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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弦学概论 

----从弦到流形及场的算术代数几何 
 

申之金 

 
摘要：微观基元的弦的某些而行为类似我们人类，而且弦和人已真构成物质演变的两极。如果把现代的许多

基础理论比作国家，21世纪新弦学就类似联合国，它的任务是在打造未来的科学，且具体着眼于 21世纪科

学和社会面临的困境，从自己的一极在寻找出路。 

[申之金. 21世纪新弦学概论. Academia Arena, 2011;3(2):35-42]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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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论有很多版本。今天西方称的“弦论”，东方

类似称为“弦学”。21世纪初，当第一本新弦学专

著出版时，南京大学博导沈骊天教授就评论道：“读

罢美国弦理论家 B�格林的《宇宙的琴弦》，尚在赞

叹感慨之时，又有幸浏览一部中国作者的奇书《三

旋理论初探》，让我知道了：在中国本土，有一位不

屈不挠的探索者，经过几十年执着的追求，按自己

的方式独立构建了一种不仅不同于经典物理学，不

同于量子力学、相对论，而且不同于超弦理论的崭

新物理学体系。它所引起的惊喜，犹如在遥望世界

科学最高峰的攀登壮举之时，惊奇地发现另一面山

坡上竟闪现出中国攀登者的身影。” 

也许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年 5月出版的约

70万字的《三旋理论初探》，和其后同一出版社 2007

年 9月出版的约 90万字的《求衡论---庞加莱猜想应

用》等弦学著作，有一点影响，2009年 11月 13日，

由四川省科协主办，四川省科技青年联合会和四川

科技馆承办的“天府创新论坛”第四届论坛，在四

川科技馆举办就“弦学”的回采作专题报告。2009

年 12月至 2010年 1月，在陈一文先生等同志的建

议和帮助下，山风工作室建立起《科学前沿弦膜圈

说》网络专栏。其目的也是对弦论的众有多版本做

完整梳理。现说的，即为这类大全的梳理和回采近

10年准备的 21世纪新弦学。 
 

一、识弦和识数 

1、识弦：弦学也许并不神秘。入门可举在平面

上，两个圆相交，设它们的交点为 A和 B，连接 A

和 B的直线线段即为“弦”。所以在我国，人们从上

初中开始学数学，或许已进入弦学头脑的重新装备。

现在，从这种公共弦的概念出发，把这两个相交的

圆渐渐分开，让公共弦 AB，变成两圆相切点的公共

切线。 

1）再把这两个相交的圆彻底分开，延伸公共弦

AB，在圆外的 AB线上，离 B点远一些处，取一点 P，

可以从它向这两个圆作四条切线。如果这些切线与

圆接触的点分别为 T1、T2、T3、T4，那么线段 PT1、

PT2、PT3、PT4的长度相等。 

2）这里，点 P也可以看成射影点。从射影几何

研究“弦”，可以引申出研究“弦”的射隐几何；射

影点也就成了“射隐点”。所以如果问所有的射隐点

P在什么位置，或者移动射隐点 P的轨迹，使得从

它到两个相交圆的切线线段相等？答案是射隐点 P

的轨迹（只是位置）是两个圆的公共弦。这里，把

两个相交的圆彻底分开，从它们的两个交点，到在

平面上看不见的公共弦，也就成了“射隐弦”，被留

下来飘在两个圆之间。或者放大说，就飘荡在时空

中。现在，显然射隐弦和两个圆都不相交。但问题

是，时空中仍然有一个切线线段相等的轨迹，而且

很容易证明它就是射隐弦，就像原来公共弦那样是

垂直于连接两个圆心的直线。 

3）这种连续性原理，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即

使我们反对虚线这种射隐弦的说法，我们还可以说

两个圆的相交，是在平面的无穷远处的两个点。即

使两个圆已经被分开了，我们也仍然可以说新的直

线轨迹射隐弦，是圆的公共弦。这里把整体的世界

与还原的射影点局部都统一起来，是把整体和还原

这两种弦（一维线段）、膜（二维平面或曲面）、圈

（封闭无结的圆线）整合起来；也是把整体（无穷

远、宇宙）与还原（射影点、射隐点）全息、互补

起来，打造成整体还原全息互补原理。射隐几何虽

然是“虚的”或“理想的”，但连接它们的四维时空

或新的公共弦，则可以是“实的”，能画或计算在纸

上。 

2、识数：识弦必须识数，如自然数、有理数、

无理数、代数数、理想数、三角函数、椭圆函数、

自守函数，等等。因为把握弦，不只是以上说的图

像或几何，还是有代数或计量。例如经典物理的弦

论类似驻波，一根弦线是被波长等分的，类似量子

是一个不变量。现代物理的弦论也类似量子，但不

是电子、光子、中微子和夸克之类的粒子；这些看

起来像粒子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小很小的弦的闭合

圈，称为闭弦。闭弦的不同振动和运动产生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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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基本粒子。然而闭弦的不同振动仍类似驻波，

波长是等分一个圆周，这也是一个不变量。 

1）素数扩张。不变量是一切自然规律的命根。

能量守恒、信息守恒、不确定性原理、互补原理背

后是不变量。而不变量分“0”不变量和“有”不变

量。有不变量其中就含驻波，它类似素数是单位不

变量的不可分，也类似合数的可分。你懂素数吗？

例如说，一个正有理素数，是一个大于 1的有理整

数，它仅有的正因子是 1和该整数本身。这个定义

确定吗？ 

如果把这个定义扩张到弦学的代数式时，例如

转移到代数整数，这个性质就是：如果一个有理素

数 p整除两个有理整数的乘积 a×b，那么可以证明 p

至少整除该乘积的因子 a，b中的一个。考虑有理算

术的单位元素 1，有一个特殊的性质是它整除每一个

有理整数，-1也有同样的性质。即 1和-1是唯一有

这个性质的有理整数，以此扩张作为代数整数的算

术可除性理论的定义，设 r、s、t是代数整数，使得

r=s×t，那么 s，t都称是 r的一个因子。如果 j是一

个代数整数，它整除这个数域中的每一个代数整数，

j就当然称为一个单位元素吗？ 

因为弦学一个已知的域可以包含无限多个单位

元素，这与有理数域中只有一对单位元素 1，-1不同。

例如：6=2×3=（1+√-5）×（1—√-5）。如果按上面的

定义，在这域中 2，3，（1+√-5），（1—√-5）都是素

数，对吗？因此在这域中，6不是唯一地分解成素数

的乘积。 

2）公共弦或弦并不就是直线。弦数多变，弦图

也多变。例如由不变量问题，延伸到在一张纸上，

想象由相交的直线与曲线组成的图形，不把纸撕破，

但又随意把它弄皱，那么在弄皱前和弄皱后，什么

是保持不变的最明显的性质。又如该图形是画在一

张橡皮上，不把它撕破，以能想出的任何复杂的方

式拉伸橡皮，直线可以变成曲线，曲线可以变成直

线。显然这些情况，面积和角度的大小，线的长度

不会保持“不变”，但也有某种东西仍然没有变，而

且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信息----顺序：如任意一条线

上标志着其他线段与已知线段相交之处的点的顺

序，或者沿着从 A到 C的给定直线移动，扭曲前必

须通过这条线上的点 B，那么在扭曲变换后，从 A

到 C的途中仍然必须经过点 B的顺序，仍然是一个

不变量。 

3）从上可以得知弦学联系着内景和外景的边界

条件，它们的机制不同，是不能相同叠加的，但可

以是互补的。例如弦和人操作的撕裂、接合、旋转

等行为，内和外都存在，好似没有边界，但如果忽

视这些相同机制不能叠加的原理，即不能作合理的

分割和截断，就并不懂弦学。因为早在相对论战争、

量子力学战争、黑洞战争中，类似“世界线”相交

的非数学描述，和看到这样两条线的一个交点标志

着的一个物理“点事件”，主流科学家们创造了足以

处理这些复杂的“变换”，并且足以产生不变量的强

大数学方法；弦学与此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正是

它们奠定了 21世纪新弦学的基础。 

 
二、识流形和识场 

识弦最让人不安的是它的颠来倒去。例如弦论

说弦类似几何学中一维的线段，这是没有粗度的，

所以说它像绳子一样能振动，是合逻辑的。用此扩

张量子场论，也能合逻辑。例如说最简单的弦如闭

合圈，代表基本粒子。增加能量使弦振动，闭合的

圈线变大变乱一点。增加更多的能量，闭合的圈线

弯曲扰动变得更大变得更混乱，像一团散乱的纱线

球。 

1、但粒子是否具有边远的高频震荡的结构？弦

学和经典的量子场论最后是分道扬镳的。量子场论

如俄罗斯套娃，越分越小，开始时设想粒子很小，

可以是空间上一点，但不久就崩溃了，粒子很快地

被更多的粒子所包围，这些粒子飞速地过来又飞速

地离开。这个故事不断地重复，但并不揭示一个占

据越来越多空间的膨胀的结构。而弦学的振荡则似

乎与直觉违背：弦有量子晃动，它们越小移动得越

快；弦以许多不同的频率振动，大部分的振动速度

太快而无法看见。例如最简单的闭合小弦圈，速度

更快的振荡随着时间的推移，弦看起来越长越大，

随机纠缠弯转分解为扰动更加扭曲的一团缠结的

弦，可以充满宇宙。甚至可以用来描述一个黑洞和

布满它的整个视界。这对量子场论来说，不断变大

的、无边界粒子的概念是怪异的。 

1）颠来倒去的还有弦的基本粒子谱图。量子半

径尺度越小的粒子，质量极大，这被称为超对称或

对偶性。按弦论画两条平行水平的轴线表示，一条

左端是最轻的粒子，如光子和引力子，朝右端质量

逐渐增加，成为弦激发态粒子；这些粒子是一些激

发态的普通粒子，质量极大，并不断地旋转和振动。

另一条是左端量子半径尺度大，朝右端量子体积逐

渐减小。 

那么把两条轴线表示结合起来，弦激发态粒子

并不会在普朗克质量终结，它会以黑洞的形式向着

无限大的质量继续。希格斯粒子就是这个机制产生

的内境和外境的质量起源边界。 

2）其实，即使弦论的内境和外境的边界也是颠

来倒去的。例如按弦论的数学规则，基本弦可以相

互穿越。其次，它们还可以在穿越后重新接合起来。

这如果是非人类的普通绳子，这需要将绳子剪断一

根，穿越后再重新接合。而两根相互穿越的时候都

剪断，重新接合起来的方式还有多种交换组合和组

合概率。如果一个量子弦可以分裂为两根弦，那么

一个闭弦微小地摆动直到一个耳朵形状的扭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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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就可以分裂放出自己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更

微小的闭弦。逆运动是，一根较小的闭弦遇到另一

根大一些的闭弦，它将会通过逆过程被吸收。 

但拓扑学的定义是，图形可以随意弄皱、拉伸，

但不允许撕破、跳跃粘贴。所以弦论的数学规则，

绳子可以自己剪断，自己重新接合，不是自然现象，

而是超自然现象。即弦学类似人学，开弦和闭弦有

类似人类自己剪断绳子，又自己重新接合绳子的行

为，这对量子场论来说是怪异的。 

3）弦论解决一维线段没有粗度的问题，经典的

方法分两点。一是弦粒子的运动，自然带上弦线，

即时间那一维的轨迹线。所以即使点粒子，也类似

小蝌蚪图像。因此一维的弦线，也称“线地”，是时

空的连续统。线地人生活在（1+1）维的时空中，他

们只能够在一根轴线上移动，但他们也都是能够感

觉到时间。其二，是把一维的轴线，用高倍显微镜

放大，那么线地人看到他们的世界，并不是一个数

学上理想的没有粗细的一维线，而是一个圆柱面。

在显微镜下，比线地人更小的线地原子，可以在这 2

个维度上运动。通常一维世界上增加的一维紧致方

向上的运动，就像绕着一圈走。弦论扩张这种理论

成为额外维理论，并且从 3个维度的世界增加到 6

个额外维。这也超出人类大脑的想象能力。 

2、弦学和量子场论的分歧在无穷大，三旋版本

的解决方法类似人学：把大人、小孩、领军人物等

引进标准模型、夸克理论、量子场论，小孩对应场

态，大人对应原粒子。因为大人和小孩虽然都是人，

但大人能在社会干的事，小孩却不行。这种分野不

是绝对的，没有小孩存在就没有“社会”。生育小孩

和人类的生生不息，类似场态社会的广度和生生不

息。但大人还有大人之间的不同。在物质原子、元

素等分类中，如果类似一般的大人对应中子、电子，

领军人物就类似对应标志原子、元素的质子。粒子

为了场，就像人类社会家庭为了孩子一样。 

弦学用生育观表达粒子和场论，只是一种比喻。

但即使如此，生育对人来说是一种自然现象，而要

对无机的一种物质粒子说生育，似乎也陷入超自然

现象文本。这里的说明是，我们引用的“生育”是

度量，这只能是一种比例关系。例如说人的生育可

以是单值函数，也可以是多值函数；一个人的生育

可以很多，但不是无限多，这映射粒子场论是对无

穷大的截止。然而场粒子与能生育场的粒子的比例，

必然要多，而单值函数，是不可能形成量子场的。 

1）用生育观表达场论，一种物质粒子要“生育”

它的场粒子，类似一个人的生育可以很多，但不是

无限多，要受一些条件的限制。这里解释人的生育

是整体的生理，而物质场粒子的“生育”是用还原

的数学。这里数学方程类似“黑洞”；方程项中的系

数类似“白洞”；方程的根类似场。在粒子自然界，

场粒子的“生育”类似多值函数。联系光子，光线

遇到镜面的反射、折射，有的会发生分裂，一条光

线可分裂成两条光线。用数学方程描述，如三角函

数方程可以有周期，这可以是多值函数。而光线的

反射、折射方程就含有三角函数。其次，用一元一

次方程一般是单值函数，一元二次方程及其二次以

上方程一般才是多值函数。如二次方程 x²+1=1提供

的二次无理根 x=+√-a,和 x=-√-a的多值性；三次方程

提供的三个根也会包含三值无理根。这类无理根也

能用一个角∠A的正弦表示系数 a。 

2）再举由不动点发展而来的极限环现象：若从

相空间中任一点出发，系统运动的轨迹最后都逼近

一个环面上，那么这个环面就称为极限环。此运动

也存在周期或准周期，即由稳定而失稳，新的稳定

状态往往围绕原有不动点周期运动，此过程称为极

限环分岔。自旋自然是周期运动，这类自旋的周期

分岔，把它看成是能量的释放，类似场粒子的自然

“生育”。 

从自旋属于广泛的自然运动出发。而运动简单

地说就是流形。那么弦学看重流形，粗度又能构造

流形。标准一点地说，流形是指装备了一族局部坐

标的拓扑空间。这些坐标系之间由属于指定的坐标

交换相互联系。因此流形是一个数学专用名词，如

陈省身教授的纤维丛就是著名的一种流形坐标，而

杨振宁教授的规范场论是涉及纤维丛的著名应用。

这里不谈。 

3）从粗度和自旋出发，三旋指明随时间运动的

粒子流形，就能整体还原全息互补推导出某些超自

然现象的弦论版本。即“超自然现象”的弦论是难

入普通拓扑学，只能是弦学“联合国”内的成员国，

不是弦学的常任理事国；但三旋理论从在最简单的

微观基元的弦圈内景上有粗度和自旋出发，这就正

如沈骊天教授所说：假设“将闭合的弦称为类圈体。

一维的弦圈，除了超弦理论所说的各种外在运动；

还应有三旋理论所说的体旋——绕圈面内轴线的旋

转，面旋——绕垂直于圈面的圈中心轴线的旋转，

线旋——绕圈体内环状中心线的旋转这三种内禀运

动。这里线旋的存在显然是以弦圈、类圈体在线的

粗细尺度上存在卷缩维为前提的”。 

综合以上所述，弦学场论类似隐含著名的欧拉

公式方程 eiπ＝-1。这里自然对数的底e=2.71828

和π两个无理数，以及虚数的单元i，是联系着数

轴的原点0，自然数的起点1的集成，形可变而数恒

定类似弦、膜、圈混合的会聚技术，机制图像可用

服装行业叫的魔术贴、粘贴扣、粘扣带、尼龙铆钉、

龙凤贴、粘贴扣式扭线环等比喻，能揭示弦可以相

互穿越重新接合的神秘，也能成就夯实弦学外景的

轨形拓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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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转谈联系场论数学的椭圆函数和自守函

数，类似单变量周期函数性质的原理，在自然现象

中反复出现，是弦学量子生育观场论粒子增多的基

础。如三角函数 sinz有周期 2π，即 sin(z+2π)= sinz。

就是说，当变量 z增加 2π时，z的正弦函数回到它

的初值。再联系数学，周期性是一种普遍性质也是

特例，如一个椭圆函数，比如说 E(z)，有两个不同

的周期，比如说 P 1和 P 2，使得 E(z+P1)=E(z)，

E(z+P2)=E(z)。当变量由它自身的可数无限多个线性

分式之一代替时，某些特定函数的值还原，所有这

些变换才形成一个群的。 

1）设 z被(az+b) /（cz+d)代替，那么对于 a，b，

c，d之值的某个可数无限集，有 z的一些单值函数，

例如 F(z)为其中之一，使得 F[(az+b)/（cz+d)] = F(z)。

进而，如果 a 1，b 1，c 1，d 1，和 a 2，b 2，c 2，d 2是

a，b，c，d的值集中的任意两个；又如果 

z先被(a 1z+b 1) /（c 1z+d 1)代替，然后在这个式

子中，z被(a 2z+b 2) /（c 2z+d 2)代替，得到比如说(Az+B) 

/（Cz+D)，那么这里不仅有 

F[(a 1z+b 1) /（c 1z+d 1)] = F(z)和 F[(a 2z+b 2) /（c 

2z+d 2)] = F(Z)，而且有 

F[(Az+B) /（Cz+D)] = F(z)。更进一步，如上面

解释的那样，保持 F(z)的值不变的所有置换 z→(az+b) 

/（cz+d)的集合形成一个群：集合中的两个置换相继

实施的结果 

z→(a 1z+b 1) /（c 1z+d 1)，z→(a 2z+b 2) /（c 2z+d 2)

仍在集合中。这里 a=1，b=0，c=0，d=1，集合中就

有一个“恒等置换”，即 z→z；最后，每一个置换有

一个唯一的“逆”，即对于集合中每一个置换，有一

个单独的另一个置换，如果把它作用到第一个置换

上去，就产生恒等置换。即 F(z)是一个在一个线性

分式变换的无限群不变的函数。这里置换的无限是

可数的无限，不像直线上的点那样多，这样的函数

称为自守函数。 

2）弦学把椭圆函数理论作为一个细节包括进

去。在同一个群下不变的自守函数，是由一个代数

方程联系起来；反之，在任何代数曲线上的某个点

的坐标，都能用自守函数来表示，因此可用一个参

数即变量的单值函数来表示。弦学的三角函数 cost，

sint是椭圆函数的特例，而弦学的椭圆函数又是自守

函数的特例，而弦学的自守函数是多值根式代数方

程的特例。一条代数曲线是其方程具有 P(x,y)=0的

曲线，其中 P(x,y)是 x，y的多项式。例如，中心在

原点（0,0），半径为 a的圆的方程，是 x2+y2＝a2。

把 x，y表示成 t的一个单值函数的自守函数，是可

行的。因为如果 x=acost，y=asint，cos 2t+sin2t=1，

那么开平方并相加就得出 x2+y2＝a2。 

从以上可以看出，21世纪新弦学的现代理论，

类似通过无限扩大算术的领域，以及把代数方程纳

入数的范围，使弦学方程理论、代数曲线和曲面的

系统理论，以及数本身的真正性质，在三旋的一些

极其简单的公设的坚实背景上变得极为明显。弦学

三旋理论所做事情揭示的广阔视野，相当于把 20世

纪的弦论从过于狭窄的20世纪量子场论的束缚中解

放出来。 
 

三、识粒子和识弦学 

20世纪初，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后，发展到

50年代，基本粒子已成为物理主流。粒子能统一世

界吗？是的，覆盖地球的大气是气体分子粒子；充

盈大海的是水分子粒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在社

会也是一种粒子；星球在太空也是一种粒子。而弦

论则是一个意外发现，它分为两期版本。一期是对

核力的研究，此阶段它是有实验证明的。这始于1968

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威尼采亚诺，他

在寻找能描述原子核内强作用力的数学函数时，发

现有200年历史之久的欧拉函数，能描述他所要求

解的强作用力。这个函数，可理解为一小段类似橡

皮筋一样扭曲抖动的“线段”，即“弦”。两年后，

芝加哥大学的南部阳一郎等人也认为核内有弦。由

于强子是基本粒子和核物理中的前沿课题，所以弦

论让强子成为“王者归来”；反之，强子也让弦论

成为“王者归来”。 

二期是朝此方向，建立一个类似的基本粒子体

系描述，所有物质都由引力传播相互作用，此阶段

它是遇到了类似物质质量起源的实验检验等困难。

例如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是当今世界上最大、

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正以每秒4000万次的速度

处理数据，它可以模拟宇宙形成瞬间“宇宙大爆炸”

后的状态，以寻求证明像希格斯玻色子这样神秘粒

子的存在。因为希格斯玻色子是宇宙万物的质量之

源，在宇宙诞生之初，希格斯玻色子将尚没有定形

的粒子变成了固态。在此之前，大型强子对撞机以

彩色图像的形式输出数据，这是它以不同方向喷射

彩色粒子时拍摄的。最近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项目

科学家首次将这台对撞机生成的海量数据转换为声

音：远离内部光束的粒子变成声音的音调，粒子的

能量被转变为音量，曲调的时间长度则显示粒子旅

行距离。虽然由此出现的声音可能没被称为是音乐，

但目前实验也还不能从这些声音了解到太多信息。 

1、此阶段的1984年，由于施瓦茨等人排除了

南部阳一郎等人的困难，并发现弦论中自动出现自

旋为2的粒子，可将引力子纳入；后又经威滕等人

检验，发现弦论可重整化，弦论从冷门一跃而成为

显学。但20世纪并没有像 21世纪新弦学那样能实

现，从弦到流形及场的算术代数几何的物质质量起

源的计算或数学上的证明。这是由三个版本促成的。 

1）第一个版本是1996年我们发表的《物质族

基本粒子质量谱计算公式》，把质量的起源基于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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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创生的视界模撕裂产生的。如果是弦，撕裂当然

需要能量，这让质量与能量有关，且裂断需要拉伸

应力和剪切应力。以此思路我们推导得：M=Gtgnθ

+H，m上=BHcosθ/(cosθ+1)，m下=B－m上（或B=m

上+m下），B=K－Q（或K=Q+B）等一组公式，能够

计算出夸克、轻子和规范玻色子的质量。实际这不

但是质量谱公式，也是物质能量公式和宇宙方程式。 

后来我们发现基于撕裂的质量谱公式，与射影

几何通过投射锥和取截景、交比、连续变等证明的

一些著名定理相通。如与帕斯卡定理：“如果将一

圆锥曲线的6个点看成是一个六边形的顶点，那么

相对的边的交点共线”，和逆定理：“如果将一圆

锥曲线的6条切线看成是一个六边形的边，那么相

对的顶点的连线共点”等相映。因为这里理解基本

粒子体系标准模型描述的两组、三类、六种夸克系

列，轻子系列，以及对应的规范玻色子等基本粒子

质量谱公式的自洽，就不难知道弦学整体还原全息

互补原理的道理。 

2）第二个版本是小林诚和益川敏英提出的“小

林－益川理论”。他们认为质量起源是宇宙大爆炸

时，夸克的反应衰变速率不同，由此预言存在 6 种

夸克。1995 年，6 种夸克都被发现。小林－益川理

论是基于卡比博提出的在强相互作用中存在的“分

代”思想。 

21世纪初，我们把质量谱计算公式发展成从宏

观到微观，或微观到宏观之间演化描述协调的量子

引力统一体的大量子论----这是一个放大到类比宏观

世界是类似长江河流的流动和长江三峡大坝的图

景。这里大坝是有船闸的，而“船闸”模型使长江

既相通又不相通---试看来自长江三峡大坝上游的

轮船，进入船闸的第一段后，先关闭轮船的后面的

闸门，使长江三峡大坝上游不再与下游相通。然后

再放开轮船前面的闸门，使在放水的“自发对称破

缺”中，轮船开进船闸的第二段，类此逐步进入三

峡大坝下游区。反之，亦然。 

用船闸模型于大爆炸宇宙，这也类似卡比博的

“分代”思想。d和s夸克是强相互作用本征态，而

在弱相互作用中，类似轮船进入船闸的第二段，即

第一段先关闭轮船后面闸门。现在是要放开第一段

轮船前面的闸门，使在放水的“自发对称破缺”中，

轮船才真正开进船闸的第二段。这时类似会有代量

子数不守恒，d和s夸克是以一定的线性组合方式存

在的。类此模式，轮船能逐步进入长江三峡大坝下

游区，又能回答今天正反量子是不等量的观测事实。

但卡比博只讨论了二代夸克情形，而小林和益川却

推广到了三代夸克，这类似描述了长江三峡大坝船

闸的全景，而获成功。 

3）第三个版本是萨斯坎德的类似飞机螺旋桨模

型。他的“最后的螺旋桨”说的是： 

A、类似我们看飞机螺旋桨逐渐变慢直到停止的

样子，这是带“复合”螺旋桨的飞机。开始时那些

叶片是看不见的，只能看见到中间的毂。 

B、即当螺旋桨慢下来，频率低于每秒钟 30 转

后，可以看到叶片了，整个装置也变大了。由于是

复合螺旋桨，即每只叶片的尖上有一个轴，上面装

了一只“第二级”的螺旋桨，这只第二级的螺旋桨

要比原先的那只转得快许多，设定快 10倍。当第一

级的螺旋桨可以看到的时候，第二级的螺旋桨还是

看不见的。随着桨的转速变慢，第二级螺旋桨也看

得见了。这个结构似乎可以继续下去，第三级的螺

旋桨被装在第二级螺旋桨的末端。 

C、整个装置越变越大，最终变得巨大无比。但

除非螺旋桨完全停止，否则你所能看到螺旋桨的级

数，总是有限的。这也类似我们的大量子论的同工

之妙：一个原子可能是一个微观的小物体，或者它

可能弥散在一个巨大黑洞的整个视界面上。 

萨斯坎德的飞机螺旋桨模型实际与我们 1989

年，提出的宇宙大爆炸产生的分形分维圆环结构形

成物质模型，还是等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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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圈态结耦分形的自相似嵌套

性质，统一暴胀起伏模型和宇宙弦模型的矛盾，暴

胀形成了基圆的大圆圈，这个线旋环不久会变成几

个较小的线旋环，如此这样不断分裂和扩张结耦结

网而互相远离下去。形成明显的等级式成团结构。

即螺旋桨模型和分形分维圆环结构模型，实际也等

价于宇宙暴涨模型和希格斯粒子质量起源模型。 

2、现在可以明白宇宙大爆炸论的提出者和反对

者，也许他们“持球跑进”得太快了，并没有细心

地去考虑宇宙大爆炸的细节，分析宇宙大爆炸过程

的多个步骤，发现在类似大坝船闸程序的开启过程

中，质量谱的六点共圆、大坝船闸的落差分代、复

合螺旋桨的停与转显现，和希格斯粒子发生的相互

反应，回避了量子场态粒子与大爆炸撕裂粒子的不

同生育观。 

如果他们都把宇宙大爆炸看成类似长江三峡大

坝，所有的闸门一齐溃坝那样洪水汹涌似的大爆炸，

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他们的误解，以此宣传是在误导

世界上所有的人。 

1）宇宙大爆炸仅是建立的一种视界，这是一种

截断和分割，类似在长江三峡修建的一座大坝。这

种视界类似黑洞视界，把观察分成两种互补的视觉：

一种称他们为“宏观人”，指是自然界宏观外的人

的观察；另一种称他们为“微观人”，指是自然界

微观内的人的观察。作一个垂直交叉的平面坐标表

示，设水平坐标是宏观人，那么垂直坐标就是微观

人，他们之间的视觉看法，像直角是垂直一样的矛

盾，但又是互补的。例如作为“大坝”，宇宙大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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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细节要考虑落差行船修建的船闸。这种视界，也

类似生孩子接生的妇幼保健站医院，船闸也类似母

亲的产道。母亲生下的不直接就是领军人物，所有

母亲生的孩子都只能是一个婴儿。而妇产科医院产

房的这道视界，除接生的医务人员外，连孩子的父

亲也不准进产房去的。 

同理，观察微观的基本粒子的生成，除高能物

理反应和做高能物理反应实验的人员外，宏观人是

看不见基本粒子的细节的，他们看到的只能是这些

“婴儿”后来组合的社会，这是低能自然界的一些

物质。作为“微观人”自己，它们看到的船闸上游

“大坝”，全是停摆的复合螺旋桨飞机。萨斯坎德

等科学家还可翻译说，这是大质量的希格斯粒子；

在这上游大坝“船闸”的第一段，由它们生成的四

种相互作用力的基本粒子，也全都站在同一条起跑

线上。 

2）如果说上面是大爆炸的视界细节，那么大爆

炸的时间细节，宏观人和微观人的看法也不同。宏

观人认为宇宙大爆炸已经停止；微观人认为这种截

断只是针对宏观人的，只要能量撕裂达到要求，微

观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反应仍可以发生，LHC就是一

例。其次，宏观人认为 137亿光年前发生的宇宙大

爆炸，类似炸弹爆炸，时间过程发生很短；但对微

观人来说可等价长江三峡大坝船闸，落差行船的整

个时间一样漫长，这是以它们的寿命年龄作的比较。 

3）宇宙大爆炸是一种截断还是有循环？问此话

对微观人来说毫无意义：类似长江三峡大坝船闸，

它既是一种截断；而长江下游到大海的水蒸发上天，

下雨落到上游流入长江，也可以说是一种循环。其

次，宇宙大爆炸论的支持者霍金和彭罗斯都认为，

宇宙大爆炸的开头是低熵。如果类似巨大堰塞湖溃

坝那样大水汹涌成灾，怎来低熵？所以从熵流来说，

它是不能循环的。但从信息守恒来说，它的截断和

分割守恒类似交流变压器，这也可说是一种循环。 

4）希格斯粒子是大质量单位，与前面质量谱公

式和复合螺旋桨模型中的矛盾是：宏观人的常识，

质量和能量计数，都是由小变到大；但微观人的分

割，却是从大数单位变到小。举螺旋桨模型，所有

复合叶片停转，能量反而最高，质量最大；而全部

复合叶片转动，质量却为0，就如光子和引力子。这

种如薛定谔猫又死又活的矛盾，弦学的统一办法是： 

A、用“长江三峡大坝船闸模型”，可从薛定谔

猫到彭罗斯的薛定谔团块的数学分析来解释解决。

即假设宇宙大爆炸的撕裂，质量变化有类似轮船在

船闸的位移在不同落差的分段，使同一只希格斯粒

子轮船在不同的两处分段，变成类似两个团块。 

两个团块之间，容易缺乏同一的矢量。这种冲

突，只要“自由降落”的概念在两个时空是同一的，

于是令一个空间的测地线恰好与另一个空间内的测

地线重合，代之以计算。时空是具有不同的可容许

“时间”t的1维欧几里得空间上的纤维丛。自由降

落体之间即测底线之间的差，可理解为；Ea＝团块

初始位置态和位移后位置态的质量分布之差的引力

自能。 

质量分布的引力自能是获自完全弥散到无穷远

的点状物质质量分布的集合能。初始位置态和位移

后位置态的每一个定义了其质量密度分布的“期望

值”。二者间的差，一个为正，另一个为负，构成引

力自能为 Ea的正、负质量密度分布。在位移后位置

态仅仅是初始位置态的刚性位移的情形下，量 Ea可

理解看成是，团块从初始位置态移动一段距离到位

移后位置态时，付出的代价；这里位移后位置态的

位置，远离初始位置态的固定位置的引力场，类似

质量谱公式中的撕裂，大坝船闸由宽变窄，类似三

角函数角度由大变小；所以即使同样的希格斯粒子

轮船的质量衰变组分，其质量谱公式质量单位的计

数，也类似在由大变到小了。 

这种角度由大变小联系复合螺旋桨叶片由停

转，到由转动而看不见的原因，还可以用第二种能

量测度----引力相互作用能来作为 Ea 的另一种定

义。即处理衰变到其组分的初始位置态或位移后位

置态的“能量不确定性”Ea，可借助海森堡的时间/

能量不确定原理：在大坝船闸，轮船在“衰变”叠

加态平均时间范围内，如将初始位置态或位移后位

置态取为的定态，类似电子，在其位置几乎精确确

定的情形下，那么肯定不处于定态。从位置/能量不

确定原理可知，这时电子具有极大的动量，将瞬间

弥散开去。其次，要求初始位置态或位移后位置态

都严格处于定态，那么要将上述论证完全运用到单

个粒子也有一定困难。因为要考虑粒子的引力场。

叠加态约在平均时间范围内自发收缩到两个组分定

态之一；这里 Ea 是两个质量分布之差的引力自能

OR，表示量子态的“客观收缩”。正是在于 Ea的这

种能量不确定性，有可能冲抵了这种潜在的不守恒

性，使得能量守恒并未真正被破坏。所以，粒子态

收缩确实是一个客观过程，而且始终是一种引力现

象。这种现象甚至会出现在导致所有实际问题态收

缩的实质性的环境退耦情形中。 

B、联系复合螺旋桨模型，虽然假设只存在一种

大质量单位的希格斯粒子，但是否存在多个希格斯

粒子？举撕裂得出的质量谱公式，理论上可从六种

夸克和轻子序列中，以最轻基本粒子的质量的小数

点后最末一位数，决定希格斯粒子的单位。还可有

质量为 0 的希格斯粒子。即希格斯可以有一种、两

种和七种。这也类似 2007年台湾大学何小刚教授等

按超对称最小扩展，提出的有 7个希格斯粒子模型；

和 2010年美国费米实验室物理学家马丁等提出的可

能存在相似质量的 5 个希格斯粒子的双希格斯二重



Academia Arena, 2011:3(2)                                http://www.sciencepub.net 

 41 

态模型。其实这个矛盾也是由宏观人和微观人的分

割产生的，是个假象；一是可以由上面的数学分析

解释来解决，二是可以联系由下面射影几何的解释

来解决。即宏观人和微观人看到的有单位质量不同

的物体或粒子，类似在两个不同的地方，用两组不

同的平面，与宇宙大爆炸撕裂演化这同一个投影锥

相截得到的两处不同截景。一个大质量单位的希格

斯截景，是高能物理对各类粒子所做的实验。不止

一种希格斯粒子组合质量单位的截景，类似在大坝

下游看到的各种轮船的组合队伍的观察。 

C、具体分析撕裂型质量谱公式M=Gtgnθ+H的

投影锥和截景圆，作图的方法是：用 X轴和 Y轴作

平面直角坐标系，O为坐标原点。设 G=1为半径作

单位质量圆，∠nθ角的一边与圆交于 B 点，过 B

点作质量圆的切线交于X轴的C点。再以O为圆心，

OC为半径作圆，即为粒子对应的质量轨道。反之，

该轨道圆对应严格的质量轨道角。具有不同自旋和

电荷量子数的夸克或轻子，严格对应不同的质量轨

道圆和质量轨道角，它们各分成两组三代。同组的

三代夸克或轻子的质量轨道圆和质量轨道角，具有

确定的值，类似大坝船闸的闸门分布不能连续变化，

只能在确定值之间跳跃安装。这等价于质量轨道角

几乎三等分直角坐标系的第一象限角，即与 30°、

60°、90°接近；质量轨道角愈大，粒子的质量也愈大，

离大坝上游水的静态更相似；但宏观人来说，要看

到这一幅截景，需要匹配的撕裂能量也愈大。 

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设计能量是万亿电子伏特加

速器的 7倍。大型强子对撞机的高能粒子对撞，产

生什么样的希格斯粒子？宏观人当然是希望能看到

微观人能看到的最大质量的希格斯玻色子；这种确

定它的存在，有助于澄清和确证目前的粒子物理学

理论。反之，质量轨道角愈小则相反。在数学上，

射影几何可以说统一了欧几几何和非欧几何、分形

几何，统一了代数和几何的运算、解析、分析。在

物理上，我们认为它们也能统一原子论、夸克论、

超弦、圈论、扭量理论。这个思路是：射隐←→数

论←→度量←→交比←→射影←→共线←→对称←

→自旋←→周期←→三角函数←→椭圆函数←→自

守函数←→分岔←→流线←→流形←→不变量←→

偏微分方程←→顺序←→信息←→群论←→组合←

→视界←→晶体、凝聚态←→概率←→能量守恒、

信息守恒←→整体还原全息互补原理。 

4、21世纪新弦学也许就包容在这个思路中。当

前资助高能物理项目资金大头的美国政府兴趣衰

落，其费米实验室的万亿电子伏特加速器的关闭，

物理学家们担心的困境是粒子物理学的衰落。但没

有科学家不希望通过竞争和争取财政资助，来帮助

自己继续走在科学发现的道路上。例如宇宙大爆炸

联系物质质量的起源，如果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正确，

我们怎么用来证明它们呢？其实更没有财政资助的

21世纪新弦学也在考虑这些问题。 

1）问题的根本，是要明确弦学的目的。实践论

把实验检验推进到了顶级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有大

型强子对撞机的人都还遇到不少困难，没有大型强

子对撞机的人又该怎么办呢？ 

天无绝人之路，自然全息原理告诉我们，科学

是一种整理事实和解释事实的劳动，自然全息是一

种由此及彼的自然联系与思维联系的印记，在没有

大型强子对撞机实验的情况下，人们也能尽力而为

地做一些或找出一些模拟实验或相似实验。因为自

然界的生产、生活，其本身就漂泊着大量带启示性

的物质变化和物质运动的现象，也总是在提供着自

然全息观察试验的场所。其特点有三：（A）真实实

验能证实或否定别的真实实验，自然全息实验也能

证实或否定别的自然全息实验；（B）真实实验能证

实或否定自然全息实验，而自然全息实验也能证实

或否定真实实验；（3）真实实验有时需要进行多次，

同样，自然全息实验也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有时

这两种实验是在交叉进行。例如爱因斯坦这类早先

曾在简陋条件下从事科研而取得显著成效的人，他

们正是取其自然全息实验的自然优势，开创了科学

的未来的。 

2）21世纪新弦学即使以后很多年，没有真实直

接的实验能证实或否定是我们世界的正确理论，但

出于是为21世纪及未来自然和社会面临的困境寻找

出路的目的，这并不是问题。 

弦学已经有以上说的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它是

一个关于物质质量起源的自洽的数学理论。这种先

把弦学看成是射隐自然宇宙演变的射影几何原点模

型，然后通过自然全息实验计算或数学上的证明，

比较它与真实实验是相差无几的故事，早在分形学

家中流传有一个版本：说的是第一颗原子弹核子研

制之父的科学家费米，试爆还没有听到爆炸声时，

他用让烟斗里的烟丝燃烧，想测爆炸冲击波核当量

的威力，还够准。如果说，弦的直观图像，类似烟

丝，类似烟丝燃烧升起来飘荡的娄娄青烟，但到原

子弹还是有很大一段距离的，能联系的仅有约为梯

恩梯当量 2.2 万吨的核子武器发生爆炸产生的空气

震荡，对飘荡的青烟的作用。但费米从射影到射隐，

看到烟丝的弦像与核子中真实的弦像之间，截景的

相似。所以能认真去掌握弦学的一些细节，就会重

新装备我们的头脑。 

3）有人说弦论的创立者威滕，已在采用彭罗斯

创造的扭量理论，试图将弦论的11维时空减为较易

对付的4维，他不感到意外。而且还说弦论“教主”

威滕是倦鸟思归、迷途知返。 

威滕是否拥有千员猛将，发表万篇论文，经历

两次革命，领“万物之理”风骚，却乏善可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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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除一些数学成果外，就缺乏与物理实验符合的定

量结果，提不出像样的预测可供实验验证？我们不

谈，因为宏观人和微观人应该考虑的，是用什么重

新装备的头脑？把老虎和人都看成动物，再把动物

都看成人，老虎人再威风、再伤人，装备头脑的和

人自然有区别。 

4）例如老虎人说弦论从开始就基于多维空间，

最早是25维，后减为9维，威滕随后又加1维为10

维。在弦论的多维空间中，3维是众所周知的现实空

间，即前后、左右、上下，其余多出来的维度据说

是“卷曲闭合起来”，成为看不见摸不着的颜色、

味道、镜像等等类似隐蔽空间。但这不是 21世纪新

弦学。弦、圈和扭量理论的统一，弦学理顺也不感

到意外。 

21世纪新弦学是“和弦”，或数学或实验，你觉

得它缺少什么？你可以按自然规律去建树。万物流

变皆弦学，从几何化到数学化，到实验、预测，正

确的抽象不仅更接近实际，而且具有前瞻性。数学

包含形和关系，解析几何将代数与几何相结合，微

分几何将微分与几何相结合，两者皆兼容并包数与

形、数论、概率统计。例如你认为弦只是振动，不

好说自旋，你可以想象弦能收拢压缩，像面团做成

球形，而球可以有经典力学讲的自旋。或者你可以

把弦的两端粘接成环圈，环弦就有弦学说的三种自

旋和三旋演绎的 QCD，这回答了弦论物质族分3代

与卡一丘空间3孔族的对应，但仍有多孔选择的难

题；弦论解决了多基本粒子与多卡---丘空间形状变

换的对应，但仍有多种形状选择的难题；弦论解决

具体的基本粒子的卡一丘空间图形虽有多种数学手

段，但仍遇到数学物理原理的选择难题。 

万岁，21世纪新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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