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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膜圈说回采反冲力辐射原理 

---读蒋秀夫专著《粒子波动论》 

 

葛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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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即使有人批评“讲的完全不得要领”、“干点靠谱的事情”， 笔者也要把受到的思维训练讲出来：

如果蒋秀夫先生粒子波动论的微观反冲力作用原理能够成立，且与霍金的宇宙辐射原理、郭光灿的超

光速辐射原理是等价的，那么这三者结合，把蒋秀夫的反冲力作用原理称为蒋秀夫反冲力辐射原理（简

称反冲力辐射），那么也许就能够用反冲力辐射弦膜圈说，回采超对称理论超伴粒子之谜、全息对称解

信息丢失之谜、宇宙是自旋的极问之谜等开拓。[Academia Arena, 2010;2(8):61-78] (ISSN 1553-992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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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霍金辐射到蒋秀夫反冲力辐射说 

众所周知，反冲力运动属于一种宏观现象。例如春节孩子们放爆竹,，有一种叫“地老鼠”或“起花”的

爆竹，当火药急剧燃烧，生成的气体以很大速度从爆竹筒下端喷出时，爆竹筒本身就向上升起。根据中学物

理学的知识，我们知道，反冲力作用原理与动量守恒定律相关。当一个物体把它的一部分物体推离自己，

则它本身也会受到被推离物体反方向的推力作用，这通常叫做反冲力；与被推离开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的现

象，就叫做反冲运动。比如，火箭，喷气式飞机，都以反冲力作为动力，气体从火箭里高速喷出，火箭被反

冲运动。反冲运动和碰撞、爆炸有相似之处，相互作用力常为变力，且一般都都满足内力大于外力，

所以反冲运动可用动量守恒定律来处理。其次，在反冲运动的问题中，有时遇到的速度，是相作用

的两物体间的相对速度，这时应将相对速度转化成对地的速度后，再列动量守恒的方程。在反冲运

动中还常遇到变质量物体的运动，如火箭在运动过程中，随着燃料的消耗，火箭本身的质量不断在

减小，此时必须取火箭本身和在相互作用时的整个过程来进行研究。  

蒋秀夫的专著《粒子波动论》称，旋涡体是组成粒子的基本形状。蒋秀夫先生论述的是，把反冲力

作用原理运用到量子场论等微观现象。蒋秀夫先生说：“如何看待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怎样以人们能

够理解的方式论证洛仑兹变换方程和薛定谔方程？本书提出反冲力作用原理，对统一场论问题进行

了描述；对粒子波动现象的研究结果，导致了一个全新的量子理论。新理论用分析力学和研究方法。

导出了与牛顿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全部调和的理论公式”。蒋秀夫先生工作的单位在西安，是西

北水电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笔者至今不认识他，只知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他在《潜科

学杂志》发表过“涡旋论”的简述文章，所以笔者多年前曾在评论陈叔瑄先生《物性论》书里的涡旋解

释时，提到过蒋先生也有涡旋论；并说，从涡旋起源，探讨圈态三旋----面旋、线旋、体旋，是值得欢迎的。 

2010 年 1 月中旬，蒋秀夫先生突然打电话给笔者，说他要把专著《粒子波动论》寄来，当时笔者

正在研读郭光灿院士和高山著述的《爱因斯坦的幽灵----量子纠缠之谜》一书。笔者立马在电话中回话说，

他的反冲力作用原理也许是和霍金的宇宙辐射原理、郭光灿的超光速辐射原理是等价的。当月底，笔

者收到蒋秀夫先生寄来的《粒子波动论》专著。当认真读完全书，现在笔者的这种认识，不但没有

改动，而且更加强烈。笔者的意思是，即使有人批评“讲的完全不得要领”、“干点靠谱的事情”， 笔

者也要把受到的思维训练讲出来：如果蒋秀夫先生粒子波动论的微观反冲力作用原理能够成立，且

与霍金的宇宙辐射原理、郭光灿的超光速辐射原理是等价的，那么这三者结合，把蒋秀夫的反冲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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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理称为蒋秀夫反冲力辐射原理（简称反冲力辐射），那么也许就能够用反冲力辐射弦膜圈说，回

采超对称理论超伴粒子之谜、全息对称解信息丢失之谜、宇宙是自旋的极问之谜等开拓。下面是笔者基于在

《粒子波动论》一书的解答。  

 

蒋秀夫对反冲力辐射的一些经典的想法是，例如：  

1、106 页上说：在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力学所构成的理论框架中，通常是把物体的运动绝对地划

分为均匀运动和非均匀运动来研究的。一般认为在真空中物体的均匀惯性运动是一种理想的毫无阻

力的运动。然而，这种僵死质点在形式上的运动，是不能揭示运动在时间与空间中绝对不均匀的矛

盾性质的。均匀运动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达到相对均匀的。反冲力作用的波动力学原理指出：一切

粒子的运动都是在特定的、真实环境的参考系中进行的。可见蒋秀夫说的反冲力辐射，是从一种普

遍原理讲的，是弥补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力学需要匀速运动参考系的不足引进的。  

2、130 页上说：运动的带电球体是在反冲抛射物质中获得加速度的。带电球体外抛物质相对惯

性系瞬时合成速度的 大值是 C+V， 小是 C-V，它们共同制约着球体的运动状态，按几何平均值

原则，应该以（C+V）（C-V）的均方根的几何平均值描述球体受洛仑兹力的尺度。这是蒋秀夫巧妙

地把洛仑兹变换和狭义相对论的数学，变换结合进牛顿力学的高招。  

3、156 页上说：在磁场中垂直于磁力线放置的载流导线，由于电力线沿正电流或自由电子运动

方向平移，致使侵入导线两侧物质的数量不同。依据反冲力作用原理，按左手定则来判定载流导线

受安培力的方向。在通电导线周围，电力线沿正电流或自由电子运动方向平移，使只有按一定自旋

取向的“磁微子”才能停留在导线周围形成涡旋磁场。而具有不同的自旋取向的“磁微子”不是沿

电力线“爬动”侵入导线，就是离开导线，形成电磁场的自感和互感。这是蒋秀夫对反冲力辐射的

一处经典运用。  

4、155 页上说：如果我们把两个自旋相反电子所组成的光量子用电磁场描述，那么电磁场图象

就可以用交替变化的电力线和磁力线所组成的横波振动电磁场描述出来。就是说，粒子与空间同是

电磁场的负载者。这是蒋秀夫对反冲力辐射圈套圈奇妙的耦合、交变的运用；因为两个自旋相反的

电子对的运动，在数学图像上等价于一个圈图。这种圈图电力线的反冲力辐射，变换为磁力线圈图；

反之，圈图磁力线的反冲力辐射，又变换为电力线圈图。这种结耦与解耦同时共存共消的圈图，即

使各自有三种自旋---面旋、体旋、线旋，也不会受影响。  

5、17 页上说：反冲力作用原理是把物体看作是一个具有活力、新陈代谢的存在物，它初步揭

示了时间与空间与运动物体场源发生相互作用，由排斥运动转化为吸引运动的真实性质。这可以看

作是蒋秀夫对他的反冲力作用原理的总结。那么蒋秀夫、霍金、郭光灿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呢？ 

6、霍金说的黑洞辐射，是说黑洞外部附近的量子真空起伏，造成的一个粒子及其反粒子构成的成对粒

子，在彼此湮灭并 终双双消失前，如果可以在非常短暂时间内在真空区自然出现，这是在连续性“点外空

间”的一种负实数或者虚数的相对论一次量子化。如果这种成对粒子在黑洞边缘附近形成，其中的粒子在被

摧毁前可能掉入黑洞，那么这个粒子的反粒子则被搁浅在事件视界之外而从黑洞临近向无穷逃逸。这也被称

为“霍金辐射”。这里可见霍金辐射有两个特点：A、必须是临近黑洞或“点内空间”的有“界限”环境。B、

必须是负实数或者虚数的物质量子起伏，即虚粒子变化。所以霍金辐射是相对于有界，以及虚数说的。而反

观蒋秀夫说的反冲力辐射，就是相对于点外空间和实粒子说的；这里也许是无“界限”和实数物质空间环境。 

7、郭光灿说的超光速辐射，是说以单光子的双缝实验为例，当光子波函数到达感光屏后，测量将导致

光子波函数不再遍及整个感光屏，而是随机坍缩到感光屏上一个极小的空间区域中。实际上，光子被感光屏

上处于此区域的原子吸收了，并进一步导致大量临近原子的一种不可逆过程，这 终产生感光屏上的一个永

久记录。这种非连续运动联系量子隐形传输的超光速量子纠缠，郭光灿还说与“双贝尔实验”使爱因斯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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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原理的失效相连。即超光速辐射类似相对论的二次量子化。因为光子被感光屏上处于此区域的原子吸收

了，如果被看成类似量子落入“霍金黑洞”，那么它是分成两个过程演化的。一是，如果我们把从量子叠加

到检测屏上退相干的决定性结果的湮灭粒子，进一步导致大量临近原子的一种不可逆过程，看成类似黑洞边

缘附近形成的量子真空起伏，造成由一个粒子及其反粒子构成的成对粒子，在 终产生感光屏上的一个永久

记录前其中的粒子可能掉入“点内空间”，它的反粒子则被搁浅在“点外空间”，由于它也是虚数粒子，所

以这个“点外空间”相对它来说，也是“点内空间”。这里由于留下的正虚数粒子受到真正“点内空间”另

一侧正虚数粒子的排斥，而发生类似退相干“霍金辐射”的郭光灿超光速辐射。如果这是 EPR 量子幽灵发生

的量子移物隐形传输的图像，那么另一方面退相干湮灭的是实际的粒子，对整个实际的实验粒子和“点外空

间”来说，这也类似“点外空间”狄拉克量子海洋，落入检测屏中的湮灭粒子走了，自然在狄拉克“点外空

间”量子海洋一侧膜面搁浅留下一个“空洞”。如果设落入检测屏中的湮灭粒子为负虚数粒子，那么在狄拉

克“点外空间”量子海洋一侧膜面留下的那一个“空洞”也类似一个实数，被分为正、负两个实数粒子。“空

洞”这个负实数粒子的突然收缩消失，会进一步导致大量临近量子的一种不可逆的动力过程，造成相对论时

空允许的超光速辐射，这是又一种补充的相对论一次量子化图像。这里可见郭光灿辐射也有两个特点：A、

必须是间断或非连续运动的空间环境。B、既有实数物质空间被分为正、负两个实数粒子量子起伏的相对论

一次量子化图像，也有虚数物质空间被分为正、负两个虚数粒子量子起伏的相对论二次量子化图像。而反观

蒋秀夫说的反冲力辐射，也许是连续运动的空间环境，以及也许只有一种类似实数物质空间被分为正、负两

个实数粒子量子起伏的相对论一次量子化图像。 

其实，如果把蒋秀夫的反冲力作用原理与霍金的宇宙辐射、郭光灿的超光速辐射接上轨，一齐看作

是与量子起伏、不确定性原理、零点能涨落等性质相同的一种辐射，也许还可以把我国很多类似“以太

论”、“质变论”、“速变论”等挥之不去的物理创新，作统一变换的数学处理。这也用不着去妖魔化

当代前沿弦膜圈说。 

 

二、反冲力辐射与超对称理论超伴粒子之谜 

例如我国有人说，所谓“宇宙大爆炸”和“对称性破缺”的谬论甚嚣尘上，这实际上是当今科学向欧洲

中世纪“愚昧时代”倒退；当今的科学理论已经发展到头，它再也不能像 20 世纪那样为科技和生产力的蓬

勃发展提供宽广的理论平台。其实，这话不是全部事实。实际情况是，以实力强国重视工程实践，走成功科

技道路的捷径，国家经济繁荣，科技成果不少；走原创科学道路的探索，基础理论冒尖，高新产品会众多。

可见这两者都相得益彰，其秘密在于它们都重视操作的回采。其分歧在于，21 世纪的前沿科学正在迈入宇

宙极问时代，比如 近 20 多年来，中外科学家一直在合作建造模拟宇宙初期状态的以寻找宇宙 基本粒子

的加速器。如此而已的例子要理解的是，人工第一次达到如此巨大的能量，这是一个艰深的专业问题，也许

只能留待专业人士加以解决；其次这类项目耗资巨大，一个国家无法独立完成，往往采取多国合作的方式。

即各国做加速器实验虽然众多，但像做世界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的只有一个，也只能建一个。这让无数的科

学爱好者、创新者，陷入交换信息、读书的境地。反之，他们没有实验、结构信息的枷锁，说话放炮自然不

非气力。 

如果说霍金辐射、郭光灿辐射，说了也等于白说----因为霍金追随的弦膜圈说看似也不着边际，但以色列

科学家用霍金辐射对物理学回采，制造出了第一例真正意义上的“声学黑洞”，即已经探测到具有“霍金辐

射”性质的“声子”；郭光灿了解一些弦膜圈说，虽然他追随的超光速辐射重在对工程实践的回采，但已能

应用到国家的量子通信上。要知，虚超光速辐射早是印度物理学家森， 先开拓弦膜圈说的一个成果。蒋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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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也了解一些弦膜圈说，反冲力辐射说就比弦膜圈说更具有说服力吗？其实在实验检验的平台上说，蒋秀

夫辐射比霍金辐射、郭光灿辐射具有更多的缺环。霍金辐射和郭光灿辐射，只是存在界面和间断的特殊情

况，这种例子相对发生的少，且辐射的物质多为虚数物质，所以即使说了等于白说，也有回旋的功能。但蒋

秀夫辐射不同，它辐射的物质多为连续实数物质，其类似说的“磁微子”能测知吗？且蒋秀夫把反冲

力辐射从微观物体扩大到宏观物体，这些物体反冲力辐射的粒子能测知吗？所以真正意义上，反冲

力辐射更多的是一种量子信息描述，霍金辐射、郭光灿辐射也如此，弦膜圈说更是如此。我国一些不喜欢

弦膜圈说的人，喜欢把弦膜圈说推给西方，说只是西方科学家的创造，这是一场 大的误解。 

易经是我国古代的弦膜圈说，它的阴阳符号图象的表达，都是一些短的弦线的编码，这难道不是广义物

质辐射的一种量子信息的描述？又如国学自然发轫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是没竭”，其“捶”

类似一根弦杆。弦杆可以产生振动波，但更重要的是两端受力，既可以使出推力，即斥力，也可以

使出拉力，即引力。但如果把弦杆变换为弦线，虽然也可以产生振动波，然而斥力和引力的对称破

缺了，即弦线只可以使出拉力或引力，不能使出推力或斥力。这驳斥了有人滥用相反相成，认为有

引力必然有斥力，这不唯物辩证法。因为有引力没斥力的对称破缺，和有引力和斥力相互对称，两

者都存在，才是唯物辩证法；这些也才是国学自然弦膜圈说发轫比类取象的精髓。  

易经思维不仅起源于中国农耕文明，而且涉及更早的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那

时中国古人尚处于原始阶段，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居住无定，流动觅食，以及遇到的

如水旋涡、火旋涡、风旋涡等自然灾害、天文、气象、疾病问题，这些给中国古人思维留下的印记，

便是从运动观察运动，以动把握动，以动把握静。如《周易》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说辞

“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等“循环迭至”、“循环无端”，循环不是

简单一往一复的理解，这终将会悟一个“旋”的理论。这种“旋”，  这类环转、出入、上下循环，

正是国学自然弦膜圈说三旋运动的综合形式。马克思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

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这话启迪我们，仅仅依靠反复琢磨咀嚼前人

对易学思维那些玄虚的注解，是难以找到国学自然弦膜圈说发轫的真谛的。例如“民以食为先”，吃

饭、消化、排泄，生产，再进食，是一种循环，包含新陈代谢，那么口与肛门相通，人的活体也是

一个圈态。弦膜圈说回采国学自然，人这种圈态的反冲力辐射----吃饭、消化、排泄，生产，再进食

的人类宏观新陈代谢循环，难道没有类似微观粒子生命自旋辐射的缩影？  

中国本土人民在旧社会经历的压迫、剥削等苦难，发轫到 20 世纪初迎来了“民以革命为先”， 造就了

新社会。但“民以革命为先”发展到 20 世纪中叶大跃进，遇到的特大自然灾害，再次唤起与回归“民以食

为先”的以人为本的交融，使国学自然的现代弦膜圈说，有了唯物辩证法的新图像：“一尺之捶，日取

其半，万是没竭” 发轫比类取象的国学自然弦膜圈说，是既有物质无限可分的层子弦膜圈说，也有了

环圈三旋的量子信息编码的描述方法。可以说，这后者的物理学的数学公式，也有类似量子信息编码

的描述方法。例如，设旋转围绕的轴线或圆心，分别称转轴或转点，现给予定义：  

（1）自旋：在转轴或转点两边存在同时对称的动点，且轨迹是重叠的圆圈并能同时组织起旋转

面的旋转。如地球的自转和地球的磁场北极出南极进的磁力线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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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转：在转轴或转点的两边可以有或没有同时对称的动点，但其轨迹都不是同时重叠的圆

圈也不能同时组织起旋转面的旋转。如转轴偏离沿垂线的地陀螺或廻转仪，一端或中点不动，另一

端或两端作圆圈运动的进动，以及吊着的物体一端不动，另一端连同整体作圆锥面转动。  

（3）转动：可以有或没有转轴或转点，没有同时存在对称的动点，也不能同时组织起旋转面，

但动点轨迹是封闭的曲线的旋转。如地球绕太阳作公转运动。  

根据上述自旋的定义，类似圈态的客体我们定义为类圈体，那么类圈体应存在三种自旋，现给

予定义：  

（1）面旋：指类圈体绕垂直于圈面中心的轴线作旋转。如车轮绕轴的旋转。  

（2）体旋：指类圈体绕圈面内的轴线作旋转。如拨浪鼓绕手柄的旋转。  

（3）线旋：指类圈体绕圈体内中心圈线作旋转。如地球磁场北极出南极进的磁力线转动。线旋

一般不常见，如固体的表面肉眼不能看见分子、原子、电子等微轻粒子的运动。其次，线旋还要分

平凡线旋和不平凡线旋。不平凡线旋是指绕线旋轴圈至少存在一个环绕数的涡线旋转，如墨比乌斯

体或墨比乌斯带形状。同时不平凡线旋还要分左斜、右斜。因此不平凡线旋和平凡线旋又统称不分

明自旋。反之，面旋和体旋称为分明自旋。这样看来，涡旋仅是自旋中的线旋或线旋与面旋的组合；

而一般说的旋转运动，如果是自旋，主要也指的是面旋或体旋。分明自旋和不分明自旋统称三旋，

即面旋、体旋、线旋合称三旋。普朗克的量子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使得物体的刚性概念在微观

和高速的情况下，变得不够明确，已为三旋进入这些领域提供了立足之地。  

由于我国弦膜圈说正是有坚实的历史基础，所以回采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能测知、解答反冲力辐

射粒子的疑难。这正如有古人云：“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踏破铁鞋无觅

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1、安德鲁·华生《量子夸克》一书，提供如费米实验室等的碰撞实验，产生的粒子衰变或喷注现象的

大量实验事实和理论，就联系对蒋秀夫反冲力辐射抛离物质和侵入物质的说明。可以说，被抛离的物质

和侵入的物质就类似书中说的“海夸克”，而能发生反冲力辐射的涡旋体物质，就类似“价夸克”，或

称“组分夸克”。其实，弦膜圈说的弦、膜、圈，就类似价夸克或组分夸克，因为它们已经预设多出 0

维或 1 维的“价量”或“组分”。相反，能量、声子、玻色子等理论的点粒子描述，就类似“海夸克”，

它们本质是 0 维的，配上时间维度 1 才有了长度、速度的形象。再其次，也类似物质的质量与能量

的匹配，质量类似“价夸克”或“组分夸克”，而能量类似“海夸克”。 

2、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说，把物质的面旋、体旋运动和平移或偏离运动统一起来，要借助涡旋

体从中心到边缘，或从内到外的线旋运动，这必然需要能量守恒的说明。这就需要超导或超流类似的微

观超导或超流机制，这正是弦膜圈说的对偶性、超对称理论的优势。因为弦膜圈说的非弹性实验证明，价

夸克或组分夸克是属于费米子，海夸克的“海模型”是属于玻色子。如果理论上，把海夸克认定为是价夸克

的超对称粒子“超夸克”，把实验证明的正、负电子湮灭衰变生成的光量子或海夸克，认定为是电子的超对

称粒子“超电子”，在数学方程上，也是和超对称理论设想等价的。如罗向前教授及三旋理论的基本粒子质

量谱和胶球质量计算，其类似格点哈密顿形式解析方法也有结果；类似模拟海夸克对强子质量谱和矩阵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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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研究如被应用，那么当今的科学理论发展，会比 20 世纪为科技和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提供更宽广的实验

平台。 

3、什么是超对称理论呢？超对称是时空对称性如平移和洛仑兹转动的扩展。西方超对称的研究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引入弦模型，后来演化成超弦理论，开弦才提出闭圈，这是两类分开的带有超对称色

彩的简单数学模型。在超对称理论中，每一种基本粒子都有一种被称为超对称伙伴的粒子与之匹配。；。如

每种费米子都应有一种玻色子搭档，反之亦然。超对称自提出到现在已经 30 多年了，在实验上却始终未能

观测到任何一种已知粒子的超对称伙伴，甚至于连确凿的间接证据也没能找到，为什么？这不是自然界的错

或实验的错，而是物质、能量的点粒子理论描述的错。当然我们知道点粒子模型，费米子无论怎样转，

也转不出玻色子；玻色子也转不出费米子等超对称伙伴。但是如果明白点粒子和弦膜圈有一种图像对

偶性，那么，三旋圈态图像的超对称自旋的量子信息编码，可将这两类粒子联系起来。 

4、超对称的魅力源泉之一，在于玻色子与费米子在物理性质上的互补，这种互补性可以被巧妙地用来

解决高能物理中如标准模型的著名等级能标之间存在高达十几个数量级的差别；另一个美妙的性质是普通

量子场论中大量的发散结果，在超对称理论中可以被超对称伙伴的贡献所消去，因而具有十分优越的重整

化性质。其次，也给宇宙学常数问题及微观超导或超流机制的解决----超对称在什么能量上破缺带来希望。

如玻色子的零点能是正的，而费米子的零点能却是负的；玻色子与费米子的参数及自由度数都是严格对称的，

因此两者的零点能将严格互消。再其次，没有实验依据的超伙伴粒子，有许多对称性破缺的机制可以协调，

这类似弦杆在低能，引力和斥力也对称存在；但弦线在高能，也对称破缺不存在斥力。质量与能量的这类

精彩匹配，既有对称线性释放的质量大，配置的能量也大；也有非线性对偶质量分割小了，配置能量

反而用得大。这后者也为类似的“海夸克”反冲力辐射说，提供了数量上的保证。  

5、在弦论的 基本层次上，基本粒子被视为振动的弦而非点粒子。一段弦可以有许多谐振模式，不同

的基本粒子就被诠释为这些不同的谐振模式。但长期以来，物理学运用的是点状或球状模型，这也没有错，

因为那时的实验测量取得的数据，转换为数学量子信息编码描述就如此。而现在联系高能加速器、对撞机之

类的实验监测记录，获得的是基本粒子的能谱峰值图曲线，转换为数学量子信息编码描述，也许就是弦状、

膜状、圈状的波线起伏图像，而不全是点状或球状模型。 

那么解读 基本粒子的形态图像，到底是像什么呢？我们说，描述 基本粒子的弦膜圈说形态，就类似

我国古代智力玩具九连环套图像。因为在加速器实验中，我们看到的基本粒子，既然只能是用能谱峰值图曲

线来表达和分辨的，而这正与国学自然的弦膜圈说九连环套（N3）模型的计算图象相合。简单地说，九连

环套是个有“圈”环、有“膜”板、有“弦”杆结合的，能表达和分辨圈态结耦、解耦的典型模型，并且这

种圈群的组装也具有分形的自相似性质。这里如果把九连环套用的 N 数（N3）来表达各种基本粒子，看成

类似它们的圈态群落。它们的圈子组装就象九连环套一样，可以不被破坏地结耦和解耦，这样可以类比九连

环套中的密码数学：用 1 表示环在圈上，用 0 表示环从圈上脱下来，一个 N 数（N3）连环套，可以用 N 位

二进制数码的序列来表示它的解耦和结耦的每步信息，而一个 N 连环套结耦或解码密码无错的 少步数表达

的基本粒子，这实际构成一组密码研究的各式各样的数列。把 Un 步圈群结耦或解耦构成的 N 位二进制数列，

换成十进制数列，再去作图：用横坐标表示结耦或解耦先后序数步数（类似时间轴），纵坐标表示结耦或解

耦二进制密码变换成十进制的数码作图（类似能量轴），连此数码的点，将会出现一条象起伏不平的山脉一

样的曲线。这里的横坐标代表时间序列，而纵坐标呈现的能谱起伏曲线，正好反映的是各种基本粒子里面圈

群结耦或解耦运动编码的实际情况，即能量、物质、信息迁移的情况。 

所以利用这种能谱峰值曲线图，可以近似地掌握各种基本粒子里圈态结耦、解耦特征的反应情况，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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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从特殊的峰值上了解到是否出现了新的粒子，或何种已知的粒子？反之，九连环套弦膜圈说回采反冲力辐

射的超导或超流式流程循环的守恒，以及组分或价位的是与非，也容易理解。其次，九连环套虽是个

有圈有膜有弦的结合，但整体也可以简并看成是一个点粒子或球粒子。即复杂可以因角度需要变简单；简单

可以因角度需要变复杂。而且九连环套的弦膜圈结构和分形意义，还可以把电磁场与电磁相互作用看成类似

九连环套模型，其电力线、磁力线就类似九连环套的弦线、圈线。甚至还可以把弱相互作用加进来，九连环

套运行中的弦圈自然脱耦，类似弱相互作用的自然衰变放射性。进一步还可以把强相互作用、引力相互作用

加进来，即四种相互作用力都可以统一在类似九连环套模型的分形演变与操作上。 

6、如此看来，反冲力辐射说还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物质的结构信息的量子信息编码，物质的交换

信息的量子信息编码，到物理的数学描述的量子信息编码的实在论问题。也许 L·斯莫林的《物理学的困惑》

书中 252 页，提供了一种启示，和形象的解读。斯莫林说，17 世纪初，笛卡尔和伽利略做出了 奇异的发现：

你可以画一张图，用一个轴做空间，另一个轴做时间。于是，穿过空间的运动成为图上的一条曲线。即在时

间中展开的过程，被表现为以另一维代表时间的图中的一条曲线。也许这时的数学信息编码还说明不了什么，

我们换成牛顿时的数学信息编码：如结构信息是一列火车，在水平面一条笔直的铁轨上行驶，一次是做

匀速运动，另一次是做匀加速运动。交换信息是，要口头描述火车在铁轨上行驶的运动图像和速度

过程图像。物理的数学描述是，要能保证又能区别它们的实在。现在牛顿也画一张图，用横轴做时间，竖

轴做速度。于是，匀速运动火车在图上是一条水平直线，而匀加速运动火车在图上是开口向上的半边抛物

线，这显然和铁轨上行驶的运动图像不一致。难道这错了吗？不是，正确的物理数学量子信息编码，可

以和结构信息的量子信息编码图像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但本质都是实在的。同理，弦膜圈说是属于物

理数学的一种量子信息编码，它和真实的结构信息图像可以一致，也可以不一致，但本质都是实在一致

的描述。例如，麦克斯韦弦膜圈说回采安培的电子如微小电流环，法拉第的磁场如磁力线圈线等形象思维，

麦克斯韦把它们升级变换为著名的电磁场数学方程，从数学方程推论，麦克斯韦预言存在电磁波，

这是麦克斯韦认识到数学描述和真实结构的一致，但当时并没有发现电磁波，所以数学的推论暂时成

为隐秩序。但后来事实证明电磁波确实存在，这就是物理数学描述的生产力意义。 

7、同理，量子弦膜圈说的物理数学描述也类似一种隐秩序，也许连同反冲力辐射、暗物质、暗能量思

维一起，可成为现代版的隐秩序景观。甚至隐秩序难题，也许还能说明暗物质。据斯莫林的《物理学的困

惑》书中论述，隐秩序是一种老思想，起源于 20 世纪 20 年代德布罗意提出的隐变量理论。因冯诺伊曼认为

隐变量理论不可能存在，1932 年这个错误证明的发表，压制了隐变量的发展。到 20 世纪 50 年代，玻姆发现

冯诺伊曼的错误，才复活了德布罗意的理论。但隐秩序真正关键定理的进步，是 20 世纪 60 年代贝尔的一个

不等式方程对实验的推进。今天瓦伦提尼对隐变量理论已研究数十年，已成量子理论基础领域头面人物的科

学家，斯莫林说他还在写隐变量的书，而且硕果累累。斯莫林评论瓦伦提尼对隐变量理论做的新的重要修正，

“是那个理论在几十年来的第一次进步”。 

然而对暗物质、暗能量类似隐秩序研究的忽略，是费曼和少数科学家很早就意识到，也许能以隐秩序量

子现象为基础，制造量子计算机。而量子计算机的进步是可以破解现有的任何密码，那么量子现象的物理数

学描述，是否可以不用类似微积分的数学分析方程，而用密码学类似的物理数学描述呢？1959 年大跃进遇到

的特大自然灾害，“民以食为先” 吃饭、消化、排泄、生产、再进食循环比类取象发轫的国学自然弦

膜圈说，引导了把隐变量理论修正为环圈自旋的量子信息编码的三旋数学描述。圈态图像超对称自旋的

量子信息编码方法，在完成了“三旋规范夸克立方周期全表”和“三旋规范物质族基本粒子质量谱规律计算

表”后，推论存在类似暗物质、暗能量隐秩序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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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的简化是：既然是用编码的数学方法，编码有避错码就有冗余码。三旋理论对量子色动力学粒子的

编码，根据类似哈热瑞模型和帕堤模型的删除方法，得出的夸克立方周期表中的对照结果，可称为“合格码”，

它们仅占 62 种自旋态编码中极少一部分。即从环量子三旋规范夸克立方周期全表计算合格码和冗余码共约

162 个量子编码，合格码约占 24 个，剩下的百分之 85 是冗余码。这种按广义泡利不相容原理及夸克的味与

声的避错选择原则，如果定义物质为宇宙量子避错码，即把合格码对应四维时空中的物质，那么冗余码存放

在哪里的呢？也许暗物质就为宇宙量子冗余码，是类似“冷”放一边的“物质”，仅向外释放很少的能量，

而且它仅对于引力做出响应。 

如果环量子自旋编码能说明暗物质，那么把三旋图像引入数轴，也许还能解答宇宙快速膨胀源于点内空

间，即含有暗能量。论证的简化是：在任何一处数轴的点，用弦膜圈说的线旋图像，可揭示存在点内空间类

似的隐秩序，再结合国学自然“点内无内，点外无外”的宇宙描述，负引力类似来源于点内空间。 

 

三、反冲力辐射与全息对称解信息丢失之谜 

斯莫林在《物理学的困惑》书中说，暗物质、暗能量是 20 世纪末物理学上 重要的发现。而暗物质、

暗能量联系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说，也是解决反冲辐射需要更多物质和能量缺环的路子。况且，蒋秀

夫的《粒子波动论》一书虽然只有 186 页，却涉及到经典力学、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

子力学等四大力学很多重要的公式、常数和计算，不管它是精致还是简略，它是把反冲力辐射作为

一种大统一科学理论来做的。当代各种大统一科学理论，总的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形状入手和性质

入手。弦论、膜论、圈论等，属于形状类型；而且庞加莱猜想定理证明，不可能有比弦、膜、圈更简

易的几何图像。非对易几何、扭量理论、标度相对论、关系量子论、随机动力学、全息原理等，属于性质

类型。三旋理论虽然说的是性质，但它是以圈论作时空背景，所以属于前者。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说

虽然以球状、点状作基础，但它主要是取抛离和侵入的性质说事，所以属于后者。  

这里我们不想评论《粒子波动论》书中大量公式及其推导的正误，只想说，为什么反冲力辐射

说具有那么多的统一性？对比例子是黑洞研究。据斯莫林说，黑洞的火红其一是，原先科学家们是想认

识量子理论对引力波的影响，后来问题变成，反过来看引力对量子现象有什么影响？即研究量子粒子在引力

作用下的时空运动，这就第一个成功地预言了黑洞和膨胀的宇宙。这类计算引入黑洞视界、黑洞熵、黑洞温

度、黑洞辐射、黑洞收缩、黑洞信息丢失、极端黑洞、黑洞与膜、黑洞与额外维等问题，使黑洞研究非常精

彩。这是将量子论放入类似“点内空间”的方法。其二是反过来，克兰、特胡夫特等科学家认为，量子理论

不是一个系统的静态描述，发生在我们常想象为空间的某个区域里的每个事件，都可以表示为发生在包围那

个空间的曲面上。这就是特胡夫特提出的所谓“全息原理”。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

说，提供了解决黑洞信息丢失等重大疑难问题的很多遐想。  

1、不管惠勒、彭罗斯、霍金、贝肯斯坦、马尔德西纳、克兰、特胡夫特等研究黑洞多么成功，他们

研究的范围，都没有超过黑洞内和黑洞边界。相对蒋秀夫来说，他们研究的类似“点内空间的反冲力辐射

版”。反过来，蒋秀夫研究的类似“点外空间的全息原理版”。而且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是真正含有

合适“全息照相”，类似的空间相干性和时间相干性的连续“光源”---这就是“辐射”，如果和激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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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那么物质的信息，就会大量保存在“点外空间”的各种面上或膜上。正如克兰所说，将宇宙一分为二

的每一种方式，都联系着一个量子力学描述。这些量子态不是存在于这个或那个区域，而是存在于它们之间

的边界。克兰所指的是信息或量子信息。这也许就是霍金辐射和蒋秀夫辐射的结合地带，他们把宇宙一分

为二成点内空间和点外空间两个区域。 

2、把信息或量子信息描述，引进点外空间，也许更能自圆其说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说。众所周知，

宏观世界里的人和动物的运动，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反冲力辐射的东西。但如果把人和动物的运动，

看成是受信息或量子信息“反冲力辐射”的驱使，信息是有形又是无形的，自然也还是说得过去。  

3、不说信息“辐射”，就说物体的先验图像与经验图像，也是分成质和能两部分的。物体的质

能匹配类似分为五个层次：A、原子；B、原子核；C、质子和中子；E、夸克；F、弦。能量和质量

的匹配在这五个层次变得很复杂和多样；在原子层次以下的粒子，它的质量和能量的匹配情况大致

是：原子系统的总质量是 10 乘 11 次方 eV，组元的动能是 10 乘 3.5 次方 eV；原子核系统的总质量

是 10 乘 11 次方 eV，组元的动能是 10 乘 7 次方 eV；质子系统的总质量是 10 乘 10 次方 eV，组元

的动能是 10 乘 10 次方 eV；夸克或轻子系统的总质量是 10 乘 10 次方 eV，组元的动能是 10 乘 15

次方 eV。所以在微观不说辐射“质量”粒子，就是辐射“能量”粒子，反冲力辐射也是很可观的。

那么“能量”算不算粒子？斯莫林说，能量的图像是类似金属的振动和声波。声波在金属内传播的速

度也是。量子力学中波粒对偶，意思是每个波都伴随着一个粒子。反过来也是对的：每个粒子都伴

随着一个波，包括在金属内传播的声波的粒子，它叫声子。声子不是基本粒子，当然也不是构成金

属的粒子，但声子仍然还是粒子。它具有粒子的一切性质，它的行为和量子力学规定的任何粒子应

有的行为是一样的。即声子或能量粒子既像海夸克的多，又像激光的波。 

4、所谓全息原理或全息照相，这是伽伯早在 1948 年的发现，由于没有合适的光源难以实现。到上世纪

60 年代出现的激光，具有很好的空间相干性和时间相干性，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光源。因为全息照相和普通照

相原理完全不同。全息照相在记录物光的相位和强度分布时，利用了光的干涉：引进一束与物光相干的参考

光，使这两束光在感光底片处发生干涉叠加，感光底片将与物光有关的振幅和位相分别以干涉条纹的反差和

条纹的间隔形式记录下来，经过适当的处理，便得到一张全息照片。所以全息图不是别的，正是参考光波和

物光波干涉图样的记录。反过来全息照片的物光波前的再现，是利用光波的衍射，用一束参考光照射在全息

图上，就好像在一块复杂光栅上发生衍射，在衍射光波中将包含有原来的物光波，因此当观察者迎着物光波

方向观察时，便可看到物体的再现像。 

5、再说黑洞信息丢失，所谓信息不丢失，是说信息守恒。分歧在于信息守恒，是指类似点内和点外这

两者的对等？还是指类似点内和点外这两者各自相等？黑洞信息丢失疑难的产生，是 1974 年至 1976 年霍金

研究黑洞外的量子力学，发现黑洞不仅能够吸收黑洞外的物质，而且能以热辐射的形式向外“吐出”物质。

这种量子力学辐射现象，被称为霍金蒸发或霍金辐射。根据霍金的蒸发理论，黑洞在向外蒸发物质的同时，

温度也随之升高。这样黑洞不断地向外蒸发物质，它的温度越来越高，蒸发越来越快， 后将以大爆炸的形

式向外吐出所有的物质而结束它的生命。因为黑洞向外蒸发物质是热辐射过程，人们无法从被辐射出来的物

质中提取形成黑洞物质的任何信息。 后黑洞也不见了，在黑洞的形成和相继的蒸发过程中，信息也丢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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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信息丢失与量子力学告诉的任何物理演化过程应该满足因果律：信息是守恒的，即与信息不可丢失相矛盾。

所以大多数物理学家不承认霍金的观点，相信在黑洞的形成和相继的蒸发过程中信息是不丢失的。他们的观

点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引力的全息原理被发现后得到了加强。1993 年特胡夫特提出引力具有全息性质，

1994 年萨斯金德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引力的全息原理是说一个引力体系（如黑洞）能被量子场论所描述；

而在量子场论中演化是应满足因果律的，信息是不丢失的，因此与它等价的引力理论也应该是满足因果关系

的，信息是不丢失的。但引力全息原理和超弦理论一样，并没有把破解黑洞信息丢失之谜说清楚。 

6、2004 年霍金在都柏林第 17 次广义相对论研讨会上宣布，他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黑洞信息“丢失”之谜，

这是通过用欧几里得路径积分方法研究了拓扑平凡的路径（不包含黑洞）和拓扑不平凡的路径（包含黑洞）

后，发现黑洞演化是满足因果律的，信息是不丢失的。1976 年霍金又提出与这种分析方法不一样的基于马尔

德西纳 新的黑洞与膜、弦规范对偶描述的研究，认为假如经过很长的时间段，黑洞完全蒸发时，量子物理

学 基本属性的幺正性和信息都能被令人满意地保存在中间阶段，那时黑洞仍在蒸发，将出现信息丢失的情

况。但是这一分析，没有说明被令人满意地保存的“信息”，是物体落入黑洞视界之前的“信息”，还是落入

黑洞视界之内到“点内空间”之前的“信息”，或是消失在黑洞视界之内的“点内空间”之后的“信息”。2009

年中科院武汉物数所博士研究生张保成、蔡庆宇副研究员、访问教授尤力博士以及詹明生研究员合作，也提

出一种黑洞信息丢失之迷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对于黑洞隧穿谱而言，以前的物理学家认为辐射之间不存在

关联，即不论初态是什么，都将确定地演化为热态。热态意味着辐射之间不存在关联，而且整个辐射过程中

伴随着熵增。但他们在黑洞辐射作为隧穿的图像下，利用统计力学和量子信息的基本理论，使用标准的统计

力学方法，证明黑洞隧穿辐射过程，是辐射之间存在关联，证明辐射之间的关联可以携带信息，黑洞辐射整

个过程中熵严格守恒。 

7、以上解决黑洞信息丢失之迷的说法也许过于高深，也使人迷糊。而用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说，却很

明白：反冲辐射说类似全息照相术，发生在黑洞区域之外或之前的每个事件的信息记录，因为有反冲辐射的

类似激光效应，都可以保存在黑洞区域之外确定的表面或边界上。反之，在发生在黑洞区域之内或之前也成

立。它们记录的是宇宙的一个子系统通过相互作用可以获得的关于其他子系统的信息，即类似点内和点外信

息守恒，两者各自相等，信息不会丢失。那么，霍金在认识黑洞信息丢失上面，有没有错呢？错是有的，例

如他还分不清楚黑洞外与“视界”到“点内空间”类似实数和虚数的不对易。即黑洞吞噬的一切，一旦进入

“点内空间”就成了“虚数”信息。这个逻辑可类比人的一生，生和死应是一个整体，死亡只类似进入的是

一种虚实生死界、正负阴阳界。把活人类比复数，是偏重实数的；生前死后类比复数，是偏重虚数的。所以，

人们无法从被辐射出来的物质中提取形成黑洞物质的任何信息，是自然的。道理类似，谁见过宗教、巫师编

撰死人在“阴间”的“神话”、“鬼话”，在现实社会上是可以随处验证的？ 

所以霍金的信息丢失理论，是与 20 世纪两大物理学成就量子力学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不矛盾，是

等价的。量子力学告诉人们，任何物理演化过程，在实数空间（或“四维空间”）和虚数空间（或“点内空

间”），各自分别满足各自的因果律和信息守恒的，各自信息的性质是不可“丢失”的。这正类似科学和宗教

在现实社会上，并不产生矛盾，因为科学的真话、假话，还是等于科学的真话、假话，信息是守恒的；宗教

的“神话”、“鬼话”，还是等于宗教的“神话”、“鬼话”，信息也是守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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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冲力辐射与宇宙是自旋的极问之谜 

将“膜”面比作纸，用一张正方形的纸片做一个风灯车风筝，解说蒋秀夫的粒子波动论的微观反冲

力作用原理的实物模型就类似有了。风筝风灯车的做法是，沿着正方形纸片的两条对角线，从每个顶角

向中心剪开三分之二的长度，然后按顺时针或反时针次序，把半个顶角的纸片卷起来，让纸角尖在中心上

面重叠粘贴住，再在上下两个中心点钻好孔，穿在一根细长棍的一端，并使纸片风灯车风筝能够在轴上转

动，和不会上下移动。这种纸风灯车风筝是弦、膜、圈的结合，水平或垂直运动能转动；固定下来，有风

或气流经过，也能转动。由于顶角纸片卷曲的顺序不同，旋转的方向也可左、右两种旋转。 

《粒子波动论》一书开篇就说：宇宙中在各个阶梯，各个层次上不同规模的旋涡体是组成粒子

的基本形态。旋涡体类似太阳系的扁平状天体，它的黄道面是旋涡体与外界进行物质交换 活跃的

平面。作旋涡运动的物质微粒，当它们切线速度大于逃离轨道速度时即被抛出。这里旋涡体外抛的

高速运动质点，是由旋涡体内物质内能释放条件下产生的，这其中包括化学反应和其它“核”反应

等。旋涡体不断与周围环境发生物质交换，当侵入旋涡体物质相对加强时，由于旋涡体内能释放而

抛离物质的质量亏损造成的反冲，使旋涡体沿指向侵入物质相对加强的方向作偏离运动。  

以上，是蒋秀夫开篇就把旋转与平移统一起来的论述，并且也许还是暗示平移起源于旋转抛离

或吸入物质微粒的不对称，或对称破缺。这是对陈叔瑄先生的《物性论》一书的发展。但旋涡体抛

射物质的反冲“吸引”运动，仅仅是只产生与黄道面垂直方向上的与周围环境发生物质交换的线旋

或涡旋吗？它是否也许还是旋涡体自旋或我们叫面旋的起源因素呢？蒋秀夫全书始终回避这个问

题。但从《粒子波动论》一书 129 页、130 页、132 页的无自转带电球体在磁场中运动受洛仑兹力

作用、同向自转带电球体在磁场中运动受洛仑兹力作用、“反向自转”带电球体在磁场中运动受洛

仑兹力作用等三组图示可看出，在带电球体的切面上除了有沿电力线方向平移的运动外，还有圆周

各处的电力线，从与过圆切面的轴线的平行延伸，到完全与过圆切面的轴线成一个夹角的方向的延

伸，这是与风灯车风筝的叶片，向左或向右向偏斜相似，所以无自转带电球体在磁场中运动受洛仑兹

力作用、同向自转带电球体在磁场中运动受洛仑兹力作用、“反向自转”带电球体在磁场中运动受

洛仑兹力作用等三组图示，活生生像个简易风灯车风筝的示意图。  

1、为什么我们一直要纠缠这种自旋的起源呢？因为这个问题是与背景相关？还是与背景独立？一直没

有认真的解答。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宏观物体不存在自旋，它们的旋转运动都需要外力，外力停

止，旋转也会停止。所以只有微观物体，自旋才可能成为内禀性质。即汤川秀树也没有说明自旋的起源。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物理学家维克多·威斯考伯认为，万物为什么都要旋转？因为万物旋转的可能比不旋

转的可能大，所以万物要旋转。也有人认为，固体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流体，而流体的涡旋运动是来

自物质结构的不均。而杨振宁教授提出的一个猜想是：自旋是一种“结构”。但自旋到底像个什么结构？杨

振宁也没说。 

弦论走到了庞加莱猜想，已证明弦论、膜论、圈论等形状类型的统一科学，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

进一步可以证明弦膜圈说，是背景独立的理论。众所周知，宇宙间从已知的 小物质夸克到 大物质星体

都在旋转，因此可以说，整个宇宙都处于旋转之中。此外，自然界中还可以普遍观察到流体的涡旋运动，

而宇宙中 99%以上的物质是流体，可见涡旋运动在整个物质世界中也占着重要的位置。一般固体的旋转与

流体的涡旋不同，但也有共性，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可以问：为什么万物都要旋转？一个简单的证明，是自

旋必需有两个界面的运动条件，弦膜圈说把宇宙分为点内空间和点外空间，已构成有两个界面的运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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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能量守恒、动量守恒提供了量子起伏、量子涨落、不确定性原理、超导、超流等事实，为自旋准备

了物质基础，就差一个反冲力辐射原理了。  

2、但反冲力辐射原理还是个背景相关的理论。所以蒋秀夫一直回避这个问题；但《粒子波动论》

全书却始终从电子、原子等实际现成的物理现象出发，结合抽象的反冲力现象推证现成的物理公式

和常数，这是很有意思的。蒋秀夫不谈自旋，只谈反冲，这涉及电子、原子等物质结构，必然要分

“组分”粒子和非“组分”粒子。即产生反冲结构的粒子是有“个数”可数的，而被组分旋转粒子

抛射的物质，其微粒的“个数”是可不数的。蒋秀夫从反冲结构的组分“个数”能转移到热力学和

统计力学的联系上，这是对张学文先生的《组成论》一书的发展。《粒子波动论》全书 后集中到

的二氧化硅单晶面过程图，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但蒋秀夫没有说明为什么类似二氧化硅单晶面六边

形会与三条弦线有关？这里，蒋秀夫有难言之隐，首先微观电子的自旋物理图像，和宏观物体的自

旋图像是不同的。也许泡利把这看成了“隐秩序”，而失掉对电子自旋发现的首创权。研究这段微观物

质自旋发现史，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是论证宇宙自旋的一个基础。  

3、获得 1945 年诺贝尔奖的泡利，其失误不是太保守，而是太激进。泡利对自旋的反感，不情愿地接

受，深层次的原因是，电子自旋，的确不能用经典动力学的球体模型来描述，而急于把经典力学从新物理学

中清除出去；对经典力学的警惕几乎成了他的下意识，因此他才把电子自旋概念称为“新的异端”。在物理

学基本图景上，泡利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要研究微观现象，就必须与宏观的经典理论一 两断。他说需要

用明确定义的电子轨道和力学模型来当作拐棍的人，是衰弱的；物质粒子自旋二值性困难纯属量子特性，引

入经典力学的概念无济于事，不管这概念有多么精巧；相对论式的双重线公式毫无疑问地表明，不仅是经典

理论中的力这一动力学概念，而且还有运动这一运动学概念，都必须经历深刻的修订；任何概念都有某种图

像这种观点，即使部分地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这种要求也还是不能在物理学中，被当成一种保持固定的

概念体系的论据，因为一旦概念体系被弄清楚，新的概念体系也是会有图画性的。 

有人说，科学的发展既有“革命”，也有“改良”，何况“革命”也有多种形式，谁能否认旧瓶装新酒

不是一种革命呢？在扑朔迷离的电子自旋假说非常时期，对比年长的爱因斯坦、玻尔、埃伦费斯特等人，虽

然也清楚经典理论与量子理论的深刻差别，但他们也许比年轻的泡利更讲求持平折中一些。而泡利对自旋电

子图像的态度转变，是随着抽象的数学符号如 ψ，及对应于三维空间中的旋转群的数学特征函数，取代了因

形象生动具体的旋转图像的局限之后，人们的观点达成了广泛的一致。其次，电子的自旋概念，是分为三个

部分的：（A）很难设想球状的没有旋转角动量的电子的旋转；（B）存在一个在给定方向上的±1/2 角动量；

（C）存在一个磁矩为２的角动量。泡利接受的是第二和第三部分，不接受第一部分。从弦膜圈说看来，这

是对的。泡利全盘否定电子自旋在因子２问题解决之后，并把第一部分也作为暂时性的模型接受下来。那么

泡利是否知道量子力学，已经产生了一种迥异于以往的全新的情形呢？我们认为没有。道理是，发展了的电

子自旋假说不能包容经典图像。 

宇宙间所有已知的粒子可以分成两组：组成宇宙中的物质粒子的自旋为 1/2；在物质粒子之间引起力的

自旋的粒子为 0、1 和 2。泡利在 1925 年发现的物质粒子服从的泡利不相容原理，起因于 1922 年泡利开始

研究的反常塞曼效应。1924 年泡利发现原子的角动量只能来源于外层电子，否则塞曼效应分叉的宽度，就将

依赖于原子序数，而这与事实不符。泡利还提出了四个量子数的思想，并致力于四个量子数与壳层电子排列

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此外，他还发现，其中一个磁量子数只能取＋1/2 和－1/2 两个值。他不知道该量子数的

物理意义，只把它归于一种特殊的、经典理论无法描述的“二值性”。泡利在 1924 年也曾指出，自旋是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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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粒子的特性，他用核自旋的假设，去解释光谱线的超精细结构的道理是，对复合核而言，可以预期存在一

个非零的总角动量。他反对单个电子自旋的理由则是，当电子以可与光速相比的速度旋转时，其磁矩必然随

粒子质量的相对论性增大而增大，且角动量也不会保持恒定。原子核的质量远大于电子的质量，角动量的数

量级也为ｈ/2π，因此其旋转的表面速度远小于光速，磁矩也可恒定。但电子不会有非无限小的恒定的角动

量，再加之因子 2 问题，泡利便拒绝接受电子自旋概念。也许这正好帮助泡利在 1925 年正式提出了不相容

原理。 

推出电子自旋假说的克勒尼希，也在下很大功夫研究反常塞曼效应和全部光谱学理论。但在量子力学产

生以前，经典力学赖以讨论自旋的唯一基础的模型语言，只能被刻画为电子绕其轴旋转。1925 年当克勒尼希

看到泡利表达四个量子数和不相容原理的思想，立刻想到经典力学自旋模型，可以被认为电子的内禀角动量

是隐秩序。据此克勒尼希导出了相对论线性公式，并得到了双重谱线分裂的Ｚ4 比值。这一结果完全符合实

验数据，也与朗德半经验的相对论分裂法则相一致。但为了不与索末菲已经作出的完整解释的类氢光谱的精

细结构的实验事实相矛盾，克勒尼希把希望寄托于轨道在其平面上的相对论性进动，和电子在轨道方向上的

内禀磁矩的作用的相互补偿上，即各能级具有不同的轨道角动量而有相同的总角动量。原子数的四次幂比值

支持了这一观点。但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由于反常旋磁因子为 2，因此双重线分裂的计算结果，总是比实

验值大一倍。尽管如此，他仍认为电子自旋隐秩序是一个令人着迷的想法，虽然还没有想到现在的圈态三旋

图像。 

1925 年乌伦贝克和古兹密特在其导师埃伦费斯特的支持下，也独立地引入了电子自旋的概念。他们指出：

具有四个量子数的电子同时也具有四个自由度，泡利的量子数就不再局限于他原来的模型描述，分配给单独

电子的四个量子数也失去了它们的原始意义。1926 年 4 月，托马斯又成功地用相对论处理了因子 2 问题，指

出在把核静止而电子运动的坐标系，转换为电子静止而核运动的坐标系时，应考虑电子加速而产生的磁场，

故自旋轴的进动角速度，应作相应的修正，因而其进动率应当是原来计算的一半。1927 年泡利开始把电子自

旋概念纳入了矩阵力学体系。1940 年泡利又证明，引入自旋概念是出于量子场论的需要。这样，自旋成了所

有粒子的基本参量。 

4、其实泡利不相容原理的所谓生命，用弦膜圈说回采宇宙间分成两组自旋的所有已知的粒子发现，如

要轻松自如，物质粒子必须类似三旋圈态。论证的简化是：泡利不相容原理是说，两个类似的粒子不能存在

于同一个态中，即它们不能同时具有相同的位置和速度。有人说，不相容原理非常关键，是因为它解释了为

何物质粒子，在自旋为 0、1 和 2 的粒子产生的力的影响下，不会坍缩成密度非常之高的状态的原因----如果

物质粒子几乎在相同位置，则它们必须有不同的速度，这意味着它们不会长时间存在于同一处。如果世界创

生时不相容原理不起作用，夸克将不会形成不相连的、很好定义的质子和中子，进而这些也不可能和电子形

成不相连的、很好定义的原子。其实这从分离来规定自旋，而弦膜圈说也能自然说明： 

联系类圈体三旋模型，对泡利不相容原理能作出更为直观的解释，这是由“圈体”所含的特殊性引起的。

因为如果面旋指类圈体绕垂直于圈面的轴的旋转；体旋指类圈体绕圈面内的轴的旋转；线旋指类圈体绕圈体

内中心圈线的旋转，那么精彩的是，体旋所含的多点不相容性，能对每个电子轨道圈 多只可以容纳两个自

转相反电子的泡利不相容原理，给出一种新的证明。这就是如果该轨道圆圈作三旋，虽然面旋和线旋都能容

纳多个电子，但作体旋，如决定一根圆圈面内的轴为转轴，排列在圆圈轨道上的所有电子作体旋而垂直转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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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径，会出现从小到大对称的排列，中间 大的直径只有一条，只能容纳一对运动方向相反的电子。如果

保持该轨道上所有电子的体旋能量的一致性，其余的电子必然要发生分离。 

但这里泡利不相容原理和弦膜圈说只能证明需要自旋、需要分离、存在自旋，不能说明自旋的起源。那

么蒋秀夫的反冲力作用原理能说明自旋的起源吗？也还不能。反冲力作用原理似乎主要说明，物体向外抛射

物质后会类似留下“虚空”，虚空的吸引力似乎使原物体有一个向后的坐力，即有一个向后的平移运动，这

类似一种隐秩序。即反冲力辐射说能说明一种平动的起源，这种平动的起源与风灯车风筝类似的弦膜圈说结

合，似乎能够说明自旋的起源和宇宙自旋的原因。甚至能说明泡利反对单个电子自旋的理由的局限，这是反

冲力辐射说的 伟大之处，它解答了自旋的对偶性。即电子自旋泡利设想的或测量到的光速运动，也许只是

一种显秩序的自旋----是电子反冲力辐射物质的速度，而任何隐秩序的自旋都比光速小，这经典能量守恒、

动量守恒公式就能推证的。它也为自旋的起源提供了一种背景相关性，即只要弦膜圈说是背景独立的，微观

单独的粒子就能产生自旋。因为一张单独的“膜”能轨形拓扑为类似风灯车风筝结构的粒子，而只要有风灯

车风筝结构类似的粒子，就会像自然界中风灯车风筝一样会旋转，不管它的质心是静止还是平动。 

5、也许有人会说，东北刘老根大舞台“二人转”标志性的旋转手帕的招牌动作，没有蒋秀夫的反冲力

辐射现象或没有蒋秀夫的反冲力作用原理，“二人转”用的手帕也能旋转，能说明弦膜圈说的背景独立和反

冲力辐射说相关吗？能！东北“二人转”标志性的旋转手帕与风灯车风筝类似，是典型的弦、膜。圈结合的

课程设计模型。例如，手帕对应膜。手指、手臂或手里拿的棍子，对应弦。人是口与肛门相通，对应圈。是

人体及大脑这个圈态，向手臂、手指、棍子的“信息”辐射，通过一点传给手帕，使手帕发生了旋转。这里

与风灯车风筝类似的涡旋体不同，涡旋体是边缘向外“辐射”，“二人转”旋转手帕是从中心点向内“辐射”，

再从边缘向外“辐射”。而且，蒋秀夫说的涡旋体有两类模型，一种类似水池里的漩涡，是从涡旋体中心的

外面到中心的内部再到边缘的立体的漩涡。一种类似二氧化硅单晶面六边形的从中心到边缘的涡旋，是

平面螺旋型的涡旋体组成的结构。这种平面螺旋型涡旋体，为什么多为三条螺旋线或三个中心圆圈开始螺旋

组成的结构？蒋秀夫没说。但用弦膜圈说的背景独立来研究，就很自然。虽然平面螺旋型涡旋体可以是一条

螺旋线的，如蜗牛背壳上的螺旋线。也可以是两条螺旋线的，如两条螺旋臂的银河系。也可以是多条螺旋线

的，如平面极限环式的水旋涡、火旋涡、风旋涡产生的粒子流线。但从分形分维的自相似上说，如果弦膜

圈说是背景独立的，那么唯有三条边才能组成一个三角形，唯有三个圆圈才能组成一个新圈。 

这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三旋理论用弦膜圈说模型而不用球量子模型，为解释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

模型的矛盾发现的新思路，例如相邻的圈子只交一次，要组成一个新圈，就象组成三角形要三条边一样，至

少要三个圈子。用此规则联系分形的自相似嵌套性质，取一个半径为 Rn 的大圆作源多边形和生成线，即作

圆内接正三角形，再取内切于该正三角形的小圆，可在平面上画一个有自相似嵌套结构的图形。构造的规则

是每一级的圆圈由三个相同的小圆圈组成。三个小圆圈的耦合相交，用它们之间的相切近似代表，并表示新

一级的圈所能构成的 大内空限度。这样小圆圈的半径与前面的大圆圈的半径 Rn（n=1、2、3…）的关系，

其公式有初中数学水平的人都能推算得出来。按此方法作图，如此变形下去，随着变形的进行，会发现小圆

圈不但向外扩展，而且还向中心位置堆积，以及在其周围形成等级式的成团分布等重要特征。这与实际观察

中的大爆炸烟云、癌细胞的生成、化学反应溶液浓度的扩散、原子里的原子核与电子云结构模型等极为相似。

而且在天文观察中，从科学家发现的宇宙声波“印记”也与此相似而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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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心研究在宇宙系统中环量子三旋的该分形得出的圈态结耦分形图，是它可变换成以一个圆内接正三角

形为源多边形，和以一条 V 字形折线段为生成线的图形，折线段的每条线段长为 Rn，生成线两端的距离等

于正三角形一边的长。根据分形曲线的分数维数定义和分形曲线的维数公式，能推算得出圈态结耦分形的维

数值 D=1.26179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圈态结耦分形的维数值，与国内外一些天文学家研究宇宙的分形结

构，实际测得的星系分布的分形维数相近。目前解释不平等的宇宙起源的有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模型。而

通过三旋圈态结耦分形的维数计算，证明这两种模型实际是等价的。它们都是说的同一件事情的前后两个不

同侧重点。因为按照圈态结耦分形的分析，基圆的圆圈必须要有适当大尺度的半径，这正是由类似吐烟圈式

的暴胀来完成的。而吐烟圈可以用有少量兰黑墨水的移液管在离开水面 2 至 3 厘米高处滴一滴较大的墨水到

水中来演示，这也是一种分形的自相似嵌套结构：这滴大墨水滴在水中立即形成一个墨水线旋环，但这线旋

环不久会变成几个较小的线旋环，如此这样不断分裂下去。而宇宙的相变，正是按类似墨水线旋环的方式由

时空点的量子环圈来结耦、结网的。 

其次，如果基圆的圆圈太小，就只能形成轻子、强子、原子核、原子、分子等一类微观粒子。正是由暴

胀形成了基圆的大圆圈，宇宙弦圈结耦、结网才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进行演化。三旋弦圈联络结耦的支付选择，

也是一种起伏变化。因此说，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模型都能用三旋圈态结耦的分形研究来综合；并且该分

维图形还能具体地揭示大爆炸宇宙机制中过去未曾考察到的情况：即开始的爆炸不是象一个不断胀大的气球

的表面那样爆炸，而是象吐烟圈式的爆炸，然后才象水中线旋环的奇异变化一样，所有的物质粒子才开始互

相远离，即宇宙在三维方向才开始作扩张，但同时又还有物质粒子向中心区域集聚，形成明显的等级式成团

结构的现象。原子有中心，太阳系有中心，银河系有中心……就是这种等级现象的明证。即三旋大爆炸宇宙

的分维分析，能形象地对宇宙膨胀作出说明。 

6、一张四边形的正方形的纸片能做一个风灯车风筝，一张三边形的正三角形的纸片也能做一个风灯车

风筝，但没有两边形的纸片。所以从四方八面反冲力辐射自旋平稳性上说，“3”是涡旋体切面平面螺旋型的

好基数，从此开始它可以有很多条螺旋线。二氧化硅单晶面六边形的从中心到边缘的涡旋类似的这些

线，可以变换对应是“弦”，也可以变换对应是粒子，是人。因为粒子，人，加上时间的一维运动，实际也

可以抽象为螺旋的线，螺旋的弦。如果再加上反冲力辐射抽象，物质粒子运动隐秩序是有自旋的，人类社会

运动隐秩序也是有自旋的，甚至宇宙运动隐秩序也还是有自旋的。例如，把人生儿育女类比一种辐射，死亡

类比一种辐射，人类社会的自旋，出生类似涡旋体的吸入线旋，老死类似涡旋体的抛射面旋。人虽是个体，

类似点粒子，但从生到死是连续几十年，如果时间的连接是类似变成的振动着的一条线。一条弦，那么把所

有的人的“生” 集中在一处，抽象成类似二氧化硅单晶面六边形的中心，把所有的人的“死”集中在一

处，抽象成类似二氧化硅单晶面六边形的边缘，可推论人类社会“涡旋体”由于有这两种“生”、“死”弦

线反冲力“辐射”，自然是会自旋的。 

但人类社会的这种自旋，相对于宇宙的自旋，才类似六边形的二氧化硅单晶面是平面螺旋型的“自旋”，

而宇宙的自旋要复杂得多。首先，宇宙自旋是一种点外无外的宏观量子现象。其次，它的逻辑，是属宇宙极

问时代的考虑。上世纪 40 年代，哥德尔利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分析过黑洞的自旋，以后参与研究黑洞自旋

的科学家也不少。2010 年还有科学家首次测定黑洞的自转速度，显示黑洞自转速度只有光速的五分之一。这

否定了之前不少科学家提出大型黑洞自转速度为光速的 45%的假想。由于黑洞不发光，难以观察，此次观测

为了准确测定自转速度，是通过分析红外线数据，计算出黑洞的自转速度为光速的 22%的。他们认为在自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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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黑洞可能越转越慢，这可能是因为自转使黑洞损失部分能量。这符合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隐秩序自旋原

则。但认真研究宇宙自旋的科学家还不多。 

斯莫林说，“为工作着的宇宙学而存在的逻辑”称为拓扑斯理论。它是一种特殊逻辑，区别于我们在学

校所学的标准逻辑学----普通逻辑是由直观的公设、公理，再到定理、推论组成的逻辑。拓扑斯逻辑，是为

宇宙极问准备的逻辑。斯莫林说，作为一种数学表达形式，拓扑斯理论并不简单，它可能是他遇到过的 难

的数学课题。为了研究宇宙学，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形式逻辑，人们不能假定每个陈述非真即伪。我们现在无

法分辨它是否正确，但是在未来我们或许能知道。例如在宇宙极问时代也许弦论、膜论、圈论、非对易几

何、扭量理论、标度相对论、关系量子论、随机动力学、全息原理等大统一的 基本的一些理论，是多元一

体。如 A、弦膜圈说背景相关与背景独立，极问证明等价。B、弦膜圈说宇宙非高斯性与高斯性猜想，极问证

明等价。C、终极理论的有和无，极问和“应用空间”等价。这类似盖莫夫极问苹果的外部交接证明：盖莫

夫的《从一到无穷大》的书，在《把空间翻过来》一节提供的线索是，联系到数学上的两种著名的结构，如

墨比乌斯带和克莱因瓶结构，设想有个苹果，被黑、白两种虫子吃出了两条弯弯曲曲盘结又互不相通的隧道，

它们只有走出表面才能相通。那么宇宙我们能走出去吗？国学自然认为，宇宙是类似“点内无内，点外无外”

的定义，那么联系宇宙自旋，我们能判定这种自旋的任何一类方向，也是拓扑斯逻辑锁定的。 

7、论证的简化是：人类穷尽了各种数学方法去描述的事物，实际上都是在描述三旋的信息丰富多彩，

但都没有将它捅破，没有将它解构。例如它既可以联系黑洞、白洞和蛀洞，又可以从宏观深入到微观。它像

意识的自我，又不是自我。要观察判定它时，它既在其中又不在其中。现做一个实验：观察一个蛀洞的孔口

的变化。如果蛀洞存在三旋，把它变换为类圈体，要观察蛀洞口，就要分孔口是穿入还是穿出？这主要是由

线旋方向决定。又由于类圈体同时还存在面旋和体旋，这种观察就会因手征规则的不同而有极向守恒和极向

对称两种变化。 

如观察之前作一个约定：在一次性观察中，三旋的方向是连续的，不能有逆向性的变化。其次，观察应

该有一定的客观性：观察是与意识同构的，它应在三旋之外；参与其中也应在其外。 

（1）测试之一（单手在其中）：质心不动。将类圈体线旋出口对准自己，用左手或右手握住类圈体，其

四指弯曲的方向指示类圈体的面旋；而大姆指垂直圈面，再上端弯曲，方向指示类圈体的体旋。以此单手规

则固定于蛀洞出口一处不变，跟随类圈体作面旋和体旋，检查蛀洞出口的观察效应，发现只能看到蛀洞出口。

我们称做蛀洞极向守恒律，这同处于自然现象之中的观察相关。 

（2）测试之二（两手参与，一手在外）：质心不动。如果以左手或右手握住为类圈体，其四指弯曲的方

向指示类圈体的面旋，固定于蛀洞出口一处跟随转动，另外以右手或左手固定其垂直向上的指向，以指示类

圈体坚持在这个方位作体旋，以此双手规则不变检查蛀洞出口的观察效应，发现蛀洞进出口都能看到。我们

称做蛀洞极向对称律，这同远离自然现象之外的观察相联。 

以上说明：自然现象不仅同事物的本质有关，而且还同人的观察操作或同人是处于事物之中还是之外不

可分。只要你愿意试做这两个实验，你会感受人类的观察是难于统一，不管是还原解构，还是整体整合，都

存在不定性。所以研究宇宙自旋，从蒋秀夫的反冲力辐射隐秩序自旋原则出发，必然涉及宇宙的三旋。宇宙

三旋无论在宇宙内的实际测量，还是处在宇宙外的思维假想，都会遇到手征守恒与不守恒非真即伪的拓扑斯

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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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粒子波动论》全书，笔者一直在探讨蒋秀夫先生形成反冲力辐射隐秩序自旋假说的原因。据

报道，美国科学家已首次成功地将人眼可见的物体置于量子状态，让它处于动和不动的叠加状态。这和反冲

力辐射隐秩序自旋假说有没有关系呢？该实验是，用了一个约 30 微米长的细小的木桨(“量子鼓”)，当该

木桨以一定的频率运动时会震动。接着，给这个木桨通上了遵守量子力学法则的超导电路，随后将整个系统

冷却，让系统处于量子基态。处于基态的木桨没有任何振动能。接着，通过同样的超导电路，给木桨一个推

动力，随后，观察到该木桨以一个特定的能量摆动。接下来，将量子电路置于“推动”和“不推”的叠加状

态，并且将它同木桨联通，通过一系列非常精细的测试，证明木桨同时处在振动和不振动的叠加状态。众所

周知，反冲力辐射是一种置于“推动”和“后退”叠加状态的宏观现象隐秩序。令人吃惊的是，美国科学家

的研究结论这不正好表明，适用于宏观物体反冲力辐射“推动”和“不推”的叠加状态是联系着量子力学法

则的，蒋秀夫先生已经把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宏观量子现象推导到处于量子状态。 

蒋秀夫先生是从我国东北走出来的科学家，以后数十年在我国西北和南方的水利电力工程建设工地和设

计院工作。也许从东北田间走入城市的“二人转”标志性的顶手帕、抛手帕的旋转，到西北沙尘暴和黄河、

长江可见的风旋涡、水旋涡，为蒋秀夫辐射插上了灵感，让它与霍金辐射、郭光灿辐射一起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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