息量 Im 和熵

SB。第一；无论 Mb和 mss 的大小，mss 的信息量 

≡h/2π≡最小黑洞 Mbm 和普朗克粒子 mp 的信息量

≡宇宙中最小的信息量，其熵 SBbm = 。第二；黑

洞 Mb的总信息量 Im = IoMb/mss = 4GMb
2/C，其总熵

SB = (π/Io) Im = (π/Io)  4GMb
2/C = 2Rb

2C3/hG。 

6-1*; 按照黑洞物理中的热力学类比，爱因斯坦引力

理论中的黑洞熵 SB可写为， 

        SB = Lp
2[1]=2Rb

2C3/hG [1]          (6a) 

       上式中，为黑洞面积，A = 4Rb
2。Lp 为普朗克

长度，即， 

          Lp = (HG/C3)1/2 [1][3]             (6b) 

         (6a)式即有名的 Bekinstein-Hawking公式。 

再从史瓦西公式(1c)，GMb/Rb = C2/2， 

SB =Lp
2 = 4Rb

2/(4GH/C3) = 4Rb
2C3GH = 

RbRbC
3GH=Cts2GMbC

3GHC2=tsMbC2/H,  
ts 为光穿过黑洞的史瓦西半径Rb的时间。于是有， 

        SB(h/2= (2tsMbC2)，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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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 = (2h)(2ts MbC2)     (6c) 

        在上面(6c)式中，H = (h/2，海森伯测不准

原理说，互补的两个物理量，比如时间和能量，位

置和动量，角度和角动量，无法同时测准。它们测

不准量的乘积等于某个常数，那个常数就是普朗克

常数，即是 h = 6.6310--34焦耳秒= 6.6310—27 

g*cm2/s。取最小黑洞 Mbm, 

        MbmmssC
2 2tsbm= h/2 （d） 

         t ≈ h/2 π    （e）   

        对比（d）和（e），（e）式即是测不准原

理的数学公式，可见，tsbm 对应于t 时间测不准

量，MbmC2 对应于能量测不准量。这初步说明

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的整个过程就是将能量物质量子

化的过程。 
 
6-2*; 求最小黑洞 Mbm=普朗克粒子 mp=(hC/8πG)1/2g

的信息量 和熵 SBbm。 

        下面根据普朗克粒子mp 的数据对 (6c)和（d）

式进行验算。在前面【】节里，证明了宇宙中的最

小黑洞Mbm = mss = mp= (hC/8πG)1/2 =1.0910--5g，其

视界半径 Rbm≡Lp≡(Gh/2πC3 )1/2≡1.6110—33 cm，其 

tsbm=Rbm/C=0.53710—43s。对普朗克粒子mp来说，其

tsbm是其史瓦西时间。所以，对最小黑洞的计算是：  

2tsbmMbmmssC
2 =20.53710—43s1.0910—5 

g9 1020  = 1. 05410—27gcm2/s.  （a） 

         h/26.6310—27/210—27g*cm2/s  b
由上式的计算结果几乎完全相等，即，

tsbm Mbm C2 = h/2H      （c）

上式说明 H 值不多不少 = 宇宙中最小黑洞即普

朗克粒子的信息量。可见，最小黑洞 Mbm = 普朗克

粒子 mp 已经量子化为宇宙中一个最小的无法分解的

信息单位。这里再次证实最小黑洞 Mbm 不是物质，

而是一团能量粒子。但是 Mbm 的能量不是最小，可

以分割。所以 mp只能分解成更小的高能 射线而有

更长波长的低能射线之后，寿命都会变得更长，总

信息量却能极大地增加。所以 mp 只能在普朗克领域

解体消失。   

        下面计算 mp的熵 SBbm，按照 (6c)式，  

         SB (h/2) =  2tsMbmC2，所以， 

         SBbm= 而tsbmMbmC2≡h/2d）

为什么量子化的常数，普朗克常数，会不多不

少刚好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数值？这个常数的具体数

值到底有什么意义？这说明普朗克常数 Ioh/2π 就

是宇宙中最小黑洞 Mbm=普朗克粒子 mp 的信息量，

这也是宇宙中最小信息量，比 h/2π 更小的信息量在

宇宙中不可能存在。而 SBbm= 是黑洞的最小熵。

方舟の女解释说：[11]‘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哲

学上说，存在即是被感知，感知也就是信息的获得

和传递，一样不携带信息的东西，是无法被感知的，

所以信息也就是存在。所以， 

    信息＝ 存在＝ 能量×时间.  

    普朗克常数 = 能量测不准量×时间测不准量 

    那么为什么存在＝能量×时间呢？这个反映了

存在的两个要素，存在的东西必须要有能量，没有

能量，那也就是处于能量基态的真空，是不存在

的。存在的东西也必须要持续存在一定的时间，如

果一样东西只存在零秒钟，那便是不存在。[11] 

       她的看法很可能是对的，是可以被接受的。 
 
6-3*。任何黑洞 Mb 每次发射的任何一个霍金辐射

mss 都只是最小的信息量 = Io = h/2，而与其 Mb和

mss 的数值大小无关。任何黑洞 Mb 的总信息量 Im = 

4GMb
2/C，Mb的总熵 SB = ni π = πIm/Io= 2π2Im/h 

        现在来求任何黑洞的任何一个霍金辐射粒子 mss

信息量 Io的普遍公式.，根据(1d)式，mssMb = hC/8πG 

= 1.18710-10g2。所以， 

         mssC
2×2tc C2hC/(8πGMb)×2Rb/C = C2hC/ 

(8πGMb) ×2×2GMb/C
3 ≡ h/2π    a） 

         (63a)证明任一黑洞的每一个 mss，无论大小，

其信息量都是 Io，而与 Mb和 mss的量的大小无关。

只要知道黑洞在 Mb时所有的 mss的数目 ni，就可以

知道该黑洞的总信息量 Im，总熵 SB了。令， 

         Im = niIo ， SB = ni π = (π/Io) Im，    (63b) 

         由于 Mb = ni mss，  Im = IoMb/mss，    (63c) 

        再用(1d)式，从上面, 
Im = IoMb/mss = 4GMb

2/C                  (63d) 
        从(63b)式， SB = (π/Io) Im = (π/Io)  4GMb

2/C = 

2Rb
2C3/hG = SB，              (63e) 

(63e)与上面的(6a)式完全相同，这证明本文中所

有公式的推导和计算完全是正确而圆满自洽的。 

结论：A。由(63d)可知黑洞 Mb 由于吞噬外界质

-能量或者与其它黑洞合并而增加其质能量时，因 Im

正比例于 Mb
2，如果 Mb = Mb1 + Mb2, 由于 Im∽(Mb1 

+ Mb2)
2，而合并前 Im1∽Mb1

2, Im2∽Mb2
2，合并后之

Im > Im1 + Im2。所以 2 黑洞合并后总信息量 Im是增

加的、不守恒的。同样，当黑洞 Mb 发射霍金辐射

mss时，起初 Im ∽ Mb
2，当 Mb 发射 mss 到 0.5 Mb之

后，剩余的 0.5 Mb 的信息量只有 0.25 Im，而发射出

去的 0.5 Mb 却带走了 0.75 Im。当然，Im的总量还是

一样的。这是因为每个 mss 的信息量 Io ≡ h/2π。而

黑洞 Mb 大时，mss 小，其波长ss 较长，所以一个 Io

所需的 mss就较小。熵的情况与信息量的情况是相同

的。 

        B。所有黑洞不论大小，每次只发射一个 mss ，

其信息量 Io ≡ h/2π≡ 1 单位信息量≡最小信息量。 

h/2π = 1 比特，那么，其它发射的形体如恒星白矮星

等，它们所发出的辐射能是否与黑洞发射 mss的情况

一样，每次发射 1 个能量子，随带 1 比特的信息量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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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看来，只有能量才具有信息量。因此，黑洞

Mb 发射霍金辐射 mss 就是物质转变为能量后才能带

走信息量。 

D。在宇宙中，黑洞在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时，

是最贪婪的饥饿鬼，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当它的

外界空空如也，而向外界发射霍金辐射时，它是最

小气的吝啬鬼，每次只向外吐出一份最小的信息量

Io，黑洞愈大，愈吝啬。按照寿命公式计算，如果我

们现在的宇宙黑洞外界也是空空如也的话，它相隔

年才向外发射一个最微小的霍金辐射粒子 mss = 

10—66g。这比我们现在宇宙的年龄还大倍呢。

E。从（4j）式 mssC
2 = (h/2π) ×C/ss中可得出，

任何霍金辐射 mss的波长ss等于黑洞 Mb的直径。 

        ss = 2tcC = 2Rb = Db       (63f) 
由a）式，ss (s

-1)为频率， 

≡h/2π  mssC
2×2tc mssC

2×ss/C     (63g)  

(63g)式表明，单位信息量是震动次，即个

波长所具有的能量。可见，辐射波红移的本质就是

保持不变，即是不可分割的。

辐射波的的本质：在行进、（传播）中是波，

在引力场附近会弯曲行进，一旦被阻隔而停止时就

是粒子。前面j式就是其能量的转换关系公式，即

粒子的能量整个波长的能量。 
 
【7】。霍金的恒星级黑洞塌缩前后的熵比公式

（7a）的物理意义。 

7-1*。恒星级黑洞内部不可能出现‘奇点’。 

        我们知道，当大质量恒星演化的末期，在其核

心的氢氦碳等元素在核聚变反应中耗尽后，经由引

力塌缩会产生超新星爆炸。根据原始恒星质量的大

小，其内部残骸可被压缩成为白矮星、中子星或者

恒星级黑洞等致密天体。无论是最终形成哪一种天

体，都是由于新星爆炸时，其中心残骸受到爆炸时

超强的内压力压缩而成，其中心的最大密度可达到

51015g/cm3 而成为超子。恒星级黑洞 Mbs 形成后，

内部因再无核聚变，不可能再发生超新星爆炸。虽

然超子的密度也许还可以增加到 51015g/cm3 ~1052 

g/cm3，但不可能由黑洞内总质量自身的引力收缩来

达到，因为黑洞内部（热）能量在黑洞强引力的束

缚下，无法散到黑洞外面，黑洞内部的高温抗力就

足以与其总质能自身的引力达到平衡，而且其较高

密度的超子核心结构完全能够承受和对抗黑洞内质-

能量自身的引力压缩，使其无法再继续收缩成为奇

点。 相对论学者们掩耳盗铃地不承认这事实。 

       霍金-彭罗斯和史瓦西度规等在解广义相对论方

程得出物质团塌缩成‘奇点’的证明就是不切实际

和错误的。因为他们假设定量物质团的收缩不需向

外界排除热量，就能收缩，就违反了热力学定律；

其次，当物质团收缩出现黑洞之后，他们错误的在

黑洞内外用同一个连续的方程。这些都是导致黑洞

内出现‘奇点’的主要错误。[6] 

 
7-2*。按霍金恒星塌缩的熵公式(7a)，任何一个恒星

在塌缩过程中，熵总是增加的。假设 Sb—恒星塌缩

前的熵，Sa—塌缩后的熵，Mθ—太阳质量 = 210 33g, 
Sa/Sb=1018Mb/Mθ

[1]                             (7a)   
Jacob Bekinstein指出，在理想条件下，Sa = Sb, 

就是说，熵在恒星塌缩的前后不变时，就从(7a)式可

得出一个黑洞 Mbo = 1015g。这个黑洞常被称之为宇

宙的原初小黑洞= Mbo
 [1]  

Mbo=1015g 的密度 ρbo= 0.71053g/cm3; Rbo=1.5 

10—13cm; Tbo=0.771012k;; msso =1210—24g;   （7b）
Sa/Sb= 1018Mb/Mθ 

[2]                     (7a)(8a) (8a)   
Jacob Bekinstein指出，在理想条件下，Sa = Sb, 

就是说，熵在恒星塌缩的前后不变。这样，就从(7a)

式可得出一个黑洞 Mbo = 1015g。这个黑洞常被称之

为宇宙的原初小黑洞= Mbo
 [1] Mbo=1015g 的密度 ρbo=  

Mbo = 1015g 所包含的核子数 nbo = 1015g/(1.66 

10—24 )= 1039. 恰等于静电力与引力之比，即狄拉克

大数。Mbo 的年龄按照（5a）式 bo  我们宇宙年

龄。其半径 Rbo 正是一个原子核的半径。霍金曾认

为，Mbo 有可能残存在宇宙空间，科学家在 70 年代

化 10 年寻找未果。 
 
7-3*。从 Bekinstein对恒星塌缩的前后熵不变的解释

可以得出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结论。 

Bekinstein 对霍金公式 (7a)只作了一个简单的数

学说明，使其能够和谐地成立。但是没有给出其中

的恰当的物理意义。作者认为，(7a) 应该用于解释恒

星塌缩过程中有重要的物理含意。  

        首先，(7a) 表明在密度 < ρbo=1053g/cm3 的塌缩

过程中是不等熵的。这表示质子(超子)作为粒子在此

过程中能够保持质子的结构没有被破坏分解，所以

质子才有热运动、摩擦和熵的改变。质子变为超子

或 仅仅是质子具有高能量和高温，但它仍然由

夸克组成。然而, 既然密度从 1053g/cm3 到 1093g/cm3

的改变过程中, 不管是膨胀还是收缩，熵不能改变，

这就是理想过程。因此，质子必须解体而不能再作

为粒子，也就是说，质子在此过程中只能分解为夸

克。换言之，夸克就是没有热运动和摩擦可在密度

1053g/cm3 和 1093g/cm3 之间作理想过程的转变的.  

        重要的结论: 现在宇宙中所能产生的最强烈的爆

炸是超新星爆炸，它们所能产生的最大压力只能将

物质压缩成密度约 51015 g/cm3的中子星或最小的恒

星级黑洞的核心，即超子或 。实际上，在恒星

级黑洞的塌缩过程中总熵是增加的，因为要向外抛

射出大量的能量物质。所以，从密度 51015g/cm3

到 1053g/cm3 的塌缩或膨胀过程就是非等熵过程，质

子的结构未被破坏。这特性也许就是质子在宇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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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030 年的长寿命而难以被破坏的原因。在密度从

1053g/cm3 到变为普朗克粒子 mp 密度的 1093g/cm3的

塌缩或膨胀过程是等熵的理想过程中，质子已经解

体成为夸克。既然夸克在过程中作等熵运动，表明

与胶子在一起的夸克可能是具有超导性的液体，它

们可以一直存在到密度达到 1093g/cm3 的普朗克领

域，而会成为阻止任何物体和黑洞内部质量引力塌

缩的坚实核心。 

        在爱因斯坦建立广义相对论的时代，他只知道

引力和电磁力这 2 种长程力，在其作用下，物质所

能达到的最大密度，是太阳中心的密度约为

102g/cm3 。那时，不知道还有核心密度为 106g/cm3 

的白矮星和密度为 1016g/cm3 的中子星。更不知道弱

作用力和强作用力可以组成密度为 1016g/cm3 ~ 

1053g/cm3 的质子，和密度为 1053g/cm3 ~1093g/cm3 的

夸克。因此，那时爱因斯坦和其他的科学家们想当

然的认为，物质粒子的引力可以自由而无休止地收

缩和增大密度而达到‘奇点’。这是可以被理解的

历史原因。然而，现在主流的的科学家们还固执的

坚持物质粒子的引力可以收缩而压碎其中心坚实的

核心，再继续塌陷成为“奇点”，这却是盲目而失

去理智的。 

 
【8】。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制造出任何真正的人造

引力(史瓦西)黑洞 

       其实，道理很简单，最小黑洞 Mb1= 2.210--5g ，

其 Rb1m=3.2210—33cm，其史瓦西时间和寿命 ts1=10—

43s。但一个质子的质量 pm = 1.6610—24g。由于不可

能存在小于 Mbl = 2Mbm= 2.210--5g 的黑洞，这就必

须要将 1020 个质子 pm在极其准确的瞬时在对撞机上

对撞，这做得到吗？更困难的是，相邻质子之间的

最短距离是 10—13cm（中子星密度），2 个质子如以

光速的速度，需要 10—24 秒的时间才能碰在一起，而

最小黑洞 Mbl 的寿命才 10—41 秒，相差是 1017 数量

级。就是说，最小黑洞 Mbl 即便制造出来了，也不

可能存在和长大，因在其极短的寿命内，得不到能

量的供给。因此，一些科学家叫嚣制作出人造黑

洞，或者黑洞炸弹，都是骗人和骗钱的鬼话。[9]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506/001_19457aa0506_1_20.pdf   
 

第二篇   黑洞理论和宇宙学完善地结合成为‘黑洞宇宙学’ 

==新黑洞理论论证了宇宙起源于最小黑洞 Mbl，而不是‘奇点’== 
********************************************* 

上篇黑洞理论证明，一旦黑洞形成，除其最后变成 Mbm = mp而解体消失外，将永远是一个黑洞。 

本篇【1】证明我们现在宇宙是一个质量为 1056g 的真正的宇宙黑洞（CBH）。从【2】到【6】---用黑洞理

论的新观念和公式证明我们宇宙诞生于在普郎克领域 Planck Era 新生成的大量原初最小黑洞 Mbl = 2Mbm = 

2mp = 2(hC/8πG)1/2 ≡ 2.210--5g，即普朗克粒子 mp的合并，而不是诞生于“奇点”或“奇点的大爆炸”。

【7】--宇宙原初暴涨（Original Inflation）的新机理和新证明。【8】。从宇宙 7 种大小不同的黑洞 Mb 的

演变来分析黑洞宇宙的演变。【9】用正确的黑洞理论来检验‘大爆炸’标准宇宙模型公式的对错。 
 
【1】。首先证明我们现在宇宙是一个质量为1056g的

真正的巨无霸宇宙黑洞（cosmic-BH, CBH）。 

1--1*. 现代各种精密的天文望远镜实际的观测数据证

明，我们宇宙球体是一个真正的宇宙黑洞 CBH。 

      (A)；我们宇宙真实可靠的年龄 Au 的观测数值

是， Au=137 亿年 . 由此可计算出，其视界半

Ru=C×Au=1.3×1028cm, 其平均密度 ρu=3/(8πGAu
2)= 

0.958×10--29g/cm3. 宇宙的总质量 Mu = 4πRu
3ρu/3 = 

8.8×1055g.     (B). Hubble 常数的实际的可靠的观测数

值是，Ho= (0.73±0.05)×100kms-1Mpc-1 , 由此算出宇

宙的实际密度 ρr = 3Ho
2/(8πG)≈10--29g/cm3. 并得出宇

宙年龄 Ar
2 =3/(8πGρr),   A r= 0.423×1018s = (134 ± 

6.7) 亿年。故宇宙的总质量可确定为 Mr = 8.6× 

1055g。 

        两种精确观测数据得出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C)。证明我们宇宙CBH是一个真正的史瓦西黑

洞。从第一篇的公式(1m)可知，凡是符合公式(1m)

的球体就是史瓦西黑洞； 

bRb
2 = 3C2/(8πG)=1.6×1027g/cm，         (1m)  

取实际观测值Ru= C×Au=1.3×1028 cm, 取ρr = 3Ho
2 

/(8πG)≈10--29g /cm3，于是, 

r Ru
2=10--29×(1.3×1028)2=1.7×1027 g/cm       (1a) 

于是(1m)=(1a)。由(1c)，GMb/Ru=C2/2,计算出

黑洞质-能量-- Mb=8.7×1055g. 为了以后计算的方便，

取我们宇宙黑洞的参数值为：Mu = Mb = 8.8×1055g，

Ru = 1.3×1028 cm，ρu=  0.958 ×10--29 g/cm3.      

        Mu=Mr=Mb再次证明了宇宙黑洞的真实性。 
 
1-2*。宇宙膨胀的 Hubble 定律一直就是宇宙黑洞吞

噬外界能量-物质和与其它黑洞合并而膨胀的规律。 

        将 Hubble 定律运用到宇宙球体的视界半径 Ru， 

        Mu = 4oRu
3/3=43H0

2/8GC3tu
3/3 = 43H0

2 

/8 GC3tu/3H0
2 = C3tu/2G = C2 Ru /2G               (1b) 

         从第一篇史瓦西公式(1c)，2G Mb = C2 Rb， 
Mb =  RbC

2/2G = C3 tb /2G = RbC2/2G         (1c)  

既然 Ru是宇宙真实年龄 Au 的视界半径，由(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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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成为我们宇宙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tu = tbs,  Rb = Ru, Mu = Mb.           (1d) 
因此， (1b) = (1c). 从而证实我们宇宙黑洞的膨

胀完全一直在符合哈勃定律。由第一篇可知，黑洞

只有在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或者与其它黑洞合并才产

生膨胀。因此，Hubble 定律所反应的是宇宙视界半

径的膨胀速度 Ru/Au= C 的规律。Hubble 定律是； 
V=HR          (1e) 

当 V=C 时，R=Ru= Ctu 

H=1/tu             (1f) 
这表明 1；我们宇宙黑洞 CBH 从宇宙诞生时刻

起，其 Ru 就一直以光速 C 在膨胀；2；宇宙黑洞外

一直都有充足的能量-物质被吞噬或者与外面的黑洞

在碰撞和合并。所以一直是 tu = tbs =Rb/C。 

什么时候 tu ≠ tbs? 一旦黑洞吞噬完外界能量-物

质，黑洞就会停止膨胀，而改变为不停地发射霍金

辐射，以减少 Mb和 Rb，此时宇宙年龄 tu > tbs,--黑洞

的史瓦西时间，tu 会继续增长，Hubble 定律也就失

效了。或许哈勃常数 H 变为极其微小、接近于 0 的

负值极其缓慢的增加以反映黑洞发射霍金辐射而微

微地缩小 Rb，tbs也极其缓慢的减小。  
 
1-3*。关于我们宇宙的“平直性”问题，即(Ω = ρr/ρo 

≈ 1)问题。黑洞的平均密度 ρo 在确定的质-能 Mb 下

只有一个确定值。我们宇宙作为一个真正的宇宙黑

洞是有一确定 ρo 的、密封的巨大球体，所以(Ω = ρr 

/ρo≡1) 是黑洞的本性，是必然的结果。因此，60 年

来，科学家们根据弗里德曼的不实结论，对(Ω = ρr / 

ρo ≈1)的争论是一个毫无意义的伪命题。已经导致许

多科学家提出某些错误的观念，比如最明显地是 “寻

找宇宙丢失的能量-物质”，其次 “零点能” 与 ”暗能

量”等也与此有关. 就从 Mu 来看，我们宇宙黑洞 一

点能量-物质也未丢失，一点不少，当然也无一点额

外的增多。 

        由 1-1*中可知，此地 ρo=ρu=0.958×10--29g/cm3，

而 ρr = ρr = 3Ho
2/(8πG) ≈ 10-29g/cm3。所以，Ω = ρr/ρo 

=10--29/0.958 × 10--29 = 1.044。而这个 Ω = 1.044只不

过是根据不实的弗里德曼模型理论所观测和计算出

来的误差所造成的错误结果。但是，对于宇宙黑洞

来说，ρo ≡ ρr，所以 Ω ≡1。 
 
1-4*。我们宇宙大黑洞 Mu = Mb = 8.8×1055g 只能来

源于无数最小黑洞 Mbm的合并 

         从第一篇【3】节‘黑洞最重要的本质属性’可

知，我们宇宙黑洞 CBH 不可能像恒星级黑洞一样由

其外界 5~8 倍的能量-物质收缩塌缩而成；也不可能

像星系中心的巨型黑洞一样，由其外界庞大的的能

量 -物质收缩而成。因为这些黑洞的年龄均有

CAb>>Rb—其视界半径。只有我们宇宙黑洞的视界

半径 Ru就一直以光速 C 在膨胀，所以其年龄 CAu= 

Ru。因此推论，按照哈勃定律膨胀的我们宇宙黑洞

只能来源于无数最小黑洞 Mbm 的合并而造成其视界

半径 Ru一直以光速 C 在膨胀。只有这一种可能。 
 
1-5*；再次证实我们宇宙黑洞来自无数最小黑洞Mbl 

 2Mbm≡ mp的合并。注意：上篇已说明Mbl是真正

最小黑洞，Mbm≡mp只是Mbl最后分裂出的双胞胎。 

假如我们现在宇宙是一个真实的巨无霸宇宙黑

洞--CBH, 按照质-能不灭原理，它就必然来自大量宇

宙诞生时最小黑洞 Mbl = 2Mbm的合并。为计算方

便，现仍取最小黑洞 Mbm≡mp=mss=1.0910-5g, 其 

Rbm= 1.6110--33cm, Tbm=0.711032k, 令 Nbu 是 Mu 拥

有原始 Mbm的数目。如取Mbl=2Mbm来计算，结果与

取Mbm相同。因Mbl=2Mbm的各种参数都同比增加。 

        Nbu=Mu/Mbm=8.8×1055/1.0910-5=8.0731060  (1g) 
 假如我们宇宙是一个由 Nbu 个 Mbm 合并而成的

宇宙黑洞，按照第一篇(1c)式，宇宙的 Ru 也应该准

确地是 Rbm 的 Nbu = 81060 倍。计算结果如下： 

        Nbu=Ru/Rbm=1.3×1028/1.6110—33=8.0751060  (1h)   

         (1g) = (1h)清楚地证明，我们宇宙 Mu确实是由 

Nbu个最小黑洞 Mbm, 合并膨胀而成的宇宙黑洞。 

 

【2】。上节已经从许多方面论证了我们宇宙黑洞

CBH 只能来源于 NbuMbm。下面几节将详细论证

CBH 是如何诞生于无数最小黑洞 Mbl=2Mbm 的原由

和演变的过程 

根据什么原理来确定我们宇宙准确的诞生时刻

tm？既然我们宇宙过去一直在按照 Ru = Ctu（tu—宇

宙年龄）在膨胀，我们就可以从宇宙缩小方向往回

看，以便找到宇宙较准确的、有根据的诞生时刻

tm。上面所提到的, 下面将论证宇宙在 tu = 10—43s = 

tbm时，就是要找到的 tm。 

我们宇宙球体能连成一个整体，在于宇宙中所

有物质粒子之间有足够的时间以光速 C 传递他们彼

此之间的引力。其充要条件是 Ru ≤ Ct。Ru是宇宙的

视界半径，t 是宇宙特征膨胀时间，即从其中心将引

力能以光速 C 传递到 Ru末端的时间（非宇宙年龄,一

般 tu>t），因此才能将 Ru 内的总质能 Mu 联系在一

起。当 t 一直往回看缩小下去时，就会达到一个极

限，可使 Ru ≥ Ct。因为当 t 减小时，Ru和宇宙质量

Mu减小，而温度 T 密度成 ρ2增加，质能会形成许多

高温高密度的粒子团，从黑洞理论可知，这实际上

是在向最小黑洞 Mbm= mp普朗克粒子方向收缩。当 t

继续减小下去时，那些粒子团（其实是黑洞）的温

度和密度最终会高到无法被压缩，使 Ru = rm无法再

缩小，最终也会达到一个极限，达到 Ru= rm ≥ Ct，

这即造成任何粒子的中心引力无法传递到其边界，

也造成相邻粒子之间无足够时间传递彼此的引力，

在此时刻 tm 造成了宇宙内所有粒子内外的引力断

链，变成能量碎末，无法继续引力收缩成‘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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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但从宇宙诞生膨胀的方向看，也正是在此时

刻+tm，宇宙中的高密度质-能会重新聚集形成新的

质-能粒子变成 mm而恢复其内外引力，此时 tm就成

为我们新宇宙诞生的时刻。 
 
【3】。求宇宙诞生时，恢复引力链的那一时刻

+tm，和重新结合成新粒子 mm，先看表 1， 

3-1*； 表 1: 宇宙大爆炸标准模型 t—T 的对应值， 

t—宇宙特征膨胀时间；T—宇宙（辐射能）温度； 

    t—特征时间;   T—特征温度;     说明; [5][10] 

1; t = 0;                      T--- ∞;            虚构的‘奇点’ 

2; t=10—43s;              T=1032k;           普朗克时代 

3; t=10—35s;              T=1027k;            大统一时代 
4; t=10—6s;                T=1013k; 

5; t=10—4s;               T=1012k;                 重子时代 
6; t=10—2s;                T=1011k; 
7; t=0.11s;                 T=31010k; 
8; t=1.09s;                T=1010k;                 轻子时代 

9; t=13.82s;               T=3109k; 
10;t=3m2s;                T=109k; 
11;t=3m46s;              T=9108k; 
12;t=34m40s;            T=3108k; 
13;t=7105yrs;         T=3000k;                     辐射时代 

14;t—直到现在;      2.7k;                  物质占统治时代 

宇宙‘大爆炸’标准模型演变的 [t—T]的对应关

系值，数据来源于参考文献[5]和[10]。从表中第2项

到13项的辐射时代结束可用 (3--a)式和表1的数据表

示，这是近代天体物理、宇宙观测、基本粒子等的

新成就，第14项可用Tt2/3= k2表示。k1 ，k2 为常数。 
        Tt1/2= k1 

[2][5]
                                                                          (3--a) (3aa) 

        Tt2/3= k2 
[2][5]

               (3—b) 
 
3-2*；求宇宙诞生的准确时间+tm 

设 dm--两相邻粒子间的实际距离，Mu –宇宙后

退缩小时与 Ru 对应的粒子团质量，Ru—粒子团 Mu

的半径，t —宇宙粒子团的引力从中心传递到其视界

半径的特征时间--史瓦西时间，C—光速, ρ—宇宙粒

子团 Mu的平均能-质密度 g/cm3，H—哈勃常数， 

   dm ≥ C2t , 即 dm/2C ≥ t,             (3) 

       (3)dm 是粒子团 Mu 内外引力断链条件。(3ab)是

球体公式 。H = 宇宙在同一时间的哈勃常数， 
H = V/R = 1/t,      (3aa) 

        Mu= 4ρRu
3/3,     (3ab)   

       另一决定性条件是，当 Mu 退缩到最后成 mm 在

阀温 Tm 变成辐射能时，Mu 内就无引力了而只能变

成 mm而解体爆炸了。将(3aa) (3ab) (3ac)代人 (3) 
      mm = κTm/C2,              (3ac)   

     t3 ≤ 3κTm/4πρC5          (3a) 

   由哈勃定律可得出， 

 ρ = 3H2/8πG = 3/(8πGt2),         (3ad） 

     t ≤ Tm(2Gκ)/(C5),         (3b） 

   从   Tt1/2 = k1                                  (3-a) 

 t3/2 ≤ k1 (2Gκ)/C5或 t ≤ [k1 (2Gκ)/C5]2/3   (3c) 

   公式  (3a),(3b),(3c)都是从公式（3）推导出来

的，所以 3 式中的 t是等值的。 

   求 k1, 从表 1 取 t=10--43s，其对应温度 T=103k，

k1=Tt1/2=103210-43s=31/21010 ≈1.7321010,  
   从公式 (3c),      

t3/2≤[(2Gκ)/(C5)]k1=1.7321010[(2Gκ)/(C5,  (3ca)  

   G = 6.67×10--8cm3/gs 2, C = 3×1010cm/s, κ =1.38  

×10 --16gcm/s 2k,,  

    t3/2 ≤ [(26.6710-81.3810-16)/(31010)5]  
1.7321010)] = 0.07575810--741.7321010  

≈0.131210 --64,  于是， 

   t3 = 0.01721710 --128  =   0.1721710 --129,  

 为计算方便，下面令 t =  tm；于是， 

   tm =  0.556310-43s,                      （3d） 

   可见，t 与 tm 即是粒子与整个宇宙中旧相邻粒

子之间引力断链的时间，也是此时新粒子 mm在 tm

恢复引力的时刻。相对应地，粒子 的温度 Tm， 

   Tm = k1/tm
1/2 = 0.734 1032k,           (3e) 

   mm 代替了 m是与 Tm 相对应的粒子质量： 

 mm = κTm/C2  =1.125 10--5g,           (3f) 
   ρm = 3/(8πGtm

2) = 0.5786 1093g/cm3,           (3g) 
    rm = (3mm /4πρm)1/3 =1.6710--33cm,        (3h) 
   dm = C2t = 3.3410-33cm = 2r m                  (3i)  
 
(3i) 表明当我们宇宙退缩到 mm 时，2 邻近粒子之间

的引力却是断链了 

【4】。在我们宇宙出生时，引力断链和恢复的新粒

子 mm 就是宇宙收缩退到最后的粒子，与第一篇中

的最小黑洞 Mbm 和普朗克粒子 mp 的比较结果列在

下面的表中。由下面表中的数据可知，mm = Mbm = 

mp= 1.09 10—5g = (hC/8πG)1/2。 

 Mbm, mp  和 mm的各种参数的比较表： 

m m-- 引力断链状态；             Mbm =mp
 

mm =1.12510-5g；                  Mbm =1.0910--5g = m p 

tm = 0.556310-43s；             t bm = 0.53910-43s= t p 
 

Tm = 0.7341032k；                Tbm= 0.711032k = Tp  

rm =1.6710-33cm；                 R bm=1.6110-33cm= Lp 
 
【5】。前辈宇宙是如何在普朗克领域消失的？ 

        按照时间对称原理，假设前辈宇宙有一次大塌

缩，很显然，其最后的塌缩规律与我们宇宙诞生时

的膨胀规律应级其近似，由第一章【7】节可知，塌

缩与膨胀都应是处于高密度理想状态，其最后塌缩

的结果在--tm时刻只会同时产生 3 种状态: 即相邻粒

子 mm 之间的引力断链、mm = Mbm≡mp、在第一篇

已经论证了 Mbm = mp只能爆炸解体消亡在普朗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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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这是前辈宇宙塌缩成普朗克粒子的一次“前大

爆炸”，即所谓 Big Crunch。 

        前辈宇宙塌缩成为 Mbm = mp 在普朗克领域的

‘前大爆炸’ 在--tm 时刻的 3 种结果为我们宇宙的

诞生提供了充分和必要的条件：1*，‘前大爆炸’

使前辈宇宙发生‘相变’，即从‘塌缩相’转变为

‘膨胀相’，从而阻止前辈宇宙继续塌缩成为‘奇

点’    2*，‘前大爆炸’使宇宙密度和温度的少许

降低而使宇宙中能够产生比 Mbm稍大、寿命比 Mbm

的史瓦西时间稍长的‘新小黑洞’ Mbl，他们才是我

们新生宇宙的、能够稳定成长的实际细胞。   3* ，

‘前大爆炸’Mbm= mp 解体后的全部能量物质碎

末，为转变组成为新宇宙的‘新细胞’（ 新的最小

黑洞 Mbl）提供了所有的能量-物质，它们的出现就

是我们新宇宙的诞生。 
 
【6】。我们新宇宙是如何从旧宇宙的废墟中诞生的

呢？关键问题在于从前辈旧宇宙解体的废旧能量-物

质，能够重新集结成为新的稍长寿命的最小的引力

（史瓦西）黑洞 Mbl = 2Mbm. 其实，在 1032k 和密度

1093g/cm3 如此高的普朗克领域，本来就是能量与粒

子随时都在湮灭和产生而互相转换的。我们知道它

们湮灭和产生的时间就是康普顿时间，即 Compton 

Time tc =史瓦西时间 ts。 因此，只有当在--tm时刻恢

复引力的新生粒子 Mbl 的寿命 b 大于其康普顿时间

tc 时，该粒子才能存活下来，生长下去，成为稳定

的新小黑洞。上篇中已论证过，黑洞一旦形成，除

因发射霍金辐射 mss 而最后变为普朗克粒子 mp 而爆

炸消失外，它将永远是一个黑洞。按照霍金的黑洞

寿命公式，黑洞寿命 b， 

         b  10—27 Mb
3 (s)         (6a)   

        tc = ts =Rb/C                        (6b)  

         因此，只有在 b > ts 时，即 10—27 Mb
3 > Rb/C

时，新产生的新黑洞 Mbl 才能存活，并吞噬外界能

量-物质而不断地长大，从(6a) (6b) (上篇 1c)公式， 

         Mb = Mbl = 2.210--5g (=2Mbm )               (6c) 
Mbl的寿命b

bl
10--5g， 

 b
s                    (6d) 

bbm = btbm = (2.2/1.09)3 = 8              (6e) 
b tsbm1=

(6f) 
Mbl的寿命b比最小黑洞Mbm= mp的寿命bm增

长约8倍多。这就是Mbl能稳定而继续长大的原因。 

        在当时‘宇宙包’里如此高密度1093g/cm3 下，

密度和温度因‘前大爆炸’的膨胀而少许降低，是

很容易形成稍大的 Mbl = 2Mbm新最小黑洞的。 

我们宇宙诞生时的‘大爆炸’：一旦大量的 Mbl

在--tm 形成之后，它们在极高密度下紧贴在一起，就

立即合并碰撞将它们连在一起，由 Mbl 变成稍大的

黑洞，而产生‘大爆炸’，造成宇宙的‘空间大暴

涨’，此即 “原初暴涨”。无数的 Mbl 不停地合并碰

撞，造成了我们宇宙膨胀到现在。“原初暴涨”后，

最小黑洞长成为较大的‘原初小黑洞 Mbo = 

1015g’。它们再继续合并和吞噬外界能量-物质造成

的膨胀形成了我们现在 137 亿年的膨胀宇宙。  

结论：我们宇宙诞生的几个必要条件和过程

是：1*。必有前辈宇宙及其无数的最小黑洞 Mbm = 

mp=1.0910--5g 在在--tm 的引力断链消亡为我们宇宙

提供了能量-物质基础。 2 *。前辈宇宙最后在普朗

克粒子的爆炸解体使宇宙从‘塌缩相’转变为‘膨

胀箱’，阻止了宇宙出现‘奇点’。 3*。前辈宇宙

及其旧的最小黑洞 Mbm = mp 的爆炸使“宇宙包”里

的温度密度降低，而能够产生较大的较长寿命的稳

定的新最小黑洞 Mbl = 2.210--5g，它们就成为产生

新宇宙的胚胎。只有极大量的 Mbl 胚胎才可能膨胀

成我们现在的宇宙黑洞 CBH。4*，从前辈宇宙在--

tm 时刻的引力断链，到  +tm 时刻的引力恢复，都是在

将普朗克领域进行作为一座桥，使前辈宇宙直接过

渡到现在宇宙，从而避免了 t = 0 和奇点的出现。 
 

【7】。作者用宇宙诞生于“最小黑洞 Mbm 的合

并”原理，对宇宙“原初暴涨”的机理、过程和终

结提出了最新最简单的解释和计算。认为宇宙“原

初暴涨”终结的时间 to 就是宇宙总质能 Mu 内所有

NbuMbm 连成一整体‘宇宙包’，而造成宇宙黑洞

‘空间暴涨’的结束时间。 

        说明：1；本节仍然用 Mbm≡mp 以代替真正最小

黑洞 Mbl。 2；按照(1c)，一个孤立的黑洞不会膨

胀，只有 2 个或许多黑洞碰在一起才产生膨胀。3；

在我们宇宙诞生时，由于我们‘宇宙包’内有 Nbu 个 

Mbm，外面还可能有许多‘宇宙包’紧紧地捆绑在一

起。因此，单独几个 Mbm 是无力自由膨胀的，所以

只有整个‘宇宙包’连成一体，才造成突发的强烈的空

间膨胀，即‘宇宙的原初暴涨’，即‘大爆炸’。 

从上几节可知，现在黑洞宇宙的总质量 Mb = 

Mu = 8.8 ×1055g, 它来自宇宙诞生时 Nbu = 81060 个最

小黑洞 Mbm≡mp=1.09×10—5g 的合并。因此，我们宇

宙黑洞 137 亿年的膨胀就是那诸多最小黑洞不断合

并产生的膨胀。现将从宇宙诞生到将原始“宇宙

包”内所有组成 Mu 的 NbuMbm 连成一整体的时间

定为 to。而 Mbm的视界半径 Rbm=1.6110—33 cm。 

7-1*。假设 Mbm在诞生后需要 2 或者 3 倍的 tsbm 时

间将其邻近的 Nm 个 Mbm 连接起来， tbm 是最小黑

洞 Mbm 的 史 瓦 西 时 间 , tsbm=Rbm/C=1.6110—

33/(31010) = 5.37 10—44s. 当引力走 2tbm 时，Mbm 

所能够连接的其它的 Mbm的数目为 Nbm2 ， 

         Nm2 Rbm
 3

 =（2Rbm)3，   Nm 2 = 8           (7a)  

         (7a) 式表明，当 Mbm 的引力传递时间从 tsbm 延

长到 2tsbm 时，Mbm 能够连接 8 个 Mbm. 那么， Mbm 

需要延长多少倍时间才能将所有 Mu 中的 Nbu= 8.075 

1060 个 Mbm连成一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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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bu = 8.8×1060 ≈1061 = (867.5)              (7b)  

         (7b) 式表明，在 Mbm 的引力走过 (267.5 )倍的 

tsbm后，所有的 Nbu (=867.5 ≈1061)  Mbm 就连成一体

成为宇宙（Mu）的原初“宇宙包” 了。 

        于是，(267.5 ) ≈ (1020.3)， 令  no2 =1020.3         (7c)   

        现在以同样的方式求 Nm3 ,  

        Nm3 Rbm
 3

 =（3Rbm)3，  Nm3 = 27        (7d)   

        Nbu= 8.8×1060 ≈1061=(2742.6),   

而 (342.6) ≈ (1020.3)，令  no3 =1020.3，  

          no = no2 = no3 ≈ (1020.3)                     (7e)  
        分析：正常合并膨涨：1061 个 Mbm 正常合并膨

胀在一起所须时间，由(7c) 和 (7e)可知，不管 tsbm 以

几倍的时间延长，连接整个 Mu 所需的时间倍数是

一样的，即 te =1020.3 倍。   

原初暴涨：但从(7a)和(7d)看，由于大量最小黑

洞的合并，其实就是黑洞碰撞产生的‘宇宙大爆

炸’，这必然会产生整个宇宙包“空间暴涨”，这

种‘空间膨胀—暴涨’就是宇宙的“原初暴涨”, 从

(7a)看，当 Mbm连接其它的 8 个 Mbm时，其 Rbm会增

长 8 倍，即 8=23 倍。同样在 (7d), Rbm 也会增长 

27=33. 这就是说，tsbm 延长到 2tsbm 时，其所连接的 

Mbm 数就不是 23, 而是 (23)3 = 29. 说明‘原初爆炸’

就是将来不及膨胀的诸多最小黑洞也抱在一起同时

合并的大空间膨胀。因此，当时间 tsbm 延长到 3tsbm, 

其所连接的 Mbm的数目就应是 39. 下面用同一方式求

一般规律的 no,  

        令   Nmn = no
9,  和 no = 10 x          (7f)   

        但   Nbu 
 ≈1061 ,  1061 = 109x                 (7g)  

         x1 = 61/9 = 6.8,  no1=  (106.8)      (7-1a)   
      （7-1a）是“暴涨”情况下 tsbm 延长的倍数

no1。现按照从(7e)式的原理，得出一个在没有“暴

涨”情况下的 x2 和 no2，称为“正常合并膨涨”。 

         x2 = 61/3 = 20.3     no2 = 1020.3  （7-1b） 

         no2 = no1
3 或者 no2 = 1013 no1

 （7-1c） 

7-2*。公式(7-1a) 和 (7-1b)证明了将所有 Mu连成一

体而组成整个“宇宙包”的可能有 2 种方式；但不

管以何种方式，将所有 Mbm 连成一体为 Mu 所需的

时间都是仅仅由 Mu的值所确定的。 

[A]. ‘原初暴涨 ’的结束时间 t o1=tsbm×no1=5.37 10-

44  106.8 = 0.2 ×10—36s=2×10—37s = 10—36.5s。     (7-2a) 

[B]. ‘正常合并膨涨’ 的结束时间 t o2 = tsbm× no2 

=5.3710--44 1020.3= 2×10—24s = 10—23s            (7-2b) 
         t o2/t o1= no2/no1=2×10—24/2×10—37=1013       (7-2c)  
 

7-3*. 从 (7-1a) 和 (7-1b) 到 (7-2a) 和 (7-2b), 似乎可以

推测出有 2 种‘膨涨’的方式。但是在实际上，极

快速的‘原始暴涨’必然使得‘正常合并膨涨’没

有机会发生。所以‘正常合并膨涨’的各种数值只

能作为对‘原初暴涨’是极好的对比和参考。 

 [A]。第一种是 “原初暴涨”,  即符合 (7-1a) 和 (7-

2a) 的规律, 其膨胀的时间从宇宙出生时的 5.3710—

44s 到 to1 = 10—36.5s, 但其膨胀的结果仍然达到了与 

(to2 = 10—23s) 时的 ‘正常合并膨胀’的结果一致, 2 种

不同的结束时间 t o1 = 10—36.5s 和 t o2 = 10—23s 都达到

了相等（一致）的视界半径 Rb，即将整个 Mu 都连

成一体，只不过是其终结的时间不同而已。因此，

‘原初暴涨’后在时间段从 t o1 =  10—36.5s 到  to2 = 

10—23.s, 宇宙黑洞似乎在踹一口气，成为自由膨胀.    

[B]。第二种是‘正常合并膨胀’，它符合  (7-1b) 

和 (7-2b)的规律, 其时间是从 5.3710—44s连续到  to2 

= 10—23.s，其膨胀结束时的 Rb与 A种是相同的。 但

二者结束的时间点是不相同的。 A 是 t o1 =  10—

36.5s，B 是  to2 = 10—23.s.         

[C]. 从 to2 = 10—23.s 直到现在, 我们宇宙黑洞的

膨胀就成为合乎哈勃定律的正常膨胀，即 Rb 以光速

膨胀，是由宇宙中小黑洞不断合并长大所产生的。      

        顺便说一下，宇宙暴涨的结束时间 t o1 = 10—36.5s 

和 to2 = 10—23.s 是与 NASA/WMAP 所观察到的‘暴

涨时间’大致相同的。  
    
7-4*。下面验算作者“原初暴涨”新机理的计算结果

与其他学者的计算数据作比较。 

按照苏宜《新天文学概论》中 12.7 节中的资料

和计算,[2] 他写道，在宇宙 tsbm 为从宇宙创生起的宇

宙年龄，到达 t=10—36s 时，宇宙经过“暴涨”的尺寸

为 R-36=3.8 cm，根据其说法，宇宙尺寸 R暴涨为， 
R-36/R-44 = 3.8/10—13 = 3.8×1013 [2]     (7-4d) 
他说宇宙体积暴涨了(3.8×1013)3 = 1040倍。[2] 

下面是作者的计算结果，可与苏宜教授上面的

数据作比较。 

已知：宇宙诞生时 Mbm=10—5g，其 Rbm= 1.61× 

10—33cm，其bm=1093g/cm3, 宇宙总质-能 Mu=1056g， 

先求宇宙在诞生时宇宙 Mu的尺寸 R44. 

R44
3=3Mu/4bm， 

 R44= 2.8×10—13cm   (7-4e) 
前节已经证明，宇宙经过‘原初暴涨’时间

106.8 倍，在达到 t o1 = 10—36.5s 后，就将所有的 Mbm

（=Mu）连接在一起，而与‘正常合并膨涨’经过 te 

=1020.3 倍 到达 t o2=10—23s 时的结果是相同的，就是

说，整个宇宙 Mu都由同样大小黑洞 Mbo组成。 

现在求‘原初暴涨’到 to1=10—36.5s 后的 Mbo。

由于最小黑洞 Mbm的 Rbm和 tsbm暴涨的倍数 te=1020.3

是相同的。所以，Mbo的 Rbo是， 

Rbo = te
 Rbm =1020.3×1.61×10—33 =3.2×10—13cm， 

        Mbo =C2Rbo/2G = 2×1015g, 
         可见，Mbo= 2×1015g 就是宇宙原初小黑洞。  

bo=3Mbo/4Rbo
3=1.46×1052g/cm3, 

此时，bo也即是宇宙‘原初暴涨’ 到 t o1 = 10—

36.5s后宇宙的密度。而此时宇宙的 Rub（R-36.5）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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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
3 =3Mu/4bo， 

 Rub= 12cm            (7-4f) 
         Rub/R44=R-36.5/R-44=12/2.8×10-13=4.3×1013    (7-4g) 

         结论：1；比较(7-4d)与(7-4g) 2 式，它们数值

是极其近似的，这表明作者提出的对我们宇宙诞生

时所发生的‘宇宙原初暴涨’的新观点、公式、证

明和结果都是正确的，与先前学者们的计算也是吻

合的。 

2；宇宙从诞生的无数 Mbm = 1,09×10—5g 起，将

Mu = 1061Mbm在从 5.3710—44s 到 10—36.5s 的时间间

隔内以‘空间暴涨’的‘大爆炸’形式连接成一

体，这就是宇宙的‘原初暴涨’的正确机理。 

         3；作者计算出来了宇宙‘原初暴涨’的结束时

间 t o1 = 10—36.5s，宇宙此时变成为由许多的原初小黑

洞 Mbo = 2×1015g 组成。但苏宜的书并未指出暴涨的

终结时间，可能学者们也不知道何时终结。 
 
【8】。从宇宙 7 种大小不同的典型黑洞 Mb 的演变

分析各种宇宙黑洞的参数的变化规律。 

       从前面可知，一旦新的#1 最小黑洞 Mbl =2Mbm在

普朗克领域生成之后，它们在极高密度为 1092g/cm3

的宇宙包里是互相紧贴着的。它们最初的合并造成

了宇宙的‘原初暴涨’。它们只有合并和吞噬外界

的能量-物质才能降低内部的压力和温度。暴涨后，

最小黑洞逐步成长为 21015 g 的#2 微型黑洞，即宇

宙原初小黑洞。但这许多的微型黑洞仍然是在高密

度约 1053g/cm3 下紧贴在一起，他们的继续合并造成

宇宙的继续膨胀，即从下面表二中从#1 最小黑洞经

过 #2 #3 #4  #5  #6  #7 我们宇宙大黑洞

CBH。 

表二中列出了宇宙在膨胀过程中7种典型黑洞的

参数值。其中的Mb、Rb 、Tb 、τ b（黑洞寿命）、

b 、mss 等可从第一篇中的（ 1a）、（ 1b）、

（1c）、（1d）、(1m)、（5a）等式中得到。 

下面再定出表二中的其它参数的来源公式， 
 ni = Mb/mss                  (8a)   

         mss的波长ss = Ch/(2mssC
2)， 

由于mssC
2×2ts = h/2，所以， 

        ss = 2Cts = 2Rb, 而频率ss = C/ss        (8b) 
        ts = Rb/C                (8c) 
        Er = mssC

2                  (8d)  

 
 
表 二:  7 种不同类型黑洞其在视界半径 Rb上的性能参数值的计算结果[4] 

（下面是表二中黑洞序号和名称：#1 最小黑洞 Mbm； #2 微型黑洞 Mbo，也叫原初宇宙小黑洞；   #3 中

型黑洞 ； #4 月亮质量黑洞； #5 恒星级黑洞； #6 巨型黑洞；   #7 我们宇宙黑洞 CBH；） 
                                                             
黑洞          #1 最小        #2  微型         #3 中型        #4  月亮型     #5 恒星级         #6 巨型                   #7 宇宙 

Mb (g)，   10--5g             1015g              2×1018g           1026 g          6×1033(3Mθ)      1042g(109Mθ)             1056g 

Rb (cm)， 1.5×10-33，    1.5×10-13，    3×10-10           1. 5× 10-2      9×105                       1.5×1014                    1.5×1028  

Tb (k)        0.8×1032 ，   0.8×1012            0.4×109               8               1.3×10-7              7× 10--16                   7×10-30    

τ b (s,yrs)，10-42s            1010yrs           8×1027             1044yrs          1066yrs              1092yrs                      10134yrs   

b(g/cm3)，7×1092         7×1052            2×1046             7×1030         1.5×1015              7×10—2                                 7×10--30   

mss (g)，     10--5             10--24               10--27                10--36            1.6×10--44           10--52                         10--66 

ni，              1                 1039                4×1046              1062              4×1077                 1094                                        10122    

ss(cm)，  3×10-33           3×10-13                  6×10-10                  3×10-2          1.8×106                    3×1014                       3×1028     

dτb
 (s)，  3×10--42s，    3×10--21            10--18               3×10--11         1.7×10--3             3×105                                   1012yrs  

νss (s
-1)，  1043                1023                 0.5×1020          1012             0.17×105              10-4                                       10-18   

Er(erg)，   1016                10-3                 10-7                 10-15               10-23                   10-31                       0.6×1018   

Im  (Io)，       Io                        1039 Io                   4×1046Io                 1062 Io                   4×1077Io                   1094 94 Io
                              10122 Io 

 

由于τb = 10—27Mb
3，所以微分后  dτb = 3×10--27 

Mb
2dMb。如果使dMb = 1个mss，则   dτb就是黑洞发

射2个邻近mss之间所需的间隔时间。因此， 

        --dτb  3×10--27 Mb
2dMb = 3×10--27Mb× Mbmss   

0. 356×10--36Mb                   （8e）     

 Io 是 mss 的信息量，即最小信息量。所有 mss 的

信息量都等于 Io = h/2而与 Mb 和 mss的大小无关。

Im是黑洞 Mb的总信息量，Im=4GMb
2/C=niIo. (63d) 

表二中的数据是研究黑洞和宇宙起源演变资料

的宝库，并将黑洞理论和宇宙学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 

§1。我们宇宙的生长衰亡规律和过程    

表二中黑洞质-能量 Mb 从 10--5g ~ 1056g 就是我

们宇宙黑洞从诞生到现今的膨胀过程和演变历史。

宇宙在连续膨胀过程中，黑洞由小变大，列举上面 7

种黑洞，各有其代表意义。我们宇宙在 137 亿年以

前诞生于无数宇宙最小黑洞 Mbl=2Mbm 及其后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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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并，膨胀而成为现今 Mu=1056g 的宇宙大黑洞。

如果现今宇宙黑洞外面已无能量-物质可被吞噬，宇

宙黑洞就会一直发射霍金辐射，再经过约 10134 年以

后，将收缩成为 Mbm  10--5g 的最小黑洞消亡在普

郎克领域。如果宇宙黑洞外尚有能量-物质可供吞

噬，或者未来会与另外的宇宙大黑洞碰撞和合并。

那么，我们宇宙黑洞就会继续按哈勃定律膨胀，在

合并其它黑洞和吞噬完所有能量-物质后，就会不停

地发射霍金辐射而不停地收缩，直到最后收缩成为

Mbm  10--5g 最小黑洞而消亡。但宇宙的寿命就会

大大的增加，而>>10134 年。这就是我们宇宙黑洞的

生死轮回，它符合宇宙中任何事物都有生长衰亡的

普遍规律。 
 
§2。#1~#6 的 6 种原生小黑洞都不可能存在于过去

和今后的宇宙中。 

在下面的哈勃定律公式中，tup是宇宙特征膨胀

时间，bo为其相对应的宇宙密度。 

        tup = (3/8boG)1/2         （8a) 

        在 tup约为宇宙诞生后 tup  70万年时，宇宙刚结

束辐射时代 Radiation Era，此时宇宙密度已经下降到

bo 10—20g/cm3，而#6黑洞的密度ρb6 >10—1 g/cm3。

可见，在辐射时代结束之前，从宇宙背景辐射图显

示，宇宙内部的能量-物质密度是相当均匀的，物质

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些原初黑洞只能与紧

贴在一起的其它黑洞合并而随着宇宙的膨胀而膨

胀，不可能单个地收缩而保存下来。#5、#6 号黑洞

是宇宙膨胀到物质统治时代后，由于辐射与物质的

分离，辐射温度的降低比粒子温度的降低快得多，

大量的物质粒子才会收缩成为后生的#5、#6 黑洞。 

        但是不管是原生黑洞，还是后生黑洞，只要其

Mb 相同，其它的一切特性和参数值 Rb,Tb, mss 都完

全相同，其膨胀和收缩规律和命运也相同。 
 
§3。#1 最小黑洞 Mbl = 2( Mbm = 1.0910—5g)；是产

生我们宇宙的细胞--原生最小黑洞。Nbu ≈1061 个 

Mbm 的不断地合并与碰撞形成了我们宇宙的‘原初

暴涨’，他们继续地合并又造成了宇宙黑洞的膨

胀。它们是宇宙中有最高能量密度和温度的粒子，

也是宇宙中寿命最短的粒子，寿命 10--43秒。 
 
§4。#2 微型黑洞称之为‘原初宇宙小黑洞’Mbo  

1015g，它发射的霍金辐射 mss 相当于质子质量。它

的总质能量有 Mb  1039 个质子，只有一个原子核的

大小。1039 是狄拉克大数假说中的大数。它的寿命与

宇宙的年龄相当。霍金在 1970 年代曾预言它们可能

存在于宇宙空间，因为当时的宇宙密度ρu= Mbo 的

密度ρbo= 1015g/cm3，在如此高密度下，所有的 Mbo

只能紧贴在一起合并膨胀，它们不可能残存至今。 
 

§5。#3 中型黑洞. Mb 1019g：其霍金辐射粒子 mss

的质能 me  10--27g  电子质量。  
 
§6。#4 月亮质量黑洞 Mb 1026g； 它们在其视界半

径 Rb上的温度 Tb  2.7 k，即宇宙的微波背景辐射的

温度 2.7k。从理论上说，如果在宇宙空间有一个孤

立的 Mb <1026g 黑洞，其温度 Tb >2.7k，它就无法吞

噬宇宙中的能量，只能向宇宙空间发射相当于

mss>10-36 g 能量的辐射，而不停地收缩其体积，直到

最后收缩成为 Mbm  10--5g 在普郎克领域爆炸而消

亡。如果这个孤立的 Mb >1026g，其温度 Tb < 2.7 k，

它就会吞噬完其周围的能量后，再发射霍金辐射而

收缩，最后收缩成为 Mbm10-5g 在普郎克领域爆炸而

消亡。
 
§7。#5 恒星级黑洞 Mb  61033g(3Mθ)；这类黑洞

是后生的、它们是确实存在于宇宙空间的实体。由

于新星或超新星的爆炸后，其中心的残骸在巨大的

内压力下塌缩而成。也有可能由于双星系统中的中

子星在吸收其伴星的能量-物质后，当质量超过 3Mθ

的奥本海默-沃尔可夫极限时就会塌缩成一个恒星级

黑洞。由于宇宙中多双星系统，此类黑洞大多数隐

藏于双星系统中，也有一些恒星级黑洞孤独地在宇

宙空间漂浮。由于其温度 Tb 10--7k, 即 Tb<<2.7k，所

以它只会吸收其伴星和其周围的能量-物质而继续增

长其质量。它的寿命一般大于 1066 年。实际上，尚

无真实直接的观测证据显示恒星级黑洞是如何形成

的。
 
§8；#6 巨型黑洞 Mb  (107 ~ 1012) Mθ：此巨型黑洞

存在于星系团和星系的中心，在宇宙进入物质为主

的时代后的早期形成。巨型黑洞内还可能存在有恒

星级黑洞。类星体是其中的一些巨型黑洞的少年时

期。[3]由于它们都处在星系团的中心，其外围尚可能

有许多能量-物质可供吞噬，因此，它们还在继续长

大。直到吞噬完外围所有的能量-物质后，才会极慢

地发射极微弱的霍金辐射。其寿命将大到 1076~101

年。 
 
§9；#7 我们宇宙巨无霸黑洞 Mbu  1056g：前面已完

全证实我们现在的宇宙就是一个宇宙大黑洞。哈勃

定律所反映的宇宙膨胀规律就是我们宇宙黑洞吞噬

外界能量-物质所造成的膨胀规律。我们宇宙黑洞现

在还在膨胀，这表明宇宙外面还有能量-物质可供吞

噬。我们无法知道宇宙外面还有多少能量-物质可被

吞噬。我们宇宙黑洞现在发射的霍金辐射粒子 mss 

10—66g，约隔 1012 年才发出另外一个 mss。而 1012

年比我们宇宙现在的年龄 137 亿年还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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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不同大小质量黑洞 Mb的霍金辐射 mss 有不同

的本质和特性。 

    第一；孤立的#1 最小黑洞只能爆炸解体在普朗

克领域，爆炸产生最高能量的 γ-射线。 

    第二；#1最小黑洞 ~ #2 微型黑洞 1015g ：它们

的霍金辐射 mss ≥质子质量 pm =1.6610--24g ≤最小黑

洞 10—5g。它们是高能量的 γ-射线。 

第三；在#2 微型黑洞 1015g  ~ #3 中型黑洞

2×1018g 之间的黑洞，它们所发射的霍金辐射 mss 的

质量是介乎质子质量 pm ~ 电子质量 em的 γ-射线。 

         第四；在#3 中型黑洞 2×1018g ~ #5 恒星级黑洞

6×1033g 之间的黑洞，它们所发射的霍金辐射 mss 的

波长是介乎 x 射线 ~ 最长的无线电波的辐射能。 

    第五；#5恒星级黑洞6×1033g~ #7我们宇宙大黑

洞之间的黑洞，它们所发射的霍金辐射mss 是 10—44g 

~10—66g, 根据它们的波长判断应该是目前尚无法观

测的引力波。  
 
§11。将#1 最小黑洞 Mbm = 10—5g 与#7 我们宇宙大

黑洞 Mbu1056g 的各种参数值比较如下： 

质量比值；Mb7 /Mb1 = 1056 /10-5=1061;    

        视界半径比；Rb7 / Rb1=1.5×1028/1.5×10-33= 1061,  

        史瓦西时间比；ts7/ts1= 0.5×1018/0.5×10-43 = 1061;  

        Rb上温度比值；Tb7/Tb1=7×10--30/0.8×1032= 10--61,  

        mss的比值；mss1/ mss7 = 10—5/10—66 = 1061, 

         --dτb 是每发生一个 mss 的间隔时间的比值 ：    

dτb7/
   dτb1 =3×1019/3×10—42 = 1061  

mss 的数目 ni 比值；ni7/
 ni1 = 10122/1 =10122;   

         信息量 Im的比值；Im7/Im1 = 10122/1 = 10122 

         黑洞平均密度比 b；7×1092/7×10—30 = 10122， 

         寿命比值；τ b7/ τ b7 = 10142/10—42 = 10184;      

从上面的比值来看，#7 黑洞与#1 各种性能参数

的比值，凡与黑洞质量 Mb成正比或成反比的参数，

其比值均为 1061（与组成宇宙 Mbu 的最小黑洞的数

目相同）；凡与黑洞质量 Mb
2 成比例的参数，其比

值均为 10122；黑洞寿命与 Mb
3 成比例，所以其比值

为 10183。这些准确的比例数值证明了本文新黑洞理

论和所有公式的正确性和圆满的自洽性。同时，也

证明了广义相对论中存在无准确数值的、无限大密

度的‘奇点’的荒谬性。由参数比值表看，可得出

许多宇宙黑洞的新公式，比如： 

tu=k1Mb；tuTb=k2; tu=k3Im
2; tu=k4τ b

3,,,,,,,    （8b） 
 
§12。根据史瓦西黑洞的的本性公式（1m），可

知，uRu
2 = 常数。因此，表 2 中的 Ru的比例值就可

以直接计算出来宇宙现在的真实密度 u。 

 u = b1 (Rb1/Rb7)
2 =1092(10--61)2 = 10—30g/cm3 

这就是宇宙当今的实际密度 u=10—30g/cm，可

直接由黑洞公式和表 2 正确地直接计算出来，并完

全与现代观测相符合。 

 
【9】。用黑洞理论正确的新公式进一步验证大爆炸

宇宙标准模型的演变数据的正确性和错误 

§1. 宇宙的演化规律根据‘大爆炸’标准宇宙模型

可用两种不同的简单方式，即下面的图一和公式(9-

a)(9-b)来大致地描述。这是根据粒子物理学、热力

学、量子力学和近代天文观测的成就而得出的结果. 

图一中的 t—T 关系是正确的。 

首先, 图一详细地标列出了宇宙在各个不同时期

的演化过程中时间 t 与温度 T 的相互对应的正确关

系，其各种数据简明正确而不够精确，有误差.[10][5] 

        其次，下面的公式(9-a)从量上定出了宇宙从辐

射时代末期到大爆炸的过程中各个物理状态参数间

的变化规律：（从 t = 10-43秒到 t = 4105年） 

        Tt1/2 = k1, R = k2t
1/2,[

注]  RT = k3,  R = k4,<2>     (9-a) 

        [注]。后面指出，(9-a)中的 R = k2t
1/2, RT = k3并

不正确。严格的说，应该改为 R = k2t，和 TR1/2=k3. 

         t—宇宙的特征膨胀时间, T—宇宙(辐射)温度，

R—宇宙的特征尺度或大小 , —辐射的波长 , ,  

k1,k2,k3,k4—常数. 下面的(9-b) 式定出了宇宙在物质占

统治地位时代各物理状态参数之间的变化规律和相

互关系(t =4105年到现今)   

        Tt2/3 = k6, R = k7t
2/3,  RT = k8, R = k9,< 2>     (9-b)  

        T, t, R, —同上, k6,k7,k8,k9,—常数。 

上式 Tt½ = k1和 Tt 2/3= k6.可参考 S. Weinberg 的 

“最初三分钟”之附录. 如果将图一中的数值与按照(9-

a)和(9-b)式中计算出来的数据相比较, t--T 相关数值

大致相同。这就是建立在近代粒子物理基础上的标

准宇宙模型的演变数据. 而且这些数据也与近代的天

文观测数据 MBR（微波背景辐射）相吻合. 我们如

果给出一组宇宙演化的初始值或特定值，就可以取

代(9-a)(9-b)中的各个常数 k1……k9，从而可以计算

出对应于宇宙演化各个时间 t 和相对应的的其它各参

数如 T, R,…。作为例子，用(9-b)验证宇宙在物质占

统治时代的各个物理参数的变化, 计算结果如下： 
R1/R2 = (t1/t2)

 2/3,  R1T1 = R2T2, T1/T2 = (t2/t1)
2/3, 

R1/R2 = 1/2,   
 如取 t1 = 1310 9yrs,  t2 = 410 5 yrs, 则  t1/t2 ≈ 
32,500 ,  (t1/t2)

2/3 ≈ 1,000.  

取 R1=121027cm, 则 R2=R1/1,000=121024cm；

取 T1=3K, 则 T2=3,000K；取 1=0.1cm, 则 2=10—4 

cm。 

以上各参数的初始值可见于图一, 算出结果与近

代观测数值相吻合。以上数值表明宇宙从物质占统

治时代的最初时刻膨胀至今, 时间膨胀了约 32,500倍, 

尺寸扩大了约 1,000 倍，温度则降低约 1,000 倍，辐

射波长增长约 1,000 倍，符合 MBR(微波背景辐射)

的观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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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  宇宙演变的标准模型中温度 T 与时间 t 的[10][5] 

         

 
 

§2；用黑洞理论和公式验证大爆炸宇宙模型的膨胀

图一在辐射时期结束前的数据。举例如下： 

1*；取在图一中的‘重子时代’取相应的一对

数据 t--T，例如，取 tu = 10—6s; Tu=1013k; 

由哈勃定律，ρ = 3H2/8πG = 3/(8πGt2)          (9a) 

ρutu
2 =3/(8πG) = 1.79106            (9b) 

由 tu =10--6s, 得 ρu =1.791018g/cm3, 

由于 Ru = Ctu,   Ru = 3104cm,          (9c) 

其相对应的黑洞 Mu的质量是。 

Mu = 4πρu Ru
3/3 = 2.0231032g,          (9d) 

2*;根据（1a）式 Tt1/2 = k1求出 Tu, 

从第一篇【1】节中最小黑洞 Mbm = mp普朗克粒

子的参数， 

Rbm≡L p
 =1.6110—33cm；Tbm ≡T p

 = 0.711032k;

最小黑洞 Mbm的康普顿时间 Compton time t c =史瓦

西时间 t s , t c = t s = Rbm/C = 1.6110—33/31010 = 

0.537 10—43s   
T p（t s/ tu）

1/2 = Tu; 

Tu=0.711032(0.53710—43/10—6)1/2=1.651013k; 
 

可见，Tu=1.651013k 与上面表中列出的 Tu= 

1013k 几乎全相同。表明黑洞公式与图一的数值吻

合。再验算 Rbm/ts 与 Ru/tu,  

Rbm/ts =1.6110—33/ 0.537 10—43 = C。 

Ru/tu =3104/10—6=C 
 Rbm/ts = Ru/tu,  
而（Rbm/ts

1/2=0.6910—11）≠   Ru/tu
1/2=3107 ）， 

可见，(1a)式中 R=k2t
1/2是错误的。应是 R=k2t. 

3*；验证(9c)中的 Mu = 2.0231032g 是一个完全

的史瓦西黑洞。 

根据史瓦西黑洞公式(1c), GMb/Rb = C2/2. 求出， 

Rb=2GMu/C
2=26.6710--82.0231032g/91020 = 

3104cm = Ru. 这证实了 Mu就是一个真实的黑洞。  

其实，可根据(9d)，(9a)和(9c)直接推导出公式

(1c), 得出 GMu/Ru = C2/2. 这表明，宇宙膨胀到任何

时刻的 Mu都是真实的黑洞。 

验算 R1/2T = k3,，证明(9-a)式中 RT = k3,错误，

应该是 R1/2T = k3,。 

对于 Mu ：R1/2T= (3104)1/21013k=1.71015 

对于 Mbm：Rbm
1/2Tbm= (1.6110—33)1/20.711032 

= 0.91016 
4*；Mu 黑洞内温度 Tu 与霍金辐射 mss 在其视

界半径 Ru 的温度 Tuss 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既然

Mu是黑洞，可按照公式(1d), mssMb=hC/8πG= 1.187 

10--10g2, 求出 Mu的霍金辐射 muss 和其温度 Tuss。 

muss =1.18710—10/2.0231032=0.5710—42g  (9e) 
Tuss = C2 muss/ = 3.710—6k             (9f) 
其实，还可直接从（8b）tuTb=k2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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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s =0.7110320.53710—43/10—6 = 3.810--6k 
Tuss = 3.710—6k 与 Tu= 1013k 是差别巨大和完

全不同的两回事。Tu 是黑洞 Mu 内总质量-能量的平

均温度。而 Tuss 是黑洞视界半径 Ru 上的温度，是黑

洞 Mu在 Ru上将其质量-能量转变为霍金辐射 muss的

温度。因为 Tu tu
1/2 = k1; 而 tuTb=k2。 

5*。最重要的结论：图一是根据近代科学公式

计算出来的、真实的宇宙大爆炸标准模型膨胀数据

表。表二是根据第一篇黑洞理论的许多新公式计算

出来的宇宙黑洞的膨胀各参数的数据表。从上面一

系列的计算数据可以得出结论，本文中作者推导出

的黑洞理论新公式计算出来的表二和宇宙大爆炸标

准模型图一的数据只有在宇宙演变的 t = 4105 年内

的 Tt1/2 = k1 是一致的。而表二比图一中计算出来的

数值更准确。 

[注]. 在苏宜的<天文学新概论>和温伯格的<宇

宙最初三分钟>里，(9-a)式中的是 R = k2t
1/2, RT = k3

而不是本文中的 R = k2t，R1/2T = k3。作者经过验算

图一中 t = 4105年内的各组 t—T 数据后证实，只有

R = k2t，R1/2T = k3，才是正确的，与图一、哈勃定

律和表二数据完全吻合。而 R = k2t
1/2, RT = k3是错

误的，与图一中对应的各组 t—T 数据却大相径庭，

温伯格搞理论，大概也没有对宇宙演变的参数进行

验算。可见(9-a)式中应更改为 R = k2t，R1/2T = k3 

        而且，从普朗克粒子 mp 的参数来看，其

Rbm/tsbm=1.6110—33/0.53710—43=2.9981010cm/s=C-- 
光速。可见，在宇宙膨胀过程中，R= Ct 完全成立。 
 
【10】. 对黑洞和宇宙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释、

分析和结论: 。 

        1*.‘奇点’被定义为具有无穷大密度的点。广

义相对论方程中粒子是点结构、粒子没有热压力作

为对抗力、零压宇宙模型和定质量物质粒子的收缩

等假设条件又必然造成解广义相对论方程时出现

‘奇点’。就是这些错误的假设使 S•霍金和 R• 彭罗

斯在 50 年前证明了我们宇宙诞生于‘奇点’或‘奇

点’的“大爆炸”的结论。本文在运用霍金的黑洞

理论公式和其它经典理论公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推

导发展出来一个新的黑洞重要公式(1d) 和(1e),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证明了所有黑洞最后

只能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 mp 普朗克粒子而解

体，而不可能继续塌缩为‘奇点’。  

同样，根据第一篇的新黑洞理论和公式，作者

在第二篇推导出公式(3c)，t3/2  k1(2G)/(C5), 并精确

地计算出，我们的宇宙并不是诞生于‘奇点’或

‘奇点’的“大爆炸”,只能是诞生于最小黑洞 Mbm 

=(hC/8πG)1/2≡mp=1.0910--5g, 即普朗克粒子 mp。 
  

2*. 实际上 John & Gribbin 已在他的<Companion 

to the cosmos>一书中指出，”我们宇宙可能来源于 

Mbm ≈ 10--5g 的粒子” < 7 >“（普朗克领域 ）实际上是

我们宇宙诞生时的状态.”<7> 作者在本文中只不过用

正确的新公式和数据通过精密的计算准确地证实了 

John & Gribbin 的这个猜想而已。 
         

3*；我们宇宙在现存的只能有#5 恒星级黑洞、 

#6 巨型黑洞和#7 我们宇宙黑洞 CBH，它们内部都

不可能出现‘奇点’。 

由(8a)式可知，比#5 恒星级黑洞更小的黑洞不

可能在宇宙中存在。恒星级黑洞是由新星或超新星

最后爆炸的极强大的内压力压缩其残骸而成，其内

部再无可能发生新星或超新星爆炸，而黑洞除了发

射极微弱的霍金辐射（引力波）外，连光都逃不出

去。内部引力能的收缩定会与产生的高温对抗达到

平衡。这简单的道理和推论就可推翻彭罗斯和霍金

等由简化解广义相对论方程而认为黑洞内会出现

‘奇点’的错误结论。至于星系和星系团中心出现

的#6 巨型黑洞，是由宇宙进入物质占统治时期，辐

射与物质分离后，极大量物质粒子团的引力收缩而

成，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类星体就是一些巨型黑洞

的前身。在其内部，或早或迟都会塌缩出一些恒星

级黑洞，但是我们无法透过巨型黑洞的视界测知到

其存在。同样，那些在巨型黑洞内的恒星级黑洞与

我们在宇宙空间所看到的恒星级黑洞的性质是相同

的，因为他们的参数值都为其总质-能 Mb 所决定。

所以其内部同样不可能出现‘奇点’。至于#7 我们

宇宙黑洞 CBH，其内部已经有#5 和#6 许许多多的黑

洞，连更小的黑洞都不可能存在，更不可能出现和

存在‘奇点’。否则，处于宇宙黑洞内的生物和人

类为什么都没有感觉到‘奇点’爆炸或被‘奇点’

吞噬的危险呢？ 

本文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证明‘奇点’是一些

科学家错误地解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结果。 
 
4*。1998 年，澳大利亚和美国的 2 个科学家小

组在测量遥远的 Ia 型超新星爆炸时，发现了我们宇

宙的加速膨胀现象。这种加速膨胀发生在宇宙诞生

后约 50 亿年时。现在主流的科学家们将产生加速膨

胀的原因归于宇宙中出现了有排斥力的暗能量。作

者在一文章[8]中指出，宇宙的加速膨胀可能来源于我

们宇宙在其 50 亿年时与宇宙中另外一个宇宙大黑洞

的碰撞。因为黑洞在加速吞噬外界的能量-物质时，

也会产生其视界半径的加速膨胀（扩大）现象。由

宇宙加速膨胀现象的产生，作者指出这也可能是多

宇宙存在的体现。 

 

5*。多宇宙存在的极大可能性。#7 我们宇宙巨

无霸黑洞 Mbu  1056g。根据计算，将现在整个宇宙

退回到其诞生时的普朗克领域时，其球半径 10—

13cm, 就是说，初生的宇宙只有现在的一个氢原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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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由于我们宇宙一直按照哈勃常数定律膨胀，

这表明我们宇宙的质量 Mbu 还在继续增加，宇宙的

视界外面还有能量-物质被吞噬进来。宇宙之外还有

能量-物质，就表明宇宙之外并非真空，就表示还有

其它宇宙的能量-物质存在。而且，我们宇宙诞生时

是如此之小，如果是前辈大宇宙塌缩而成，就不太

可能只塌缩出唯一一个我们的宇宙泡泡，定会同时

塌缩出大小不同的、像葡萄珠一样的许多宇宙小泡

泡，我们宇宙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个小泡泡或一粒葡

萄而已。 

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理论物理学家

劳拉・梅尔辛・霍顿（the U.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theoretical physicist Laura 

Mersin Horton）早在 2005 年, 她和卡耐基梅隆大学

的理查德・霍尔曼教授提出了宇宙辐射存在异常现

象的理论，并估计这种情况是由于其它宇宙的重力

吸引所导致。今年 3 月，欧洲航天局公布了根据普

朗克天文望远镜捕捉到的数据绘制出的全天域宇宙

微波背景辐射图。这幅迄今为止最为精确的辐射图

显示，目前宇宙中仍存在 138 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

所发出的辐射。霍顿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种异常现

象是其他宇宙对我们宇宙的重力牵引所导致的，这

种引力在宇宙大爆炸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是迄今为

止，我们首次发现有其他宇宙存在的切实证据。”[13] 

 
6*。我们宇宙之外的‘大宇宙’的结构可能就

是大黑洞内套诸多小黑洞的多层次多宇宙结构。 

从上节可见，我们宇宙黑洞CBH内的许多星系

中心有巨型黑洞，包括我们银河系中心巨型黑洞。

在我们宇宙空间，还有许多恒星级黑洞。如果某些

巨型黑洞内可能存在恒星级黑洞的话，那在我们宇

宙就有3层大小黑洞套着。既然我们宇宙外现在还有

大量的能量-物质被吞噬近来，而且近来已经发现已

有外宇宙的证据，表明我们宇宙只不过是诞生于一

串葡萄中的一颗葡萄而已。至于我们宇宙之外有多

少层更大的宇宙黑洞套着我们宇宙黑洞，而我们宇

宙黑洞又有多少平行的兄弟姐妹黑洞，这些是人类

永远无法知道的。人类本身不过是大宇宙中偶然的

短暂的过客而已。假如我们宇宙内的某巨型黑洞内

有类地行星，如果上面有高级智慧生命，我们与他

们都无法通讯，对我们宇宙黑洞CBH之外就更加不

可知了。 

 

7*。本来黑洞理论和宇宙学都来源于经典理

论。只有用经典理论和公式才能解决其中许多重大

和悬而未决问题的，经典理论并未走到尽头。这或

许就是作者在文中能有幸的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的缘

故吧。 

本文根据现成的经典理论就能阐明和推算出我

们宇宙诞生时的演变机理,条件和过程，这种演变过

程（见表2）完全符合最新的观测数据和现有的物质

世界的规律和物理定律，如因果律，质能转变守恒

定律，以及我们现在宇宙黑洞的膨胀规律。 

如果本文排除了宇宙诞生于“奇点”或者“奇

点的大爆炸”的不实论点，那就没有必要在宇宙创

生时给于任何特殊的边界条件,也不必乞灵于上帝的

奇迹或新物理学如量子引力论，弦论或超对称理论

等，它们只能对我们宇宙起源或对“宇宙大爆炸”

作出诸多牵强附会的解释.  

北京时间 2013 年 5 月 6 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

道，著名宇宙学家史蒂芬-霍金日前在加利福尼亚理

工学院指出：“我们的宇宙在大爆炸中产生，这个过

程不需要上帝帮助。”本文所证明的大爆炸不是霍金

所说的‘奇点’的大爆炸，而是大量最小黑洞 Mbm

在普朗克领域合并时的大爆炸。 
 
8*；本文根据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推导出的辐射

能的单位（单元）信息量 Io = h/2π 具有重要的意

义。指出了任何波长的辐射能即 mss虽有不同的波长

和温度，但具有相同的能量。并且将质量—能量—

信息量的关系定量地统一起来了。 

任何黑洞 Mb 的任何霍金辐射 mss 的信息量 Io = 

h/2π 是一个最小的常量，这为研究任何辐射能，比

如光波、热辐射等的能量、波长、温度的性质指出

了新的途径。 
 

9*；大家知道，物质按照不同的温度呈现出有

序连接的液体态、固体态、气体态 3 态。本文在论

证和计算黑洞宇宙的演变过程中，似乎无意中看到

了宇宙也有 3 态，黑洞新理论将这 3 态也有序地连

接起来了。当黑洞收缩成为最小黑洞时，就成为宇

宙中最高温最高能的普朗克粒子状态，可比拟为宇

宙的高温量子态吧。当温度降低到我们现在所处的

黑洞宇宙时代，或可比拟为物质与能量共存和可互

换的宇宙的能量物质态吧。当我们宇宙外所有的能

量-物质被吞噬进我们宇宙黑洞后，宇宙就开始不停

地向外发射霍金辐射，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直到

最后所有黑洞变成为普朗克粒子而消失。于是宇宙

空间充满了霍金辐射—辐射能。宇宙这种了无生息

的状态或可比拟为宇宙的低温量子态吧。它将如何

演变呢？这种太太遥远的事件又有谁能知道呢？可

见，人类在宇宙空间时间里，都是极其渺小短暂和

极其偶然出现的。这才是宇宙真理。 
 

10*；本文用黑洞新理论和公式计算出来的宇宙

演变不同时期的数据表二，准确而自洽地描述了我

们宇宙作为黑洞 137 亿年来平滑的膨胀演变过程。

而表现这个过程的各个物理参数之所以能够连续平

滑的演变，就是因为哈勃定律（H = 1/t）证实了我

们宇宙黑洞 CBH 的视界半径 Ru=Rb 一直以光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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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膨胀。近一百年来，无数科学家们耗尽心血，也

未提出宇宙演变任何一个时期各种物理参数（Mu，

Ru，Tu，ρu，tu）正确的、自洽的任何数据，‘大爆

炸’标准宇宙模型实际上只较准确地解决了 t—T 关

系问题。而且本文对宇宙诞生于最小黑洞、原初暴

涨、宇宙膨胀的哈勃定律都作出了新的理论论证和

数值计算，还没有任何一个数据是违反近代精密观

测仪器的测量记录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上面【9】

节中，作者用表 2 中黑洞演变的正确数据指出和纠

正了宇宙‘大爆炸’标准模型中（9-a）式中的错

误。因此本文可名符其实的称之为‘黑洞宇宙

学’。 

作者根据本文中的新理论、观点和公式还另作

专文探讨其它的一些黑洞和宇宙学中的重大问题，

如推演精密结构常数，探讨黑洞的熵，黑洞发射霍

金辐射的机理，宇宙的加速膨胀，人造黑洞，和对

广义相对论方程缺陷的分析和探讨等等，从多方面

验证了本文中新公式的真确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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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1》 

====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根本缺陷是没有热力学效应，既无热力以对抗引力==== 
 

张洞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zds@outlook.com; 

 
《内容摘要》：现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场方程）几乎与所有当代的物理学的新观念联系在一

起。比如，宇宙起源，奇点，黑洞，零点能，真空能，N 维空间等等。然而，已经观测到的真实的物理世

界往往证实这些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相结合的新观念的虚幻性和谬误。其中最明显而困惑科学家们数十年的

“奇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宇宙中根本没有具有无穷大密度“奇点”存在的任何迹象。再如，按照 J. Wheeler

等估算出真空的能量密度可高达 1095g/cm3。[4] 这些都是不可思议的。既然由推导和解出广义相对论方程得

出“奇点”的结论不符合客观世界的真实性，这证明广义相对论方程本身有无法克服的缺陷。 

作者在本文中的目的就在于明确地指出了在场方程中，既无每个粒子的热力以对抗每个粒子的引力，

因此，所有物质粒子的纯引力收缩必然违反热力学规律，使粒子团必然塌缩成为宇宙中不存在的‘奇点’怪

胎，这是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先天不足。因此，把每个粒子真实的热抗力（温度及其变化）加进到能量-动量

张量项的每个粒子中去，才是改善场方程的治本方法。但这将使场方程变得更为复杂难解，所以近百年

来，无人能够作到。 

[张洞生. 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1》====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根本缺陷是没有热力学效应，既无热力

以对抗引力====. Academia Arena 2013;5(7):35-39]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5 
 

《关键词》：广义相对论方程；场方程的根本缺陷；场方程违反了热力学定律；奇点；普朗克领域 
  
 
《1》。现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宇宙学

项几乎与所有当代的物理学的新观念联系在一

起。比如，宇宙起源，奇点，黑洞，零点能，真

空能，暗能量，N 维空间等等。或者说，所有这些

新观念都被新潮的物理学者塞进广义相对论方程

以便能披上一件合乎主流理论的外衣。然而，已

经观测到的物理真实往往证实这些与广义相对论

方程相结合的新观念的虚幻性和谬误。其中最明

显而困惑科学家们数十年的“奇点”问题就是其中之

一。宇宙中根本没有具有无穷大密度“奇点”存在的

任何迹象。然而，近四十年前，R·彭罗斯和霍金

发现广义相对论存在空时失去意义的“奇性”；星系

演化经过黑洞终结于‘奇点’，宇宙开端有奇

性。甚至可能存在“裸奇性”，于是不得不提出‘宇

宙学原理’和“字宙监督原理” （hypothesis of cosmic 

censorship）来，又加上等压（零压）宇宙模型

等，以规避理论的错误。奇性，这一理论病态的

发现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却又与等效原理不

协调。[3 ]   
 
《2》。广义相对论方程是爱因斯坦头脑中的产

物，不是建立在坚实可靠的实验的基础上的，而

且当时还没有宇宙膨胀的概念。从物理学上来

讲，广义相对论方程中只有物质粒子之间的引力

而无对抗引力的斥力是先天不足的，是无法解出

物体内部粒子的运动轨迹的，因为宇宙中任何物

体的稳定存在都是其内部物质及其结构的引力与

斥力相平衡的结果。一个只有粒子纯引力的场方

程必然使每个粒子都处在不稳定的运动中，其最

后的归宿只能是向其质量中心收敛成密度为无限

大的‘奇点’，这是违反热力学定律即因果律的结

果。而后来从外部加进出的具有排斥力的宇宙常

数 Λ 也是后天失调的，因为这种斥力是加在作为

研究对象（系统）的物质粒子团的外部，所以其

斥力的效应只能是引起物质粒子团的整体运动，

而无法对抗粒子团内部粒子们的引力收缩，以便

能求出粒子的运动轨迹，也无力对抗粒子团的引

力收缩奔向‘奇点’。 
 
《3》。爱因斯坦于 1915 年建立了广义相对论。

尽管他的假说甚至有错误，但是广义相对论方程

将时空结合的宇宙观却有划时代的哲学和科学意

义，仍是划时代理论（对于时空的非对称性的无

法解释是该理论的另一重大缺陷）。[3] 按照爱因斯

坦通俗的解释，如同钢球会把绷紧的橡皮膜压

弯，太阳会使其周围的空间时间弯曲。由此，他

说明了牛顿引力无法解释的水星近日点的剩余进

动，预言经过太阳附近的光线会偏折等。牛顿体

系是一个没有完成的理论体系。[3] 爱因斯坦以狭义

相对论为基础，发展到广义相对论，进而建立相

对论性宇宙论的相对论体系，包含了牛顿体系的

合理内容，克服了牛顿体系的一些重大疑难。爱

因斯坦之后，有关广义相对论和宇宙论的研究也

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总起来说，仍然乏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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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因为这个体系也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伟大体

系。[3] 晚年的爱因斯坦写道：“大家都认为，当我

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时。会感到坦然和满意。但

事实恰恰相反。在我提出的概念中，没有一个我

确信能坚如磐石，我也没有把握自己总体上是否

处于正确的轨道。”这位创造了奇迹，取得划时代

伟大成功的科学巨匠，以他的辉煌，谦虚地陈述

着一个真理。[3] 
 

《4》. 广义相对论方程本身的根本问题和无法克

服的缺陷是没有与热力学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

没有时间方向。因此得出一团物质粒子自身的引

力收缩会成为“奇点”的荒谬结论。热力学定律是宇

宙中最根本的规律，是因果律在物理学中的化

身，在以质子为物质世界基石的宇宙时空里，任

何普遍（适）性的理论如果不与热力学结合在一

起，必然难以成功。现有的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各

种解都有 2 个最主要的假设前提：一是质量守

恒。二是零压（恒压）宇宙模型，即不考虑温度

变化而产生的热压力改变。正是这 2个假设违反了

热力学定律，而最终导致用广义相对论方程解出

一团物质的引力收缩到会成为违反热力学定律“奇

点”。 
 
《5》。现在假设有一大团定量物质粒子 M 收缩

时， 

       1*。当 M 在绝热条件下由状态 1 改变到状态 2

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热量 Q，熵 S和温度 T

的关系应该是∫TdS = C + Q2 - Q1。在 Q2 - Q1 = 0

时，因为熵总是增加的，所以温度 T 必然降低。

这就是说，假设有一大团定量物质粒子 M 在自由

绝热状态下改变其状态时，只能降温膨胀，绝对

不可能靠其粒子的自身的引力产生收缩。 

         2*。在 M = M1 + M2 时，根据热力学定律，

如 M在绝热过程中，当其中 M1部分收缩而使得其

温度增高和熵减少时，必然使其另一部分 M2 的熵

的更多的增加。这就是说，M2 必须作为能量或物

质从 M1 中排除出去，才能使 M1 收缩和提高温度

减少熵。如能继续收缩，结果就是 M1 会愈变愈

少，而发射出去的 M2 愈来愈多。这就是宇宙中一

团物质（包括黑洞）在实际过程中，符合热力学

定律的收缩。当物体中的热量无法排出或有外界

供给足够的热量时，物体是不可能收缩的。 

        大家都知道，无论是制造液体氮还是液体

氧，都需要外界加压和排出热量降温 2 大条件，它

们才能增大密度而收缩。这就是自然界符合热力

学规律的增大密度而收缩的客观的实际过程，宇

宙中根本就不存在如场方程所假定的、一团粒子

等压不排热的自然收缩以增大密度的过程。所以

场方程的假设前提是违反自然规律—热力学规律

的，必然造成出现‘奇点’的荒谬结果。 

3*。当 M1 因发射能量-物质而收缩到史瓦西

条件时，即 M1 = C2R1/2G 时，M1就成为黑洞。其

视界半径将能量-物质 M1都禁锢在黑洞内，并吞噬

外界的能量物质。当外界没有能量-物质可被黑洞

吞噬时，黑洞只能不停地逐个的发射霍金辐射量

子。使 M1 收缩变小的极限就是最后成为最小黑洞

Mbm = (hC/8πG)1/2 =10-5 g 时，在普朗克领域解体

消失。[1] 可见，彭罗斯和霍金是假定永远符合质量

守恒和零压宇宙模型的条件下而得出场方程会收

缩为“奇点”的结论的。这是违反实际过程中的

热力学定律的。 
 

《6》。在真实的宇宙或者一团定量的 M 物质粒子

中，状态和温度的改变是如何影响粒子 ms 在外部

和内部的运动的？假设有质量为 M 的物质粒子团

在半径为 R 的橡皮球内，温度为 T。设橡皮球的

弹力忽略不计。   

       1*。当 ms在 R 的外面，距离球中心为 Rs，因

此 ms 受 M 的引力作用在 M 外作测地线运动，Rs

的曲率半径为 Ks.当 M 绝热膨胀到 T1 时，半径增

大为 R1，即 R1> R，这表明 M距离 ms更加近了，

引力也加大了，所以此时在 M外面的 ms运动 的曲

率半径变成为 Ks1，于是 Ks1 > Ks 。  

        2*。当 M 因排热收缩到 T2 时，半径减小为

R2，即 R2 < R，这表明 M距离 ms 更加远了，引力

减弱了，所以此时 ms 运动的曲率半径变成为

Ks2，于是 Ks2 < Ks 。 

        3*。如果 ms 在 M 内部，当 M 膨胀或收缩

时，由于 R 的增大或减小，ms 的位置和其运动的

测地线也会随着改变。可见，解广义相对论方程

所假设的“零压宇宙模型”是与真实的物理世界

不相符的。温度对物质粒子在外部和内部运动的

影响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而且是不可以忽略

的，忽略就会出现“奇点”。其实，这就是定性

的将宇宙常数 Λ 引进广义相对论方程中的能量-动

量张量内部进行分析的结果，这相当于引进一种

能量密度为 ρΛ = Λ/8πG， 压强为 pΛ = -Λ/8πG 的能

量动量分布，问题还在于这种 ρΛ 与 pΛ不仅与温度

有关，而且与一定温度下的物质结构有关。因此

所有解该方程的学者们不得不简化和加进许多限

制条件以求解出方程。但是自由绝热状态下的物

质粒子团只会增加墒而降温膨胀，这表明任何时

候物质粒子的热压力都超过其引力。只有当其内

部的剩余热量流出到外界后，该团物质才会收

缩。因此，假设任何一团物质粒子会收缩本身就

是一个与物理真实相违背的伪命题。该团物质粒

子能够收缩成为“奇点”的充分必要条件必须是

该团物质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将内部热量排除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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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而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物质团被压缩成为

黑洞后，因黑洞无法向外排出热量，内部的物质

就更无可能靠其自身的引力继续收缩，更绝无可

能收缩为“奇点”。所以“奇点”是广义相对论

学者们在解方程时违背热力学规律的假设所造成

的恶果。 
 
《7》。我们宇宙本身和其内部任何物质物体的结

构的稳定存在都是在一定温度的条件下，其内部

的引力和斥力相对平衡的结果。所以广义相对论

方程中只有引力而无斥力是违反我们宇宙和其内

部物体物质结构稳定存在的普遍规律的，也就是

违反热力学定律和因果律的。 

       第一；宇宙中任何小于 1015 克的物体，其中心

不一定有一个较坚实的核心，因为该物体本身的

化学结构就可以对抗自身的引力塌缩。但是质量

大于 1015 克的行星，恒星，致密天体，星团，星

系等等，其中心一定存在着对抗其自身引力塌缩

的密度较高而较坚实的核心。地球和行星的中心

有坚实的铁质流体或固体。太阳和恒星的中心有

提供高温的核聚变坚实中心对抗中心外的物质的

引力塌缩。白矮星的中心有密度约 106g/cm3 的电

子简并的坚固核心。中子星和约 3 倍太阳质量的恒

星级黑洞，其中心有密度约 1016g/cm3 的中子简并

的坚固核心，它由固体中子或者超子组成。每个

星系的中心都有密度较大的巨型黑洞。 

        第二；在我们宇宙内，最实际的关键问题

是，现在我们宇宙中所能产生的最大压力是强烈

的超新星爆炸。而这种压力也只能将物质粒子压

缩到约 1016g/cm3 的高密度，而形成恒星级黑洞，

但还不能破坏质子中子的结构，将其压垮。估计

物质粒子的密度达到 1053g/cm3 才能压垮中子（质

子），而压垮夸克的物质密度估计应达到 

1092g/cm3。[1] 宇宙中恒星级黑洞的内部因无可能再

产生超新星爆炸，靠黑洞内部物质本身的引力收

缩不可能克服质子和夸克的泡利不相容斥力的对

抗。因此，更绝无可能塌缩出无穷大密度的“奇

点”。        

        第三；因为爱因斯坦在 1915 年建立广义相对

论方程时，只知道 4 种作用力中的 2种，即引力和

电磁力，而不知道尚有弱作用力和强作用力（核

力）。当大量的物质粒子因引力收缩而密度增大

到相当高时，它们的弱力，电力和核力所构成坚

实的物质结构对引力收缩的对抗作用会随着密度

的增大而显现出来。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靠大量物

质自身的引力收缩是不能压垮这些力所构成的物

体的坚实核心结构的。 
 

《8》。原先只有 2 项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实际上是

一个动力学方程，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够得出

较准确的结果？即其有效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为

什么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光线在太阳引力场中的

偏转会成为广义相对论方程较准确的验证？一个

不加任何限制条件的广义相对论方程能解出来

吗？ 

        如果用广义相对论方程研究我们宇宙视界范

围以内的宇宙或者宇宙中的某一足够大的区域或

定量物体 M 时（在忽略其内部温度改变的条件

下），这应该能够得出其外部较近的物体或粒子

ms 所作的较准确的沿测地线的运动轨迹。因为在

这一定量物质场 M 的能量-动量张量的作用下，可

以看作与其内部为恒温（然而在实际上，M 内部

的温度会影响其外围尺寸 R 的大小，从而影响 ms

运动的曲率半径），因此，在描述 M 外的较近的

粒子 ms 沿爱因斯坦张量的时空几何特性作测地线

运动时，而能得出比牛顿力学较准确的结果。至

于较远的 ms 的粒子运动轨迹，则完全可用牛顿力

学解决，因为 M 中粒子分散的广义相对论效应的

影响会减小到可忽略。 

       1*。比如，当解决水星近日点的进动时，广义

相对论方程之所以能够得出比牛顿力学较准确的

计算数值，是因为牛顿力学将太阳质量 Mθ 当作集

中于中心一点来处理的。而广义相对论是将 Mθ 的

质量当作分布在其太阳半径 Rθ 的转动球体内的。

这就使得同等的 Mθ 对水星引力产生差异。这就是

广义相对论方程对牛顿力学的修正，和比牛顿力

学较准确的原因。还可能考虑粒子绕中心的旋

转。 

       2*。当光线在太阳附近的引力场外运动发生偏

转时，因为已经按照狭义相对论，规定了光子没

有引力质量，而将太阳作为恒温定直径球体，所

以光线只能按照广义相对论的解释，在太阳外围

作较准确测地线运动。这是牛顿力学无法解决的

问题。但是，如果不按照狭义相对论的观点，而

假设光子也有相当的引力质量，用牛顿力学解决

光线在太阳外围附近的偏转运动也是有可能的。  

结论：广义相对论对以上 2 个问题的解决之所

以能够得出较正确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A; 水

星和光线都是在太阳 Mθ 附近的外面运动，因此，

在解方程时可以将 Mθ 当作恒温的状态（即不是正

在收缩或膨胀的状态）来处理。B; 既然 Mθ是在一

定（恒温，表明 Mθ 中的粒子此时并未正在向奇点

塌缩）温度下（核聚变供热）的稳定状态，就可

以忽略温度改变对 Mθ 本身所能造成的影响和改

变。这就使得水星和光线在太阳 Mθ 的外面能有较

准确的测地线运动。 
 
《9》. 如果限定我们宇宙视界内的质量 Mu 在温度

恒定不膨胀，就可用广义相对论方程研究我们宇

宙视界外附近的物质粒子 ms 沿测地线的运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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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我们无法观测到宇宙视界之外的物体运动，所

以这对我们毫无意义。 
 

《10》. 当用广义相对论方程研究宇宙内部或者宇

宙内部分区域或物体的（比如星系或者星体）内

部运动状况时，因为假设只有纯粹的物质引力，

而无内部斥力（这些斥力包括有引力收缩时所产

生的物质分子的热抗力，物体的结构抗力，核聚

变的高温热抗力和物质粒子间的泡利不相容斥力

等）与其引力相对抗，即所谓的“零、恒压宇宙

模型”。所以任何物体或者粒子团在其内部只有

引力收缩的条件下，就只能一直塌缩成为荒谬的

“奇点”。这就是 R·彭罗斯和霍金必然会得出的

结论。因此，将无宇宙常数的广义相对论方程应

用于研究宇宙内部和物体内部各处粒子的运动状

况时，其内部任何一点的粒子的测地线运动都是

很难从方程中解出来的。这是因为物体内部物质

粒子在单纯的引力作用下，都处于正在向“奇

点”塌缩的不稳定的运动状态过程中。而爱因斯

坦 1917 年在忽略温度（实际上是恒温条件）影响

的条件下，就其场方程给出了一个稳定态宇宙的

解，其实也是处在不稳定的在向“奇点”极缓慢

的塌缩过程中。 
 
《11》. 因此，如果要想使广义相对论方程可以用

于解决宇宙或其中的某物体内部的运动状态，就

必须要在方程的能量-动量张量项内部引入与有引

力的每个粒子同时具有如影随形的斥力，即热

力。同时还要在物体的中心加入某温度下足够大

的坚实核心作为附加条件．即一方面要将热力学

与其能量-动量张量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使每一个

有引力的物质粒子同时具有上述的内部斥力(热抗

力)，另一方面还要知道在不同半径上的温度分布

和密度分布（不同的质量），即引力和斥力平衡

所形成的物质结构，这样才有可能正确地从方程

中解出物体结构（核心）外的各处粒子的的真实

运动状况，并且避免其内部“奇点”的产生。但

如此一来，这方程就会变得极其复杂而现在完全

不可能解出来。反之，如果已经知道了物质团的

内部的温度分布（斥力）和其核心的结构状况，

就不需要广义相对论方程方程了，用流体力学方

程即可解决。这就是广义相对论方程到现在为

止，除了作为一种宇宙观之外，而没有得出许多

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结论的根本原因。由于解方程

时提出的许多简化前提，反而得出许多的谬论，

如“奇点”。  
 

《12》。广义相对论方程中本无斥力，所以无法

解释宇宙膨胀。而有排斥力的宇宙常数 Λ 是爱因

斯坦后来加进方程中去的。Λ 是加在具有引力物质

粒子团的外部，而不是能量-动量张量的内部，所

以 Λ 的作用在本质上只能引起该对象物体（物质

粒子团）的外在运动，而无法从广义相对论方程

解出物体内部质点的运动轨迹，即测地线。因

此，从理论上讲，只有 Λ 进入能量-动量张量项的

内部，使其内部的每一个粒子具有确定的引力和

斥力，才能从该方程中解出物体内部各处粒子的

测地线运动。但这种广义相对论完整体系的数学

方程尚未建立． 
 

《13》。因为黑洞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状态参数

（Mb， Rb，Tb，mss）只与黑洞质量 Mb 有关，而

Mb 的量是与黑洞内部的状态和结构无关的。因

此，在解决黑洞本身的生长衰亡问题时，就无需

用广义相对论方程解决黑洞内部结构、状态参数

的分布、粒子的运动等问题。而这些黑洞的内部

问题只能用牛顿力学、热力学和结构力学等分别

予以解决。实际上，解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过程，

也就是将广义相对论方程分解、简化、还原为牛

顿力学、热力学和结构力学等的过程。所以，广

义相对论方程除了作为时空统一观有重大的意义

外，它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功能，也就是说，它

既不能将牛顿力学、热力学、结构力学和量子力

学等综合统一起来，也解决不了分别为牛顿力

学、热力学、结构力学和量子力学等所无法解决

的问题。所以，实际上场方程是近代科学上的一

个花瓶工程，好看不管用，因为它对物体物质的

结构和状态及其转变过程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观点

和变化方程。反而使人们在解方程时，为简化而

提出许多违反热力学和真实世界的假设，造成出

现“奇点”的重大谬误。 
 

《14》。推而广之，任何现在物理学家所热心研

究 的 各 种 终 极 理 论 ， 如 T.O.E (Theory Of 

Everything)，弦论，膜论等，如果不与热力学效应

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成功而有普适的意义。据作

者推论，当物质密度达到 ≤ 1053g/cm3 时，即当自

由夸克结合成质子后，此时热效应由于熵的增加

（成为非理想过程）必然会更加强烈，这种不可

忽视的热压力就造成一团绝热物质粒子的自由膨

胀。在密度 ≥1053g/cm3 能量-物质范围内，即自由

夸克以至普朗克领域，是等熵的理想过程，高温

高密度所产生的高热抗力应该就是泡利不相容原

理的表现吧。[1] 

还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广义相对论方程中的

粒子都是点结构，由于粒子质量不可能为 0，当空

间无限缩小时，必然会出现密度为无限大的‘奇

点’。这说明连续的数学方程在极限情况（临界

状态）下不能描绘物质世界真实的不连续状态。

现在的弦论膜论等的基元都非点结构，自然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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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上避免在无限小的情况下出现‘奇点’，但

是否是真实物理世界的描写呢？因为人类也许永

远无法观测微观的普朗克领域的真实情况，那世

界是受测不准原理的限制的。因此，这些弦论膜

论终极理论等可能都不过是些高超的复杂的数学

游戏而已。物理世界的物质结构和运动变化方式

本来应该是简单的，但因为没有找到简单合适的

描写他们的数学公式而变得极其复杂而不可理

解。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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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2》. 

====为何解广义相对论方程会得出“奇点”、弗里德曼模型和史瓦西度规等结论都背离实际？==== 
 

张洞生 
zhangds12@hotmail.com; zds@outlook.com 

 
【内容摘要】：1*。广义相对论方程 100 年来之所以解决实际问题极少，特别是在宇宙学和黑洞理论方面

几乎没有建树，反而带来了许多背离实际的问题，除了在前文论证了<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根本缺陷是没有热

力学效应，既无热力以对抗引力>之外，[6] 本文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指出后来的学者们为了想从复杂得无法解

出的广义相对论方程中，解出某些特殊的近似解，就必须在解场方程前，提出各种简化的、不符合物理世

界真实的、违反热力学定律假设前提和条件，如均匀性、封闭系统、零压（等压）模型等。 但他们的假设

条件愈多，出现的错误就愈多愈大，必然使他们解出的场方程的特殊解导致更多的荒谬结论。 

场方程存在的严重问题，除了没有粒子本身的热抗力之外，还普遍地假定场的均匀性和恒质-能量封闭

系统，以便使一个局部的场方程的解无条件地推广到适用于广大的整个系统甚至宇宙。广义相对论方程还

有一个最大的矛盾就是：一方面承认质量-能量互换和守恒定律，一方面又否定辐射能有相当的引力质量，

人们会问，场方程中如何体现出能量-质量等价互换和守恒定律呢？就是说，物质粒子和辐射能的运动轨迹

（测地线运动）如何有序地、有效地统一在场方程中的呢？辐射能和物质粒子是如何一起收缩成为黑洞而

后又成为‘奇点’的呢？最近有证据显示宇宙实际上是多宇宙的开放系统[9][11], 只能普遍遵守能量-质量等价互

换和守恒定律。因此，在那些不合实际的假设条件下，想要用场方程解决宇宙学和黑洞问题，只能错误百

出。所以场方程实际上就是一个好看而无大用途的花瓶。本文最后总结了场方程与黑洞理论的重大区别。

本文还将在下面具体地分析弗里德曼模型、史瓦西度规和 TOV 方程，看看学者们在解场方程时，除了上述

假设条件外，他们还加进了什么不当的前提条件，所得出的一些特殊解又有什么错误结论？ 

2*。科学研究的结论和结果取决于所用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和结论。但是不同理论、数学公式的结论的正确与否只能根据真实的观测和实验的结果予以确证。 

作为与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对比和当做范例，作者简单地用黑洞理论及其公式解决了一些宇宙学中的重

大问题。黑洞理论之所以有效地符合实际，是因为它综合采用了各种近代科学理论的基本公式，而无需任

何另设的假设条件，所以其结果能很好地符合客观世界的实际情况。不像解复杂的场方程，需要设立诸多

违反热力学定律的简化条件作为前提，才能解出某些特例，但其结果往往成为不切实际的谬论。 

霍金黑洞理论的优越性就在于将黑洞视界半径 Rb 上的物理状态始终与热力学和量子力学联系在一起，

从而证实我们宇宙的生长衰亡规律符合黑洞的理论和规律。热力学定律是宇宙中最根本的规律，是因果律

在物理学中的化身。任何普遍（适）性的新物理理论，如弦论，膜论 T.O.E (Theory Of Everything)等，如果

无视热力学定律，必然难以成功。 

只有用霍金的黑洞理论才能将宇宙产生的膨胀和收缩等的规律予以正确的论证。作者新发展出来的黑

洞理论只研究在其视界半径上的各种物理量（参数）的变化，与其内部结构、状态和物质密度的分布等无

关，而只取决于黑洞总能量-质量 Mb的值。结果，黑洞最后只能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 (hC/8πG)1/2 =10--5 g 

= mp，即普朗克粒子时，就在普朗克领域解体消失。这就无需解复杂的广义相对论方程，无需为解复杂的

场方程而设立许多假设前提，以导致最终产生“奇点”和许多其它的荒谬结论。[1](附注：本文只分析场方程

背离真实物理世界的问题，不涉及诸如惯性质量与引力质量等同性和所有参照系的等效性之类的抽象原理)

爱因斯坦的时空统一观是一大飞跃的进步，但广义相对论方程是否符合客观世界地描绘了他的观点呢？ 

[张洞生. 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质疑-----《2》====为何解广义相对论方程会得出“奇点”、弗里德曼模型和史

瓦 西 度 规 等 结 论 都 背 离 实 际 ？ ====. Academia Arena 2013;5(7):40-49]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6 

 

【关键词】：广义相对论方程；奇点；弗里德曼方程和 R-W 度规；史瓦西度规；黑洞；黑洞的霍金量子辐

射 mss；普朗克粒子 mp；最小黑洞 Mbm 
 
 
【前言】。霍金黑洞理论与广义相对论方程在研

究宇宙学中的对比。 

《0—1》；霍金黑洞理论的简单正确和普适性。 

下面是作者对霍金黑洞理论的新发展，会证明

任何黑洞只因吞噬外界能量-物质而膨胀，又因发

射霍金辐射 mss最终只能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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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朗克粒子 mp = mss = (hC/8πG)1/2=1.09×10—5g 而解

体消失在普朗克领域，而不是收缩成为密度为无

限大的‘奇点’。[1] 

黑洞 4 参数 Mb ， Rb ，Tb ，mss 在黑洞视界半

径 Rb 上的守恒公式，4 参数的变化规律决定了黑

洞生长衰亡的命运。下面是著名的霍金黑洞的温

度公式， 

MbTb = (C 3/4G)  (h /2πκ) ≈ 1027gk [1]     (1a) 
Mb—黑洞的总质能量；Rb—黑洞的视界半

径， Tb--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的温度，mss—黑洞

在视界半径 Rb 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质量，L p—普

朗克长度；T p—普朗克温度；Rbm ，Tbm 分别是最

小黑洞 Mbm 的视界半径 Rbm 和视界半径上的温度

Tbm；h—普朗克常数 = 6.6310—27 g*cm2/s，C –-光

速 = 31010 cm/s, G –-万有引力常数= 6.67 10--

8cm3/s2
*g, 波尔兹曼常数 κ = 1.3810--16g*cm2 /s2

*k， 

mss 既然是黑洞的量子辐射，就是在视界半径

Rb上的 mss，按引力能转换为辐射能的阀温公式， 
mss = κTb /C

2 [2]         (1b) 

再根据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特殊解， 
 GMb/ Rb = C 2/2 [1][10]         (1c) 

从 (1a) 和 (1b), 极易得出一个重要的如下公

式，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1d) 
既然 mssMb 为常数，根据热力学第三定律，

必定有 Tb ≠ 0，而且 Tb 也不可能为无限大。因

此，就可得出 mss ≠ 0，Mb≠ 0，因而 mss 和 Mb及其

密度 ρb 都不可能是无限大和零。就是说，mss 和

Mb都必定有个极限。同样，按照(1a) 、(1b)。 (1c)

式，Tb 、Rb 也都不可能是无限大和零，都必定有

个极限。再根据部分不可能大于全体的公理。这

个极限就是最大的 mss必定等于最小的 Mbm，即是

Mb= Mbm = mss. 从(1d)可得，再从量子引力论得知 

(hC/8πG)1/2 = mp = 普朗克粒子，[3][1]于是，黑洞 Mb

最后只能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mp，即 

mss = Mbm= hC/8πG）1/2 = mp =1.0910--5g  (1e) 

公式 (1d) 和（1e）都是作者新得出的黑洞在

视界半径 Rb上普遍有效的公式。 

于是有：  

Rbm≡ L p
 [3] ≡ (Gh/2πC3 )1/2 ≡1.6110—33 cm  

Tbm ≡T p
 [3]≡0.71 1032k    

最小黑洞 Mbm的康普顿时间 Compton time tc =

史瓦西时间 ts , ρbm是 Mbm的密度、于是，  

tc=tsbm=Rbm/C=1.6110-33/31010=0.53710—43s, 
ρbm  1093g/cm3          (1f) 
从 Mb = 4πρRb

3/3 和 (1c), 对于任何一个黑洞, 

下面的(1g) 总是有效的。 
    ρbRb

2 = 3C2/(8πG) = constant                     (1g) 

    结论：1*；上述证明完全是成功地利用了现有

的各种科学理论的基本公式，没有什么假设前

提。2*；以上的各公式证明，黑洞并不是一个孤

立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它因吞噬外界能量-

物质或与其它黑洞碰撞合并而膨胀，以增长其质

量 Mb 和视界半径 Rb。在它吞噬完外界的能量-物

质后，立即不停地向外发射霍金辐射 mss 而收缩，

以减少其 Mb 和 Rb，直到最终收缩成为 Mbm= 

(hC/8πG)1/2 = mp =1.0910--5g 而解体消失在普朗克

领域，而不可能收缩成为‘奇点’。[1] 3*；黑洞是宇

宙中最简单的实体，其 4 参数 Mb ， Rb ，Tb ，

mss 之间只有简单的单值关系，一旦其中一个的值

被确定后，其它的 3 个也跟着被上面的所确定了，

而每个参数的值都只被 4 个自然常数 G，C，h，κ

的不同关系所决定。[1] 4*; 由于霍金黑洞理论是建

立在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坚实基础之上的，所以

黑洞的收缩只与其 Mb 的量有关，而与黑洞内部

Mb 的成分结构和运动状态无关。因此无需知道黑

洞内部的能量-质量的密度分布，温度分布、运动

状态等等复杂问题，就可极其容易地得出黑洞最

终收缩成为普朗克粒子 mp 的准确结论。而广义相

对论方程及其解的许多错误的、违反热力学的假

设只能导致许多荒谬的结论。5*；我们宇宙是一

个真实的宇宙巨无霸黑洞。[1] 
 

《0--2》。广义相对论的复杂性和缺陷 

1917 年爱因斯坦首次就其场方程给出了一个

假稳定态宇宙的特殊解， 

由于下面的广义相对论方程(2a)是非线性的引

力场方法，太复杂，无法解出一般解。用爱因斯

坦的话说，该方程完美到无法加进去任何东西。

因此，该方程只有最后归结为理想的、连续地恒

定（定能量-质量，零压）流，才可能在再假设其

它的附加条件下，得出少数特殊解。所以，所有

后来解该方程的学者们都提出了许多简化的假设

条件。其中都有几个共同的假设，或者说先决条

件；第一；宇宙学原理，即密度均匀性。第二；

零压（等压）宇宙模型，即一团能量-物质收缩或

者膨胀时，时空的变化仅由引力引起，不考虑热

压力改变的影响。第三；在时空的变化整个过程

中，都保持同等的能量-物质量，既无排出，也无

吸入（孤立系统）。第四；根本不认为大质量物

体中心有高密度的坚实核心能够对抗自身的引力

塌缩。正是这些错误的、不合实际的假设，使所

有得出(2a)的特殊解，如弗里德曼(Freidmann)方

程、R-W 度规（Robertson-Walker metric）和史瓦

西度规等都不合乎宇宙中的实际情况，因而得出

许多荒谬的结论，如‘奇点’。 

下面先从广义相对论方程谈起。以论证等量

粒子团绝无可能塌缩出无穷大密度的“奇点”。    
      

Gµν + Tµν + Λ gµν = 0 [3]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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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2a) 式就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场

方程，该方程原来只有左边的 2 项。引力场方程是

非线性的，不加假设条件，无法求出其一般解。

Gµν 是描述时空几何特性的爱因斯坦张量。Tµν 是

物质场的能量-动量张量。gµν 是度规张量。不幸

的是， 这样的模型与广义相对论的初衷是不相容

的。 这一点从物理上讲很容易理解，因为普通物

质粒子间的引力是一种纯粹的相互吸引的中心

力，而在纯粹吸引力作用下的物质分布是不可能

达到静态平衡的，只能向其中心收缩。为了维护

整个宇宙的 “宁静”， Einstein 后来不得不忍痛对自

己心爱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作了修改， 增添了一

个所谓的 “宇宙学项” Λgµν，其中 Λ 被誉为宇宙学

常数.。Λgµν 具有排斥力，它是爱因斯坦为了保持

宇宙中引力和斥力的平衡后来才加进去的. [3]  

    1917 年爱因斯坦就其场方程给出了一个稳定态

宇宙的解，即宇宙半径 R不随时间的变化， 

令 πG/C4, Λ可以取为，   

Λc = 64π 2/(92M2)   [3]               (2b) 
        而 Rc = Λc

--1/2  [3] (2c) 

后来，勒梅特(Lemaitre)指出，爱因斯坦的解

是不稳定的。1927 年他从(2a)式中得出 R 必须满

足下面的两个方程(2d)和 (2e)。[3] 下面 K是空间曲

率。 
        4πR3ρ/3 = M = Const > 0 [3]                                    

(2d) 

得，(dR/dt)2 = 2GM/R + ΛR2/3 –KC2 [3]      (2e)  

        从(2e)可看出，当 Λ= 0 时，只要给出的 R 受

到任何的微扰，即 dR/dt 一旦不为零，它就会随着

时间的改变，宇宙或者膨胀，或者收缩，总是处

在加速或减速运动的状态中。其解的结果是与爱

因斯坦的初衷自相矛盾的。 
 

《0--3》。分析和结论：因解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各

种假定都背离实际，解方程的结果必然错误。场

方程作为时空统一的一种宇宙观可能有重大的意

义，但不可能通过解场方程来定性定量地解决宇

宙学中的任何问题。弗里德曼模型无法解释宇宙

膨胀，史瓦西度规导致宇宙收缩成为‘奇点’谬论。

下面作一些具体分析。 

1*; 1917 年，还没有宇宙膨胀的哈勃定律，爱

因斯坦在解场方程时，只有在假定了 M = 常数、

宇宙为孤立系统、宇宙密度常数的情况下，才

勉强解出了一个看似 dR/dt = 常数的稳定解。而实

际上 dR/dt 因实际宇宙中的 M，R，不等于常

数，而不稳定。 

现代宇宙学中通常把宇宙学项并入能量动量

张量，这相当于引进一种能量密度为 ρΛ=Λ/8πG， 

压强为 pΛ= --Λ/8πG 的能量动量分布，这种十分奇

特的能量动量分布，使广义相对论方程有所改

进。在广义相对论中，当能量密度与压强之间满

足 ρ+3p<0 时， 能量动量分布所产生的 “引力” 实

际上具有排斥作用。 因此在一个宇宙学常数 Λ > 0 

的宇宙学模型中存在一种排斥作用，这种排斥作

用与普通物质间的引力相平衡，使得 Einstein 成功

地构造出了一个静态宇宙学模型，其宇宙半径为 R 

= Λ--1/2，即前面的公式（2c）。[12] 这说明宇宙膨

胀到密度很小的低温情况下，粒子的热斥力也是

不可忽略的。只有将高温高密度下粒子的热抗力

加进场方程，才能得出较符合实况的结果，但谁

能解出这样一团粒子的场方程呢？ 

就是说，要想解决场方程，首先要解决场

方程中 M，R，，各个数不等于常数的问题，

更难解决的问题是在场方程中解决 M(R)，T(R)，

R在 R 上的分布问题。谁有能力在不提简化假

设的条件下能解出如此复杂的场方程呢？ 

         3*；大量定量的物质-能量粒子团为什么会引

力收缩？按照热力学定律，它只有向外排出部分

具有热能的辐射才会收缩。这就是通俗称之为物

体或粒子团热胀冷缩的道理。[6] 大家都知道将氮压

缩成液体氮的过程，只有一面用冷却方法不断地

排出氮里的热量，一面加高压，氮才能被压缩成

液态氮。因此，场方程首先就假定其对象的能量-

物质总体为常数，这本身就是违反实际、违反热

力学规律的，即使场方程被解出来了，其结果也

必然是错误的。 

4*。宇宙为什么会降温膨胀？从宇宙膨胀的

热力学的理论，根据经典理想过程的热力学关系

式，随着宇宙尺度因子 R 的增大，物质粒子的温

度 Tm与宇宙尺度因子 R 的平方成反比，而辐射能

的温度 Tr 则与宇宙尺度 R 的一次方成反比（证明

见参考文献[3]从略）[3]。其暗中的假定是宇宙的膨

胀或收缩都是均匀的。即得出， 

Tr∝1/R [3]    或者 Rr1Tr1 =  Rr2Tr2          (2f) 

Tm∝1/R2  [3]   或者 Rm1
2 Tm1= Rm2

2Tm2
       (2g) 

从上面 2 式可见，当宇宙温度从 Tr2=Tm2降温

到=1/10(Tr1=Tm1)时，辐射能膨胀了 10 倍，

Rr2=10Rr1，而物质粒子团只膨胀了 3.16 倍，即

Rm2=3.16Rm1。可见，当宇宙绝热膨胀降温时，辐

射能的膨胀比物质粒子的膨胀快的多得多。从另

一角度看，就是粒子团相对地收缩了约 70%，这

就是宇宙因辐射能必须降温才能膨胀以造成物质

粒子团的引力收缩成为星系和恒星、而后才会有

人类出现的原因。 

可见，实际的宇宙中既有辐射能的膨胀，又

有物质粒子在膨胀中的相对的收缩（少膨胀），

由于辐射能为宇宙中总质能的 74%，物质粒子只

有 26% 。[11] 所以宇宙的膨胀主要表现为辐射能

的膨胀。请问有无高手能够解出一个定量能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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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粒子团一面向外排热一面收缩的一个统一的场

方程呢？ 

5*；当一团能量-物质粒子团一面向外排热一

面引力收缩，而收缩到一定程度、其中心温度达

到约 1.5106k 时，必然产生氢转变为氦的核聚

变，其高温核心就能对抗其外围物质引力塌缩。

当核聚变完成后，经过超新星爆炸，爆炸的内压

力能将其中心残骸压缩或成为白矮星、或中子

星、或小于 3M太阳质量的小黑洞。这种塌缩成

黑洞的实际过程是场方程无法描述解决的。 

。于是一些大学者们头脑一发热，就既假

定一个能量-物质粒子团不向外排热而收缩，又假

定它的收缩不产生核聚变，直接塌缩成为黑洞，

再又假设该黑洞内外可用同一个连续方程，于是

宣布最后会塌缩成为荒谬的、宇宙中找不到的、

密度为无限大的‘奇点’。 

就算一个大量能量-物质粒子团不经过核聚变

可以直接收缩成为一个小黑洞。当黑洞形成时，

组成黑洞的那部分能量-物质粒子也会有一次大塌

缩。比如在宇宙中形成一个 Mbs = 3M= 61033g

的恒星级黑洞，其视界半径会塌缩成 Rbs = 9km，

其密度 ρbs = 21015g/cm3。就是说，在黑洞视界半

径 Rbs的内外，是 2 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外面的密

度 ρu= 10—29g/cm3, 二者的密度相差 ρbs/ρu = 1045倍.

此外，黑洞内外的温度、结构、物理状态和运动

形式等等也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连续的。因此，

怎么可以用黑洞形成前的同一个方程（度规）来

描述黑洞形成后的、黑洞内外的状态及其运动的

结果呢？ 

7*。黑洞形成后，内外密度 ρu与 ρbs差别如此

之大，一些大学者们，玩弄数学游戏，故弄玄

虚，用史瓦西度规来解释，说什么黑洞形成后，

内部时空颠倒，其中心 R = 0 的点成为时间的终

结，以后会成为时间之外。又说，那里是有无穷

大密度的‘奇点’，时空弯曲成无穷大。黑洞内部的

空间是真空，认定奇点是黑洞存在的前提。[7][8]再

看看真实的宇宙，我们宇宙空间有许许多多恒星

级黑洞，有不少孤单单的黑洞在宇宙空间游荡，

如果这些黑洞中心真有‘奇点’，这些‘奇点’为什么

不产生出人类能够感觉到的大爆炸，不爆炸出新

宇宙来呢？ 

8*。但是，第一；因为黑洞强大的引力使其

内部的辐射能量无法排出到外界，其热抗力是对

抗粒子无法靠其自身的引力而收缩的，就更毫无

可能收缩成为‘奇点’，这是简单的热力学定理。第

二；黑洞内部能量-物质的引力都是集中力，指向

中心，这没有错。但是每个大物体的质量>1015g 的

物体，之所以能够承受其外围物质引力的塌缩，

因为其中心都有更高密度的核心（物体质量<1015g

者，其物质结构能够承受自身的引力塌缩），如

地球有铁质的核心，太阳有核聚变的高温核心。

中子星和恒星级黑洞中心有密度约 1016g/cm3 的超

子 或 固 体 中 子 ， 而 夸 克 的 密 度 可 以 高 达

1092g/cm3。[1] 第三；作者已经证实，我们宇宙就

是一个真实的巨无霸黑洞。[1] 我们人类就居住在

这个黑洞里，我们为什么不奔向宇宙黑洞中心的

‘奇点’而毁灭呢？ 

9*。从(1c)式可知，只有黑洞才能使(2e)式中

的 2GM/R≡常数，而使 dR/dt=常数。这就是哈勃

定律可适用于黑洞的原因。 

        下面举出几种模型来分析，指出由于简化解

场方程出现的错误都可以从上面的分析中找到原

因。 
  
【一】。用弗里德曼(Freidmann)方程 R-W 度规

（Robertson-Walker 度规）来判断宇宙膨胀或收

缩的命运，不仅没有实际的意义，且提出 

≡ o / c ≠ 1 的伪命题困扰科学界近 100 年。 

《1-1》。弗里德曼(Freidmann)方程和 R-W 度规

（Robertson-Walker metric）是在符合封闭系统、

各向同性的宇宙学原理、“零压宇宙”模型（无热力

学效应），和定能量-物质的膨胀条件下推导出来

的，它无法解释宇宙的平直性 为什么会非

常接近于 1。因为该模型的根本问题是，在没有热

压力对抗引力的情况下，单纯的引力作用是一种

非稳定的收缩流。因此，无法找出宇宙真实密度o

与临界密度c的差别。现在从 R-W度规出发， 
         

ds2 = C2dt2–dl2 = C2dt2–R2(t)[dr2/(1–Kr2)+r 2 

(d2 + sin2d2)] [3] (11) 

         

上面(11)中，R(t)仅仅是时间的函数，与坐标

无关，在一定的意义下，R(t)可以理解为“宇宙的

半径”，决定宇宙究竟是膨胀还是收缩，K 是空间

曲率，决定于究竟是有限还是无限。(11)中，r 所

表示的只是测量距离 l 与尺度因子 R 的比，所以 r

并不是观察者（r = 0）到天体的距离 l，而是所谓

的径向共动距离坐标。[3] 在(2e)式中当 Λ = 0 时，

就得到， 

(dR/dt)2 –8 πGR2/3 = –KC2 [3]                          (11a) 
d2R/dt2 = --4πGR  aa 

 (dR/dt)2/R2 + 2(d2R/d2t) /R = –KC2/R2 [3]    (11b) 
         

 (11b) 就是弗里德曼(Freidmann)方程，是弗

里德曼直接从爱因斯坦场方程得到的。(11a)和

(11b)两式是完全一致的。式(11a)是关于 R(t)的最

基本的方程式，还可由(11aa）式积分而得，此

地 K 是曲率，–KC2是常数。(11b)式是一个典型的

微分方程。对应于方程中常数项的不同取值，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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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R(t)的不同形式的解。这些解分别对应于不同

的宇宙模型。在推导该方程时，是忽略了宇宙中

压力项的影响的。因此，由该方程给出的宇宙模

型都属于“零压宇宙”模型，而且都要符合宇宙学

原理等。[3] (11a)可改写为， 

          = 3 [(dR/dt)2 + KC2]/(8πGR2) [3]              

(11ab) 

 从(11ab)可看出，在 R(0) = 0 时，→ ∞。所

以 R(0) = 0 就成为空间“奇点”， 这就是广义相对

论得出的宇宙产生于无限大密度的“奇点”结论的根

源。无论 K 为何值，该点的空间曲率和密度都是 

∞。但是(11ab)隐藏着故意人为的诡秘，见后面。 

如果考虑到热压力对引力收缩的对抗，同时，

如再考虑到任何物体的中心都会出现较高密度的

核心对抗其外围物质引力的塌缩，一团定量的能

量物质粒子 M = 4πR3/3 = const 就绝无可能由于自

身的引力收缩或者极高压的压缩，能使 M 达到 R 

= 0 处的→ ∞。因此，在 R(0) = 0 处， ≠ ∞。就

是说，R 能否 R(0)，不是一个数学问题，而应

该是真实的物理世界允不允许的问题。数学公式

的应用区间应该受真实物理世界的临界上限和下

限的限制。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在实际中

的应用区间可以从 0 ∞ 的，这不符合我们有限宇

宙的真实状况。 

        由(2e)和(11b)式，可得到符合(2d)式，即在宇

宙总物质 M = 4πR3/3 = const 时,  

 (d2R/d2t)/4πGR = 3 H 2q/4πG [3]  
(11c) 

       上式(11c)通常将宇宙的物质密度 用哈勃常数

H 和减速因子 q 来表示。定义一个宇宙的临界密度

c，令, 

c ≡ 3Ho
 2/8πG [3]                                                          (11d) 

设宇宙目前的密度值为o，Ho 是宇宙目前的

哈勃常数，qo是目前宇宙的减速因子。 

o = 3qoHo
 2/4πG [3]              (11e) 

        相应地定义一个密度参数值， 

= o/c 
[3]

  

 (11f) 

        广义相对论就是用 值来判断宇宙的最终命

运的。当 >1，即o/c >1 时，宇宙是闭宇

宙 ， 闭 宇 宙 是 有 限 的 。 当  < 1, 即

o/c<1 时, 宇宙是开宇宙，开宇宙是无限

的，没有有限半径。当  =1 ，即o/c 

= 1 时, 是临界情形，宇宙是平直的无限宇宙。 

       上述的标准宇宙模型，即 FLRW(Freidmann -

Lemaitre-Robertson-Walker)模型，也就是弗里德曼

(Freidmann)模型，[3] 这是一个没有考虑热压力(零

压宇宙模型)的定质量的纯引力的膨胀模型。它无

法解释宇宙为什么会膨胀，密度为什么会变化。 

       但按照黑洞理论，我们宇宙就是一个真实的宇

宙黑洞，其密度c 有唯一确定值，它只被宇宙黑

洞的总质-能 Mu值所决定。[1] 在实际的测量中，只

能用哈勃定律的 Ho 去定出宇宙密度c，无法分辨

什么是o，什么是c，这种分别也毫无意义，

因而总会是得出  1。因此，如用 =o/c

是无法去判别宇宙是封闭还是开放的。这实质上

是一个伪命题，是为了简化解方程而提出上述诸

多错误假设而得出的错误结论。 

在黑洞理论里，宇宙黑洞就是个不封闭不孤

立的球体，它只有在吞噬外界质-能时膨胀而降低

密度，在吞噬完外界质-能后，就不停地发射霍金

辐射而收缩，直到最后收缩成为普朗克粒子而解

体消亡。[1] 
 
《1-2》。分析和结论： 

第一；上面说过，(11ab)隐藏着故意人为的诡

秘，证实如下。(11ab)和(11a)式可改为(11ac)，就

免除了 R = 0 的人为的→ ∞。 
          R2 = 3 [(dR/dt)2 + KC2]/(8πG)  [3]        (11ac) 
        由于现实中宇宙的膨胀，(dR/dt)2 = V2 ≠ 0，按

弗里德曼模型，V 是宇宙的膨胀或收缩的速度。对

于一个恒质能量封闭宇宙的总质量 M = 常数  R3 

 (V2 + KC2)R。所以无论 V和 K 为何值，除了 2

个特例之外，其它任何情况，R和（V2 + KC2）都

不可能为 0。所以在 R = 0 处，不可能是 ∞。而

使 V2 + KC2 = 0 的 2 特例是：特例 1 ，V与 K同时

为 0，这是一个恒质能量静止封闭的等压稳定系

统，系统内只能各处都是 R = 0，所以各处 常

数该系统密度。特例，时，V = 光速 C，

这是一个恒质能量的均压的自然开放系统，在系

统内部无排斥力情况下，V 无论膨胀或收缩，不可

能 = C。 

第二；作者在《黑洞理论和宇宙学的新进

展》[1]一文中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宇宙就是一个真

实宇宙黑洞 Mbu。
[1] 证实了哈勃定律描述的宇宙膨

胀就是宇宙黑洞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或者与其它黑

洞碰撞合并而膨胀的规律。并且证明了这就是宇

宙密度 因膨胀而降低的原因。 

 根据(1c)式 GMb/Rb = C2/2，这是史瓦西对场

方程球形无电荷无角动量黑洞的特殊解，再按照

球体公式，Mb = 4πbRb
3/3，可得出， 

C2 = (8πGb/3)Rb
2；V2 = Ho

2R2；     (11ad) 

由(11ad)式，(8πGc/3) = Ho
2，而黑洞视界半

径 Rb上辐射能的速度 = 光速 C，按照宇宙各处均

匀膨胀的原理，(11ad)式就是哈勃定律 V = HoR 式

的极限情况。可见，用黑洞理论就可以简单直接

地推导出哈勃定律。  

因此，按照黑洞理论，= o/c ≡ 1 是

宇宙黑洞的本质属性。因为o只能被宇宙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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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能量-质量 Mbu所唯一的确定。哈勃定律中 Ho

的存在正是表示宇宙黑洞 Mbu 的外界还有能量-物

质正被吞噬进来。 

等质量等压纯引力的弗里德曼模型根本豪无

宇宙膨胀的动因，将 dR/dt 硬说成宇宙可膨胀，

实际上是在牵强附会。弗里德曼宇宙膨胀模型是

在哈勃定律发现之前提出来的，那时用= 

o/c 是否 = 1 来判断宇宙的开放或者闭合，情

有可原。但科学家们现在仍然抱着 80 多年前弗里

德曼模型不放，将宇宙黑洞本来就是≡ 1 的正

确概念置之不理，却让人们糊里糊涂地直到现在

还去寻找将是否。这是毫无意义的抱残守

缺。 
 
【二】。史瓦西度规是在解场方程时，假设定量

的一大团能量-物质 M 会在其自身的引力作用下，

收缩成为黑洞后，再塌缩成为‘奇点’，这结论

为什么是错误的？ 

《2-1》。史瓦西度规：广义相对论是只假设恒质

量 M 物质的引力收缩在无任何对抗力下一直会收

缩到‘奇点’，而没有考虑引力收缩时所引起的热压

力和高密度核心的对抗。实际上大量质量的 M 最

多只能收缩到成为 M >>Mb ( = C2Rb/2G）的黑洞，

不可能缩成为 M = Mb 的黑洞，更不可能收缩成为

‘奇点’。但按照彭罗斯和霍金的解释，在黑洞

Mb 形成后的瞬间，黑洞内部突然变成时空颠倒，

所有黑洞内的能量-物质一下收缩到中心成为密度

无限大的“奇点”，并使黑洞内部空间成为真空。

这就是罗杰•彭罗斯和霍金证明后的结论。[7] 其解

释可根据史瓦西度规， 
 
ds2=(1–rb/r)dt2–dr2/(1-rb/r)–r2d--

 r 2sin2d2 [4]                                 (12a) 
 
《2-2》。主流的广义相对论学者们对(12a)式的错

误解释和作者反对的一些看法，在该式中，rb = 

2GMb/C
2, rb是质量 Mb 的史瓦西半径。对于太阳质

量黑洞，rbs = 295cm。[4] 

        第一．当 r b < r 时，即从黑洞外面观察黑洞对

外界物质或物体的引力作用时，因为 Mb /M= 

rb/r，广义相对论者的解释是可以被接受的。因

(12a)式与正常的引力质量体无异，实际上是将黑

洞 Mb当作为中心力来看待的。[4] 

        第二．当 r b = r 时，按照主流学者对(12a)式的

解释，称为坐标奇点。它可以通过坐标变换而去

掉。尽管如此，它还是有许多异乎寻常的性质。

当 r b = r 时，(12a)式变为 ds2 = 0×dt 2 – ∞×dr2，这

就是说，在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一个事件无论

经过多么长时间 dt，事件的信息也传不出去，因

为光在 rb 上被禁锢，不能逃出 rb 之外。他们对

(12a)解释是可接受的，因仍然有 Mb /M= rb/r。
[4] 

        第三；当 rb > r 时，按照学者们对广义相对论

的解释，(12a)式变为 ds2 = – (rb/r–1)dt2 + dr2/(rb/r–1) 

– r2d d-  r 2sin2dd2，因为式中 dt2为 “–”而

dr2为“ + ”，所以得出黑洞内时空颠倒的结论，而

进一步得出黑洞内所有物质塌缩集中到其中心成

为“奇点” 和‘黑洞内为真空’的荒谬结论。这些

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呢？[4] 

第四．学者们对史瓦西度规对(12a)式更进而

解释和假设说，当 r = 0 时，成为内禀奇点。全部

质量集中于此点，密度为无穷大，时空曲率无穷

大，物理定律失效。[4]  

上述第三第四是他们按照(12a)式的数学方程

而作出的一种无可奈何、先入为主、假设性的错

误解释，也就是一种曲解。他们是假设黑洞内的

物质在没有任何对抗力的条件下，按照单纯的引

力收缩必定成为“奇点”而得出的主观结论。按照他

们的这种假设，黑洞外的任何大小的物质粒子团

的引力收缩，即凡是有物质引力存在的地方，都

会塌缩出来“奇点”来。这是错误的假设前提导致

必然的错误结果。 
 
《2-3》。作者认为相对论学者们对(12a)式的解释

和推理在上面第三第四段是错误的，理由如下。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广义相对论学者们解释的 2 个

根本性的错误前提： 

第一；首先，在宇宙中，任何条件下，都不

可能塌缩出 M = Mb的黑洞，因为这违反热力学定

律。因此，在实际上，当一团能量-物质 M 收缩成

为黑洞时，黑洞内的能量-物质量 Mb与黑洞内外原

来的能量 - 物质量 M 是完全不相等的，即

M >>Mb，而且黑洞视界半径 Rb将黑洞内外严格地

区分为 2个极不相同的世界，内外的各个物理量都

不相同和不连续（可参见前面的《0--3》的 5*~8*

节），密度可以相差到 1045 倍。因此，黑洞内外

是不可以用同一个连续方程(12a)式的。因此，他

们用同一个解和度规来连续地描述黑洞内外的时

空状况，必然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第二；必须指出，所有广义相对论学者们对

(12a)式解释的关键错误在于似乎故意对 rb/r 定义

的错误解读。rb/r 的真实物理意义应是 rb 内的能

量-物质 Mb 与 r 内的能量-物质 M 之比，即 Mb 

/M，在宇宙学原理的均匀性假设条件下，即在黑

洞未形成前和黑洞形成后的外部，才能有 Mb /M = 

rb/r，才可在(12a)式中可用 rb/r 取代 Mb /M。 

第三；他们另外一个先入为主的极度错误的

假定是，当黑洞形成后，假定黑洞内 rb > r, 造成

时空颠倒，使 (12a)式变为 ds2 = – (rb/r–1)dt2 + 

dr2/(rb/r–1) – r2d d-  r 2sin2 dd2，因为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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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2为 “–”而 dr2为“ + ”， 而得出黑洞 Mb完全集中

在黑洞中心 rb = 0 点上，成为‘奇点’；黑洞内空间

是真空；黑洞内时空倒转 3 大错误结论。 

在黑洞内，作者认为，即使按照他们的说

法，物质都已经全部集中于中心成为‘奇点’了，那

么，rb与 r 内的质-能量就是同样的 Mb，即 rb/r = 

1，而不是如他们所说的 rb/r > 1。所以他们按

rb/r > 1 得出黑洞内时空颠倒的结论是他们掩耳盗

铃而得出自相矛盾的结果，是根本不可能出现

的。其实，他们是在先假设肯定黑洞内能量-物质

塌缩成为“奇点” 的条件下，来说明黑洞内部“奇

性”的出现。 

第四；上述黑洞内所有物质塌缩集中到其中

心成为“奇点”的结论之所以荒谬：是 1*；因为他

们不承认黑洞内部粒子有热抗力和密度较大的坚

实核心能够对抗自身的引力塌缩。所以(12a)式不

能将原来的 rb/r 用于黑洞内。2*；因为即使假定

黑洞中心出现更小的黑洞 rbs，而要用(12a)式时，

(12a)式必须改为 ds2 = (1–rbs/r)dt2–dr2 /(1-rbs/r)–

r2d-- r 2 sin2d2，而且必须满足 rb > r > rbs条

件。这样，就不可能得出 rb < r，而使(12a)中的 dt2

变为 “–”，使 dr2变为“ + ”的荒谬结果。 

第五；如果仅从数学观点来分析(12a)式，也

可以作如下解释：在 r = 0 处，因 ds 只能在 rb 

内，此时，ds 2 = – ∞×dt 2 ，首先的直接的结论应该

是 ds2 为负，是虚数，是无意义。即在 0 点，无论

dr 或者 dt 是“—”或“+”，都与 ds 无关，即永远隔

绝，所以在 r = 0 点的物质质量也只能看作为 0，

所以密度 不是 ∞。最重要的是：在(12a) 中，原

来的定义为 rb < r，在黑洞形成后，突然擅自令

rb > (r = 0)，r 有什么魔法可自由地在同一公式中

由 ∞ 通过黑洞达到 R = 0？ 

第六；如果按照霍金等对广义相对论的解

释，黑洞中心已经成为“奇点”，这个无限大密度

的“奇点”为什么不即刻大爆炸呢？这种大爆炸如

果能破坏黑洞的视界，黑洞就解体消失了，或会

变成另外的宇宙了。如果这种大爆炸不能破坏黑

洞的视界，就表示黑洞仍然牢不可破，“奇点”在大

爆炸后的物质又会按照广义相对论的解释，重新

塌缩到中心再次成为 “奇点” 。这样，黑洞内部就

会永远不停地产生反复的“奇点”大爆炸，永远没

完没了，真实的物理世界是这样吗？ 
     
【三】。从物质粒子球体内部的场方程可导出用

来 研 究 恒 星 内 部 结 构 的 微 分 方 程 Tolman-

Oppenheimen-Volkoff 方程，简称 T-O-V 方程

(13a)。T-O-V 方程之所以比较符合实际，尚未造

成谬误，是因恒星在其引力塌缩的过程中，可以

较容易地向外排出热能，因而在解场方程时，可

以忽略粒子的热抗力。但是，如果能知道恒星内

部的质量和密度分布等边界条件，就无需解复杂

的广义相对论方程，用简单的牛顿力学方程(13b)

式即可。 

        下面(13a)式，即 T-O-V 方程，来源于解爱因

斯坦场方程，是在假定恒星内部是静态球对称的

理想流体的状态下得出的。这里隐含着 2 个假

设：1*. M 只由定量的物质粒子组成。2*，一部分

热能可以自由流向外界，使恒星在核聚变前，物

质引力收缩强于热压力对物质引力收缩的对抗。

下面(13a)式右端 3 个方括号因子是广义相对论对

牛顿力学的修正。用它讨论恒星的内部结构时，

恒星内部的压力 P 与密度 ρ，比熵 s（每个核子平

均的熵）等的分布与化学成分有关。如果不考虑

(13a)式右端 3 个方括号因子的修正，使其均 = 1，

则 T-O-V 方程还原为牛顿方程，即下面的(13b)

式。但要解出(13a)式，需要作出许多简化假设条

件，以便近似的求出 P(R)，ρ(R)，M(R)的分布

后，解出方程，这是很不容易的。 
 
--R2dP/dR=GM(R)ρ(R)[1+P(R)/ρ(R)] [1+4πR3 

P (R)/ M(R)][1--2G M(R)/R] --1 [4] (13a) 

        

 按照牛顿力学，决定恒星基本特征的只有 2 种

力，自身引力和压力在平衡时形成星体，如

(13b)。 
--dP/dR = GM(R)ρ(R)/ R2                (13b) 

  

因此，T-O-V 方程仍存在的最大未解决问题

是：前面已经说过，在任何大于 1015 克物体的中

心，都必定存在一个由不同高密度物质粒子组成

的坚实核心，以对抗其外层物质的引力塌缩。在

实际上，因为在高温高压的恒星内部，除了引力

之外，还有电磁力和弱作用力在起作用，往往形

成有多于 2 层的结构，其 M(R)、ρ(R)、P(R) 往往

是不能用一个统一的公式和模型来表述的。  

         考虑到物质粒子达到密度约 1015~16g/cm3 时，

中子就紧靠在一起而产生极强大的中子简并压

力，足以对抗其引力收缩，而形成约 3 Mθ 的黑

洞，因而才能得出恒星级黑洞的奥本海默极限约

为 3 Mθ。 

         可见，如知道星体内部的质量密度等分布情

况，就可直接用热动力学方程解(13b)即可，无需

用解复杂的广义相对论方程而得到 T-O-V 方程，

该方程只提出了一种物理概念，在实际上并无多

大的用处。现在人们已经大致知道的真实情况

是：小于（5 ~ 8）M的恒星，在其核聚变后，其

残骸是在强烈爆炸的巨大内压力下，可塌缩成为

白矮星、或中子星、或小的恒星级黑洞，还可能

被爆炸成粉身碎骨的粒子散布到宇宙空间。问题

是，为什么学者们不敢将史瓦西度规运用于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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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而得出出现 奇点 的结论呢？如果有学者

胆敢作如此假设，就会露馅，因为人们会问，为

什么人们见不到 奇点 产生的大爆炸呢？因为宇

宙中根本就不可能出现 奇点 。可见由史瓦西度

规而得出黑洞内部出现时空颠倒和奇点等谬论，

都是学者们根据自己的想象和需要，而刻意假定

和曲解的结果，故不可能真实的存在于现实世

界。 


【四】。进一步的分析和结论。 

《4--1》；场方程的最主要问题是其中的能量-动

量张量项中的粒子没有热抗力。在解场方程时，

弗里德曼和爱因斯坦和一直到现在的科学家们根

本解释不了宇宙为什么会膨胀。请大家理性的想

一想，让一个只有粒子引力的场方程去解决宇宙

膨胀的问题，不等于想要太监去传宗接代吗？所

以最后必然用不可知的万能药‘奇点’去解释。

再说，应用史瓦西度规的学者们并不知道大团能

量-物质收缩成为黑洞的原因和过程，胡乱解释，

错得离谱，才得出‘奇点’的谬论。最后，只因

TOV 方程只考虑纯粹物质粒子团的收缩，热能的

排出相对于粒子团的质-能影响较小，才能得出概

念相对正确的特殊解。 
 
《4--2》；彭罗斯和霍金解场方程得出‘奇点’的

原因： 

约四十多年前，在解广义相对论方程时，发现

存在空-时失去意义的“奇点”。霍金写道：“罗

杰·彭罗斯和我（霍金）在 1965 年和 1970 年之间

的研究指出，根据广义相对论，在黑洞中必然存

在无限大密度和空间—时间曲率的‘奇点’。这

和时间开端时的大爆炸相当类似” [8]。所以“奇点”

成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

部分。[7] 因为普通物质间的引力是一种纯粹的相互

吸引，而在纯粹吸引作用下的物质分布是不可能

达到静态平衡的。广义相对论认为星系演化经过

黑洞最后还会塌缩成为“奇点”，宇宙开端有“奇

点”。甚至可能存在“裸奇点“。爱因斯坦自己写了

一篇论文，宣布恒星的体积不会收缩为零。所以

罗杰·彭罗斯和霍金在爱因斯坦死后在错误假设条

件下，对“奇点”的证明是违反爱因斯坦的初衷的。

事实上，在真实的宇宙，没有发现“奇点”存在的蛛

丝马迹。为了避免理论与实际矛盾的尴尬，彭罗

斯于是不得不提出“字宙监督原理”来加以避免。这

和牛顿的“第一推动力”的错误思想如出一辙。“奇

点”，这一理论病态的发现是理论研究的重要进

展，却又与等效原理不协调。问题恰恰在于：现

实宇宙中没有纯引力作用。爱因斯坦也只有在宇

宙密度极小、可忽略热抗力的条件下，而得出一

个自认为的稳恒态宇宙，其实也是不稳定的。 

 
《4--3》；宇宙中稳定的物质结构体是在不同的温

度下构成不同的物质层次的。当物质结构从某一

层次转变为另一层次时，会发生“相变”，两层次

的结合处是“临界点”。适合于某一物质结构层次

的数学方程达到其“临界点”后就会失效，正如理

想气体状态方程不适用于其液体和固体状态一

样，只能用于气体。当一大团物质粒子团形成一

个小黑洞后，黑洞内外是 2 个极不相同的不连续

的世界，不能用同一个方程式。这是史瓦西度规

出错的根本原因。 
 
《4--4》；(2a) 是一个等式，从因果关系来看，应

该是无限大的物质密度才能产生无限大时空曲率

的“奇点”。但是，现在我们银河系，无数恒星级黑

洞和星系中心的巨型黑洞已被观测所证实，而且

我们的宇宙就是一个巨无霸黑洞。在宇宙黑洞

内，我们没有感受到“奇点”大爆炸的威胁，也没

有感受被“奇点”吞噬的危险。这说明彭罗斯和霍

金根据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方程得出的有关“奇点”

的结论是一个违背真实物理世界的虚构怪物。 
 
《4--5》。排除“奇点”的广义相对论有什么不好？

现代科学家的头脑中都有一个怪物，就是终极理

论 T.O.E。他们的病态不在于他们的数学公式，而

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他们是在把自己

掌握的数学方程当作自己的上帝来信仰的。他们

宁可迷信和服从自己的数学方程，也不相信不符

合其数学方程的真实的物理世界。科学家们常用

不合逻辑和稀奇古怪的新观念去修补其数学方程

中的缺陷，徒劳而犯错。 
 
《4--6》；现实宇宙中物质粒子的引力及其如影随

形的温度斥力是一对永不分离的矛盾体，它们在

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平衡就构成宇宙中不同的稳定

存在的物体和天体。同时用正确的逻辑上推断，

如果能量-物质团中心无对抗自身引力塌缩的较坚

实的核心，宇宙早在高密度的诞生初期就塌缩出

无数的‘奇点’了。哪会有现在庞大而复杂的宇宙？

可见，本身只有物质引力的广义相对论方程是有

根本缺陷的。在真实的物理世界，如果没有对抗

引力收缩的各种排斥力，一块铁，一个人，一池

水，以座山，地球等等都完全可以靠其自身的引

力收缩成为“奇点”，这是多么荒谬而违反现实和热

力学定律的结论。 
 

《4--7》广义相对论方程与其观点的矛盾使场方程

只能考虑物质粒子之间的引力作用，无法考虑宇

宙中大部分辐射能的排斥作用、引力能和辐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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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互相转换，这是几乎使所有场方程的特殊

解都出现重大错误的原因。 

前面说过广义相对论方程还有一个最大的矛盾

就是：在宇宙中，物质粒子与辐射能的关系既是

相反相成和如影随形的，一方面相对论承认质量-

能量互换和守恒定律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物质

粒子的质量与辐射能的相当质量差别巨大，在物

质粒子中，热能相对的小，所以主要显现为引力

而导致粒子团的收缩。而辐射能的引力质量相对

的小，所以主要显现为有排斥力的热能而导致辐

射能的降温膨胀。相对论为了维护其时空弯曲的

观点，既否定辐射能有相当的引力质量作用；又

不承认辐射能的排斥降温的膨胀作用。在宇宙

中，辐射能占能量-物质总数的 74%，而物质粒子

只占 26%。所以宇宙即使不是黑洞，也会膨胀。

场方程中的能量-动量张量项中只有引力，没有辐

射能的斥力，无法解决宇宙膨胀的问题，只能用

‘奇点’的大爆炸 、或将宇宙当做稳恒态的孤立

系统来处理，这就是爱因斯坦、弗里德曼、R-W

度规等的特殊解，必然导致不切实际而谬误流传

的原因。 

另一方面，物质粒子团的收缩过程就是粒子

之间的引力能转变为辐射能（热能）的过程，所

以随着粒子间的距离缩小、密度增加，必然随着

增加热能和温度，以对抗粒子的引力收缩。只有

粒子团内部排出热能、降低温度后，粒子团才有

可能继续收缩一些；一旦排热降温被阻止，温度

得到保持，收缩就会停止。这就是符合热力学规

律的实际情况。彭罗斯和霍金证明<“奇点”成为爱

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完全是否定‘引力能与辐射能可以互换’和‘辐

射能有排斥作用’的结果。场方程几个少数的特

殊解，如 TOV 方程、水星饶日运动、光线在恒星

附近偏折等之所以比较符合实际，是因为可以在

将主体为物质的星体可视为粒子团单纯的引力作

用下，可以完全忽略辐射能及其排斥作用。 
 

《4--8》。黑洞理论之所以能有效而符合实际地解

决宇宙学和黑洞的问题，是因黑洞的总能量-物质

Mb 是其等价的能量（辐射能）和物质的总和，与

二者的如何转化和比例无关。黑洞的膨胀或收缩

Rb 只取决于 Mb 总量的增减。按照公式(1c)，

Mb=Rb(C
2/2G)，黑洞的膨胀Rb 只与其吞噬外界

能量-物质的总量Mb 成正比，其收缩Rb 与发射

霍金辐射带走的Mb 成正比。在真实的物理世

界，宇宙中的温度不可能达到无限高和绝对零

度，只有黑洞内部强大的引力可使辐射能不泄

露，而在收缩时提高热能密度和温度，从而使热

能的抗力完全能够对抗引力的继续收缩。并且当

黑洞只能因不停地发送霍金辐射而最后收缩成为

普朗克粒子 mp、即可达到时空不连续的普朗克领

域 (Planck Era)时，而解体消失在普朗克领域，这

也是“临界点”。此时广义相对论和黑洞理论就都在

普朗克领域失去了作用。因此，黑洞不可能再继

续收缩和增高密度，达到虚幻的、无限大密度的

“奇点”。[1] 
 
 
《4--9》。广义相对论方程与黑洞理论的比较 
       

 广义相对论方程              黑洞理论 

1；封闭、孤立系统 1；开放系统 

2；等压模型 2；等压或不等压均可 

3；密度均匀                           3；密度不必均匀 

4；忽略辐射能的热抗力      4；必须有辐射能热抗

力 

5；无法质-能互换                 5；必须质-能互换 

6；只适用于物质粒子团       6；物质粒子与辐射能

通用 

7；方程中无法用辐射能      7；公式中质-能通用互

换 

8；纯引力不能解宇宙膨胀   8；黑洞因吞噬质-能

膨胀 

9；否认大物体有高密度核   9；密度不均，必有核

心 

10；解方程须知质量密度     10；无需知黑洞内部

状况  

分布 

11；用 无法判别宇宙是    11；吞噬外界质-能膨

胀, 

闭或开，膨胀或收缩             发射霍金辐射收

缩 

12；纯引力收缩必现奇点   12；最终收缩成为普朗

克粒子而消亡 

13；黑洞内时空颠倒、内      13；人类就在宇宙黑

洞内. 

部真空、中心是奇点              没有感觉奇点异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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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用作者的新黑洞理论推导出精密结构常数 1/α = Fn/Fe = hC/(2πe2)，Ln和 1/α的物理意义 

张  洞  生 zhangds12@hotmail.com; zds@outlook.com;     3.7.2013. 
           http://sciencepub.net/academia/aa0502/013_16387aa0502_61_63.pdf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内容摘要】。通过将 1 个氢原子作为模型和对比，可求出氢原子上正电子对壳上负电子的电磁力 Fe 与原

子核质量与壳上电子质量的引力 Fg之比，即 Fe/Fg = Ln =2.271039 = 狄拉克大数，这是因为静电力和引力都

同时作用在电子和原子核上,而有着同一个距离 R。迄今为止，物理学家们尚未找到强核力 Fn 的准确公式和

数值。作者用求 Ln 的类似的方法，取某一个特殊的微黑洞 Mbo = 0.711014g 作为模型，其内部粒子全部夸

克化，于是 2 邻近核子（夸克）之间的强核力 Fn与正负电子之间电磁力 Fe共同作用在相同的夸克之上，由

此可用对比和推论求得 Fn/Fe之比 ，得出公式 Fn/Fe = 1/α = 137.036 = 精密结构常数。下面是费曼论精细结

构常数（Fine-structure constant) 的一段话。 

---- Richard Feynman： It has been a mystery ever since it was discovered more than fifty years ago, and all good 
theoretical physicists put this number up on their wall and worry about it... It's one of the greatest damn mysteries of 
physics: a magic number that comes to us with no understanding by man. You might say the "hand of God" wrote 
that number, and “we don't know how He pushed his pencil.” 

[张洞生：用作者的新黑洞理论推导出精密结构常数 1/α = Fn/Fe = hC/(2πe2)，Ln和 1/α的物理意义， 
Academia Arena 2013;5(2);61-63]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 

【关键词】。精密结构常数 Fn/Fe =1/α = hC/(2πe2) = 137.036；精密结构常数 1/α 的物理意义；狄拉克大数, 

Fe/Fg Ln =1039；宇宙微黑洞 Mbo = 0.711014g； 
 
【1】。精密结构常数 1/α 可定义为 1/α = hC/(2πe2) 

= 137.036，并可得出： 
1/α = hC/(2πe2) = 137.036 = Fn/Fe       (1a) 

在上面 (1a)中 , 普朗克常数  h = 6.62610--27g 

*cm2/s; 光速  C = 2.9981010cm/s; 电子电量  e = 

4.8032510—10esu = 1.602210--19C（库伦）; 于是，

1/α = hC/(2πe2) = 6.62610--272.9981010/[2 
(4.80325 10—10)2] = 137.0368  137.036. 

下面，让我们来逐步推导出(1a)式即可。 

作者在下面就是要利用一个特定的微黑洞Mbo= 

0.711014g的内部是纯粹夸克的性质，求出夸克之间

的作用力（核力）Fn与静电力Fe 之比， Fn/Fe = 1/α 

= 137.036。 

注意：本文中所用的Fn，Fe，Fg只是为求其核

力，静电力，引力之比而用，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核

力，静电力，引力。而宇宙中真正的基本力应该是

核力Fn，静电力Fe，引力Fg： 
Fn=Fn/R

2,  Fe=Fe/R
2,  Fg=Fg/R

2                  (a) 

R是产生作用力的2粒子之间的距离 
 
【 2】。用一个氢原子作模型求出 Fe/Fg = Ln= 

2.27×1039 = 狄拉克大数 

首先来回顾一下拉克的大数Ln是怎样来的。按

照拉克的‘大数假设’的观念，求电磁力Fe 与万有引力 

Fg之比Fe/Fg。以氢原子作为模型，质子质量mp 

=1.6727×10--24g, 电子质量me = 9.1096×10--28g, 电子电

量 e+ = e-- =1.602×10--19C, R是正负电子之间的距离，

万有引力常数 G=6.6726×10--8cm3/s2
*g, 实验测定的比

例常数 k = 9.0×109 N•m2/C2。由于Fe与Fg的 R 相同， 

Fg ＝ Gmpme/r
2 = 6.6726×10--8×1.6727×10—24 

×9.1096×10--28/R2=101.67×10-60/ R2  [3]            (2a) 

Fe = ke2/r2=9.0×109N•m2/C2×(1.6022×10—19 C)2/R2 
= 9.0×109×105×104×(1.6022×10-19C)2 /R2 = 23.10×10-20/ 
R2  [3]                                          (2b) 

Fe/Fg = Ln=23.10×10-20/101.67×10-60=2.27×1039 [3]

                     (2c) 

(2c) 式表明，在同时带电和引力的一些粒子的

距离都为 R 时, 无量纲常数 Ln = Fe/Fg = ke2/Gmpme = 

2.27×1039 表示电磁力 Fe 与万有引力 Fg 之比。 
 
【3】。对黑洞普遍适用的几个基本公式 

下面(3a) 是著名的霍金黑洞的温度公式， 

Tb Mb=(C 3/4G)(h /2πκ) ≈ 1027gk  [1]   (3a) 
Mb—黑洞的总质能量；Rb—黑洞的视界半径， 

Tb--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的温度，mss—黑洞在视界

半径 Rb 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质量，κ--波尔兹曼常数

= 1.3810--16g*cm2/s2
*k， 

mss既然是在视界半径 Rb 上的量子辐射 mss，按

质能转换为辐射能的阀温公式， 
mss = κTb /C

2  [1] [2]           (3b) 

根据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特殊解， GMb/ 
Rb = C 2/2  [1][2]        (3c) 

作者用 (1a) 和 (1b), 很容易推导出下式，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3d) 
 
【4】。宇宙微黑洞Mbo = 0.711014g 的特性 

按照著名的霍金黑洞理论的熵公式(4a)，任何一

个恒星在塌缩过程中，熵总是增加而信息量总是减

少的。假设 Sb—恒星塌缩前的熵，  Sa—塌缩后的

熵， Mθ—太阳质量 = 210 3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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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b  1018Mb/Mθ  
[1][2]                          (4a) (8a) (8a) 

Jacob Bekinstein指出，在理想条件下，Sa = Sb, 

就是说，熵在恒星塌缩的前后不变。这样，就从(4a)

式得出一个黑洞Mbs  21015g。它被称为宇宙的原

初小黑洞= Mbs，
 [1] [2]其密度ρbs  1.81052g/cm3. 

但为了下面的计算方便，取一个特殊的微黑洞

Mbo = 0.711014g 作为计算的模型。 Jacob Bekinstein指出，

由前面的 (3a), (3b), (3c), (3d)式，在 Mbo = 

0.711014g 的情况下，得出其视界半径 Rbo = 

1.0510—14cm; 视界半径上的温度 Tbo = 1.09 1013k;; 

视界半径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质量 msso = mp = 

1.6710—24g = 质子质量; 黑洞里平均密度 ρbo=2.57 

1056g/cm3;  该黑洞内总质子数 np， 

np=0.711014/1.6710—24= 0.4251038（4b） 

从 Bekinstein 对恒星塌缩的前后熵不变的解释

可以得出有非常重要意义的结论。 

Bekinstein 对霍金公式 (4a)只作了一个简单的数

学处理，使其能够和谐地成立。但是没有给出其中

的恰当的物理意义。作者认为， (4a) 应该用于解释

恒星塌缩过程中有重要意义的物理含意。 

首先, (4a) 表明黑洞在密度< ρbs = 1.8 1052g/cm3 

的恒星在塌缩过程中是不等熵的。这表示质子作为

粒子，在其密度 < 1.8 1052g/cm3 的情况下，能够保

持质子的结构没有被破坏而分解为夸克，所以质子

才有热运动和熵的改变。但质子仍然由 3 夸克 uud

组成。其次 , 既然密度从大于 1.81052g/cm3 到 

1093g/cm3的改变过程中, 不管是膨胀还是收缩，熵不

会改变，证明这就是理想过程。因此，质子必须解

体而不再作为粒子，质子在此过程中只能变为夸

克。换言之，夸克就是没有热运动和摩擦可在>1.8 

1052g/cm3 ~ 1093g/cm3 之间作理想过程的转变. 质子此

时可能增加其能量成为超子。 

重要的结论：由于微黑洞Mbo = 0.71 1014g的平

均密度ρbo = 2.571056 g/cm3大于ρbs 1.81052g/cm3。

因此，黑洞已是理想状态，其内部的 np = 0.425 

1038 个质子都是非粒子状态的夸克。 

由于近代物理学对夸克模型的结构和运动状态

的认识并不完全清楚，下面只对夸克模与本文有关

方面简短的描述一下：[5] 1*。根据近代粒子物理学

和量子色动力学（QCD）理论认为，夸克都是被囚

禁在粒子（质子或重子）内部，不存在单独的夸

克。2*。一个质子由 3 个夸克 uud 组成，3 夸克之间

的强核力将他们捆绑在一起。但每个夸克有自己的

一种固有的颜色，3 个夸克各有红 R 绿 G 蓝 B 3 种

颜色，3 种颜色共同构成白色，才能共同存在组成一

个质子，这就是‘夸克囚禁’现象，是泡利不相容定律

的表现，‘色’是夸克强作用‘核力’的根源。3 夸克之

间既有排斥力，也有吸引力使 3 者能保持一定的距

离，以维持 3 者的稳定平衡，永不分离。 3*。2 个

上夸克 uu 各带有 2/3e+, 而 1 个下夸克带有 1/3e--, 以

维持质子内电力的平衡。4*。每个夸克上都同时具

有强核力 Fn 和电力 Fe，而 2 种力的作用距离 R是同

一的。这就使得求 Fn /Fe变得简易可行。 
 

【5】。求核力，即夸克之间的作用力 Fn 与一对正

负电子之间的静电力 Fe之比，即 Fn/Fe。 

上面已经论证了微黑洞 Mbo
 = 0.71 1014g 是全部

由夸克化的质子组成的。其霍金辐射粒子 msso  

1.6710—24g = mp =质子质量，由(3d)式，mssMb = 

hC/8πG，黑洞内夸克之间的强核力为 Fn，令， 
Fn = hC/2π     (5a) 
由(3d)变换就得到 
4GMbomsso= Fn = hC/2π   (5b) 
或为 Fn/R2=4GMbomsso/R

2 =hC/2πR2， 
Fn = Fn/R2=GMbomsso/R

2          (5c) 
由于黑洞内 e+ 和 e— 的静电力 Fe = e2/R2， 
Fn/Fe = hC/2πe2=137.036=1/α           (5d) 
 (5d)  ≡ (1a)      (5e) 
而 Fn/Fg  = Fn/FeFe/Fg =1/αLn=Ln/α 

= 2.27×1039137.036 = 3.11×1041             (5f) 
上面(5d)，(5e)，(5f) 3 式就是证明的结果和结

论。下面再作进一步的论证。 

1*。必须指出，(5b)式只有在黑洞的情况下才成

立，在非黑洞时，4GMbomsso ≠ 常数。其次，Fn = 

hC/2π 对不同的黑洞都成立，但不同黑洞有不同的

R，所以 Fn = Fn/R2对不同的黑洞是不相同的。 

2*。验证(5b)式 4GMbomsso= Fn = hC/2π，先变

为 4GMbomsso/Fe= Fn/Fe = hC/2πe2, 

于 是 4GMbomsso/Fe = 46.6710--8 0.711014 

1.67 10—24/23.1×10-20 = 137= Fn/Fe           （5g） 
Fn/Fe = hC/2πe2=1/α= 137 

上面无论从公式推导，还是从数值计算上都证

实了(5d) ≡ (1a) 的正确性。 

现代核物理学中，仅仅大概地估计出 Fn/Fe  

102。更没有认识到和找出精密结构常数 1/α 的物理

意义就是 Fn/Fe。作者现在最先用类比法推导出了

(5d) ≡ (1a)。 

3*。由前面的(a)式，可知在这 Mbo = 0.711014g

的黑洞内，真正的核力 Fn，静电力 Fe，如果 2 夸克

之间引力 Fg 照常存在，它们分别为： 

Fn=Fn/R
2= hC/2 R 2=3.1710—17/R2 

Fe=Fe/R
2=e2/ R2 =2.31×10—19/ R2 

Fg = Fn/FeFe.Fg =Ln/α 
在这里，R应是 2 个邻近的夸克之间的距离。 

前面已经得出微黑洞 Mbo 的视界半径 Rbo = 

1.0510—14cm，np= 0.4251038, 因此, 
npR

3 = Rbo
3,   R = 3×10—27cm 

4*。强力 Fn 有多强? 

如上所述，使R2 910—54cm, 则Fn = hC/2πR2 = 

6.62610--272.9981010/(2π910—54) = 0.35151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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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e. 而电磁力Fe= e2/R2= 23.1×10--20/910--54 = 2.567 

1034 dyne. 于是, Fn/Fe =136.92 137.036 = 1/α. 

5*, 令 FMm 是黑洞 Mbo 对 msso 引力,于是， 

FMm = 4GMbomsso/Rbo
2 = 46.6710--80.711014 

1.6710—24/(1.0510—14)2=3.1710—17/(1.05 10—14)2 
= 2.881011dyne          (5h) 
        必须对<FMm=4GMbomsso/Rbo

2>作重点的解释. 在

牛顿力学中，Mbo 是质量集中在其中心的集中力，所

以是 FMm =  GMbomsso/Rbo
2. 然而, 在黑洞里来源于广

义相对论 (3c) 的 Mbo 的质量是分布在整个黑洞的空

间的，所以 FMm =  4GMbomsso/Rbo
2. 这说明分散的质

量的引力大于集中质量对同一粒子的引力。 

        6*, 一个有趣的推论 

        从公式(5b), 4GMbomsso= Fn = hC/2π, 

         4GMbomsso/R
2Rbo

2= (hC/2π)/R2Rbo
2, 于是, 

        (4GMbomsso/Rbo
2)/[(hC/2π)/R2] = R2/Rbo

2 
        再从(5c) 和 (5h). 

         FMm/Fn = R2/Rbo
2         (5i) 

        再从公式 (5g), Rbo
2/R2 = np

2/3 

         Fn/FMm = Rbo
2/R2 = np

2/3        (5j) 
         公式(5j) 意外地使核强力 Fn 与 黑洞 Mbo对其霍

金辐射 msso 的引力联系了起来。          

从黑洞理论可知,[1] 一旦 Mbo 由于发射 msso 而

减小时，其下一个 msso 则跟着增大。而且， Rbo
2 的

减小 > R2的减小. 随着 Mbo 的减少下去, 最后就会到

达一个极限情况，即 Mbo = msso。此时, 按照 (3d),  

          Mbo = msso= 10—5g,  而(5j) 式会变成为， 
          Fn = FMm,   Rbo

2 = R2,   np = 1 
         按照黑洞理论,[1] Mbo= msso= 10—5g 会在普朗克

领域爆炸成为高能 rays后消失。 
 
【6】。进一步的分析和结论 

1*。由前面的【4】节可知，因微黑洞 Mbo
 = 

0.711014g 的密度已经 1056g/cm3, 其内部完全为 np

个质子分裂成的夸克组成。又由于(5d) ≡ (1a)，可

见，精密结构常数 1/α 就是夸克之间的核强力 Fn 与

同距离上的正负电子对的静电力 Fe 之比，即 Fn/Fe，

与 Fe/Fg = Ln完全类似 。显然，Fn 与 Fe有共同的距

离 R，而作用在相同的夸克上，故(5d)式， 1/α = Fn/ 

Fe = 精密结构常数的结论应该是合理的。   

2*。由于首先证实了微黑洞 Mbo内部的质子全 

部夸克化后， Fn 与 Fe 才会作用在相同的粒子上，

有共同的 R，才能简易地作出有普适性的对比。 

3*。正如 Fe/Fg = 2.27×1039 = Ln,  可类似的得出

了Fn/Fe = 137 =1/α. 既然 Ln 可认为是Fn与Fe的耦合

系数。那么，α 就可以看成是原子核内强核力Fn 与

电磁力 Fe 的耦合系数。 

4*。既然Ln作为一个特定的无量纲常数在宇宙

中有普遍的意义。那么，α 作为一个特定的无量纲常

数，也应该有普遍的意义。 

5*。然而，由于强力Fn 至今还未被科学家们清

楚地认知和得出正确的计算公式，要在不久的未来

认识到Fn/Fe = hC/2πe2 =137.036=1/α (5d)式是一个准

确的等式还是困难的，因为很难在未来短期内制造

出新的仪器观测到夸克的内部结构和运动方式。 

6*。本文推导出1/α = Fn/Fe = hC/(2πe2)后，同时

也验证了作者新黑洞理论和公式的正确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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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hydrogen atom as a model and contrast, a proper ratio Fe/Fg between the electromagnetic 
force Fe  and  the gravitational force  Fg  could be established as a famous Dirac large number Ln = Fe/Fg≈ 1039.  
Drawing the same mathematical and physical analogy, a special mini black hole of  Mbo = 0.711014g can be a better 
choice as a model, in which all quarks decomposed from protons must have the electrical force Fe  and the strong 
nuclear force Fn. Thus, the  proper ratio Fn/Fe between Fn and Fe was correctly established and proved that,  Fn/Fe 
should just be  the fine-structure constant,  and  Fn/Fe =  1/α = hC/(2πe2) = 137.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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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什么是黑洞的霍金辐射？如何用经典理论解释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4.19.2013 
  

          张洞生  Zhang Dong Sheng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zds@outlook.com;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aa0504/002_17953aa0504_8_13.pdf 
  
【内容摘要】：黑洞的霍金量子辐射简称霍金辐射。 

         霍金对黑洞理论划时代的伟大贡献是提出了在黑洞视界半径 Rb上有温度 Tb，能发射量子辐射 mss。这

是建立在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坚实的基础上的，是符合实际的理论。  

由广义相对论得出的黑洞是一个怪物。一旦形成，它就只能吞噬外界能量-物质而膨胀长大，在宇宙中

永不消亡。霍金的黑洞理论证明，黑洞会因发射霍金量子辐射而缩小消亡，使黑洞与宇宙中的任何物体和

事物一样，具有生长衰亡的普遍规律。所以是霍金的黑洞的理论挽救了不切实际的相对论黑洞理论。但是

霍金没有得出霍金辐射mss的公式，对其发射机理的解释却不能让人信服和恭维。霍金解释说，由于真空是

大量的‘虚粒子对’不断快速产生和湮灭的真空海洋，就使得虚粒子对中的负粒子被黑洞捕获而正粒子留在

外部世界显形，这就成为黑洞中正粒子逃出黑洞的原因。这种解释是在用无法证实的新物理概念来圆场。

作者在本文中将用经典理论找出霍金辐射mss的正确公式（1d），并且论证：黑洞的霍金辐射就是直接从其

视界半径上Rb逃到外界的，是从高温高能量场向低温低能量场的自然流动，是符合热力学定律的。
Academia Arena 2013;5(4): 8-13] (ISSN 1553-992X)  

【关键词】：黑洞；黑洞在其视界半径Rb上的温度Tb；黑洞的霍金辐射；狄拉克海的真空虚粒子对；黑洞

在视界半径上的能量转换；用经典理论解释霍金辐射； 
 

【前言】：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 就是将黑洞内部能

量-物质的引力能通过其视界半径而转为辐射能向外

发射的过程。约翰—皮尔卢考涅说：“黑洞的辐射很

像另一种有相同颜色的东西，就是黑体。黑体是一

种理想的辐射源，处在有一定温度表征的完全热平

衡状态。它发出所有波长的辐射，辐射谱只依赖于

它的温度而与其它的性质无关。”[1] 现今的主流科学

家们对黑洞的霍金辐射的权威解释包括霍金在内都

用“真空中的能量涨落而能生成基本粒子”的概念。

他们认为：“由于能量涨落而躁动的真空就成了所谓

的狄拉克海，其中遍布着自发出现而又很快湮灭的

正-反粒子对。量子真空会被微型黑洞周围的强引力

场所极化。在狄拉克海里，虚粒子对不断地产生和

消失，一个粒子和它的反粒子会分离一段很短的时

间，于是就有 4 种可能性：1*。两个伙伴重新相遇

并相互湮灭；2*。反粒子被黑洞捕获而正粒子在外

部世界显形；3*。正粒子捕获而反粒子逃出；4*。

双双落入黑洞。 

        霍金计算了这些过程发生的几率，发现过程 2*

最常见。于是，能量的账就是这样算的：由于有倾

向性地捕 

获反粒子，黑洞自发地损失能量，也就是损失质

量。在外部观察者看来，黑洞在蒸发，即发出粒子

气流。”[1] 

         如果上述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推而广

之，不仅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甚至任何物体发射能

量-物质，就都可以用这种“真空中虚粒子对的产生

和湮灭”的概念来解释了，比如太阳发射电磁波、粒

子和喷流，人体发出红外线，呼出的二氧化碳甚至

于出汗等等都可以套用这种神通广大的虚粒子去解

释了。由于黑洞不停地发射 mss的相当质量是由小到

大，可相差 1060 倍，这就导致科学家们的计算出来

真空能的密度可以高达 1093g/cm3的荒谬结论。 

        与其用这种高深莫测的虚幻概念和复杂的数学

公式去作兜圈子的证明黑洞外面多出一个正粒子，

不如直接论证黑洞向外发射的霍金辐射就是这个逃

出黑洞的正粒子来得简单明瞭而自洽。这就是作者

在本文中试图用经典黑洞理论来更圆满地解释霍金

辐射的缘由。作者在下面的章节中，将用下面的的

公式以计算证明：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的机理无需神

秘化，它与太阳发射可见光以及物体发射热辐射的

机理是一样的。 
 
【1】。史瓦西黑洞 Mb (球对称，无旋转，无电荷)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守恒公式，这几个公式是对黑

洞普遍适用的基本公式。 

下面(1a) 是霍金根据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等得出

的著名的黑洞温度公式， 

Tb Mb=(C 3/4G)(h /2πκ) ≈ 1027gk  [1]        (1a) 
Mb—黑洞的总质能量；Rb—黑洞的视界半径， 

Tb--黑洞视界半径 Rb 上的温度，mss—黑洞在视界半

径 Rb 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质量， ss 和ss 分别表示

mss在 Rb上的波长和频率，κ--波尔兹曼常数 = 1.38- 

10-16g*cm2/s2
*k，C—光速= 31010cm/s, h--普朗克常

数  = 6.6310--27g*cm2/s, G –-万有引力常数率  = 

6.6710—8 cm3/s2
*g, 

下面是霍金黑洞的温度公式，Tb Mb = (C 3/4G) 

 (h /2πκ) ≈ 1027gk  [1]   (1a)Mb—黑洞的总质能量；

Rb—黑洞的视界半径， Tb--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的

温度，mss—黑洞在视界半径 Rb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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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 mss 既然是量子辐射，在视界半径 Rb 上的

mss，按引 

mss既然是在视界半径 Rb 上的量子辐射 mss，按

质能转换为辐射能的阀温等价公式应该[为， 

C2 mss = κTb 
[9] [2] = Ch/2π ss =  ssh/2π        (1b) 

根据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特殊解，  
GMb/Rb = C 2/2  [2][9]                   (1c) 

(1c)式是黑洞存在的充要条件。作者用 (1a) 和 

(1b), 很容易推导出黑洞的新公式 (1d)，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1d) 
 
 

【2】。黑洞 Mb对霍金辐射 mss在其视界半径 Rb上

的作用力。公式(1d)的物理意义是黑洞 Mb 对霍金辐

射 mss在其视界半径 Rb的引力 Fbg与其离心力 Fbc的

平衡，即 Fbg = Fbc。 

        求黑洞质量 Mb的在 Rb上对 mss的引力，按照 

         mssMb = hC/8πG = 1.18710--10g2          (1d) 
从(1d) 式的左右 2 边  2G/Rb

2, 得,           
        2GMbmss/Rb

2 =hC/4πRb
2             (2a) 

既然以 Rb
2 除以 2 边，就是表示将 Mb看做集中

于黑洞中心的中心力，由于 mssMb = const, 从形式上

看, 黑洞 Mb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对 mss 的引力 = 

Fbg，它反比于 Rb
2, 而与 Mb 和 mss的量无关。令引力

Fbg为， 
Fbg = 2GMbmss/Rb

2               (2b) 
由(1c)式 2GMb/Rb = C2, 可变为， 

2GMbmss/Rb
2 = mss C2/Rb,           (1ca) 

由(1ca)可见，2GMbmss/Rb
2 是黑洞 Mb 在其视界

半径 Rb上对 mss 的引力 Fbg，而 mssC2/Rb 则是 mss以

光速 C 在 Rb作圆周运动（按广义相对论的说法是测

地线运动）的离心力 Fbc。从 (2a), (1ca) 得, 

Fbc = hC/4πRb
2 = mss (C2/Rb)        (2c) 

可见，Fbc 表示 mss 在 Rb 上围绕 Mb运动时的离

心力。因此，(1c)和(1d)，(1ca)和(2a) 都表示 mss 在

Rb 上围绕 Mb 运动时，Mb对 mss的引力与其离心力

的平衡，而 C2/Rb 就是 mss的离心加速度。 

Fbg = Fbc= 2GMbmss/Rb
2 = hC/4πRb

2 = 
mss(C2/Rb)                 (2d) 

由 (2d) ， hC/4πRb
2= mssC

2/Rb ， 而 mssC
2 = 

Ch/2πss, 所以 hC/4πRb = Ch/2πss,  由(1b)，所以， 

 ss = 2Rb = Db,             (2e) 
(2e)式证明霍金辐射 mss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

波长等于黑洞 Mb 的直径 Db，这表明 mss 在黑洞的

视界半径上运动，所以有离心力 Fbc = mss 

(C2/Rb)。 

类似的, 如用牛顿力学，在中心集中力 Mbn的作

用下，中心引力 Fng 与其离心力 Fnc在 Rb上的平衡是 

Fng = mss (GMbn/Rb
2)               (2f) 

Fnc = mss(C2/Rb)            (2g) 

于是(GMbn/Rb
2) = mss (C2/Rb)          (2h) 

比较(2h) 与 (1ca)式, 在下式(2i)的的条件下，二

者是完全相等的。 
2Mb = Mbn             (2i) 

从(2i)式可见, 在广义相对论中，质量 Mb是分布

在黑洞内整个空间内的，因为这是来源于公

（1c）。而 Mbn 的质量则集中于中心。就是说，产

生相同离心力效果的引力所需的质量，集中质量应

该等于分布在整个空间质量的 2 倍。 
 
【3】。黑洞 Mb每次只发射一个霍金辐射 mss. 

[8] 

1*。按照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公式， 

t ≈ h/2π [6[              (3a) 
作者在参考文献[2]里，证明了宇宙中的最小黑

洞Mbm = mp= (hC/8πG)1/2 =1.0910--5g，其视界半径 

Rbm≡ (Gh/2πC3 )1/2 ≡ 1.6110—33 cm，其 tsbm = Rbm/C = 

0.53710—43s。对普朗克粒子mp来说，其tsbm既是其

史瓦西时间，也是其Compton Time [2]。所以，对最

小黑洞参数的计算是：  

Io = 2tsbmMbmC2=20.53710—43s1.0910--

5g9 1020  = 1. 05410—27gcm2/s.[8][2] (3b) 

h/26.6310—27/210—27g*cm2/s. (3c) 
由上 2 式的计算结果几乎完全相等，即， 

        Io = 2tsbm MbmC2 = 
h/2H [8][2]           (3d) 

现在来求任何黑洞的一个霍金辐射粒子 mss信息

量 Io 的普遍公式.，根据(1d)式，mssMb = hC/8πG = 

1.18710-10g2。所以， 

 mssC
2×2tc = C2hC/(8πGMb)×2Rb/C = 

C2hC/ (8πGMb) ×2×2GMb/C
3 ≡ h/2π [8]           (3e) 

 (3e)证明任一黑洞的每一个 mss，无论大小，其

信息量都是 Io，而与 Mb和 mss的量的大小无关。 

结论：既然不论黑洞 Mb的大小，它每次所发射

的霍金辐射 mss的信息量都等于 Io，即， 

mssC
2×2tc ≡ h/2π = 1 比特        （3f） 

而 1 比特是基本信息量=最小信息量，因此，每

个霍金辐射 mss在被黑洞发射时，就应该是当作一份

子被发射出来的。 

其实，仅从(1d)式就可以清楚地看出，mssMb = 

hC/8πG ，一个确定的 Mb只对应一个确定的 mss。

所以 Mb和 mss 是一一对应的单值关系，mss 只可能

一个接一个地单独从黑洞的 Rb 上发出，而不可能同

时一起发出多个霍金辐射 mss。 

2*。黑洞发出 2 相邻的霍金辐射 mss 的间隔时

间--dτb 

按照霍金理论中的黑洞寿命τb的公式， 

τb  10--27 Mb
 3 [2][5]            (3g) 

 --dτb = 3×10--27 Mb
2dMb，            (3h) 

如果使dMb = 1个mss，则   dτb就是黑洞发射2个

邻近mss之间所需的间隔时间。因此， 

--dτb  3×10--27 Mb
2dMb = 3×10--27Mb× Mb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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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356×10--36Mb             (3i) 
比如，当一个微型黑洞 Mbo = 1015g 时，发射 2

个邻近 mss之间所需的间隔时间为， 
--dτbo = 0. 356×10--36×1015g =  0. 356×10—21s. 
 

【4】。引力能、热能和辐射能(包括霍金辐射 mss)

的 3 种等价等能量的互相转换的一般公式， 

mssC
2 = Tb = Ch/2πss(= ssh/2π）     （1b）       

(1b)式是霍金辐射 mss 在 Rb 上 3 种能量等价转

换的公式，它是量子力学中的波粒 2 重性的表现，

即任何辐射包括 mss 在行进中表现为波，在发射和停

止时表现为粒子。 

1*。例如, 现在来看看我们太阳内部的核聚变反

应情况。太阳核心的核聚变是高效的氢聚变成氦，

也就是 4 个氢原子聚变成 1 个氦原子，这个过程可

以有千分之 7 的物质转换成能量。从周期表看，氢

原子质量 H =1.0079. 氦原子 He = 4.0026、当太阳内

部核反应时，4H 变成为 1 个 He。即 1.00794 - 

4.0026 = 4.0316 --4.0026=0.029。而 0.029/4.0316 = 

0.00719。就是说，当 4H 变成为 1 个 He时，只有千

分之 7 的质量损失。 

        这千分之 7 的 4 个质子质量的损失共产生出了 2

个中微子 + 2 个正电子 + 3 个高能光子（射

线）。[9] 2 个中微子会立即跑出太阳而带去很少部分

能量-物质。2 个正电子会找到 2 个负电子后湮灭成 

射线，再转变为辐射能。正是这些高能光子

（射线）的高温高速运动维持住太阳核心质子

的高温高速运动，使太阳内部的核反应温度保持约

为 1.5107k，而不停地将其余的氢逐渐地转变成

氦。当然也会继续生产出更多的新的高能光子（

射线）。为了维持太阳核心温度的平衡，就必须有

多余的高能光子逃出核心。 

        而旧的多余的高能光子（射线）要经过很长

的时间才能逃离出太阳核心。当高能光子从太阳核

心的表层逃出达到太阳表面时，由于沿途温度的降

低而导致辐射能的降低。这表明原来在太阳核心的

高能量光子达到太阳表面时，会降低温度和增加波

长，最后变成约为 5,800k 的低能量可见光子而辐射

出来。 

2*。再看，我们太阳的表面温度大约是 5800k.  

如将 5800k 看成为类似黑洞在 Rb上的阀温 Tb，则相

应的太阳表面辐射能的相当质量 msf 为：  msf = 

Tb/C
2 = 10--33g, 其相应的波长 sf = h/(2πCmsf)=10--

5cm=10—7 m. 这就清楚地表明，太阳只会发射较低能

量的 sf >10—7 m 的电磁波、可见波、无线电波等。 

相对应的，发射 msf= 10--33g 的黑洞 Mb=1023g. 

3*。再来看看和分析一件普通物体的散热情

况，假设有一块纯铁，在其温度由 1100C 降低到

100C 时，损失了多少质量？每个铁原子粒子的质量

为 mf，则，mf  55.847 × 1.67×10-24g  93×10-24g.  

根据（1b）式，Tb = Ch/2π，铁在 1100C 时所

发射的热辐射的波长 1100 =  Ch/2πTb= 2×10--2cm, 相

当于发射红外线，其相当静止质量 mg1100=1.7×10—34 

g。铁在 100C 时所发射的热辐射的波长 100 = 

2.3×10--3 cm，相当于发射波长更长的红外线，其相

当静止质量 mg100 = 0.15×10--34g。因此，在其温度由

1100C 降低到 100C 时，损失相当质量 mg1100-- 

mg100=1.7×10—34g--0.15×10--34g=1.55×10--34g. 因 此 ，

每个铁原子 mf 损失其质量的比率 =1.55×10—34 

g/93×10--24g = 1.7×10—12. 就是说，当 100 万吨铁从

1100C 降低到 100C 时，其质量（重量）应该减少

1.7 克。 

结论：A。引力能（mssC
2）热辐射能(Tb)和波

能(Ch/2πss)的 3 种状态所代表的 3 种能量是可以同

时以（1b）等价的表现和转换的。关键在于 mssC
2

处于什么形态（条件下）才会发生这种转变，比如

电子质子在一般状态下很难将其质量转变为热辐射

能和波能，但在他们身上的动能热能等各种能量是

很容易转变和传递出去的。B。只要转变的条件充

分，能量的等价公式(1b)式就会严格地成立。C。从

上面的计算表明，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的机理在本质

上是与太阳发射可见光是一样的，毫无差别。也与

任何一个物体或者黑体发射热辐射的道理完全一

样。都是辐射能的相当的引力质量逃脱太阳或者黑

洞引力约束的结果。都是符合热力学的定律，都是

从高温高能区域自然地流向低温低能区域。D。可

见，所有近代的科学家们用真空‘虚粒子对’去解

释黑洞发射霍金辐射完全是无奈地在自圆其说或者

故弄玄虚。因为真空能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值，也是

无法测量和计算的。 

虽然，狄拉克海、广义相对论与牛顿体系，都

非绝对完善的体系。但在实际运用中，用牛顿力学

计算的结果往往比观点更重要、更能解决问题。而

狄拉克海和广义相对论却远离实际，多为概念，难

用于实际的数值计算。比如，广义相对论假设辐射

能没有引力质量，可能只是用以作为某种解释的观

念而已。 
 

【5】。在宇宙中，只要存在着某种特定的温度，就

一定有符合公式(1b)的辐射能或粒子存在。黑洞能量

的转变的关键在于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阀温（阀值温

度）Tb：Tb 就相当于黑体的温度；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实际上像是一个严密的单向漏网, 而 Tb 值就相当

于漏网的漏孔的大小。霍金辐射 mss 就是其漏网之

鱼。 

1*。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将黑洞内外分隔成 2 个

完全不同的世界，2 者有完全不同的状态和结构。任

何物理参数在 2 者之间都没有连续性，几乎所有的

公式都不可以连续地通用于黑洞内外，黑洞内只有

等于和小于阀温 Tb 的霍金辐射 mss（辐射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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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地通过 Rb 流向外界，而在 Rb附近外界大于 mss

的能量粒子都可以被黑洞吞噬到内部。黑洞 Rb 上的

3 个公式(1a)，(1c)，(1d)只能用于任何黑洞的 Rb

上，不可用于黑洞内外的非黑洞区域。同样，黑洞

内外的其它公式都不能用于黑洞的 Rb 上。而唯一可

用于 Rb 上和黑洞内外任何地方的通用公式是(1b)，

即 C2mss = κTb = Ch/2πss，这就使得黑洞内在 Rb附

近的小于等于 mss 的霍金辐射能能侥幸地通过 Rb 而

流向黑洞的外界，成为黑洞发射到外界的霍金辐射

mss。 

        2*。其实，任何质量的引力能转变为辐射能，

都决定于在特殊条件下的温度—即阀温 Tv,比如在

【4】节 1*段中，在太阳中心的核聚变，巨大的压力

和温度约为 1.5107k，就能使 mh = Tv/C
2 = 

0.2310—29g 的粒子转变为高能光子（-射线）。

太阳表面温度约 5800 k, 就可发出可见光的辐射能，

而 1100 C 的红铁则发出红外线辐射能。宇宙中存在

的 61033g的小恒星级黑洞的阀温低到 Tb = 10—6k, 所

以发射最低能量的引力波。 

        3*。黑洞内所有大于 mss的辐射能和粒子都不可

能逃到 mss 所在的 Rb 上，因此，也不可能逃出黑

洞。从前面的公式(2d)可见， 

Fbg = Fbc =2GMbmss/Rb
2 = hC/4πRb

2= mss (C2/R) 
再看(2c)，Fbc = hC/4πRb

2 = mss (C2/Rb) 

由此可见，在确定的 Mb，mss，Rb，Tb上，        
Fbg /Fbc =2GMbmss/(hC/4π) = 1              (5a) 

假定黑洞内 Rb附近某一个能量粒子 mssi > mss，

如果 mssb跑到 mss所在的 Rb上，将 mssi代入 (5a)式，

即得到，2GMbmssi/(hC/4π) > 1, 因此，mssi只能重新

因引力过大而返回黑洞内。所以，在黑洞内部，无

论比 mss 大多少的粒子和能量，都是到不了黑洞的

Rb而逃到外界的。  

4*。同理，假定黑洞内 Rb 附近某一个能量粒子

mssi < mss，如果 mssi跑到 mss 所在的 Rb上，将 mssi代

入 (5a)式，即得到，2GMbmssi/(hC/4π) < 1,  于是，

mssi或可直接穿过 Rb 而流出黑洞，或者 mssi在 Rb 上

提高温度后变成 mss，然后再在其震动或波动的波谷

溜到黑洞外界。 

5*。同样的道理显而易见，当黑洞外 Rb 附件的

粒子或能量 msso < mss 时，msso 是不可能进入黑洞

的。因为 Rb上的温度高于外界，所以只有 msso > mss

的 msso，都会被黑洞吞噬进去。 
 
【6】。黑洞 Mb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发射霍金辐射

mss 的机理，或者说 mss 是如何从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逃离到外界的？其实它是与上述任何恒星和炽

热物体向外发射辐射能的机理是相同的，都是由高

温高能向低温低能区域自然流动的过程。只有用经

典理论才能正确地解释黑洞 Mb发射霍金辐射 mss。 

黑洞视界半径上 Rb 的球面就像一层单向能量过

滤器的筛子，一方面阻止黑洞内大于 mss = Tb/C
2 的

辐射能和粒子外流，同时让外界小于 mss = Tb/ C
2的

辐射能和粒子 msso无力流进黑洞内。 

作者认为，作为辐射能的 mss 在黑洞的 Rb 上由

于有一定的温度 Tb 和相应的波长 ss. 于是 mss总是

在 Rb上作微小的震动，其速度或振幅在每一瞬间都

有极小的改变，当某一瞬间震动到波谷时，mss 瞬时

的温度和能量就处在最小值，它就可能离开 Rb 而暂

时流向低温低能的外界, 或者外界低温对霍金辐射

mss 有吸引力使其能降温（即降低速度）离开 Rb，

而流向黑洞的外界。 

而此时黑洞由于暂时失去一个mss后会立即缩小

Rb和提高Tb，于是那个在外界的mss由于黑洞视界半

径上温度(能量差距)的提高，再也无法回到黑洞里去

了，这就成为黑洞发射（滞留）到外界的霍金辐射

mss。即向外发射一个mss 的正粒子。这个mss正粒子

并不是像霍金和所有科学家们所设想的那样，它是

原来就存在于黑洞外面真空中的虚粒子对中，由于

被黑洞吸收一个负粒子后而残存下来的那一个正粒

子。 

这其实就是辐射能由高温高能区域向低温低能

区域自然流动的过程，就像太阳发射可见光和热铁

发射红外线的机理与过程是同样的，都是由高温高

能向低温低能自然流动的过程。 

        第一．当黑洞外附近的外界温度 Tw < Tb（=黑

洞视界半径上的温度）时，如果外界粒子的质量

msso均小于 mss，此时外界的能量-物质不能被吞噬进

黑洞内部，于是在 Rb上面和黑洞附近内部对应于 Tb

的辐射能量和 mss的粒子会很自然地由高温逃向外界

的低温，由高能奔向低能，而以霍金辐射的形式逃

出黑洞的 Rb 进入外界。而后，黑洞由于失去 mss 而

相应地缩小了 Rb 和提高 Rb 上阀值温度 Tb，这样，

先前逃出黑洞的那个 mss 的能级就更低于新的 Tb 的

能级，能级差距的增大使得已在黑洞外面的 mss无法

再回到黑洞内，mss 就这样成为逃出黑洞的霍金辐

射。此后，黑洞就因为 Mb 的不断减小和 Tb 不断地

升高而不停地向外界发射霍金辐射，收缩体积和提

高温度和密度，直到最后收缩成为 2 个质量 Mbm  

10--5 g 的最小引力黑洞在强烈的爆炸中消亡于普郎克

领域。[2] 

第二. 当黑洞 Rb 的外界附近的温度 Tw >Tb时，

或者外界粒子的质量 mssw > mss时，黑洞会贪婪地吞

噬所有外界的高温能量以增加黑洞的质能 Mb 和 Rb

后降低 Tb，直到吞噬完外界所有能量-物质为止。此

后，黑洞即不再膨胀，转而向空空的外界发射霍金

辐射，并同时减少质量、提高温度和密度，这个过

程会不停地继续下去，直到最后收缩成为 2 个质量

Mbm  10--5 g的最小黑洞在强烈的爆炸中消亡。[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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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当黑洞外界 Rb 附近的温度 Tw = Tb 时，

因为外界同级的能量粒子比在黑洞 Rb 上的一个 mss

多，如是流进黑洞内的能量增加使 Mb 和 Rb 增加，

而使温度 Tb降低。于是外界变成高能区而转变为上

面的第二种情况，回到上面第二的情况和结果。 

结论：黑洞在其 Rb 上向外发射的霍金辐射 mss

就是自然地由高能向低能区域的流动，这是一个符

合热力学定律、很简单而自然的能量粒子由高能

（温）流向低能（温）的过程，与太阳发射可见光

和炽热金属发射红外线的机理没有什么区别，完全

不需要假设的所谓“真空中的虚粒子对”来显神通。 
 
【7】。最后的结论 

1*。黑洞理论本是来源于经典理论，引力论、

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的产物，所以只能用经典理论

才能予以正确的解释。用什么狄拉克海的‘虚粒子

对’来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正如想用核聚变来

解释光合作用一样，不能自圆其说。 

2*。作者推导出来的霍金的黑洞 Rb 上的平衡公

式(1d)后，对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的解释就顺理成章。

但由于霍金没有推导出 mss 的公式，所以他只能用

虚粒子对解释发射 mss 的机理，这种解释是在无可

奈何的打圆场。由公式（1d）可知，霍金辐射 mss

的量仅仅取决于黑洞质量 Mb的量，而且 Mb发射一

个 mss 之后，Mb 立即减小，下一个 mss 立即变大。

这是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控制的。黑洞连续发射 mss

的结果，就使 mss 的量不断地增加，其最大与最小

的比值可达到 1060 倍。相应地，如用黑洞外的狄拉

克海中的‘虚粒子对’来解释，它们的能量也必须

随着增加 1060 倍，才可能与 mss 配对，这可能吗？

这必然导致狄拉克海各处有无限大能量的虚粒子对

的荒唐结论，这正是惠勒等主流物理学家的悖论。

再者，如果狄拉克海中没有与黑洞 mss 相等能量的

虚粒子来配对，黑洞就无法向外发射霍金辐射 mss

了吗？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3*。结论：因此，黑洞发射霍金辐射就是辐射

能由高温高能区域向低温低能区域自然流动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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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Hawking’s Radiations? How to Explain Them Emitted From Black Holes  
With Classical Theories? 

  
Zhang Dong Sheng   张洞生 Email: zds@outlook.com; zhangds12@hotmail.com;  4.19.2013. 

 
【Abstract】。Hawking’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black-hole theory should be to find out having the 
temperature Tb on the Event Horizon of black holes and emitting Hawking quantum radiations mss to its 
outside. Howecer, Hawking didn’t find out the exact formula between mss and mass Mb of black holes. In this 
article, author derived a correct formula (1d)--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It let us clearly know the 
mechanism of blaxk holes to emit Hawking radiations mss, etc. 
【Key Words】。Black hole; Hawking quantum radiation; temperature on the Event Horizon of black 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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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及其信息量 Io，Im 和熵 Sbm和 Sb；黑洞的熵和物质粒子团的熵 

张洞生 Zhang Dongsheng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zds@outlook.com; 5/18/2013 
  

【内容摘要】。作者在本文中首次将黑洞的熵 Sb与信息量 Im二者完全统一在黑洞理论中了，证明信息量 Im

和熵 Sb = Im/H有确定的关系，信息量就是熵。本文的主要任务在于用经典理论和公式证明：1*。无论任何

大小质量的黑洞 Mb，它每次所发射的任何一个霍金辐射量子 mss，其所拥有的信息量 Io 刚好等于宇宙中最

小的、不可再分割的、最基本的信息量 Io = h/2 H，即普朗克常数，而与黑洞的 Mb和 mss的质-能的量无

关。。其次，证明最小黑洞bm= 普朗克粒子 mp 的熵 Sbm = ；其信息量即是 Io = h/2。3*。证明黑洞

Mb的总信息量 Im = 4GMb
2/C；而其总熵 Sb= 4GMb

2/CIo= A/4Lp
2; Sb = Im/Io = Im/H；4*。对熵的特性作一

些探讨。 

【关键词】。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 霍金辐射的信息量 Io；黑洞的信息总量 Im；最小黑洞的熵 Sbm；黑洞的熵

Sb; 最小黑洞 Mbm；我们的宇宙大黑洞 Mu；测不准原理；普朗克常数； 
 
【前言】。史瓦西黑洞 Mb (球对称，无旋转，无电

荷)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守恒公式，这几个公式是

对黑洞普遍适用的基本公式。 

下面(1) 式是霍金根据热力学和量子力学等得出

的著名的黑洞在其视界半径 Rb上的温度 Tb公式， 

Tb Mb=(C 3/4G)(h /2πκ) ≈ 1027gk  [2]              (1) 
Mb—黑洞的总能量-质量；Rb—黑洞的视界半

径， Tb--黑洞视界半径 Rb上的温度，mss—黑洞在视

界半径 Rb 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质量， ss 和ss 分别

表示 mss 在 Rb 上的波长和频率，κ--波尔兹曼常数 = 

1.38-10-16g*cm2/s2
*k，C—光速 = 31010cm/s, h--普朗

克常数 = 6.6310--27g*cm2/s, G –-万有引力常数率 = 

6.6710—8 cm3/s2
*g, 下面是霍金黑洞的温度公式，Tb Mb = (C 3/4G) 

mss 既然是在视界半径 Rb 上的霍金量子辐射

mss，按质能转换为辐射能的阀温等价公式应该为， 

C2 mss = κTb 
[2] [4] = Ch/2π ss =  ssh/2π         (2) 

根据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特殊解，  
GMb/Rb = C 2/2  [2][4]                            (3) 
(3)式是黑洞存在的充要条件。作者用 (1) 和 (2), 

很容易推导出下面黑洞的新公式 (4)，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4) 
在极限情况下，得出最小黑洞 Mbm为，Mbm = 

mss=(hC/8πG)1/2，这正好等于普朗克粒子 mp，有， 

Mbm = mp= mss=(hC/8πG)1/2g=1.0910--5g   (5) 
        在参考文献[4]中，作者曾精确地证明了, 黑洞与

本文有关的一些基本性质：第一；上面的 5 个公式

的参数 Mb ，mss， Tb ，Rb 都是在 Rb 上，而与黑洞

Mb 内部的结构、运动状态、变化无关。第二；任何

黑洞，它只能是因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或与其它黑洞

合并而膨胀，也只能是因吞噬完外界能量-物质后，

发射霍金辐射 mss 而收缩，但无论它是膨胀还是收

缩，在它最后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 mp= 

1.0910—5g 而消失在普朗克领域前，它会永远是一

个黑洞。这是黑洞的最本质的属性。第三；Mb ，

mss， Tb ，Rb 的 4 个参数，只要其中 1 个的数值确

定了，其它的 3 个也就跟着按照上面的公式被单值

地确定了，而且 4 个参数中的每一个都只为 4 个自

然常数 h, C, κ, G的不同关系式所决定。第四；我们

的宇宙是一个真正的巨无霸宇宙黑洞。它来源于宇

宙 诞 生 时 大 量 的 最 小 黑 洞 Mbm = mp= mss= 

(hC/8πG)1/2g = 1.0910--5g 的合并。 [4] 把握住这几

点，是理解本文中求出黑洞熵 Sb和信息量 Im问题的

关键。宇宙中不可能存在比 Mbm=mp 更小的黑洞。[2] 

 

【1】。Bekenstein-Hawking 的史瓦西黑洞熵 Sb 的

公式。（本文只研究球对称、无电荷、无角动量的

史瓦西引力黑洞）。类比最小信息量 Io= h/2与测不

准原理。 

在热力学中，可以证明，对于一个转动物体有

下式， 

SJ
[2]             

(1a)
 

按照黑洞物理中的热力学类比，爱因斯坦引力

理论中的黑洞熵 Sb可写为， 

        Sb = Lp
2[2] = 2Rb

2C3/hG [2]                          (1b) 

       上式中，为黑洞面积，A = 4Rb
2。Lp为普朗克

长度，即 

         Lp = (HG/C3)1/2 [2][3]                   (1c) 

(1b)式即有名的 Bekenstein-Hawking黑洞熵公

式。再从史瓦西公式(3)，GMb/Rb = C2/2，于是得， 

Sb =Lp
2 = 4Rb

2/(4GH/C3) = 2Rb
2C3Gh = 

RbRb C
3GH = Cts2GMbC

3GHC2 = tsMbC2/H,  
ts 为光穿过黑洞的史瓦西半径Rb的时间。于是有黑洞

熵Sb的下式， 

        Sb= (2tsMbC2)/H，            (1d) 

或者  Sb = (2h)(2ts MbC2)        (1d) 

        现令H = (h/2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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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伯测不准原理说，互补的两个物理量，比

如时间和能量，位置和动量，角度和角动量，无法

同时测准。它们测不准量的乘积等于某个常数，那

个常数就是普朗克常数h，即 h = 6.6310--34焦耳/秒 

= 6.6310—27 g*cm2/s。由于最小黑洞Mbm = mp= mss，

用类比法取 = h/2为最小黑洞黑洞的信息量=最小

信息量，即令， 

        mss C
2 2ts= h/2 （f） 

         t ≈ h/2 π         （g）   

对比（f ）和（g），（g）式即是测不准原

理的数学公式，可见，ts 对应于t 时间测不准量，

mssC
2 对应于能量测不准量。这初步说明黑洞

发射霍金辐射的整个过程就是将其能量物质量子化

为辐射能的过程。 

【2】。求证最小黑洞的霍金辐射 mss 的信息量 Io = 

h/2最小信息量。最小黑洞的熵 Sbm = π = 最小熵

值。 

         下面根据(5)式中普朗克粒子mp 的数据对 (1f)和

（g）式进行验算。在参考文献中，作者证明了

宇 宙 中 的 最 小 黑 洞 Mbm = mss= mp= 

(hC/8πG)1/2=1.0910--5g ，其视界半径  Rb ≡ Lp ≡ 

(Gh/2πC3)1/2≡1.6110—33 cm，其史瓦西时间  tsbm= 

Rbm/C = 0.53710—43s。所以，对最小黑洞信息量Io的

计算是：  

         Io= 2tsbmMbmC2 =2tsbmmssC
2=20.53710—43s  

1.09 10--5g9 1020  = 1. 05410—27gcm2/s.（a） 

         Io = h/26.6310—27/210—27g*cm2/s. 
     （b）

由上式的计算结果几乎完全相等，即说明，

tsbm MbmC2 = h/2H = Io     （c）

再用公式验证：先按式后按式验证c，

2tsbmmssC
2 = (2Rbm/C)(hC3/8GMbm) = 

 h/2Io 

        上式说明 H 值不多不少 = 宇宙中最小黑洞即普

朗克粒子的信息量 Io。可见，最小黑洞 Mbm = 普朗

克粒子 mp= mss, 它已经量子化为拥有宇宙中一个最

小的信息单位 = Io。所以它无法分解为更多和更小的

的信息量，因为 mp 的寿命太短了，已经达到宇宙粒

子寿命的最短极限 10—44s。但是它的质能量不是最

小，可以分割。因 mp=1.0910—5 /1.67 10—24 =1019

个质子，它只会在普朗克领域分解成更小的高能 

射线而具有更长波长的低能射线，其寿命都会变得

更长，总信息量却能极大地增加。所以 mp 只能在普

朗克领域解体消失。[2]       

        下面计算最小黑洞 Mbm= mp的熵 Sbm，按照 (1b)

式，  

         Sbm= Lp
2 = 2Rbm

2C3/hG = 2tsbmMbmC2 

/(h/2(h/2(h/2d）

Sbm= tsbmMbmC2 = h/2e 

为什么量子化的常数，普朗克常数，会不多不

少刚好正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数值？这个常数的具体

数值到底有什么意义？这说明普朗克常数 Ioh/2π

就是宇宙中最小黑洞 Mbm = 普朗克粒子 mp 的信息

量，这也是宇宙中不可分割的最小信息量，比 h/2π

更少的信息量在宇宙中不可能存在。而 Sbm= 就应

是宇宙中熵的最小单位。 

著名的业余物理学家方舟の女解释说：[1]‘这

个是什么意思呢？哲学上说，存在即是被感知，感

知也就是信息的获得和传递，一样不携带信息的东

西，是无法被感知的，所以信息也就是存在。所

以， 

    信息＝ 存在＝ 能量×时间.  

    普朗克常数 = 能量测不准量×时间测不准量 

    那么为什么存在＝能量×时间呢？这个反映了

存在的两个要素，存在的东西必须要有能量，没有

能量，那也就是处于能量基态的真空，是不存在

的。存在的东西也必须要持续存在一定的时间，如

果一样东西只存在零秒钟，那便是不存在。[1] 

        她对信息的上述解释是可以被理解接受的，是

否满意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因为人们对量子世界还

处在瞎子摸象的阶段。本文验证的结果还是认可其

解释的。 
 

【】。任何黑洞 Mb 每次发射的任何一个霍金辐射

mss 都只是最小的信息量 = Io = h/2，而与黑洞的

Mb 和 mss 的数值大小无关。任何一个黑洞 Mb 的总

信息量 Im= 4GMb
2/C. 黑洞 Mb的总熵 Sb与其信息量

Im的关系是， 

Sb = ni = Im/Io=Im/H = (2tsMbC2)/H。 

        1*。现在来求任何黑洞的一个霍金辐射粒子 mss

信息量 Io的普遍公式.，根据(4)和(3)式， 

mssMb = hC/8πG = 1.18710--10g2          (4)  
注意：由(4) 式可见，黑洞 Mb 发射其霍金辐射

mss 是间断地一次发射一个，由于 Mb 发射一个 mss

后就减小了，所有下一个 mss就比上一个增大了些。

因此，每个 mss的量是不一样的，是在逐渐地增大，

直到最后变成为最小黑洞 Mbm= mss= mp 而消失在普

朗克领域为止。 

 mssC
2×2ts C2hC/(8πGMb)×2Rb/C = C2hC/ 

(8πGMb) ×2×2GMb/C
3 ≡ h/2π 

mssC
2×2tsh/2πa） 

        (3a)证明任一黑洞的任何一个 mss，无论其质能

大小，其信息量都是 Io，而与 Mb和 mss的量的大小

无关。 
         

2*。再求任何一个黑洞 Mb的总熵 Sb. 

根据(1b)式，黑洞的熵 Sb只与其表面积 4πRb
2成

正比，而 Sbm是最小黑洞 Mbm = mp的熵，所以， 

Sb= Sbm(Rb/Rbm)2 = π(Rb/Rbm)2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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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ni = Mb/mss               (3c) 

用 (3b)(3c)式，再根据 (3)式，Sb= π(Rb/Rbm)2 = 
πMbRb /MbmRbm = πMbC

2×2ts/MbmC2×2tbm = 

πni(mssC
2×2ts)/(MbmC2 ×2tsbm)。根据a式，于是得， 

Sb = niπ = niSbm = πMb/mss           (3d) 
 
3*。求任何一个黑洞 Mb 的总信息量 Im= 

4GMb
2/C; 黑洞 Mb的熵 Sb与其信息量 Im的关系 Sb 

= ni =Im/Io。 

按照(1d)和(2d)式，Sb= (2tsMbC
2)/H， Sbm =  

Sb/Sbm = (2tsMbC2)/2tsbmMbmC2 = ni              (3e)
而在(3e)中，2tsbmMbmC2 = Io, 显然，对于任一

黑洞Mb的信息量Im就应该是(2tsMbC
2)，于是， 

Sb/Sbm = ni = Im/Io             (3f) 
Sb = ni =Im/Io  = Im/H = πMb/mss             (3g) 
 Im = ni Io             (3h) 
 Im = ni Io = IoMb/mss = 4GMb

2/C             (3i) 
综合(1b)，(1d)，   (3g)，(3i)等式，得， 

Sb=ni=Im/Io=((4GMb
2/C)=2Rb

2C3/hG  

(3j) 

Sb =Lp
2= ((4GMb

2/C) = mni 

2Rb
2C3/hG=(2h)(2tsMbC2)=(2tsMbC2)/H       

(3k) 

       (3j)，(3k)式与(1b)式完全相等。 
        

4*。用另一种方法求黑洞 Mb的信息量 Im 

             由a和式 GMb/Rb= C 2/2，对于最小黑洞

Mbm，

2tsbmMbmC2RbmMbmC = 4GMbm
2/C   (3l) 

相应地对比(3l)式，可得黑洞 Mb的信息量 Im； 

Im = 4GMb
2/C           (3m) 

可见，(3m) =  (3i) 

Im/Mb
2/Mbm

2= Rb
2/Rbm

2 =ni =Sb/Sbm    (3n) 
而 ni=Mb/mss，对于 2 黑洞 Mb1和 Mb2而言，有 
Im1/Im2 =Mb1

2/Mb2
2 = Rb1

2/Rb2
2 = ni1/ni2         (3o)    

 
5*。从（2）式 mssC

2 = (h/2π)×C/ss中可得出，

黑洞的任何霍金辐射 mss的波长ss等于黑洞 Mb的直

径 Db。 

        ≡h/2π  mssC
2×2tcmssC

2×Db/C= mssC
2×ss/C   

 ss = 2tcC = 2Rb = Db              (3p) 
 
6*。 结论：由(3n)式可以推导出(3g)式和(1b)

式。表明以上所有证明都是正确和自洽的。就是

说，只要知道了前言中黑洞的 5 个普遍公式，就可

推导出最小黑洞 Mbm 的和 Sbm；进而推导出黑洞

Mb的  Sb和 Im。 
         
【4】。作为实例，算算宇宙黑洞的熵 Sbu 和信息量
Imu.

 

       作者在参考文献[4]中，已经完全证明我们宇宙

就是一个巨无霸宇宙黑洞。我们宇宙现在的总能量-

质量约为 Mbu = 1056g[4]，Mbu/Mbm = 1056/10—5 =1061，

同样，其视界半径之比  = Rbu/Rbm = 1028/10—33 = 

1061，另外 tu/tsbm  = 1061。按最新精密的天文观测，

宇宙（黑洞）年龄为 tu = 137 亿年 = 4.32 1017s。 

1*。我们宇宙黑洞总熵 Sbu 可按(1d)或(3j)式计

算，Sb  = (2h)  2tsMbC
2，        

        Sbu = (2h)24.321017s1056gC2  
 0.73610122    （a）

再从(3b)，Sbu= ( Rb/Rbm)2   10122 （b）

（a）和（b）来源不同，结果一样。证明上面

式的正确性。 

结论：由于黑洞的熵与其表面积 A 成正比，也

可按照(3o)式，所以，任意 2 个黑洞熵之比， 

        Sb1 / Sb2  (Rb1/Rb2)
2  (ts1/ts2)

2       c


2*。我们宇宙黑洞总信息量 Imu. 

我们宇宙的总信息量 Imu 可用 (3h)式 , Imu = 

1056/10—66 Io = 10122Io = 101221.0610—27=1095 g*cm2/s; 
再 用 (3i) 式 Imu =4GMb

2/C = 46.6710--

8(1056)2/31010 = 0.891095。2 种计算方法计算的结

果是相等的，佐证了所用公式正确。 
 
3*。由后面的(7b)式求宇宙现在的实际密度bu , 

Mbu
2/Mbm

2 = bm/bu 

 bu = bmMbm
2/Mbu

2=1093 (10—61)2 =10—29g/cm3 

bu =10—29g/cm3 与当今对宇宙的实际的观测数

据相吻合，说明我们宇宙是一个真正的宇宙黑洞，

而宇宙的平直性是黑洞的本性。可见由广义

相对论方程得出的弗里德曼模型是一个不切实际的

假命题，折腾了科学家们近百年还搞不清楚是否

。 
 

【5】。关于黑洞熵和信息量的几点重要的分析和结

论： 

        1*。任何黑洞不论 Mb的大小，每次发射的任何

一个霍金辐射 mss都只含有或曰带走一个最小的信息

量 Io ≡ h/2π ≡ 1 个基本单元信息量，也是一个最小

单元的熵 Sbm = π. Io与 mss和 Mb的值无关。因此，霍

金辐射 mss 就是黑洞内的质-能转变为辐射能通过视

界半径发送到外界的。霍金辐射 mss就是带着熵和信

息的能量子和波。 
 

2*。任一黑洞b 的总信息量 Im = 4GMb
2/C, 而

按照(3g)式，其熵 Sb = (π/Io)Im = (π/Io)  4GMb
2/C ，  

 Sb1/Sb2=Im1/Im2=Mb1
2/Mb2

2=(Rb1/Rb2)
2       (5a) 

由(3g)式可见，信息量就是熵。黑洞的 Mb愈大,

其面积愈大，其熵 Sb愈大，信息量 Im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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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任一黑洞 Mb1 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或与

其它黑洞 Mb2 合并的膨胀过程中，其总信息量 Im和

总熵 Sb是不守恒的，是增加的。 

比如，当 Mb = Mb1 + Mb2的 2 个黑洞合并时，其

合并后的总信息量 Im， 合并前的总信息量 Im1+ Im2。

所以， Im = 4GMb
2/C = 4G(Mb1 + Mb2 )

2/C ，而 Im1 = 

4GMb1
2/C，Im2 =4GMb2

2/C。所以， 
        Im ≠ Im1 + Im2 > Im1 + Im2             (5b) 

      同样， Sb ≠ Sb1 + Sb2 > Sb1 + Sb2 c

由上面公式可见，由于 Im∽ (Mb1 + Mb2)
2，而合

并前 Im1∽ Mb1
2, Im2∽Mb2

2，合并后之 Im > Im1 + 

Im2。所以黑洞合并后总信息量 Im是增加的、不守恒

的。同理，当黑洞 Mb 发射霍金辐射 mss 而缩小时，

起初 Im ∽ Mb
2，当 Mb 发射 mss 到 0.5 Mb之后，剩余

的 0.5 Mb 的信息量只有 0.25 Im，而发射出去的 0.5 

Mb 却带走了 0.75 Im。当然，Im的总量还是一样的。

这是因为每个 mss 的信息量 Io ≡ h/2π。而在黑洞 Mb

大时，mss 小，其波长ss 较长，所以一个 Io 所需的

mss 就小，同等黑洞的质能可产生多个 mss，带走了

更多的信息量。熵的情况与信息量一样的。 
 
4*。黑洞熵 Sb和信息量m波粒二重性。由(3a) 

和(3p)， 

 mssC
2×2th/2π =mssC×ss=κTb×ss/C   (5d) 

如上所述，所有黑洞的熵 Sb 和信息量 Im都来源

于其霍金辐射 mss 的最小信息量，mss 不是物质粒

子，而是能量子，所以霍金辐射是发射能量子，

是受 mss× ss乘积的双重影响。在行进时表现为波

而有ss，碰撞或被阻挡停止时，表现为粒子 mss。在

强引力场附件行进时，轨道会受引力场影响而弯

曲，表现为波粒二重性。 

但是由于黑洞发射的每个 mss的相当质量都不相

等，所以它的温度 Tb和波长ss都是不相同的。 
 
5*。所有前述公式所描述的都是黑洞发射霍金

辐射 mss的理想过程。因此，，Im ，Sbm ， Sb等公

式都是描述理想过程的。 
 
【6】。黑洞霍金辐射的熵和物质粒子团的热力学

熵，对它们的性质和作用的一些探讨。 

        熵到现在还是科学没有弄明白的概念。熵是一

个极其重要的物理量，但却又以其难懂而闻名于

世。克劳修斯于 1865 年首先引入它，用来定量地阐

明热力学第二定律。后来，玻尔兹曼赋予了熵的统

计解释。到了 1929 年，西拉德又将熵与信息联系起

来，给出了熵的新含义。熵由什么决定的等微观机

制还没有弄明白，只给出了宏观统计解释，认为概

率法制是制约熵的本质。其实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

是在宏观框架下完成的，它并没有深入微光世界的

实质，是宏观统计的表现。[5] 

        其实越是简单的基本的东西越难使人们搞清楚

明白。现代科学对热和温度是什么，力是什么，万

有引力说什么，熵是什么，空间是什么，质量是什

么，量子力学是什么等基本问题都搞不明白。但能

运用其基本定理定律搞清较复杂问题。比如，人们

可以熟练地运用万有引力定律，但并不了解引力是

什么。有谁能说清楚测不准原理的本质？但他被广

泛地运用着。在理论科学上，有许多时候，是知难

行易的。 

6--1*。黑洞发射霍金量子辐射 mss 的熵、信息量的

特性 

黑洞 Mb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一个一个的发射霍

金辐射 mss 是量子辐射，按照(2)式是微观状态的理

想过程，所以 mss本身应该既无能量的损失，也无熵

Sbm和信息量 Io的损失，因为 Sbm和 Io都是宇宙中的

最小量。mss 的总数、即黑洞的熵 Sb 和信息量 Im 是

由黑洞的总能量-质量 Mb 按照公式(2)完全转变为发

射霍金辐射 mss 后发射到外界的，它们只与黑洞 Mb

的能量-物质的总量有关，而与 Mb 是什么性质的能

量-物质、结构和状态都无关系。至于黑洞复杂的内

部和发送到外部 mss的熵和信息量如何变化，与黑洞

在其 Rb上发射霍金辐射 mss无关。黑洞 Mb在其视界

半径 Rb 上发射霍金辐射 mss 只服从【前言】中的 5

个公式。 

       黑洞是一个非稳定的非封闭系统。但是，如果

将黑洞所有发射出去的霍金辐射与残存的还在发射

霍金辐射的黑洞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当然，这是一

个非理想过程、熵增加的过程，因为在黑洞外的辐

射能有不同的温度，温度的平均化就是熵增加的过

程。 

       由(1b)式 Sb = Lp
2和 (1c)式 Lp = (HG/C3)1/2 可

知，当黑洞收缩到最后为最小黑洞 Mbm= mp =10—5g

时， 

Sbm =Lp
2πRbm

2/4Rbm
2 = π              (6a)(6e) 

由此可见，霍金在定义黑洞熵的最小值 Sbm

时，是以宇宙中最小黑洞 Mbm = mp普朗克粒子的面

积 Abm = πRbm
2与其视界半径 Rbm

2之比为基准的。

因而使黑洞每次发射一个霍金辐射 mss时，就带走一

个单位信息量≡ h/2π, 也会同时带走一分最小的熵

Sbm ≡ π。1929 年，西拉德又将熵与信息联系起来，

是科学的预见。这说明只有运用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mss 的理论才能将辐射能的熵和信息量二者完全一一

对应地联系起来。 

在黑洞理论里，熵是一个无量纲数，而黑洞所

发射的 mss 是辐射能量，是量子，有波长ss。从(3a)

式可见， 

 mssC
2×2ts h/2π = mssC×ss，        (6b) 

黑洞 Mb自身是一个非稳定的非孤立系统。当它

因吞噬外界质能或与其它黑洞合并时，黑洞因吸食

外界的质能，使系统的体积增大，能量密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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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降低，黑洞熵 Sb和信息量 Im的增加表现为辐射

能 mss 的减少和波长 ss 的同时增长。因为  

mssC
2×2tch/2π = mssC×ss 是一定的。而黑洞熵的增

加由(3g)式和(3i)式所决定。所以熵和信息量的增加

不是与 Mb的增加成正比，而是与 Mb
2成正比。 

类似地，黑洞 Mb 因发射霍金辐射 mss 后而使

熵 Sb 和信息量 Im 减少的量也与残存的 Mb
2 成正

比。 

也可以另作解释说，黑洞熵 Sb 和信息量 Im 的

增减量之所以与 Mb
2成正比，因为黑洞是非孤立系

统，熵的增减一是因为 Mb 的增减，一是因波长增

减的原因。 

        黑洞发射霍金辐射也是从高温流向低温源，是

服从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反映。[6]  
 
6—2*；物质粒子团在理想和非理想过程的孤立系统

中，因膨胀和温度降低而熵增加的情况。从热力学

中，熵 S 的定义为每开温度 T 中所拥有的热量 Q

（能量）。 
         dS = dQ/T                                                 (6c)   (6c) (6f) 
         在热力学中，熵 S 作为热力学熵，是有量纲

的，即每度（开）焦耳 J/k，是一种热能量的量度。

按照热力学，在一个绝热系统，熵的增加有 2 方面

的影响造成：一是理想过程的熵增加表现为膨胀时

的温度降低（相反，熵减少表现为收缩时的温度增

高）。而非理想过程的熵增加除了上述膨胀降温使

熵增加外，还表现为粒子摩擦撞击等所产生的动能

转变为额外的热量增加，只要有热量从系统内的高

温物体流向低温物体，系统的熵就会增加。所以热

力学第二定律是有关过程进行方向的规律，这是对

熵的宏观描述。它指出一切与热现象有关的实际宏

观过程都是非理想、不可逆的。粒子系统体积越

大，物质粒子微观态数就越多，系统就越混乱无

序。 

因此，热力学中熵表示的是“系统混乱状态”。

1877 年，玻尔兹曼發現單一系統中的熵跟構成熱力

學性質的微觀狀態數量相關。设一個容器內的理想

气体的微觀狀態为：(i)所有粒子的位置皆在容器的

體積範圍內；(ii)所有原子的動能總和等於該氣體的

總能量值。玻尔兹曼由此假設： 
S = κlnN                                              (6ca) 

公式中的 κ 是玻尔兹曼常數.。N 則為該宏觀狀

態中所包含之微觀狀態數量。根據玻尔兹曼的定

義，熵是一則關於狀態的函數。我们可以看出 N 是

一个系统混乱程度的度量。玻尔兹曼原理指出系統

中的微觀特性 N 與其熱力學特性(S)的關係。這個被

稱為玻尔兹曼原理的假定是統計力學的基礎。統計

力學則以構成部分的統計行為來描述熱力學系統。 

有人也直接将 N 定义为系统 S 内的事件 pi的总

数，则熵 S可以表述为, 

S ≤ log2N,                      (6cb)  

当且仅当 p1 = p2 = .... = pn 时，等号成立，此时

系统 S的熵最大。 

熵增的热力学理论与几率学理论结合，表明事

物的混乱程度越高，则其几率越大。(6ca) 和(6cb)只

是提出了一个新的物理概念，但是实际上因为 N的

数目太大，无法用于微观的计算物质粒子团熵，只

可用于宏观的概率统计。 
 

6—3*;  再分析推论一下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熵和物质

粒子团熵的情况 

第一；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mss 辐射能与太阳发

射的光和一般的热辐射完全是同样的辐射能 [6]，因

此，从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mss 可以看出就是任何辐

射能 mss 与熵和信息量之间的关系，所以研究霍金

辐射就可用以研究其它辐射能的熵 Sb和信息量 Im。

由此可以推论任何一种波长的辐射能，比如一定波

长的可见光，其信息量也极可能是 Io.，其熵也是

Sbm= π。 

黑洞吞噬外界能量-物质和黑洞的的合并所造成

的巨大膨胀和温度巨降，使黑洞所拥有的熵 Sb 和信

息量 Im 的迅速增加，表现为与 Mb
2 成正比。在黑洞

吞噬完外界的能量-物质后，就会不停地、一个一个

地发射霍金辐射 mss 而收缩，[2][6] 此过程是个理想过

程。但是，在黑洞内部和黑洞发射霍金辐射 mss后的

外部，必定存在非理想过程，在这些过程中，粒子

和辐射能的熵和信息量是如何额外地增加，如何量

化其增量，如何从微观上予以解释，是人们现在难

以了解的。同时必须注意，普通的粒子团增加其质

量的公式，是按照球体公式，其半径 R 的增加是很

小的。而当黑洞 Mb 增加其质量-能量时，其视界半

径 Rb是按公式（3）正比例增长的。 

第二；孤立系统的物质粒子团中因膨胀和温度

降低而热力学熵增加的情况。(6c)式分为理想过程和

非理想过程。热力学中，用宏观的效率来表示非理

想过程中熵增加而造成的一些能量损失。 

第三，由于辐射能的(6a)与物质粒子团的(6c)式

对熵的定义不同，量纲也不同。(6c)式的熵是粒子团

的宏观状态，而黑洞(3g)式将熵 Sb 与信息量 Im完全

联系在一起，是由微观直接推导到宏观的精确公

式，所以没有必要对黑洞熵再提出和采用几率的概

念和公式。 

第四；对于非黑洞熵的一般辐射能团，因为它

们不是粒子，是能量量子，有波粒 2 重性，其相当

质量极小，至少比质子小很多很多，很难用微观的

事件几率的对数来定义辐射能的熵，可能仍然得用

宏观的(6c)式，与物质粒子团一样。 
 

6—4*；无论是辐射能量系统，还是物质粒子系统，

当系统增加容积和密度温度降低时，都是释放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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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这是个不可逆过程，如果想要再将系统回

复原样，就需要比原来放出去的能量更多的能量才

能复原。而对于绝大多数系统和事物来说，都是非

理想过程，更是无法也没有条件能够复原的。因

此，熵的增加代表着时间的方向，是宇宙不停地朝

膨胀方向进程的反映，表示宇宙中事物的‘破镜不

能重圆，覆水无法回收，死灰不可复燃’是不可违

背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这反映了宇宙所有事物都有

生长衰亡的普遍规律。 

因此，对宇宙中的任何事物或者一个系统来

说，都必须不违反能量-质量守恒定律、电荷守恒定

律和熵增加定律。而能量的总和 = 有效能量 + 无效

能量。所以熵的增加就是表示有效能量的一部分转

变为无效能量了。 
 
6—6*；结论：在上面列举的 2 种不同的熵增加的情

况中；A；(6c)式是先从宏观上描述物质粒子团的熵

增加情况，其非理想过程的熵增加靠实验数据来解

决。B；本文是运用黑洞发射霍量子金辐射的理论，

直接由微观到宏观求出理想过程中黑洞的熵 Sb 和信

息量 Im 与黑洞总质能量 Mb 之间的准确公式。至于

辐射能在非理想过程中熵是如何增加的，人们无论

从宏观上和微观上都了解不多。  
 

【7】。宇宙中在什么区间存在理想过程，什么区间

存在非理想过程？ 

要了解熵的性质和作用是什么？首先要了解理

想过程和非理想过程，特别是要知道宇宙中在什么

区间存在理想过程，什么区间存在非理想过程，这

些只有从黑洞理论中才能了解到。在当今现实的物

理世界，全是非理想过程，不可能存在理想过程。 

7—1*；从黑洞 Mb 不停地发射霍金辐射 mss 而最后

收缩为普朗克粒子 mp = 最小黑洞 Mbm，而消亡在普

朗克领域来看，[4]宇宙中的理想过程会出现在什么

状态和区域？ 

黑洞 Mb因吞噬外界能量-物质增大其 Mb后的密

度b与熵 Sb的增大情况。 

       从公式（3）Mb= RbC
 2/2G，将黑洞作为一个球

体， 

        Mb = 4πbRb
3/3， 

        从以上 2 式，可得出黑洞的下式， 

        bRb
2 = 3C2/8πG                                       (7a)   

将(7a)与(5a)相比较，可得出，    (6a)   

        SB1/SB2 = Im1/Im2=(Rb1/Rb2)
2=Mb1

2/Mb2
2=b2/b1    

                                                                                                                  (7b)  (7b)  
        由(7b)式可见，前面已经证明，如果 2 个孤立的

黑洞 Mb1 和 Mb2 系统合并后成为大黑洞 Mb = 

Mb1+Mb2，其过程中的方向就是熵和信息量增加的方

向。在霍金黑洞熵公式看来，熵的增加是合并后表

现为黑洞面积的增加，而实质上是黑洞合并后，是

其内部密度b成反比的降低。 

        假设 Mb2 黑洞吞噬其外界能量-物质而增大到黑

洞 Mb1，而且 Mb1 = 2Mb2，再由(7b)式，可见其熵 Sb1 

= 4Sn2，Im1= 4Im2，而b2 =4b1。这就是黑洞因吞噬

外界质能长大后，在理想过程中熵和信息量大大增

加的情况表现为黑洞密度相应的降低。 
 
7—2*; 如果黑洞 Mb 在吞噬完外界能量-物质后，只

能发射霍金辐射而不停地收缩，使 Mb减小而密度b

增加。[4] 

2*。黑洞熵与其理想状态 

由【前言】中可知，任何黑洞 Mb 在吞食完所有

外界能量-物质后，就只能向外不停地发射霍金辐射

mss，不停地减小 Mb、Rb 和增大b、mss 直到最终收

缩成为 Mb = mss = mp = 10—5g, 而最后消亡在普朗克

领域。[2][4] 

现在的问题是当黑洞 Mb 不停地因发射 mss而收

缩时，由于其密度的快速增大，会发生什么情况

呢？请看下面(7c)式。按照霍金的恒星塌缩成黑洞的

熵公式，任何一个恒星在塌缩过程中，熵总是增加

的。假设 Sbe—恒星塌缩前的熵，Saf—塌缩后的熵，

Mθ—太阳质量=21033 g,  

Saf/Sbe  1018Mb/Mθ
[2]                                  (7c) 

7-2*。按照霍金的黑洞理论和熵公式，任何一

个恒星在塌缩过程中，熵总是增加而信息量总是减

少的。假设 Sb—恒星塌缩前的熵，  Sa—塌缩后的

熵， Mθ—太阳质量 = 210 33g, 
Sa/Sb= 1018Mb/Mθ 

[2]                     (7a) (8a)   
Jacob Bekinstein 只简单地指出，在理想条件

下，Saf = Sbe, 就是说，会出现熵在恒星塌缩的前后不

变。这样，就从(7c)式得出一个小黑洞 Mbo = 1015g。

这个黑洞被称之为宇宙的原初小黑洞 = Mbo
 [2] 按照

【前言】中的公式，可计算出其几个参数是：其密

度 ρbo= 0.71053g/cm3; 视界半径 Rbo=1.5 10—13cm；

msso  10—25g  6pm—质子质量； 

作者认为，应理解恒星在塌缩前后过程中(7c)式

的重要的物理含义。  

A; (7c) 表明我们宇宙中的物质粒子团只有在密

度 < 1053g/cm3 的收缩和膨胀过程中才都是不等熵的

非理想过程。这表示质子(或超子)作为粒子在此过程

中能够保持质子的结构没有被破坏或分解，所以质

子才有热运动、摩擦和熵的改变，辐射能的粒子或

波之间也有交互作用。在现实的宇宙中，最高密度

的物质实体是中子星和约 3M个太阳质量小黑洞的

密度  1016g/cm3。可见，在现实宇宙中，所有过程

都是非理想过程，因为 1016g/cm3<<1053g /cm3. 

B; 宇宙中出现的理想过程：既然小黑洞 Mbo 的

密度到最后的最小黑洞 Mbm密度的改变过程中, 不管

是膨胀还是收缩，熵是不会改变, 说明它就是理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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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因此，质子在此过程中必须解体而不能再作为

粒子，只能分解成为夸克。所以夸克就应该是没有

热运动和摩擦可在密度 1053g /cm3 ~ 1093g/cm3 之间作

理想过程的转变的，因此就不会因为收缩或者膨胀

产生额外的热量使熵产生不必要的（非理想的）额

外的增加量。 

宇宙中另外一个理想过程可能出现在某些原子

或分子在极低的温度下达到超导状态。这是人为的

过程。 
 
【8】。对黑洞发射霍金辐射与熵 Sb 和信息量 Im 之

间关系的一些看法和疑问。 

8—1*。从(3g)式 Sb = ni =Im/Io  = Im/H = πMb/mss证

明了，信息就是熵。Bekenstein-Hawking 所定义的黑

洞熵公式(1b)与作者由黑洞发射霍金辐射所拥有的熵

Sb 和信息量 Im 的(3g)式是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将二

者完全天衣无缝地统一在黑洞理论中了。(3g)式可写

为 Sb/= ni =Im/Io  = Im/H = Mb/mss, Sb/和 Im/H可以说

类似于(6ca)和 (6cb)式，而 Mb/mss类似于 2 式中事件

或状态的总数 N，黑洞发射霍金辐射就像上帝在抛

掷铜币或骰子似的。这有助于人们对辐射能（量

子）的熵和信息量的理解。 

        对于小黑洞 Mbo = 1015g，其 Mbo/msso=1015/10—25 

=1040, 

这就是狄拉克大数，类似于该黑洞的状态总数 N。

就是说，该黑洞内有约 1040 个质量的质子，或有许

多相当于质子质量的辐射能粒子。 

        当该黑洞继续发射霍金辐射而收缩时，黑洞的

密度会增大到 > ρbo= 0.71053g/cm3, 于是质子会分解

为夸克，成为熵减少的理想过程的收缩，熵由于没

有质子之间的摩擦而产生附加的额外增加而有所减

少。 
         
8—2*。现在，我们的宇宙 Mu在其视界半径 Ru外尚

有能量-物质可被吞噬，因此宇宙的 Ru 仍在照常膨

胀，Mu 仍在增加，哈勃常数的正常存在就是明证，
[4]这是一个非理想过程。因为我们宇宙处在膨胀状

态，温度密度都在降低。从（7b）可见，宇宙的熵

和信息量就会一直在增加，所以宇宙熵的增加反映

了宇宙的膨胀和时间的方向，也是宇宙膨胀到结

果。 

如果上述小黑洞 Mbo 附近外有大量能量-物质被

吞噬进黑洞内，其质量增大为 3M1033g，其霍

金辐射 msss10—44g，3Mmsss1077 个，而该黑洞内

可能存在许许多多的大于 msss 的粒子或能量，如

是，该黑洞内部实际的熵总量可能比黑洞所要发射

出去的熵总量要少得多。 

        结论：黑洞 Mb的 Sb 和 Im是代表黑洞将会发射

出去的熵总量，不是该黑洞内实际存在的熵总量。  
 

8—3*。我们宇宙最后总会有因外界无能量-物质而

停止膨胀的一天（至于我们宇宙之外的外宇宙，我

们是不得而知的）。那时我们宇宙黑洞会开始向外

发射霍金辐射。如果将所发射出去的霍金辐射也算

在我们宇宙系统里，宇宙的总熵还是增加的。如果

发出的霍金辐射不算在我们残存的宇宙系统里，我

们宇宙的熵应该是因收缩导致温度密度增加而逐渐

地减少。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发射霍金辐射后，宇

宙最终会收缩成为普朗克粒子 mp 而消亡在普朗克领

域，[4] 宇宙经过一个轮回后，就变成全是大小不同

的霍金辐射的极其广大寂静的能量场。 

 
8—4*。在我们宇宙黑洞从诞生到现在的膨胀演变过

程中，只有在其能量 - 物质的密度 ρbu < ρbo= 

0.71053g/cm3 时、出现稳定的物质粒子--质子时，宇

宙才进入非理想的不可逆过程中，熵的额外的增加

表示粒子无序性的增加，即热力学熵的增加。这在

粒子团的收缩和膨胀运动中很容易理解。但是对黑

洞的发射出去在黑洞外的霍金辐射（辐射能）团的

降温和升温的非理想过程中，熵的额外的增加是表

示辐射波的什么样的互相影响和作用呢？互相缠

绕、撞击、交叉、改变路径？信息量的耗损和熵的

关系如何表现，过程是如何进行的？黑洞的熵和信

息量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如何互相作用？它们是

一种永远不变的等比关系吗？黑洞之外的一般的宇

宙空间，熵和辐射能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8—5*。仅从(6b)式来看，黑洞和宇宙所发射出去的

霍金辐射 mss完全是辐射能，人们尚不知道那些有序

地辐射能是如何变为无序的辐射能而使熵和信息量

增加的。作者认为，这可能与如何定义黑洞的总能

量-质量 Mb 也有一些关系，因为现在人们对黑洞的

总能量-质量 Mb 的定义只包含引力能和辐射能，但

是对物质粒子拥有的热能动能似乎无法计算到辐射

能中去。 
 
8—6* (3g)式 Sb = Im/Io 只是因黑洞发射霍金辐射对

熵和信息量及其关系的量化，也只能通过黑洞在其

视界半径上发射霍金辐射的理想过程而表现和计算

出来。但是 A；至于黑洞内和发送到黑洞外的霍金

辐射的熵是多小、它们在非理想过程的熵增加是无

法反映出来的。虽然如此，它们既不会影响也不能

阻止黑洞发射霍金辐射的量以及其带走的熵和信息

量。B；在所有其它的非黑洞的辐射能互相作用过程

中，Sb = Im/Io公式还有效吗？  
 
8—7*。前面所有章节和公式假定黑洞 Mb 发射霍金

辐射 mss 都是理想过程，能量的转换完全服从于公

式(2)，这是简化了的分析和论证。然而在实际的发

射过程中，真是理想过程吗？就是说，每个 mss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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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视界半径 Rb 被发射到外界后，其能量是否有所

损耗，比如说，其温度有所降低和波长有所增长

呢？现在宇宙中实际存在的最小黑洞是 3M恒星级

黑洞，其 mss 的波长是 ss  106cm，是引力波，mss

的相当质量比质子要小约 1020 倍，今后短时期内尚

无法有新观测仪器能够测量到其 ss。就是说，即使

霍金辐射能有损耗使熵有所增加，现代技术也测量

不出来。 
 
8—8*。大量的辐射能团的波或粒子之间，由于有不

同的温度波长和方向，他们的碰撞和交互作用肯定

是熵增加的非理想过程，目前无论从宏观和微观上

对其熵的增加都很难量化，因为对其间交互作用的

机理还所知甚少。 
 
8—9*。虽然本文中从黑洞发射霍金辐射而对熵和信

息量做了许多论证和计算，也不一定能够增加人们

对熵的理解。总之，现代科学对熵的性质和作用的

了解仍然是很不够的，特别是熵、信息量、辐射

能、物质粒子 4 者之间在非理想过程中的关系了解

的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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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tropy Sb of Black-hole Mb; The Basic Information Unit Io = h/2of Hawking Radiation mss;

   Researching Some Characters of Entropy With Black-hole Theory 
  Zhang Dongsheng 张洞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zds@outlook.com; 
 
【Abstract】。Entropy and information are first united in the black-hole theory in this article by arthor. It is 

proved that, entropy is nothing but information, i.e, Sb = Im/H.  Author’s purposes in this article are to want: 1*;  to 
find out that any black hole of mass Mb emitting every Hawking quantum radiation mss would bring away a fixed 
and basic information unit Io = h/2Planck constant. Io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ass of Mb and mss. 2*; to prove 
that the entropy Sbm of  minimum black hole Mbm, Sbm = to prove that the total information amount Im of  a 
black hole Mb are Im = 4GMb

2/C, and the total entropy amount Sb of Mb are Sb= 4GMb
2/CIm= A/4Lp

2.  4*; to 
research the charactors of entropy with the black hole theory.

【Key words】。the total information amount Im of black hole Mb; the total entropy amount Sb of black hole Mb; 

the fixed and basic information unit Io of any Hawking radiation mss, Io = h/2minimum black hole Mbm; Planck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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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宇宙的加速膨胀可能是由于在早期我们宇宙黑洞与另一宇宙黑洞之间的碰撞和合并所造成的. 
 

张洞生 
 

zhangds12@hotmail.com;  zds@outlook.com 
 
【内容提要】: 在1998年，由美国加里福里亚大学的劳仑斯伯克莱国家实验室的Saul Perlmutter教授和澳大

利亚国立大学的Brain Schmidt所分别领导的两个小组，通过对遥远的Ia型超新星爆炸的观测，发现了我们宇

宙的加速膨胀现象。他们指出那些星系正在加速地离开我们。[3] 现在，主流科学家们认为我们宇宙的加速

膨胀是由于宇宙中存在具有‘排斥力和负能量的神秘的暗能量’所造成的。其中一些科学家们正为获得以后的

诺贝尔奖而努力寻找这种暗能量。特别是，我们宇宙诞生于137亿年前，那时暗能量並没有随宇宙诞生而出

现，而暗能量却是在大约87亿年前蹦出来的。.[3] 究竟什么是暗能量呢? 现在还无人知道。中国科技大学物

理学李淼教授就幽默地说过:：“有多少个暗能量的学者，就能想像出多少种暗能量”。[3] 那么,，我们宇宙的

加速膨胀就只能用具有排斥力和负能量的神秘的暗能量来解释吗? 这种解释的依据合理吗？本文的目的在

于，按照黑洞的原理和其本性，论证任何一个黑洞的膨胀产生于吞噬外界的能量-物质和与其它黑洞的碰

撞，它所吞噬的能量-物质愈多愉快，就膨胀得愈快。对我们宇宙的加速膨胀现象，作者试图用一个宇宙黑

洞和另一个宇宙黑洞在其早期的碰撞和合并来解释。虽然本文中的论证可能相对地简单，但也许比现有的

其它各种理论更为合理和合乎实际。     

[张洞生. 宇宙的加速膨胀可能是由于在早期我们宇宙黑洞与另一宇宙黑洞之间的碰撞和合并所造成的. 
Academ Arena 2013;5(8):42-48]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7 

 

【关键词】：宇宙黑洞；宇宙的加速膨胀；暗能量；有排斥力或有负能的暗能量；宇宙黑洞的碰撞和合

并；多宇宙 
 

【I】。我们宇宙早期的加速膨胀证实了多宇宙真实

存在的可能性。 

1998 年新近的观测表明，宇宙的加速膨胀並不

是随宇宙的诞生而出现，而是在宇宙诞生后约 50亿

年才蹦出来的。如果由于所谓的‘暗能量’的出现造

成了宇宙的加速膨胀， 这就清楚地表明‘暗能量’不

是我们宇宙所固有的，而是来自我们宇宙的外界，

即外面的宇宙。这就是多宇宙存在的强有力的证

据。况且，“近来，在我们的宇宙空间，发现了许多

超巨型黑洞，一个超巨型黑洞的质量约等值于

(107~1012) Mθ--太阳质量。据此计算，该黑洞的平均

密度 ≈ 0.0183g/cm3 ”。这些超巨型黑洞往往处于星

系的核心地位，其中或许会有一些恒星及其行星系

统存在于黑洞内的边缘，而这种黑洞的外围还可能

有太多的能量-物质可供吞噬使其不断地长大。或许

十多亿年之后，就可能有智慧生物出现在其内的某

些行星上。而他们将无法知道他们本黑洞外的世

界。这就是说，甚至在我们同一个宇宙不同星系

内，不同的超巨型黑洞内的智慧生物之间也无法互

通信息。因为每一个黑洞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宇

宙。幸好我们的太阳系现在不在银河中心的超级黑

洞内（银河中心黑洞太小，不可能存在恒星形象系

统）。否则，我们连整个银河系都无法知道，更不

会知道我们现在整个的宇宙了， 

可见，我们宇宙内各超巨型黑洞之间的关系，

是和我们宇宙与其它宇宙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因

为我们宇宙一直就是一个真实的超级巨无霸黑洞。
[1] 上述在我们宇宙中的超巨型黑洞可吞噬其外面的

能量-物质，或与其它的黑洞相碰撞。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宇宙黑洞也会吞噬我们宇宙外的能量物质

或很可能和其它宇宙黑洞发生碰撞。由此可以推

论，在我们宇宙这个真正的巨无霸黑洞内，除了有

许许多多星系核心的超级黑洞外，广大的宇宙空间

还套着许多恒星级黑洞。那么，在我们宇宙黑洞之

外，也许有比我们宇宙黑洞更大更多的黑洞一层一

层地套着或者平行的存在着。只是由于受宇宙年龄

和黑洞视界的限制，我们看不见而已。同时，我们

宇宙在生成时，总质量的尺寸只有现在一个原子直

径大小 10—13cm 的“宇宙包”，当时同时生成的一定

会有许多大小不同的其它的“宇宙包”像葡萄株一样

生成，不可能只生出一个唯一的我们‘宇宙包’。原

初多‘宇宙包’的存在可能会造成后来我们宇宙黑洞

与其它宇宙黑洞之间的碰撞和合并，这才是多宇宙

的真实概念。 

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理论物理学家

劳拉・梅尔辛・霍顿（the U.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theoretical physicist Laura 

Mersin Horton）早在 2005 年, 她和卡耐基梅隆大学

的理查德・霍尔曼教授提出了宇宙辐射存在异常现

象的理论，并估计这种情况是由于其他宇宙的重力

吸引所导致。今年 3 月，欧洲航天局公布了根据普

朗克天文望远镜捕捉到的数据绘制出的全天域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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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背景辐射图。这幅迄今为止最为精确的辐射图

显示，目前宇宙中仍存在 138 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

所发出的辐射。霍顿在接受采访时说：“这种异常现

象是其他宇宙对我们宇宙的重力牵引所导致的，这

种引力在宇宙大爆炸时期就已经存在。这是迄今为

止，我们首次发现有其他宇宙存在的切实证据。” [2] 
 
【II】. 暗能量是怎样提出来的。 任何对宇宙加速

膨胀解释的理论，必须符合我们宇宙平直性的要求

和当今较准确的观测值(Ω = 1.02 ± 0.02)。而只有本

文后面用黑洞之间碰撞合并的解释才符合此要求。

‘有排斥力的暗能量’和所有其它理论都解释不了我

们宇宙的平直性。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如下:   
TGµν = 8πGTµν + Λgµν [4]   (2a) 
Gµν 是描述时空几何特性的爱因斯坦张量。

Tµν 是物质场的能量-动量张量。Λgµν 是宇宙学

项。其中 Λ 被誉为宇宙学常数。Λgµν 具有排斥

力，它是爱因斯坦为了保持我们宇宙中引力和斥力

的平衡，后来才加进去的。[4] 为了便于分析，Tµν 

可分为下面三项:    
        Tµν = T1µν + T2µν + T3µν   (2b) 
        按照当今的较准确的观测和理论计算，T1µν ≈ 

4% Tµν，[3] T1µν 代表可见的有引力的普通物质， 

如星星、星际间物质等。根据对许多星系旋转速度

分布的观测和理论计算，T2µν ≈ 22%Tµν，[3]  i.e, 

T2µν  ≈ (5 ~ 6) T1µν。 T2µν 代表有引力的不可见的

星系中的暗物质。T3µν ≈ 74% Tµν，[3] 它就是 除 

(T1µν + T2µν)之外的能量或者或所谓的暗能量，它

们与 (T1µν + T2µν) 一起的总量必需能保持我们宇宙

的平直性和 (Ω→1)，即Ω = ρr / ρo ≈ 1，因为Guth 和 

Linde所提出的宇宙暴涨论的预言以及宇宙动力学均

要求，宇宙的平直性 Ω = ρr / ρo ≈ 1是必须的，也就

是要求宇宙的实际密度 ρr必须极为接近其临界密

ρo。近来，许多较准确的观测已证实Ω = 1.02 ± 

0.02，[4] 而较好地符合理论的要求，当然，这里所

提到的暗能量是指具有有引力的暗能量，而与近来

科学家们所提出的‘具有排斥力的暗能量’概念是不

相同的和相反的。 

然而，为了解释新近对遥远的Ia型超新星爆发

所发现的宇宙的加速膨胀现象，主流科学家提出了

一些新理论，他们将 ( T3µν + Λgµν)合并到一起成为 

Λgµν，认为 Λgµν 就是 (T3µν = 74%Tµν)，而具有

排斥力的未知的和神秘的暗能量。新理论最著名的

代表是量子场论。在该理论中，把 (T1µνν+ T2µν=0) 

当作真空状态，或者说是最低能量状态或量子场的

基本态。 [4] 也是微观宇宙的零点能。而将宇宙中

(T1µν+ T2µν ≠ 0)的宏观能量物质即普通物质作为量

子场的激发态。对宇宙真空状态的观测到是非常符

合于 (T1µν + T2µν) = 0。于是，将Λgµν 正好作为具

有排斥力的T3µν的真空能，用于解释新发现的宇宙

的加速膨胀。不幸的是，按照量子场论所计算的 

Λgµν值比在真空中实际的观测值要大10123 倍（该

数值来源于：现在宇宙的真实密度约为10—30g/cm3, 

再加上按照J. Wheeler等估算出真空的能量密度可

高达1093 g/cm3）。由于这种原因，用量子场论解释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就会遇到无法克服的

困难。 

很显然，由量子场论所计算出来的如此庞大的

真空能量值，是无法保持宇宙的平直性和使张量

Gµν 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场方程中与实际的观

测值相符合的。量子场论似乎把真空能量当作 “无

限大的免费午餐”， 在宇宙中任何一点究竟储藏有

多少真空能量和能被取出来多少? 为什么从真空中

出来的负能量不和宇宙中现有的正能量发生湮灭? 

如何使74% 的具有负能的暗能量 Λgµν保持宇宙的

真实的平直性? 用量子场论解决上述问题就难免不

违反宇宙的根本规律—因果律。由此可见，任何新

理论，包括量子场论在内，如要恰当的解释我们宇

宙的加速膨胀，就必不可违反宇宙现有的平直性。

而且要使Ω 比当今的准确的观测值  (Ω = 1.02 ± 

0.02)[4] 还要准确，难以哉。 

其实许多科学家和一些观测並不支持存在 “神

秘暗能量” 或 “有排斥力的暗能量”。意大利国家核

物理研究所的里奥托称：“宇宙的加速膨胀不需要神

秘的暗能量，它只不过是被忽略的大暴涨后的膨胀

效应”。[5] 。 

欧洲航天局的XMM牛顿天文望远镜的科学家

们，观测到了炽热气体在古老星系团和年青星系团

中的比例是一样的，他们认为只有宇宙中不存在暗

能量才能解释这种现象。 [6] 然而, 现今 (T1µν + T2µν)

的总量是太少了，不足以维持宇宙的平直性和使宇

宙的实际密度 ρr极为接近其临界密ρo。因此，T3µν 

/Tµν  ≈ 74% 是维持宇宙的平直性所必需的‘正能

量’。 所以，这里的T3µν应当是那些未被观测到的

和看不见的而有正能的暗能量或物质才对。[1][3][4]   

在2007年1月8日，一个美国科学研究小组宣

称，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首次绘出了我们宇宙暗

物质的三维图。他们指出，在我们宇宙，大约有1/6

是可见物质，其余的80%以上都是暗物质. [7] 他们

实际上否定了暗能量的存在。 

近代宇宙学通常将宇宙学项并入物质场的能量-

动量张量，这就相当于引进一个能量密度的能量-动

量分布，即 ρΛ = Λ/8πG, 或者 pΛ = -Λ/8πG.[4] 因而

近代宇宙学从引进 ρΛ 和 pΛ 已经实际上认为热能

的排斥力是宇宙中引力的天然的对抗者。因此, 近

代宇宙学是无需‘有排斥力的暗能量’的。但是如果

每个能量-物质粒子都有不同的热抗力，方程就无法

解出。所以这仍然只是一个物理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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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黑洞 Mb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 4 个参数

Mb，Rb，Tb，mss的 5 个普遍公式，他们的变化决

定了黑洞生长衰亡的规律。[1[ 

以下只研究无电荷、无旋转和球对称的引力

(史瓦西)黑洞。不管黑洞内部状态和结构有多么大

的差别和复杂，4 参数必须服从下面的 5 个公式，

这是黑洞的本质属性。 

黑洞质量 Mb 在视界半径 Rb 上的 5 个基本公

式， 

Rb = 2GMb/C2,  或  RbC2/2G = Mb
 [9][11]     (3aa) 

    Tb Mb = (C 3/4G)  (h /2πκ) ≈ 1027gk [11]       (3ab)  
公式(3aa)是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的特殊解，是

任何真正的引力黑洞或曰史瓦西黑洞存在的必要条

件。(3ab) 是著名的霍金量子辐射 mss 在黑洞 Rb 上

的霍金温度 Tb 的公式，(3ac)是霍金辐 射 mss 在黑

洞 Rb 上 的能量转换的阀温 Tb的公式是， 
     mssC

2 = κTb                                                  (3ac) 
     根据(3ab)和(3ac)式，可得出黑洞在其视界半

径 Rb上最重要的一个(3ad)公式，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1]          (3ad)  
当黑洞 Mb因不停地发射霍金辐射 mss而收缩到

极限时，即有 mss = Mbm，同时，因为普朗克粒子

mp = (hC/8πG)1/2g [8]，所以下面的(3ae)式成立。 

Mbm = mp= mss= (hC/8πG)1/2g = 1.0910--5g          
(3ae) 

Mb--黑洞的质量, Rb--黑洞的视界半径，C—光 

速，Mθ—太阳质量，C--引力常数, h—普朗克常

数， κ--波尔兹曼常数，4 个参数 Mb，Rb，Tb 和

mss 服从在 Rb上的 5 个基本公式。所以，不需要考

虑黑洞内部的结构和状态，只要定出其中任何 1 个

参数的数值，黑洞在 Rb 上的上的其它参数值全都

确定了。因此，从上面的 5 个公式看，黑洞 Mb 与

其它性能参数 Tb 、Rb 、mss 之间的关系都是简单

的单值的线性关系。可见，黑洞是宇宙中最简单的

实体。 

其次，由于黑洞 Mb 最后只能收缩成为最小黑

洞 Mbm = mp，即普朗克粒子。所以按公式(3aa)其

最小的 Rbm = 1.61× 10—33cm，而不是零，其密度也

不可能成为无限大的‘奇点’。这与解广义相对论方

程所得出的黑洞会收缩成为‘奇点’的结论是完全不

同的。[1] 

 
【IV】. 我们宇宙一直就是一个真实的巨无霸宇宙

黑洞. 它完全遵从黑洞在其视界半径 Rb上【III】节

的 5 个公式， Ω ≡ 1是宇宙黑洞的本性。 

4-1*; 我们宇宙现在的总能量-质量 Mu = 8.8×1055g ≈ 
1056g 
        现代精密的各种天文望远镜实际的观测数据表

明，我们宇宙球体具有精密而可靠的数据。第一；

我们宇宙真实靠的年龄 Au = 137 亿年[1].[3] 于是，由

此计算出，其视界半径 Ru = C×Au = 1.3×1028 cm, 密

度 ρu= 3/(8πGAu
2) = 0.958 × 10--29 g/cm3. 可得出宇宙

现在的总质量 Mu = 8.8×1055g.  第二. Hubble 常数的

实际的可靠的观测数值是 Ho= (0.73±0.05) × 100kms-

1Mpc-1 [3], 由此算出宇宙的实际密度 ρr = 3Ho
2/(8πG) 

≈ 10-29g/cm3. 并得出宇宙年龄 Ar
2 = 3/(8πGρr),   A r 

= 0.423 × 1018s = (134±6.7) 亿年，得出宇宙的总质量

Mr = 8.6×1055g。由此可见，两种不同的近代精确测

量数据所得出的结果几乎完全一致。 

因此，为了计算方便，下面取我们宇宙现在的

数据如下。 取宇宙总质量 Mu = 8.8×1055g，宇宙年

龄 Au = 137 亿年，视界半径 Ru= 1.3×1028 cm， 宇宙

平均密度 ρu =  0.958 × 10---29 g/cm3。 
 
4-2*; 证实我们宇宙 Mub 是一个真正的宇宙黑洞；

宇宙膨胀的 Hubble 定律就是宇宙黑洞吞噬外界能

量-物质和其它黑洞合并而膨胀的规律。 

1; 证实如下：如果我们宇宙(Mub)是真正的宇宙

黑洞, 它应当是由宇宙大爆炸所产生的大量原始的

最小黑洞 Mbm = 1.09×10--5g, Rbm = 1.61× 10--33cm, 

Tbm ≈ 0.65×1032k 所合并而成 [1] 由公式(3aa)可知，

取 Mbm是组成我们现在宇宙 Mub的总数 Nub1是： 
Nub1= Mub/Mbm=8.8×1055/1.09×10--5=8.073×1060. 

       (4a) 
Nub2=Rub/Rbm=1,3×1028cm/1.61×10-33cm=8.074 

×1060                  (4b) 

由于 Nub1 = Nub2, 由公式(3aa)可见，这就确凿地

证明了我们宇宙是一个真正巨大的宇宙黑洞-- UBH. 

我们宇宙黑洞 Mub的史瓦西 时间 t bs， 

        验 证 ： tbs = Rub/C = 1.3×1028/3×1010 = 

0.433×1018/ (3.156 ×107 ) =137.3×108年  

         2; 宇宙膨胀的 Hubble 定律就是宇宙黑洞吞噬

外界能量-物质和其它黑洞合并而膨胀的规律。 

        将 Hubble 定律运用到我们宇宙球体的视界， 

Mu = 4oRu
3/3=43H0

2/8GC3tu
3/3 = 43H0

2 

/8 GC3tu/3H0
2 = C3tu/2G = C2 Ru /2G                (4c) 

        从史瓦西公式(1c)，2G Mb = C2 Rb， 
Mb =  RbC

2/2 G = C3 tbu /2G = RbuC2/2G    (4d) 

现在由于 tu = tbu,  Rbu = Ru, Mu = Mb. 因此， 

(4c) = (4d)。从而再次证实我们宇宙是一个真正的宇

宙黑洞，黑洞只有在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或者与其它

黑洞合并才产生膨胀。因此 Hubble 定律所反应的宇

宙质量随时间的增长而正比例增长的规律，正是黑

洞吞噬外界能量-物质和其它黑洞合并时 Rbu 的膨胀

规律。什么时候 tu ≠ tbu? 一旦黑洞吞噬完外界能量-

物质，黑洞就会停止膨胀而发射霍金辐射 mss，而

后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减少其质量 Mb，此时 tbu 和

Hubble 常数也几乎小到接近于 0 的负增长。于是宇

宙年龄 tu ≠ tbu，宇宙年龄 tu就会继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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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宇宙的平直性， (Ω = ρr/ρo = 1) 是宇宙黑洞--

UBH的本性， 

因为宇宙作为一个黑洞，只有唯一的密度

ρub，因此，其代表宇宙平直性的 Ω ≡ 1 就是必然的. 

广义相对论折腾科学家们 50年以上的弗里德曼模型

其实是一个无法证实的伪命题。 

按照哈伯定律，在我们宇宙，距离任何一点 P

为 Rp 的相对膨胀速度 Vp为,  Ho--哈伯常数, 
    Vp = Ho Rp    (4e)  

    从公式(3aa)和球体公式, 在黑洞视界上，当 Rp 

延伸到 Rub时,  Vp = C, 于是, 
    Ho

 2 = 8πGρo/3   (4f) 

    既然我们宇宙是一个真正的宇宙黑洞，它就必

然是一个封闭的球体，它就只能有一个平均密度

ρub。因此, ρo 就是我们宇宙黑洞理论上的临界密

度。从公式 (3aa) 可知，它是单值，且仅由 Mub 所

决定。[1] 然而，宇宙的实际密度 ρr 也是来自观测同

一个宇宙黑洞的 Ho，即 Ho
2 = 8πGρr/3。其必然结果

是: ρr 应完全等于公式 (4f)的 ρo, 所以, (Ω = ρr/ρo ≡ 

1) , 或者说，ρub = ρr = ρo就是宇宙黑洞的本性。反

过来,  Ω=ρr/ρo=1 也证明我们宇宙是一个真正的宇宙

黑洞。 
 
4-4*； 既然我们宇宙 Mub 来源于 Nub1×Mbm 个宇宙

出生时，Nub1 个最小黑洞 Mbm 不断地合并所造成的

膨胀，也就是说，Mub 的视界半径 Rub 一直在以光

速在膨胀，这种结果与我们宇宙黑洞 Mub 外有充分

的能量-物质可供吞噬，以达到 Rub 一直在以光速在

膨胀个效果是一样的。这就成了, 

        Au =137×108 = t bc = 137×108年                    (4g) 

        如现在我们宇宙黑洞 Mub 外已经没有能量-物质

可被吞噬，那么，Au>t bs. 而且，哈伯常数 Ho = 0。 
 
4-5*；弗里德曼宇宙模型之所以谬误和不符合宇宙

的实际情况，是因为在解广义相对论方程时，为了

使方程简化而易于求解，提出了许多错误的假设而

造成的，如假定粒子无热抗力、等压、定量等都是

违反热力学定律的。从而导致解广义相对论方程时

出现‘奇点’和和弗里德曼模型，认为 Ω = ρr/ρo ≠ 1 等

重大谬误。 
 

【V】。黑洞视界半径 Rb 的膨胀速度 Vb 和加速度

ab。 

黑洞是一个非稳定的非封闭系统，其最重要的

本质属性就是不停地在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时膨胀或

者在发射霍金辐射 mss时收缩其视界半径 Rb。 

5-1*；黑洞在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或与其它黑洞碰撞

后的膨胀规律。一旦一个黑洞形成之后，不管它是

因吞噬外界质能量而膨胀，还是因发射霍金辐射而

缩小，在其最后成为最小黑洞 Mbm = 普朗克粒子

mp、而解体消失在普朗克领域之前，他会永远是一

个膨胀或者收缩的黑洞。 

        按照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方程的特殊解(3aa)， 
 Rb = 2GMb/C

2,            (3aa) 
         C2dRb = 2GdMb            (5a) 

C2(Rb± dRb） = 2G(Mb ± dMb)          (5b)   

         假设有另一个黑洞 Mba 与黑洞 Mb 合并或碰

撞，而另一黑洞 C2Rba = 2GMba，于是， 

C2 (Rb+Rba±dRb) = 2G (Mb+Mba±dMb)    (5c) 
         结论: 1；从公式 (5c)和(5a)相比较后可见，一

旦一个黑洞形成后，不管它是增多或减少其质量，

甚至与其它黑洞相碰撞合并，在它最后收缩成为最

小黑洞 Mbm = 10—5 g 而消失在普朗克领域前，它将

永远是一个黑洞。[1]  2。由于黑洞只有在发射霍金

辐射 mss 时才会收缩，但是一般黑洞的 mss 非常微

弱，而且发射的极慢，所以，此时 Rb的收缩是极慢

的。从公式(5a) (5b) (5c) 可知，当黑洞因吞噬外界

能量-物质或者与其它黑洞碰撞合并时，其 Mb，Rb

增大，再按照  (3ab) 和 (3ad) 式，Tb，mss必定降低减

小。相反，当黑洞外界无质能吞噬而向外发射霍金

辐射 mss 时，Mb，Rb 减小，而 Tb，mss 增加，直到

最后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 mss –霍金辐射时，才

解体消失在普朗克领域。[1] 
 
5-2*；当黑洞 Mb 吞噬外界物质-能量或与其它黑洞

合并时, 由公式(3aa)可知，Mb 会快速增加，其视界

半径 Rb随着产生膨胀速度 Vb和加速度 ab。 

        Rb = 2GMb/C
2,  或者  RbC

2/2G = Mb
            (3aa) 

 dRb = (2G/C2)dMb                 (5a) 
        dRb/dt= (2G/C2)dMb/dt         (5d) 

 令黑洞 Rb的膨胀速度 Vb， 
Vb =   Rb/dt                                                   (5e)  

 (3d)dRb/dt = (2G/C2) dMb /dt   
(3e)令黑洞视界两对面的相对膨胀速度，Vb = 

dR/dt，  

     Vb = (2G/C2) dMb/dt ≤ C                             (5f) 
         结论：1; 在一般情况下，显然 Vb < C。2*。

在 dRb/dt = C 的膨胀速度为极限条件下，即当 dt = 

1 秒时，dMb/dt = 2×1038g/sec, 这相当于每秒吞噬外

界物质达到 105Mθ(太阳质量)。所以，每一个黑

洞，无论其质量 Mb 是多少，只要每秒能够吞噬到

外界能量-物质达到 105Mθ = 2×1038g/sec，其视界半

径 Rb就会以光速 C 膨胀。2*。不要小看这 dt = 1

秒的时间, 我们宇宙诞生于最小黑洞 Mbm = mss = mp 

=1.09×10—5g，其史瓦西时间仅为 10—43 秒，当宇宙

成长到 1 秒时，它已增长了 1043倍，因而宇宙的质

量由 Mbm=1.09×10—5g 增加到 10—5g×1043 = 1038 

克，这正是上面 dMb/dt = 2×1038g/sec 的数值。3; 

当黑洞外界无能量-物质可吞噬时，黑洞会不停地

向外发射霍金辐射 mss，Mb 会不停地减少，直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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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变成为最小黑洞 Mbm= mp =1.09×10—5g 在普朗克

领域解体消亡。[1] 
 
5-3*。令黑洞视界半径膨胀的加(或减)速度 ab = 
dVb/dt,  

      ab = (4G/C2)d2Mb /dt2                                                 (5g)  
(5g)表明黑洞视界的加(或减)速膨胀 ab 正比例

于其每秒吞噬外界物质 Mb的增加或减少速度。 

因此，黑洞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所造成的加(或

减) 速膨胀是其正常的活动的表现和结果。 
 

【VI】. 分析和论证我们宇宙的加速膨胀(AEOU)是

由于两大宇宙黑洞在其早期的碰撞所造成的. 

       在分析我们宇宙的加速膨胀 时，我们是根据下

述的事实和情况作一步一步的分析和推论的。 

 6-1*；1998 年，科学家们根据遥远的 Ia 型超新星

爆炸，发现我们宇宙的加速膨胀是发生在宇宙大爆

炸之后的约 50 亿年之后，即距今约 87 亿年之前，

那是在宇宙演化中的物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我

们宇宙黑洞内，星系、星团、恒星、大小黑洞等早

已经形成. 
 
6-2；根据(5c) 式可知，无论 1 个黑洞与其它黑洞的

碰撞合并，或者是吞食外界的能量-物质，总是小黑

洞 Mbs被吸进大黑洞 Mbb 内吞噬 Mbb的能量-物质而

变大，也就是说，是小黑洞 Mbs 吞噬完大黑洞 Mbb

的能量-物质后变成二者合一的更大黑洞(Mbs + Mbb), 

而不是大黑洞 Mbb 消化掉小黑洞 Mbs。因为宇宙中

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将任何一个黑洞内部的能量

或物质吸拉或取出来，也不可能将一个黑洞分割成

若干个。同时按照黑洞的本性，黑洞只有在发射霍

金辐射时才收缩变小。但是一般黑洞的霍金辐射是

非常非常地微弱的，比电子和电磁波都微弱。所

以，在宇宙中，都是小黑洞吞噬大黑洞内的能量-物

质而变成大，因为外面的那些能量-物质都比小黑洞

发射出去的霍金辐射大的多多，在吞噬完所有能量-

物质后，最后二者的视界半径重合为一，而变成

（Rbs + Rbb）大黑洞。 
 
6-3*；小黑洞 Mbs 与大黑洞 Mbb 合并时，Mbs 的视

界半径 Rbs 的膨胀速度 Vbs 和加速度 abs 的变化情

况。 

        当 2 黑洞 Mbs 和 Mbb的视界半径 Rbs 和 Rbb尚未

接触时，二者都不可能将对方内部的能量或物质吸

进或拉进到自己的内部以增加自己的质能量 Mb 和

Rb。因此各 Rb 不会产生膨胀速度和加速度，只能

产生 Mbs 和 Mbb互相靠拢的速度和加速度。 

        一旦 2 黑洞接近到其 Rb 开始接触时，小黑洞

Mbs 就开始从大黑洞 Mbb 内吸入能量-物质，因为

Mbb 内的能量和物质粒子的温度和质量都大于 Mbs

的霍金辐射 mss，于是 Mbs和 Rbs开始增加，其膨胀

速度 Vbs 和加速度 abs 从零开始增加，随着 Mbb 被

Mbs 吸入进去的能量-物质愈多愉快，Vbs 愈大和 abs

就愈快。如果 Mbb 足够大，到 Mbs 完全进入 Mbb

后，如果 Mbb 内还有足够多的质能被 Mbs 吸入，则

Rbs 的膨胀速度 Vbs将有可能达到光速 C，abs就达到

最大值。此后，Mbs 或将以 Vbs = 光速或常数吸完

Mbs 内所有能量-物质，最后形成一个新的大黑洞

（Mbs + Mbb），其新的视界半径为（Rbs + Rbb），

此后 abs = 0。如果新大黑洞外尚有能量-物质可被吸

进，则（Rbs + Rbb）还会有膨胀速度 Vbs（如果外部

能量-物质足够充足，Vbs 可能达到光速 C），和加

或减速度±abs，直到吞噬完外面所有的质-能，而后

向外不停地发射霍金辐射而收缩，最后收缩成 mp而

消亡。 
 
6-4*；根据如上所述，可以想像，约 87 亿年前，即

我们宇宙小黑洞 Mub 与另外一个宇宙大黑洞 Mubb

开始接触合并的情况，由于 Mub 的视界半径 Rub 外

能量-物质可能已非常稀少，其膨胀速度 Vub 在接触

前趋近于零。Mub 与大黑洞 Mubb 开始接触时，Mub

的 Rub 开始膨胀而产生膨胀速度 Vub 和加速度 aub，

它们从零开始而快速增大，直到不久 Mub 完全进入

大黑洞 Mubb 后，由于 Mubb 非常巨大，而且当时都

处在宇宙演变和膨胀的早期，Mubb 的能量-物质非常

丰富，密度也比现在高得多，因 Rub 之外的 Rubb 内

有足够多能量-物质可被吞噬，因此，其膨胀速度可

达到 Vub= C 光速而膨胀到现在，此时加速度 aub = 

0。由于现在我们宇宙黑洞 Mub 的 Rub 仍然在以光速

C 在膨胀，证明 Rub 外界都还有大量的能量-物质可

被吞噬。但是，Rub 的外界究竟还有多少能量-物

质，因在视界 Rub 之外，我们无法知道。如果一旦

Mub 吞噬完 Rub 之外的所有的能量-物质后，Rub 就不

会再膨胀，人们此时可以测量出哈勃常数等于零。

此后，我们宇宙黑洞 Mub 就开始向外不停地发射霍

金辐射 mss，经过极其漫长的时间之后，Mub 最后会

收缩成为普朗克粒子 mp = 最小黑洞 Mbm 而消失在

普朗克领域。于是，在极其广大而寂静的宇宙空

间，只有充满着了无生气的 mss辐射能。 
 
6-5*。究竟现在我们宇宙黑洞 Mub 的 Rub 之外可被

吞噬的能量-物质是有限还是无限的呢？最近的天文

观测似乎给出了答案。 

        最近，据 2013.5.21 日报道，美国宇宙学家们表

示，他们根据欧洲普朗克天文望远镜观测到的数

据，从宇宙背景辐射图发现在某小块处有不均匀的

迹象，证明我们宇宙黑洞外有另一个平行的宇宙(作

者暂时称之为 Mubb1)存在，它的引力使我们宇宙某

部分的微波背景辐射产生异常。[2]果然如此，二者

的引力正在使它们彼此走向靠拢接近，从而终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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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生碰撞和合并。这是多重宇宙论的首个“切实证

据”。  

        同时，这也表明我们宇宙黑洞 Rub 之外的空间

里，可被吞噬的能量-物质是有限的。而且会在不太

远的将来，不管我们宇宙黑洞 Mub 是否能吞噬完其

Rub 之外的所有能量-物质，那个在我们宇宙黑洞之

外的另外一个宇宙黑洞 Mubb1 总会与我们宇宙黑洞

Mub 碰撞合并的，从而将会再次导致我们宇宙 Rub

的一次新的加速膨胀。如果 2 个宇宙黑洞在碰撞

时，Mubb1比我们 Mub小，Mubb1就会进入我们 Mub内

部，然后会像绞肉机一样，将我们 Mub 内的所有物

质绞成粒子，如果那时我们宇宙黑洞 Mub 内还有人

类，就会被 Mubb1绞碎。如果我们 Mub比 Mubb1 小，

Mub 就会进入 Mubb1 的内部，绞碎所有 Mubb1 内所有

的物质，最后变成为一个新的大黑洞（Mub + 

Mubb1），其视界半径为（Rub + Rubb1）。如果 Mubb1 

≈ Mub，2 者内部的能量和物质可能造成激烈的碰撞

混合后成为一个新的大黑洞 2Mub = 2Mubb1. 无论发

生那种情况，都需经过漫长的时间，人类的寿命与

其相比，那是太短促了 
 
 
【VII】。由上节所描述的 2 个宇宙黑洞 Mub 和

Mubb在我们宇宙 Mub诞生后的 50 亿年时的碰撞合

并过程，现在来看宇宙的物质和能量的分布情

况。假设现在我们宇宙黑洞仍然被称为 Mub。 

我们现在宇宙的年龄是 137 亿年。假设我们原

先的、未碰撞前的宇宙小黑洞为 Mubo，它在 137 – 

50 = 87 亿年前与另外一个宇宙大黑洞 Mubb 开始碰

撞合并，于是 Mubo就进入 Mubb内，吞噬其物质-能

量。我们知道 Mubb的能量-物质在 Mubo外经过 Rubo

被吞进的过程中，由于 Rubo外面的潮汐对物质的撕

裂作用和粒子接近光速 C 的运动甚至互相的碰

撞。结果，进入到我们 Mubo 内部的物质粒子可能

有相当大的部分会转变为辐射能或者暗物质。但

是 Mubo宇宙小黑洞内在与 Mubb碰撞前原来会有更

多的物质比例。这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宇宙 Mub

内大部分是能量而物质极少的原因。设原先的

Mubo 在 Mubb 内长大后，已成为我们现在的宇宙黑

洞 Mub。 

从【VI】节可见，我们宇宙黑洞现在的质量

为 Mub = 8.8×1055g, Rub = 1.3×1028cm, ρub = 0.958 
×10--29 g/cm3.  
        上面已经说过，我们宇宙的年龄 Au =137 亿

年。在这 137 亿年内，宇宙几乎保持在等光速 C而

膨胀，虽然在 87 亿年前因与另外的宇宙黑洞的碰

撞合并而有加速膨胀，相对宇宙年龄而言，为时很

短。所以现在的 Rbu ≈ C×Au, 。再按照公式(3aa)，

RbC
2/2G = Mb

 ，可得出我们宇宙的质量与其年龄成

正比，即 ，             

        Mub   Au                (6a) 
        既然 2 黑洞的碰撞和合并发生在 87 亿年前，

则 Mubo/Mub  =(137– 90)/137 = 34.3%,       (6b)    

    Rubo/Rub = （137 – 90）/137 = 34.3%        (6c) 

    （ΔMub = Mub - Mubo）/Mub = 65.7%        (6d)  

    所以，Mubo = 0.343 Mub =  3×1055g,     
Rubo = 0.343Rub = 0.343×1.3×1028 = 0.446× 

1028cm。 

       讨论：从上面的计算可以看出一个非常有趣的

问题。我们宇宙黑洞在 87 亿年前的质量 Mubo= 

34.3% Mub，而 2 项物质(见【II】节)的 T1µν + T2µν 

= 26% Tµν ， 即可见物质和星系中暗物质之和约为

现在宇宙中总能量-物质的 26%。Mubo 与（T1µν + 

T2µν）相对的较接近。现在科学家们所测定的宇宙

中的暗能量（暗物质）约为 T3µν ≈ 74% Tµν  。可

见，ΔMub 与 T3µν 较接近。这几个百分数之较接

近，是偶然的吗？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Mubo 是否

就是组成现今 T1µν + T2µν 的主要部分？而（ΔMub 

= Mub - Mubo）是否就是所谓暗能量 T3µν 的主要来

源部分？我们知道，当一个宇宙黑洞 Mubo 吞噬外界

能量-物质和物体时，由于黑洞视界外对外界能量-

物质和物体的潮汐作用，会将物质在吸积盘中绞

碎。所以外界能量 -物质和物体 ΔMub =（Mub - 

Mubo）经过黑洞视界进入黑洞后，可能有相当多的

部分会变成暗物质和能量。那么，ΔMub =（Mub - 

Mbuo）是不是就是现在观测不到的暗物质和能量

呢？这些比例数的接近是巧合吗？ 
 
【VIII】. 几个简单的结论：  

A；黑洞的膨胀。小黑洞从接触大黑洞开始，吞噬

大黑洞的能量-物质是从零开始而快速增多的，这是

小黑洞开始与大黑洞碰撞接触直到完全进入大黑洞

内部的过程，也就是人们观测到的小黑洞的视界半

径 Rb加速膨胀的过程。 
 
B；我们宇宙原先的小黑洞 Mubo =  3×1055g 在 87 亿

年前与宇宙中的另外一个巨大的宇宙黑洞发生碰

撞，产生了人们现在观测到的我们宇宙的加速膨

胀。而后我们小宇宙黑洞 Mubo 进入那个大黑洞内部

后继续吞噬其内部的能量-物质而使其视界半径 Rubo

以光速 C 膨胀，直到现在，成长为大黑洞 Mub。宇

宙黑洞原来的质量 Mubo 是经过 50 亿年后由 Mbm 

=1.09×10—5g 增加到 Mubo =  3×1055g 的，再经过 87

亿年后，Mubo增加到现在的 Mub = 8.8×1055g。 
 

C；我们现在宇宙黑洞 Mub 的命运。如果 Mub 外无

能量-物质可被吞噬，那么 Mub 将会不停地向外发射

霍金辐射 mss, Mub 也会不停地收缩，直到最后收缩

成为最小黑洞 Mbm = mp = 1.09 ×10—5g 而在普朗克领

域爆炸消失，其寿命按照霍金的黑洞寿命公式  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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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Mb
3
 (s) 10133 年。但是现在哈勃常数仍然正

常，表明 Mub 外不知还有不少的能量-物质，而 Mub

只有在吞噬完外界的所有能量-物质后，才会收缩，

直到最后收缩成为最小黑洞 Mbm =1.09×10—5g 而在

普朗克领域消失，其寿命将>>10133年. 
 

D．我们宇宙黑洞 Mubo在 87 亿年前与 Mubb的碰撞

合并，以及未来的可能与另外一个宇宙黑洞的碰撞

合并都是各平行宇宙黑洞之间的碰撞合并，究竟有

多少个平行的宇宙？诸多平行的宇宙是否都被包容

套在一个个更大层次的大宇宙内？还是说，就只是

存在大量的平行宇宙，而没有包容一些平行宇宙的

更大层次的大宇宙？恐怕人类永远也无法知道这种

问题。毕竟人类的寿命比起宇宙来是太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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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黑洞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产物，人类也许永远不可能制造出来任何‘人造黑洞’ 

张洞生  Email: zhangds12@hotmail.com; zds@outlook,com    7/15/2013. 
 

【内容摘要】：30 多年来，各国的一些科学家发表了对‘人造黑洞’许多耸人听闻的和混淆视听的言论和文

章，他们对“真正的引力黑洞即史瓦西黑洞”并未作认真的研究，对黑洞的各种物理参数的数值也没有作详

细的计算，其实他们都还没有找出完整的计算黑洞各参数的准确公式。黑洞是经典理论的产物，只能从经

典理论中找出正确公式来解释和计算。而且，黑洞理论以前并不完善，只有在作者最近推导出来黑洞的霍

金辐射 mss与黑洞质量 Mb的准确公式（1d）--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后，黑洞理论才趋于完善，

才能计算出黑洞的各种物理参数的精确数值。因此，他们都有意或者无意地用不适当的公式所计算出来的

黑洞参数值，并非“真正的引力黑洞”所应有的数值，从而混淆了引力黑洞与由高能量粒子和高能量粒子团

浆形成的“火球”的原则性区别，而误导了大众的视听。再者，也有某些实验科学家有可能为达到自己的特

殊目的而制造‘人造黑洞’的虚假的耸人新闻。 

        本文的目的在于用黑洞 6 个正确的基本公式，计算出大小不同的史瓦西黑洞的 5 个参数-- Mb，Rb，

Tb，mss，b 的准确数值，使人们可一目了然地知道人类或许永远也没有能力制造出真正的‘人造史瓦西

（引力）黑洞’，而无须对耸人听闻的‘人造黑洞’谣言产生恐慌。  

【关键词】：人造黑洞；真正的引力(史瓦西)黑洞；各种引力黑洞在其视界半径上的参数；引力黑洞与非引

力黑洞的区别；人类不可能制造出‘人造引力黑洞’； 
 

【前言】：10 多年前，某些俄罗斯科学家宣传要制

造名为“欧顿”( Otone)的人造迷你小黑洞。1 欧顿的

质量 约等 于 40 个原子质 量。 即 1 Otone = 

401.6710--24 g 10--22g. 俄罗斯科学家阿力山大•陀

费芒柯(Alexander Trofeimonko)指出迷你小黑洞可以

在实验室内制造出来作为“黑洞炸弹”，可以杀死上

百万的人。它还说，50 ~ 60年后，就是欧顿世纪。

它还宣称，迷你小黑洞在地球内部会引燃火山的爆

发，在人体内会引起自燃的爆炸，等等。.[1] 在 2001

年 1 月，英国的理论物理学家伍尔夫•里昂哈特

(Wolf Leonhart)宣布他和他的同僚会在实验室制造

出一个黑洞.[1]  

       3/17/2005, BBS 的报告称：位于纽约的布鲁克海

文国家实验室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in 

New York) 的相对重离子对撞机 (RHIC—Relative 

Heavy Ion Collider) 使 2 个金-核子以接近光速产生

对撞所产生的“火球”与微小黑洞的爆炸很相似

.[2][3][4] 当金-核子相互撞成粉碎时，它们碎成夸克和

胶子微粒所形成的高温等离子浆球，其温度比太阳

表面的温度高 300 倍。.[2][3][4] “火球”的制造者霍纳

图 •纳斯塔斯教授 (Prof. Horatiu Nastase of Brown 

University in Providence of Rhode Island) 说“我们计

算出来孤立子（所谓的微小黑洞）的温度达到了

175.76MeV, 与“火球”的实验室温度值 176 MeV 相比

较极其接近，其寿命大约为 10—24 s。 ” [2][3][4] 他说: 

“有一种不寻常的情况发生。火球所吸收的喷射的粒

子比计算所预计的多 10 倍还多。.”[2][3][4] 布朗大学

的科 学家认为“进入火球 核心的粒子消失后，随即

作为热辐射再出现，恰似物质坠入黑洞又以霍金辐

射发射出来。然而，即使等离子浆球是一个黑洞，

也不会造成威胁。 因为在如此小的能量和距离的情

况下， 引力在一个黑洞中并非是统治力量。” [4]

【附注：对上述实验报告数据的详细分析见下面第

II 节】   

英国著名的宇宙学家马丁•里兹 (Martin Reez) 

曾在他的名为<最后的世纪>一书中预言 “人造黑洞” 

是地球 未来 10 个最大灾难中之头一名。.[2]  

某些希腊和俄罗斯的科学家们在 2003 年提出高

能量宇宙射线在我们大气中对粒子和分子的碰撞产

生了无数短命的微小黑洞，其质量约为 1010--6g ，

其寿命约为 10--27s. 他们还指出，当 2007 年新的欧

洲粒子物理实验室的超级强子对撞机 (the new Super 
Hardon Collider of European Particle-physical 

Laboratory )成功地工作后，其极强大的能量将在每

天制造出成千上万个微小黑洞.。[5] 

最新消息：[12] 2008-09-10：10:03:08。今日这台

位于欧洲核研究组织(CERN)的机器--大型强子对撞

机(LHC)实验可能引发世界末日。英国《泰晤士

报》网站：该项目的反对者认为，大型强子对撞机

所释放出的超强能量可能会制造出一个黑洞，它要

么会吞噬地球，要么产生一种“奇子”，能将地球变

成一团“奇异物质. [12]【附注：由于没有发表对撞实

验结果的正式报告，现在无法对实验置评】. 
 

【I】. 引力(史瓦西)黑洞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各个参

数的 5 个基本守恒公式，任何违反这些公式的高温

‘火球’或者‘粒子团’都非真实的引力黑洞。  

本文中所论证的黑洞只是无电荷、无旋转的球

对称的真正引力黑洞，即史瓦西 (Schwarzchild)黑

洞。  

1-1*；不管黑洞内部状态和结构有多么大的差别和

复杂，黑洞 Mb 在其视界半径 Rb 上的 4 个参数

Mb，Rb，Tb，mss 的变化决定了黑洞生长衰亡的规

律。[1[ 这是任何黑洞包括人造黑洞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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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洞视界半径 Rb上的各个参数值之间的关系

必须完全准确地符合下面的 5 个守恒公式。凡不符

合这些守恒公式者就不是史瓦西引力黑洞。黑洞质

量 Mb在视界半径 Rb上的 5 个基本公式， 

 Mb=RbC2/2G = 0.6751028Rb
 [7][13]                (1a) 

    Tb Mb = (C 3/4G)  (h /2πκ) ≈ 1027gk [8]             (1b)  
公式(1a)是史瓦西对广义相对论的特殊解，是

任何真正的引力黑洞或曰史瓦西黑洞存在的必要条

件。(1b) 是著名的黑洞 Rb 上的霍金温度 Tb 的公

式，(1c)是霍金辐 射 mss 在黑洞 Rb 上 的能量转换

的阀温 Tb的公式是， 

     mssC
2 = κTb  = Ch/2πss 

[7]                             (1c) 

     根据(1b)和(1c)式，可得出黑洞在其视界半径

Rb上最重要的一个(1d)公式， 

         mssMb = hC/8πG = 1.18710-10g2 [6]              (1d)  
当黑洞 Mb因不停地发射霍金辐射 mss而收缩到

极限时，只能是 mss = Mbm
[6]  ，又因普朗克粒子 mp= 

(hC /8πG)1/2 g [11]，所以下面的(1e)式成立。 

Mbm =mp=mss=(hC/8πG)1/2g=1.0910--5g [6]   (1e) 
根据霍金黑洞寿 b的公式， 

 b  10--27 Mb
 3 [1]     (1f) 

根据(1a)式和球体公式 Mb=4πbRb
3/3, 可得出， 

bRb
2 =3C2/8πG=0.161028g/cm   (1g) 

Mb—黑洞的总质-能量；Rb—黑洞的视界半

径， Tb--黑洞的视界半径 Rb 上的温度，mss—黑洞

在视界半径 Rb上的霍金辐射的相当质量，b –黑洞

平均密度，ss -- mss 的波长，h—普朗克常数  = 

6.6310--27g*cm2/s,  C –-光速 = 3  1010 cm/s,,  G –-万

有引力常数= 6.6710--8cm3/s2
*g,  波尔兹曼常数 κ = 

1.3810--16g*cm2/s2
*k，b—黑洞的寿命 s， 

结论：1*； 公式(1d)是作者最近推导出来的新

公式，由于有此新公式，黑洞理论才趋向完善。其

他的科学家们由于不知道此黑洞公式，所以才一知

半解地将高温‘火球’当做真引力黑洞。2*；以上的

各公式证明，黑洞并不是一个孤立系统，而是一个

开放系统，它只因吞噬外界能量物质或与其它黑洞

碰撞合并而膨胀，以增长其质量 Mb 和视界半径

Rb。在它吞噬完外界的能量物质后，立即不停地向

外发射霍金辐射 mss而收缩，以减少其 Mb 和 Rb，

直到最终收缩成为 Mbm= (hC/8πG)1/2= mp= 1.09 

10—5 g 而解体消失在普朗克领域，而不可能收缩

成为‘奇点’。直到此刻之前，它将永远是一个黑

洞。[6]这就是黑洞的生长衰亡规律和命运。[6]  3*；

黑洞是宇宙中最简单的实体，其参数 Mb ，Rb ，

Tb ，mss，b之间只有简单的单值关系，一旦其

中一个的 Mb 值被确定后，其它的几个也跟着被上

面的所确定了，而每个参数的值都只被 4 个自然常

数 G，C，h，κ 的不同关系所决定。[6] 4*; 不论是

自然制造的黑洞，还是人类幻想制造出来的‘人造

黑洞’，只要 Mb 相同，其它的参数 Mb ，Rb ，

Tb ，mss， b都是绝对相等的，因他们都必须服

从上面的所有公式。就是说，凡是 Mb 相同，而其

它 Rb ，Tb ，mss，b 中任何一个不符合上述公

式者，就不是真正的‘引力（史瓦西）黑洞’。 
 
1-2*；宇宙中不可能出现和存在任何黑洞 Mbi ≤ (最

小黑洞 Mbm= mss = (hC/8πG)1/2 = mp =1.0910—5 

g)[6] ，当然人造黑洞也不例外。因为黑洞不可能发

射 mss >Mbm 的霍金辐射，这违反 (1d) 式、测不准

原则和公理，而且 Mbm的密度、温度已经达到宇宙

的最高极限，其史瓦西时间和寿命已经达到宇宙的

最短极限，所以任何 Mbi都不可能在宇宙中出现。[6]  

按照上面的公式，对最小黑洞Mbm= mss = 1.09 
10--5 的参数计算数值为：g Rbm=1.6110—33 ，cm Tbm 

=0.711032 ，k bm=0.61093 ，史瓦西时间g/cm tbm=  
其寿命 bm = 5.3710—43 ，s (1g) 
（5a按照上面的公式，对最小黑洞Mbm= 
mss=1.0910--5 的参数计算数值为：g Rbm= 1.6110—

33 

，cm Tbm=0.711032 ，k bm=0.61093 ，史瓦g/cm 西时
间tbm=  其寿命bm = 5.3710—43 ，s   
 
【II】。 对 3/17 /2005 BBC 有关“人造黑洞”新闻报

道的评论： 

两个金核子以光速在纽约的 RHIC 上的对撞所

可能产生的最大能量-质量值1.56.5810—22g = 

9.87 10—22g，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真正的引力(史

瓦西)微小黑洞。人类也永远不可能制造出来小于等

于宇宙最小黑洞 Mbm = mss =  1.0910--5g 的真正引力

黑洞。以下还是要对 RHIC 上的碰撞作一些具体的

分析、计算和解析，以与真引力黑洞作对比。 

2-1*；2 个金核子 Au 在 RHIC 上以接近光的速度 v 

对撞后形成一个“火球”，对于一个具有速度 v 的粒

子 mo ，其总能量 E 表示如下， mo—粒子的静止质

量，假设 Moau—一个金核子 Au 的质量，按照物理

定律， 
         E = mov

2/2 + moC
2 [9]          (2a) 

         2Moau  = 197H2 = 21971.6610--24g = 
6.5810--22g = 9.8710—22g。 

        由(2a)式,可以得出在 RHIC 上所产生“火球”所

需的总能量-质量 Eau是， 

    Eau = 2Moauv
2/2 + 2MoauC

2  3MoauC
2 = 1.56.58 

10--22(31010)2 = 0.89erg = 6.24210110.89eV = 
555GeV = 5551094.4610--26kW*h = 2.510—14 

kW*h                 (2b) 

在理想的不损失能量的情况下，整个粒子团“火

球”可能达到的最高温度 Tau 为， 

    Tau = Eau/ = 0.89erg /1.3810-16 ≈ 1017k       (2c) 
         设 Er— RHIC 为发射 2个金核子对撞所必须消

耗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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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 Eau/3  555GeV/3  185GeV=0.810--14kWh
                                  (2d) 

   上式表明，如果人类要成功地在对撞机上以接

近光速使粒子对撞而制造出一个总能量-物质为 mo 

的人造史瓦西微小黑洞，那么，对撞机终端输出的

能量 Er至少要达到， 

Er  moC
2/3         (2e)       

于是，设 Mbau是由上述 2 个金核子在 RHIC 对

撞后产生的微小黑洞的质量，即假设所产生的“火

球”是一个微小引力黑洞，按照 I 节中的黑洞有关

公式，可计算出该假“火球”黑洞的其它参数的数值

如下， 

Mbau –假设的“火球”黑洞的质量，于是，    (2e)     于是，设 Mbau是由上述 2 个金核子在

        Mbau =3Moau=31971.6710-24g = 9.8710--22g, 
如果 Mbau的“火球”是真正的史瓦西黑洞，则该黑洞

的其它参数是，从公式(1a), 其视界半径应该是， 

Rbau= Mbau /0.6751028=1.510--49cm, 

       从公式(1b),  其其视界半径上的温度应该是， 

Tbau = 0.1154/Rbau = 0.771048k, 
   从公式 (1g), 该黑洞的寿命应该是， 

τbau≈ 10--27 Mbau
3(s) =10--27(9.8710-22 )3 10--90s 

       从球体公式, 黑洞的平均密度应该是， 

bau = 3Mbau/(4Rbau
3)  0.7  10125g/cm3 

       从公式(1c), 黑洞解体时热辐射的总能量应该达

到，Ebau = Tbau=1.3810--16 0.771048k=1032erg,  

         从公式(1d), 黑洞的霍金辐射质量 mss应该是， 

         mss Mbau = (hC/8πG) = 1.18710--10g2, 即。 

         mss =1.18710-10/9.8710—22 = 1011g, 
可见，mss >> Mbau,                                  (2f)  (2f) 

         结论：从上面史瓦西微小黑洞 Mbau所计算出来

的其它各个参数 Rbau, Tbau, Ebau 和 τ bau的数值可以看

出来，它们已经极大地超出(小于)普郎克领域的起

始值，而深入到人类永远无法知道和探测到的普郎

克领域的内部。因此，仅由(2f)可知，在 RHIC 上

所产生的“火球”绝对不是一个真正的史瓦西微小黑

洞。    

假设在 RHIC 制造出来的“火球”如 Nastase教授

所说, 吸收了 10 倍多的喷射出来的粒子后，如果“火

球”成为一个真正的史瓦西微小黑洞 M10，其各个参

数值相应地改变如下， 

令 M10=10Moau，则，M10 =10Moau=109.8710--

22g=9.8710--21g；R10 = 1.510-48cm；T10 = 0.77 

1047k, 10  10--87s.；可见 M10也不是一个黑洞。 
 
2-2*； 可见，Prof. Nastase 所探测到的“火球”的数

值离开一个真正的史瓦西微小黑洞的数值相差太

大，所以，吸收了物质粒子的“火球”也绝对不是一

个真正的史瓦西微小黑洞。 

Prof. Nastase 计 算 出 “ 火 球 ” 的 温 度 Tf 

=176MeV，相当于 2108k, “火球”寿命仅 10--24秒。

“火球”的表面温度，Tsur=3005,800 (太阳表面温度) 

1.74 106k，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 

  第一．在 RHIC 显示的“火球”的寿命 10—24 s，

按照公式(1f), 具有如此寿命的黑洞，其质量 M24 应

是，10--24  10--27 M24
 3,   M24 10g. 而绝对不是

“火球”的质量 Mbau = 9.8710--22g，显然 M24 是太大

了，那么，“火球”的寿命 10--24s 表示什么意思？其

意思就是表示由金核子组成的“火球”在 10--24s 后解

体消失了，而不是作为一个有更短寿命的黑洞而消

失。而且真正的史瓦西微小黑洞的消失必然会产生

极其强烈的爆炸和向周围散开发射出高能量的 -射

线爆，而不可能成为一个可以观测到的“火球”。显

然，所谓黑洞消失的强烈爆炸特征没有被观测到。

“火球”相对安静的消失而未产生-射线爆表示它远

未达到一个同等质量的真正微小引力黑洞所必须具

有的高能量。 

        第二．Prof. Nastase 从碰撞实验中计算出来的

“孤立子”(即被 Nastase 教授称之为黑洞)的温度

176MeV 所表示的什么意思？在人们的眼中看来，

在 RHIC 上两个金核子的碰撞似乎像两个内部毫无

间隙的由 197 个中子(质子)组成的金核子刚体之间

的碰撞。其实，这是以宏观世界的观点来看微观世

界所造成的错觉。而实际上，两个以接近光速的金

核子的碰撞只是其中的不同对的中子和质子中的一

些对夸克和饺子在不同的瞬时所产生的不连续的碰

撞和纠缠，而它们之间的间隙是很大的，因此，在

某一瞬时，实际上只有一对或几对中子或质子在相

距一定距离约 10—13cm 的情况下所同时发生的碰

撞，而大部分其余中子和质子是在其后陆续地被对

撞机推向‘火球’的供给物质而已，如能按时或提

前进入 “火球”，它会继续‘发火’一会。 

假设 Epk 是金核子中一个夸克和胶子的动能，

夸克和胶子的质量是 mq = mp/3, mp 是质子质量。

则， 

    Eqk = mqv
2/2  mqC

2/2 =mpC
2/6 =1.6710--24 

(31010)2/6 = 2.510-4erg = 2.510-46.242 1011eV = 
15.7107eV = 157MeV。可见，Eqk  Tf = 176MeV 

(如上 Nastase教授所计算的). 

         可见，Nastase 教授所计算出来的 176MeV 并

不是他所称的黑洞的温度，只不过是金核子中一对

接着一对的夸克和饺子的动能在直接对撞中转变成

高能热辐射 Eqk  176MeV 而从“火球”中发射出

来，与其相对应的温度应该Eqk/1012k，其全部

能量如果集中在碰撞的瞬间，相对应的波长10--

13cm, 即可变为较低能的-射线.。而实际上那

是碰撞后失去动能的夸克和胶子，从微观上看正如

球体碰撞。只能形成为高温等离子浆球的“火球”，

它们之间的相互连续地缠绕和摩擦的运动形成了“火

球” 的温度 Tsur，等于 300 倍太阳表面的温度，即

Tsur= 3005800 =1.74106k。所以在多对金核子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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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碰撞过程中，它们形成一个高温热辐射“火球”，

其高温所对应的辐射波长sur， 

 sur = Ch/(2Tsur) = 310106.6310--27 

/(21.3810-16  1.74 106) = 1.310--7cm.  
     这就是说，根据“火球”的表面温度，它所连续

发射出来的热辐射应该是可见光或紫外线。由此可

见，“火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引力黑洞。 

       第三．假如“火球”是一个真正的引力黑洞，如

上面所计算，它的寿命只能是 10--90s，而不是如

Prof. Nastase 所观测到的 10--24s。它也不可能对人类

造成任何伤害，因为它的寿命过分短暂，无法吸收

外界物质而长大，它只能以光速飞行 10--80cm 的极

短距离后解体消亡。而 Prof. Nastase 所观测到的“火

球”的寿命是 10--24s，因为它只能以光速飞行 10—14 

cm 的距离，这正是金核子中相邻的质子或中子之

间的距离 10—13 cm，一对碰撞后的金夸克(中子或质

子)所形成的“火球”在其邻近 10--13cm 的距离内，周

围大约有 8~10 个中子或质子可供吸收，这就是“火

球”能吸收 10 倍喷射粒子的原因。也就是说，它并

没有能够将发生对撞的那 2 个金核子中的所有的

2197 个质子或中子全部吸收，而这需要远多于

10—24 s的时间。 

         至于另外金核子(金原子)，由于与发生碰撞的

那个金核子的距离约为 10--8cm，因此，“火球”的寿

命至少需要达到是 10--18s 才能从另外的金分子中吸

取中子与质子而长大，但是，因为“火球”没有足够

的时间吸收到邻近的相距 10--8cm 的金核子(金原

子)，所以只能在吸收 10 来个中子后在 10--24s 内消

失。但是，这个吸收周围中子而长大的“火球”也并

不是黑洞，也永远不可能成长为一个黑洞。因为它

的密度离一个同等质量的真正引力黑洞的密度(0.7  

10125g/cm3)相差太大，也不可能在吸收成百上千个

质子后就塌缩成为一个真正引力黑洞。假设人类能

在对撞机上在真正严格的同时供给“火球”1017 个质

子，并使“火球” 能在真正的同一瞬时吸收这么多个

质子而形成一个 10--5 克的宇宙最小引力黑洞的话，

根据上面的计算，其寿命也不过是 10--43 秒，它也

不可能持续地吸收其外界物质而长大，因为它的寿

命还是太短了。 

        第四．再计算一对基本粒子(即金核子中一对质

子或中子)产生和湮灭的 Compton Time 时间量级

tc ，tc = h/4mC2 = 6.6310-27/41.6610--2491020 = 

3.510--25s 
        这就是说，如果仅有金核子中一对对质子或中

子对撞，其湮灭时间充其量也只有 3.510--25s，只

是由于吸收了其周围 10 倍多的喷射出来的粒子后，

寿命才稍延长了一点，到达 10--24s。 

        结论：总之，在 RHIC 对撞机上两个金核子对

撞所产生“火球”绝对不是一个微小的真正引力黑

洞。因为“火球”热辐射的可见性，长寿命和安静的

消失，而没有出现阵爆的大量-射线等都不符合一

个微小的真正引力黑洞所表现出的特性。 
 

2-3*；. 从公式(2b)可见, 如果在 RHIC 上所制造出来

的是一个人造黑洞炸弹，它的爆炸的总能量充其量

也只有 Eau=555GeV， 这是发射金核子对撞机输出

端所需的能量，而整个对撞机所耗费的能量应该大

于 10Eau 吧。真正的微小黑洞只有在它吞噬大量的

外界质能长大后，才能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而‘假黑

洞’的‘火球’，根本无法吞噬进外界的质能，怎么能

成为大能量的炸弹呢？所以制造‘假黑洞’的‘火球’，

只能是得不赏失的买卖。 
 

2-4*； 假设 Mbau是真正的引力黑洞，它的寿命按霍

金公式计算只有 10--90s 。如果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粒

子来看，其湮灭的康普顿时间 Compton Time tc ≤ ts,

由(1a)式， 

        ts = Rbau/C = 2GMbau/C
3=26.6710-89.8710--22 

/271030 = 4.8710--60s. 
        由此可见，如果“火球” Mbau是一个微小引力黑

洞，它的寿命应该小于 10--60s，而 Nastase 教授所

观测到“火球”的寿命却长达 10--24s，可见，“火球”

完全不是微小引力黑洞。因此，作为微小引力黑洞

的“火球”如果要长大，它最多只能吸收在其外围. 

10--60C = 310--50cm 以内的能量-物质。如果是向黑

洞“火球”喷射能量-物质，也必须在其生存的时间

10--60s 之内达到。人类现在和未来所制造出来的对

撞机能够达到这种要求吗？依我看这是人类永远无

法达到的目的。 
 

2-5*； 至于俄罗斯科学家所宣称的迷你黑洞 Otone

就更不可能被人为地制造出来，因为一个 Otone 的

质量是一个金核子的 1/5, 如成为黑洞，其寿命比金

核子所能制成的黑洞还要短命，其密度和温度比金

核子所能制成的黑洞还要高得多。   
 
2-6*； 那么，人类在未来能否在极强大的对撞机上

制造出来 Mbm = 10--5g 的宇宙中最小的引力黑洞

呢？[6][7] 因这种 Mbm 黑洞只存在于我们宇宙诞生的

瞬间，而且我们宇宙是由极大量的这种黑洞组成和

碰撞后膨胀而来。 [6] 如果人类能够制造出大量的

Mbm 最小黑洞，就是在制造第二个宇宙了，这也许

是上帝绝对无法容忍的。关键在于微小引力黑洞的

寿命极度短暂而密度极大。Mbm = 10—5 g 的宇宙中

最小引力黑洞的寿命只有 10--43 秒，其密度达到

1093g/cm3。比 Mbm = 10—5 g 更小的引力黑洞不可能

存在，因其寿命必须更短，密度必须更大。 

而在小于 Mbm = 10--5g 的领域已经深入到普郎

克量子领域，在这个领域，时空是不连续的，能量

和物质等都已量子化，只服从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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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广义相对论在普郎克量子领域是失效的，而根

据广义相对论得出的黑洞观念也会跟着失效。[6][7][10]

人类有能力在未来观测到普郎克量子领域的物质结

构和运功状态吗？在小于等于普郎克尺寸 Lp = 10—

33 cm 的领域，这也许是人类永远也无法观测到的领

域，就更无可能制造出在小于等于 10--33cm 普郎克

尺寸的物质或者黑洞了。 
 

2-7*；总之，由于 RHIC 和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们还

不知道作者推导出来的新公式(1d)，他们自己没有

推导出来正确的计算出引力（史瓦西）黑洞 4 参数

Mb，Rb，Tb，mss 和其它参数之间的准旗公式，从

而也就不知道计算出各参数的准确数值，只能凭他

们的错觉和想象去估计和判断是否为黑洞了。 
 

【III】。人类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来任何一个黑洞

Mb1 > Mbm=1.0910--5g 最小黑洞。  

        从【I】节黑洞的普遍公式可以看出，不管是自

然或者人造的史瓦西黑洞，只要其质量 Mb 相同，

其它的所有参数 Rb，Tb，mss，ts，b，b 等

的数值都是完全相等的。这就是黑洞的同一性。[6][7] 

在 2-6*节，已经初步论证了人类根本无法制造出

Mbi ≤ Mbm的最小黑洞。 

3-1*。人类要想制造出一个微小引力黑洞 Mb1 

≥Mbm，必须解决下列也许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 

从参考文献[6]可知，最小黑洞 Mbm 只出现在我

们宇宙诞生的瞬间，是我们宇宙之外之上的‘大宇

宙’大自然创造的产物。人类不可能创造和复制一个

我们的宇宙。而我们宇宙中的恒星级黑洞 Mbs 

3M6×1033g 是我们宇宙空间超新星爆炸的产

物，人类也永远无法复制。因此，人类如想制造出

来一个 Mb1，必须有能力至少解决一下 3 个重大问

题：1；微小黑洞 Mb1 的高密度与短寿命问题，2；

在足够短的时间内供给 Mb1足够的能量-物质使其长

大的问题。3；制造 Mb1 的对撞机能供给足够大的

能量问题。 
 
3-2*；对撞机的能量问题 

其实，制造微小黑洞 Mb1，归根到底的先决条

件是对撞机能不能供给无限大或者人类所需要的足

够大的能量。前面所述，纽约的 RHIC 上的对撞金

粒子的输出能量 176MeV。2012年 7 月 4 日，歐洲

核子研究組織（CERN）宣布，大型強子對撞機

（LHC）探测到到质量为 126.5GeV 的新玻色子。

而最小黑洞 Mbm=1.0910--5g 的能量为 1019GeV。就

是说，要制造出来一个 Mbm，对撞机末端的瞬间输

出能量最低限度要达到 1019GeV。从 126.5GeV 到

1019GeV还需要增大 1017倍。 

从表一中第四中子星项可见，如果成功地人造

一个微小黑洞 Mb1=15g，至少对撞机在终端输出能

量 EeV =1.31024 GeV= EkWh= 5.8107 kWh。这里须

注意 2 点：第一；对撞机消耗的总能量可能高于上

述能量的 10 倍以上。第二；假设制造 Mb1的过程需

要对撞机工作 1 小时，这对撞机的能量消耗大致有

多大呢？请看中国大陆 2008 年全年的的发电量是

34334 亿 kWh，折合全国每小时发电量是 4108kWh. 

美国 2006 年全年的的发电量是 42630 亿 kWh，折

合全国每小时发电量是 5108 kWh. 这就是说，制造

出一个 15 克的微小黑洞 Mb1 所需的能量，约等于

上述中美各国每小时的耗电量。 
 

3-3*；对撞机能制造出来一个微小黑洞Mb1 ≥Mbm，

而能达到 Mb1 的寿命 b1和密度b1的要求吗？ 

首先，要看人类用于在对撞机上制造微小黑洞

的物质的密度o ，最高能够达到多少？我们知道，

中子星的密度1015g/cm3各种原子的密度，所有原

子中邻近的质子和中子之间的距离约为 10—13cm，

而所有物质的邻近分子之间的距离约为 10—8cm。 

第一；如果能够制造出来一个b1=1015g/cm3 的

微小黑洞 Mb1，其质量=？ 

按照公式(1a)和球体公式 Mb1=4πb1Rb1
3/3, 可得

出 Mb1= 0.87107107g 10 吨。将 10 吨的物质装上

对撞机上以约等于光速的速度对撞，也许是人类永

远不可能做到的。但是未来在太空中的飞行器对撞

能否做到呢？能达到接近光速吗？问题还在于，即

便 2 个飞行器在宇宙空间能以光速 C 对撞，在某一

瞬间，也是许多原子对在对撞，而邻近原子之间也

有 10—13 cm 的距离，需要以光速行进 10—24s 才能结

合呢。 

第二；再看，假设人类能够获得中子星物质

15g，再假设对撞机能供给足够的能量，能够制造出

来一个 Mb1=15g 的 微小黑洞，从表一中可见，其寿

命 b 只有 3.3310--24  秒。但是该制造物体的半径

Ro= 1.510--5cm，光通过 2Ro=310—5cm的时间需要

tb1=310—5 /C=10—15秒。因此，Mb1的寿命 b最低限

度必须 b1 > tb1=10—15s，才能完成一个碰撞过程. 可

见，Mb1=15g 的 微小黑洞是根本制造不出来的。但

是，即便制造出来了一个有 10—15s 寿命的黑洞

Mb1，根据公式(1f)，此时 Mb1 至少要达到 Mb1 > 

10kg。 何况o=1015g/cm3 的中子星物质是大自然中

超新星爆炸的极高的内压力形成的，人类未来能够

制造 Mb1 > 10kg 的中子星物质而能装上对撞机对撞

吗？答曰：极无可能。 

        第三；更有甚者，当微小黑洞制造出来之后，

它会大量的向外发射霍金量子辐射 mss，只有当外

界供给黑洞的物质多于快于所发射的霍金辐射时，

微小黑洞才不会很快消失而长大。 

       现在从(1f)式来看，τ b ≈ 10--27 Mb
3 (s) ，所以， 

        dτb =310--27 Mb1
 2dMb1              （3a） (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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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式表明一个黑洞在 dτb 时间内因发射霍金辐

射而损失的能量-物质的量 dMb1（dMb1 应该对应于

dτb的区间）。如果在 dτb时间内从外界供给黑洞能

量-物质的量 dMg > dMb1,黑洞就可能会因增加质量

而延长其寿命。现在仍然以上面的 Mb1=15g 微小黑

洞为例作一些估算。假设 dτb=其寿命的 1/10,即 dτb 

= τb/10（假设为前期）=3.3310--24/10 =3.3310—25， 

dMb1 = 1027dτb /3Mb1
2 =10273.3310--25/3152 = 

0.5g. 

但是，在对撞机上在 3.3310--25 的时间内能供

给该黑洞多少物质 dMg 呢？从球体公式 Mg = 

4oRo
3/3,得到， 

         dMg=4oRo
2dRo                                         (3b) 

         从表一可见，(3b)式中o=1015 g/cm3，Ro 应该

是黑洞的 Rb，即 Ro =Rb=2.210—27，dRo=Cdτb， 

于是，dMg = 41015(2.210—27)2C3.3310—25 

= 610—52g         

        可见 dMg<< dMb1                                                               (3c)    (3d) 

        (3c)式表明，即使 Mb1 制造出来了，外界能够

供给它的物质远远少于同一时间发射出去的霍金辐

射 dMb1。因此，Mb1根本不可能长成为一个 15g 黑

洞。 

        由(3a) 和 (3b)，令 dRo= Cdτb，R0 = Rb，一定

要令 dMg>> dMb1,于是，        

        4oRo
2dRo>  dτb /(310--27 Mb1

 2), 最后得， 

        o > 1027C3/(48G2Mb1
4) = 41070/Mb1

4        (3d) 
由(3d)式，当 Mb1 =15g时，o  > 81065g/cm3；   

当 Mbm = 10—5g 时，o >   41090g/cm3； 

当  Mb = 1026g 时，  o >   41034g/cm3； 

当    Mb1 =700g ，o >   1.71055g/cm3； 

如 Mb1 =1015g ，则o >   1.71010g/cm3； 
 (3d)式表明，即使在对撞机上已经碰撞出来小

黑洞 Mb1=15g，它也不可能成长下去。只有外界供

给物质的密度o > 81065g/cm3 ，或许 Mb1能勉强成

长。 
 

3-4*；其实上面的计算都是在假设的前提下真算的

结果，但还是仍然肯定了根本不能够制造出一个微

小黑洞 Mb1> Mbm=10—5g. 这证实了【I】节内黑洞

理论和公式的完全的正确性。 

第一；Mb1 = 15g的中子星密度的物质共有质子

和中子 n = 15/1.6610—24 = 1025 个。它们在对撞机

上碰撞时，是 2 个接近光速 C 的、半径为 R0 = 1.5  

10—5 cm 的球体碰撞，碰撞过程需要 R0/C=1.510—5 

/31010 = 0.510—15s. 如果 Mb1 已成小黑洞，其寿命

仅有 3.33 10—24s，根据(3d)式，只有供给物体的密

度o > 81065 g/cm3，Mb1 才有可能勉强存活。所

以，对撞机上无论如何也是碰撞不出微小黑洞 Mb1 

= 15g 的，只能碰撞出‘火球’。   

 
 表一：4 种黑洞（Mb1 = 700g，150g，15g，10—5g）的参数 b，Rb，b的铁定值和其它数值 
 

物体                    Mb1 (g),   o          Ro            b (s),              Rb (cm),       b                EeV (eV),            EkWh (kWh) 
                                       (g/cm3),  (cm),                                                    (g/cm3), 
1；普通固体金属  10kg    10        6.2           10—5                       1.510—23       71072              8.61027GeV           41011 

2；普通固体金属    700     101       2.56           3.33 10--19     10--25             1.71073      61026GeV             2.71010 

3； 白矮星              150     106
        3.310--2   3.3310--21      2.2 10--26     3.41078    1.31025GeV            5.8108 

4；中子星**            15      1015     1.510--5  3.3310--24         2.210--27      3.41082    1.31024 GeV            5.8107 

5；最小黑洞 Mbm    10--5   1093      10--33        10--43                1.610-33       1093           1019 GeV                  4.5102   

        **注：1；中子星的质子-中子之间的距离约为 10—13cm，与元素中的质子-中子之间的距离是相当的，

但是物质的原子之间的距离就相当大了，大约为 10--8 cm。即 1 项中‘普通固体金属’原子之间的距离。 

         2；只要黑洞的质量相同，不管是人造黑洞还是自然黑洞，其参数值 Mb ， b，Rb，b都必定相等的。 

 3；Mb1 ，o ，  Ro为对撞机上供给物体密度；R0为供给物体所需的最小球半径。 
  

第二；更有甚者，最关键的问题是在对撞机由

一对质子碰撞所产生的‘火球’，由于高温，不仅

不能使邻近粒子对与‘火球’互相吸引结合在一

起，反而互相排斥，根本无法结合长大成微小黑

洞。 

第三；上面假设是企图用中子星高密度物质在

对撞机上碰撞出来一个人造微小黑洞。无论是从以

上的计算和理论分析，其结论是人类也许永远也无

法制造出任何一个大小的‘人造黑洞’来。一些科

学家们之所以嚷嚷‘人造黑洞’忽悠人们，是因为

他们根本不知道【I】节中史瓦西引力黑洞参数互相

依存的全部公式，甚至将对撞机上可见的‘火球’

也误认为是黑洞。人们连宇宙空间 3 太阳质量的恒

星级黑洞都看不见，如果对撞机上出现了微小黑

洞，怎么能看得见呢？ 

第四；在现实宇宙中定能充分长大的最小引力

黑洞 Mbr1.  

        如在地球上或者其它星体中存在一个 Mbr1 黑

洞，其视界半径 Rbr1=10--8cm=普通固体物质原子之

间的距离，那它就定能够吞噬周围的物质而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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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r1 = RbrC
2/2G = 10-891020/(26.6710-8) = 

6.71019 g,   (3r) 
        其寿命br1 = 10--27 Mbr

3= 31032秒 ≈ 1025年，而

宇宙的寿命才 1.371010年。这个 Mbr1就太大了。  

 结论：由于 Mbr1= 6.71019g 的黑洞太大，人类

也许永远也不能制造出如此大能量的对撞机。 

第五；按照霍金的见解，即使一个 1015g 的微

型黑洞落入太阳中心，太阳也不会被这个小黑洞吃

掉，小黑洞的直径是 10--13cm，与太阳内核子的直

径一样。小黑洞可以在原子里存在很长的时间而没

有任何可被觉察的影响。事实上，被黑洞吞噬的太

阳物质在消失之前会发出很强的辐射，辐射压对外

部物质的推斥作用将限制黑洞的增长速度。被吞噬

的物质流与被释放的能量流相互调节，使得黑洞周

围区域就像一个极其稳定的核反应堆。这个有着

“黑心”的太阳将平静地继续着它的主序生涯，很难

察觉到它的活动有什么改变。[13] 

对上述霍金所说的 Mbo=1015g 小黑洞进行验

算。根据（ ）1d 式，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 

g2，Mbo 的霍金辐射 mss 的相当质量 mss≈710—24g≈

太阳内质子的质量。再从（3a）式，其寿命 τbo > 

100 亿年，dτbo =310—27 Mbo
 2 dMbo，令 dMbo=  

mss，则   发射一个 mss 所需的时间 dτbo≈ 10—20s，也

大概 ≈ Mbo 从太阳内部吸进一个质子的时间。可

见，霍金的说法是符合黑洞的规律的。 

        这就是说，如果考虑到黑洞在吞噬其周围的外

界物质而产生的高温对外部物质的推斥作用，即使

如(3d)的计算，制造出一个 Mbo =1015g 的人造黑洞

来 ，而o >   1.71010g/cm3；其寿命bo将达到 100 亿

年。就是说，连如此大和长寿命的黑洞也无法长

大，那些极短寿命的微小黑洞，即便能够制造出一

个来，也只能是‘不幸短命死已’，而根本无法长

大的。 

        第六；最关键的问题还在于：任何黑洞的形成

都是能量-物质的集中收缩和塌缩过程，表现为密度

加快增加的结果。而在对撞机上物质粒子的对撞过

程是许多粒子碰撞后的反弹飞溅爆炸和扩散的能量-

物质的损失过程，而碰撞所产生的高温“火球”还向

外大量地辐射能量。因此，在对撞机上投入的物质

再多，也只能制造出稍大的“火球”，无法做到使碰

撞后的能量-物质不损失而产生收缩使其密度极快速

增加而成为黑洞。 

因此，如要做到使许多能量-物质不损失而收缩

成为微小黑洞，唯一的办法只能是用极高的压力压

缩该团物质，而不是用物质的高速对撞。但是制造

微小黑洞所需的高压也是人类永远无法达到的，正

如制造微小黑洞所需的巨大能量的对撞机是人类永

远无法作到的一样。     

 结论：无论人类想制造出哪一种类型的微小黑

洞，都永远有无法克服的困难，因为人类的力量终

究是渺小的。黑洞只能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产物。 
 
【IV】。分析和结论： 

表一中列出的 Mb1 = 15~10kg 微小黑洞的各种

参数和外界对撞机供给物质所必须的性能参数。但

是没有任何一种类型的微小黑洞有可能在未来被人

类制造出来。人类充其量也只能在更大的对撞机上

制造出类似于比 RHIC 上稍大的“火球”而已，而不

可能制造出任何微小的史瓦西引力黑洞。进一步的

分析如下。 

4-1*； 本文中所有的计算黑洞的参数都是按照公式 

从(1a)到(1g) 各个守恒公式进行的。只有在作者推

导出新公式（1d）作补充后，黑洞理论才趋向完

善，各参数之间才有确定的关系公式从(1a)到(1g)。

只有符合这一整套公式的‘粒子团’，才是真正的

史瓦西引力黑洞。 

按照上面所提出的守恒公式，不管是自然界的

黑洞，还是人造引力黑洞，黑洞参数之间的关系都

有确定的守恒的单值关系。所有相同质量 Mb 的其

它参数值，Rb,Tb, b ，mss 等的数值都完全是一样

的相等的。因此，研究计算各种不同的人造黑洞的

参数值就是研究计算同等质量黑洞的参数值及其变

化。这就是各种黑洞生长衰亡的演变规律。[6][7] 
 
4-2*；由于黑洞的强大引力，黑洞内的光也被引力

束缚而逃不出黑洞，所以黑洞除了向外发射霍金辐

射之外，就无法从外面直接探测到黑洞的其它信

息。然而，直到现在，人们尚无法探测到黑洞的霍

金辐射，因为存在于宇宙空间的恒星级黑洞（质量

大于 31033 克）因霍金辐射太微弱而现在探测不

到。至于质量在 1033~1015 克的中等黑洞和质量小于

1015 克的微小黑洞在宇宙中尚无踪迹可寻 ，也根本

就不存在于宇宙中。[6] 而小于 1015 克的微小黑洞到

大于最小黑洞 Mbm = 10—5 g，人类也许根本永远也

无能力制造出来。这类微小黑洞只存在于我们宇宙

诞生的早期，随着宇宙的膨胀而消失殆尽，不可能

残存到现在。[6][7]    
 
4-3*； 质量 Mbm = 10--5g 的最小黑洞是宇宙中所可

能存在过的最小黑洞，我们现在的巨无霸宇宙就是

诞生于无数的这种最小黑洞的碰撞和合并。[6][7] 因

为其寿命极短，其湮灭的康普顿时间只有 10--43秒。

其温度达到宇宙的最高温度 1032k.因此，这种黑洞

是人类绝对永远无能力制造出来的。如果能制造出

这种黑洞就等于制造出来了新的宇宙。[6][7]   
 
4-4*；. 不存在质量 Mbm < 10--5g 的任何黑洞。因为

所有黑洞的最后命运都是因发射霍金辐射而收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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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m=10—5 g 的最小黑洞而解体消失在普郎克领域

Planck Era。在此领域，时空变成为不连续的，起作

用的是测不准原理。[10]广义相对论和现有的物体连

续运动的物理定律也会都失效。这是一个未知的人

类永远无法探测到的物理世界，在这个领域连质子

和夸克都不存在了。因此，根据经典理论所定义的

黑洞理论也会失效。[10].即便黑洞理论不失效，那

么，Mbm < 10--5g 的引力黑洞寿命将更小于 10--43

秒，温度将大于 1032k，这种黑洞是不可能在宇宙中

出现的。 

        因此，可以完全肯定的说，凡是宣称制造出

Mbu < 10--5g 的引力黑洞的科学家们都是在制造忽悠

大众的耸人听闻，他们都不是严谨的对黑洞理论经

过认真的研究和计算的科学家，他们所了解的黑洞

理论是残缺不全的，不知道所有黑洞参数之间的公

式，更不知道作者的新公式（1d）。 

真正的引力黑洞除了霍金辐射之外，是没有信

息向外发出的，也是不可能直接观测到的。而只能

间接地观测到其附近外围吞噬物质时所发财的 X 射

线。所以，那些在对撞机上所探测到的“火球”就必

然不是引力黑洞。 

        既然“火球”不是黑洞，‘火球’之间由于高温

而互相排斥使它也不可能在人类尽最大可能供给它

物质时长大收缩成为一个微小黑洞。   

       另一关键在于: 人造黑洞需要极巨大的能量。即

便制造一个 1000~10 克的微小黑洞所需的对撞机，

人类在相当远的未来也未必能够制作出来。 

         更为关键的是：这类微小黑洞的密度太大，寿

命太短，尺寸太小，而人类供给黑洞的物质粒子相

对于其短短的寿命来说，则须经过一个相对长的时

间和过程才有可能结合。比如上面表一中所示，一

个相当大的 700 克的黑洞，其寿命只有 3.33 10--19

秒，还要向外发射强烈的霍金辐射，而所供给最高

密度的中子星物质，邻近质子之间的距离为 10—13 

cm，它们以光速接近和结合也需要 310—24s 的时

间。因此，如果人类无法供给很高密度的物质粒

子，就是无论有多么巨大能量的对撞机都不可能使

微小黑洞继续存在和长大的根本原因。    
 

4-5*；如前面所述，在对撞机内物质粒子的对撞过

程中，粒子的高速对撞所造成的反弹反射是使大量

的粒子能量向外的发散和损失的过程，而高温“火

球” 的热压力也是能量的快速散射过程。还有，这

些向外发射的粒子和能量对外界能量-物质的排斥作

用会大为降低对外界能量-物质的吸收。而微小黑洞

的形成过程必须是能量-物质的聚集的过程。因此，

从本质上来讲，物质在对撞机上的碰撞根本就不可

能形成微小黑洞，而只能碰撞出高温的可探测的小

“火球”。而这个“火球”也只能维持大约 10--24s 的寿

命，因为人们所能供给的原子中中子或质子之间的

距离只有 10—13 cm，而在 10--24s 时间内碰撞出来的

‘火球’，只可能吸收到其邻近的几个或十几个中

子或质子而已。更巨大的对撞机所制造出来的稍大

的“火球”所存活的时间比 10--24s 不会长许多。因为

人们所提供的对撞的重金属物质，两个邻近的金原

子之间的距离大到 10—8 cm，因此“火球”的最长寿

命不会超过 10—8 cm/31010 =10--18s. 
 

4-6*；上面论证了人类用对撞机对撞物质粒子的方

法也许永远也制造不出来任何一种质量的微小黑

洞。 

        那么，对物质施加人为的极高压力，也绝无可

能制造出来真正的引力黑洞。下面(4a)式是物质粒

子团受外压力的公式， 

P = nT = T/mss
 [6][9]  (4a) 

太阳中心的压力已经达到约 1011atm，新星和超

新星爆炸时，对其残骸产生的内压力达到约 1024 

atm，残骸才能被压缩成为中子星，其密度只能达到

约 1015g/cm3。而要制造一个 Mb1=700g 的微小黑

洞，其密度须达到 1.71073g/cm3; 如果要想制造出

来一个最小黑洞 Mbm = 10--5 克，所需的压力相当于

将整个宇宙的物质-能量压回到成为一个 R=10—13cm

的质子，这所需要的极高的压力是人类永远也无法

达到的。  
 

4-7*；最后的结论： 

        1；恒星级黑洞 (>61033g)是自然界中巨大质量

星体的引力塌缩后所发生的新星和超新星爆炸形成

的。大于等于恒星级黑洞质量的黑洞存在于现今宇

宙中，而且能被探测到。这些都是自然界形成的

2；小于恒星级质量的黑洞而大于等于 Mbm = 10--5

克的微小黑洞是在我们宇宙诞生时和宇宙早期存在

过的。现在宇宙中已无这类黑洞存在的踪迹，[6]人

类永远没有能力制造出这类黑洞。3；而且即使能

够制造出来一个 Mbo=1015g 小黑洞，其寿命 τbo > 

100 亿年，根据霍金的论证，它也无法长大，只能

慢慢发射霍金辐射，最后消亡在普朗克领域。4；

而 Mbm < 10--5克的黑洞根本不可能出现和存在，因

为 Mbm < 10--5克的黑洞状态的物质已经进入普朗克

Planck Era 量子领域。在此领域，时空已变成不连

续的状态。广义相对论及其定义的黑洞理论均已失

效。[6][7][10]. 

所以，黑洞是大自然伟大力量的产物。因此，

所有各国科学家所宣称或者宣传制造出 Mbm <10--5

克的人造黑洞的消息都是耸人听闻或者别有用心的

假消息，是对非专业大众的欺骗或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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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Artificial Mini Black Hole May Be Not Manufactured By Mankind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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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Many scientis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did some alarmist talks  about “artificial black holes (BH)” 
over twenty years. In reality,  they might have the incomplete knowledge of black-hole theory until the new formula

（1d）-- mss Mb = hC/8πG = 1.18710--10g2 derived by author recenty, and they had no correct formulas enough to 
calculate out the exact parameter values of various real gravitational (Schwarzchild) BHs. Thus, they might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obscure the princip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al gravitational BHs and non-BHs. In 

this article, after a group of correct formulas included new formula （1d）can be applied to exactly calculate out 
every parameters of real gravitational BHs, it can be completely demonstrated that, any “ artificial Schwarzchild’s 
BHs ” will have no possibility to be manufactured out by mankind forever. 

【Key words】: artificial black holes; real gravitationa l(Schwarzchild) black holes; princip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real gravitational BH and non-BH； parameters on the Event Horizon of any gravitational BHs; artificial black 
holes impossible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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