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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庞加莱猜想到黑洞战争 

----21世纪新弦学概论（1） 
 

申之金 

 
摘要：量子三旋可以使每个基本粒子本身变成类似一个麦克斯韦妖，这是庞加莱猜想定理能证明的；从而对

结束黑洞战争也是一个弦学补充。 

[申之金. 从庞加莱猜想到黑洞战争. Academia Arena, 2011;3(2):49-57]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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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纳德�萨斯坎德是斯坦福大学的菲力克斯�布

洛赫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

他的《黑洞战争》即使对爱评弦论的，也是一本

不可多得的弦论科普手册。 

如果把搞基础科学比作玩“黄龙玉”石，萨

斯坎德是把国外主要的玩家、藏家、商家都集中

介绍、分析了一通。意思是对玩石之外不懂行、

不入行人的意见，可以置之不理。再把搞基础科

学比作“打麻将”组合，萨斯坎德介绍、分析的是

国外主要玩家、藏家、商家做的“杠上花”、“极

品”。因为萨斯坎德说，就现况而言，即使弦论还

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但通过它帮助解释和确认黑

洞互补原理、黑洞熵的起源以及全息原理、D弦及D

膜、AdS（反德西特）空间、UV-胚、IR-胚和Q空间

等研究，能证明一根在UV-胚上的闭弦，会是一个引

力子；移动到IR-胚附近，就像一个胶子球。即引力

子和胶子球是完全相同的东西，只是它们在胚上的

位置不同或在宇宙的视界不同。这与我们在《21世

纪新弦学概论》中说的，通过三旋帮助解释和确认

螺旋桨模型、分形分维圆环结构宇宙大爆炸模型、

物质族基本粒子质量谱计算公式和长江三峡大坝船

闸大量子论模型等证明，实际宇宙暴涨与希格斯粒

子质量起源计量是等价一样。由此可证大型对撞机

能寻到《三旋规范物质族基本粒子质量谱规律计算

表》中顶夸克t一栏一起的最重粒子，也就接近或

探测到了额外维和上帝希格斯粒子。 

萨斯坎德在《黑洞战争》中宣布，黑洞战争已

经结束，我们基本赞成他的观点。弦论走到庞加莱

猜想发生的第三次超弦革命，已经能够回答质量如

何起源和多维如何等价三维两大物理难题，并且确

立了三大科学原理：能量守恒和不确定性原理、信

息守恒和维数不变性原理、三旋求衡和熵增原理。

所以黑洞战争结束实际等于相对论战争、量子力学

战争，甚至挑战相对论战争的战争、挑战量子力学

战争的战争、挑战黑洞战争的战争已经结束。但萨

斯坎德使用的“持球跑进”方法还有大成若缺。这

就是我们要指明的21世纪新弦学学和21世纪弦论

的一个区别：即量子三旋，可以使每个基本粒子本

身变成类似一个麦克斯韦妖。 

一、庞加莱猜想定理中的极品 

21世纪新弦学经历的重新装备的全过程是，黑

洞战争导致了物理学定律一次疯狂的重建，数学导

向是黑洞战争中最有力的武器。例如通常的三维世

界，我们是被视界包围，这是一个球面。如果所有

的东西都以光速退行，没有信号从这个面之外的地

方传达到我们这里，当一颗恒星穿越这一去不复返

点的视界时，它将永远消失隐藏里面朝外的黑洞中。

萨斯坎德称，充满星系、恒星、行星、房子、石头

和人的宇宙是一幅全息图，多维宇宙的杂乱无章是

它的点阵体像素或面像素。解释多维与三维的关系

的这幅全息图，是在很远的多维空间的二维表面上

有编码的关于现实的图像。即一个任意多维空间区

域内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用边界上的信息来描述。

但他的这个被称为21世纪弦论全息原理的物理学新

规律断言，我们认为即使大量用了弦论中的严格的

数学，但就黑洞互补性原理和全息原理本身而言，

还缺少一个坚实的数学基础---庞加莱猜想。这就是

1904年法国数学家庞加莱提出的：在一个三维空间

中，假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那么

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三维的圆球。即每一个没有破

洞的封闭三维物体，都拓扑等价于三维的球面。由

于庞加莱猜想已经得到证明，2007年在《求衡论---

庞加莱猜想应用》一书中，我们已经把它扩张为3

个定理和1个引理。 

A、庞加莱猜想正定理：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

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那么这个空

间一定是一个三维的圆球。 

B、庞加莱猜想逆定理：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

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类似一点，其中只

要有一点是曲点，那么这个空间就不一定是一个三

维的圆球，而可能是一个三维的环面。这里的“曲

点”，是特指把闭弦能收缩到的极点。因为庞加莱

猜想的约束条件须知是所有封闭曲线，集中实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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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价于封闭曲线包围的那块二维面。即庞加莱猜想

只等价于超弦理论中的开弦，并不等价于其闭弦。 

C、庞加莱猜想外定理：在一个三维空间中，假

如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一点的三维圆球，

而其内同时还有每一条封闭的曲线都能收缩成类似

一曲点，那么这个空间一定是一个三维空心圆球。

这是由于规范场分阿贝尔规范场和非阿贝尔规范

场，它们都有整体对称和定域对称两种区别，只是

在定域对称上后者比前者有更严格的条件，代数式

也更复杂化些。把整体对称和定域对称联系庞加莱

猜想，超弦会出现熵流。 

D、庞加莱猜想翻转引理：空心圆球不撕破和不

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这是庞加莱

猜想外定理改为的一道数学难题，被用三旋理论得

证后的叫法。庞加莱猜想出现熵流的庞加莱猜想翻

转引理，应用范围很广。 

1、解决时间起源问题。庞加莱猜想翻转难题，

1963年是赵本旭先生从川大数学系带出传给我们

的。经过40多年潜心研究终以三旋理论攻克，于

2006年才在中国工程研究院工学院主办的《教学与

科技》学报第3期发表。公开的原因，一是庞加莱

猜想得证的消息已公开，二是霍金发动的黑洞战争

也快要结束。2006年霍金在北京的国际弦理论会议

上报告说，假定宇宙的开端正如地球的南极，其纬

度取时间的角色，宇宙就在南极作为一个起始点。

但KAM定理的回归会破坏霍金证明。我们就借助庞

加莱猜想翻转引理，在一个三维空心圆球上，用一

条封闭的曲线把球分成两半，组成圆球内外对称图

相的翻转，可证这类对称中隐含不对称的密度交流，

而且有被庞加莱猜想球点自旋的复杂程度概率所阻

断，这才是时间之箭的起因。《宇宙开端之前无时

间新解》的论文，可解霍金宇宙开端之前无时间证

明的不完备性。 

2、简证贝肯斯坦-霍金熵公式。一个空间区域

能容纳的信息的最大比特数，等于边界面积上所覆

盖的普朗克面像素，在同时考虑引力和量子力学的

时候，被带向一个数学表述，即普朗克面积最多为

1/4比特。2008年我们在《河池学院学报》发表的

《观控相对界与信息范型》，用庞加莱猜想翻转引

理简证反复出现且无处不在的1/4。这就是任何点内

空间的信息要翻转覆盖在点外的球壳上，反之如同

眼睛。假设视界有类似普朗克尺度点孔的通道，以

此进入或录入球壳进行比特计量，设r=半径，D=直

径，则穿过观控相对界的圆眼孔通道面积S1 =πr�；

覆盖在点外的球壳面积S2=πD�=4πr�。则最终形成

的信息熵的视界表面积比是： 

A= S1/S2=πr�/πD�=1/4             

（1） 

设每经过普朗克管道截面的面积极限孔一次为

信息单位一比特，那么一个类似普朗克长度半径的

球体物质A的信息量为1/4 。 

3、地震和经络等预测问题。QCD全息原理与

庞加莱猜想翻转引理结合，将来可应用到地震和经

络信息等的观察预报上。原理类似功率谱定义分析

的方法：随机的噪声为白色噪声。黑色噪声是比棕

色噪声的关联性，更强的噪声。而所谓棕色噪声指

对耳朵没有吸引力，但是它的高度关联性使得它的

演化可以预测。介于白色噪声和棕色噪声之间的是

粉色噪声，如音乐作品是一种粉色噪声。而从地震

到经络等类的自然演变都是黑色噪声，它们的更强

的关联性结合 QCD和 QCD化学等深层次机理，把

地震和经络看成点内信息，可以被翻转，那么也许

就可以被恢复，可以被重组，可以被预测。这如全

息图是由光被描绘物体不同部分的散射得到类似的

（即以充满微小的明暗斑点为形式的信息）被看成

只是一些随机的光学噪声。当然这不是指声音，是

表示类似电视机有时出现“雪花点”的那种随机的、

杂乱无章的信息。 

4、神奇的球绕流或绕流球。这类似从空心球内

外表面翻转穿孔看，仅取针对于一个点的操作。把

庞加莱猜想正定理、逆定理和翻转引理三者结合，

也能把球面和环面两个不同拓扑类型结合，造成既

是球又是圈的量子不确定性图像。即把环圈收缩到

“曲点”，只留一个“点”的空位，它还是“圈”；

但只要翻转来的“点”填充了这个空位，它又变成

了“球”。反之，亦然。如再结合流体力学的“边

界层流”，因在球壳内、外的进、出口处，会有湍

流“汇”和“源”，影响整个球内、外的绕流。这

不仅有层流涡旋运动，而且有湍流运动；既有线旋，

也有面旋，更有体旋。使之成为球绕流或绕流球式

的瑞奇流生成元，这还不基本、神奇吗？  

5、庞加莱猜想翻转引理也可以用来，反证庞加

莱猜想正定理。这可用佩雷尔曼的证明来理解。2006

年的第 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和2010年美国克莱数

学研究所宣布的千禧年难题大奖，因庞加莱猜想的

证明，俄国年青数学家佩雷尔曼都是获得者，但他

都拒绝出席会议和接受高达100万美元的奖金。他

拒绝的理由是，他认为美国的汉密尔顿应该与他分

享同等的荣誉。汉密尔顿是用一种类似于热扩散方

程的动力过程，来处理庞加莱猜想熵流出现的拓朴

“瑞奇流”问题的。热扩散类似把空心圆球的内表

面从外表面里取出，分成两个热容器，然后用一根

管道连通，温度高的容器会向低的容器扩散热流。

但如果这里的管道有阀门，就联系所谓的麦克斯韦

妖。这里汉密尔顿遇到的一个障碍，就类似在用曲

率方法推动空间变化时，遇到了奇异点。而如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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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奇异点，就成为整个庞加莱猜想证明中最重要的

一部分。 

佩雷尔曼后来改进了汉密尔顿的方法，从一个

不规则的、复杂的、难于分析或入手的三维形状开

始，依照瑞奇流理论，改进和找到一个比汉密尔顿

更好的分析和控制阀门的方法，让阀门这个泡泡图

形改变着、演化着，泡泡可以跳动：有时一个泡泡

会破裂分散成碎片，它们会适应变化的球形或管状

形，但这些变化是有时限的，并让“瑞奇流”持续

到最终展示出所有的泡泡，都过度到一个如同三旋

的完美形式，且表明所有的奇异点都是友好的。这

意味着可按自己的意愿切割空间，而揭示了瑟斯顿

的几何化猜想。 

汉密尔顿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才提出“瑞

奇流”的思想。这源自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弦

理论。但在200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汉密尔顿说，

“瑞奇流”是由他本人和哈佛大学的丘成桐发展起

来的。我们不能说佩雷尔曼和汉密尔顿、丘成桐发

展起来的方法，就是我们的三旋方法。但我们40多

年的艰辛也许能够说，这类似用三旋理论解答空心

圆球不撕破和不跳跃粘贴，能把内表面翻转成外表

面难题的方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家摩根评论

说：佩雷尔曼所用的方法“发现了数学中两个不相

关领域之间深刻的联系”。华裔数学家、哈佛大学

教授丘成桐评论说：三维空间是人类生存于其中的

空间，是最重要也是最难于研究的空间。数学家们

认为这个问题的证明，已经奋斗了100年，也许还

要等上100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明白这个问题对数

学和物理学的全部意义。 

二、持球跑进与庞加莱猜

想翻转 

丘成桐教授说的庞加莱猜想证明对数学和物理

学的全部意义，也许围绕多维是如何等价于三维这

个21世纪最大的物理难题。它的背后还牵涉霍金提

出的黑洞辐射信息丢失之谜。 

萨斯坎德认为霍金之谜的答案有3个：A、信息

从黑洞辐射中跑掉了；B、信息丢失了；C、信息最

终留在了黑洞蒸发完后的某种微小的殊留物中，它

们比普朗克尺度小，也比普朗克质量轻。对此用21

世纪弦论这个框架，检验霍金的信息丢失佯谬，即

使能够证明弦的质量足够大的时，基本弦会形成一

个黑洞，得到的也只是：A、如果霍金是对的，黑洞

导致信息丢失，弦论的数学会证明这个结论；B、如

果霍金是错的，弦论会告诉信息是如何逃离黑洞的；

C、特霍夫特即使反对弦论，排斥它是“终极理论”

的主张，这也不能增加热力学、牛顿引力理论、广

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特征的原理约定集合的威

力。 

我们认为，即使特霍夫特自己提出的全息原理，

也还不够完善；再加上萨斯坎德自己的黑洞互补性

原理，也是如此。理由可用用萨斯坎德自己的定义

及黑洞互补性原理证明： 

1、看萨斯坎德的黑洞定义：一个区域能被压缩

进的质量最大的物体就是黑洞，它的视界与边界重

合，“东西”的质量不可能超过它，不然就会溢出

边界。我们的分析是： 

1）黑洞是个宏观物体，但根据这个定义和引力

公式，黑洞也可以是微观物体。如把1千克质量的

物体压缩进一个基本粒子尺度的区域，这个物体既

是粒子，也是黑洞。这实际是把新疆医大刘月生教

授等的观控相对论，类似我们推进到观控相对界；

认为此界类似等价于黑洞视界或点视界。如用点内

空间代表微观区域，用点外空间代表宏观区域，把

刘月生提出的结构信息和交换信息的概念，分别与

假设的微观区域内的“人”或物的观察和宏观区域

内的人或物的观察对应起来：以结构信息等价于类

似的“微观人”或“点内人”；交换信息等价于类

似的“宏观人”或“点外人”，就更容易对跑进黑

洞的信息进行操作和理解。 

2）根据黑洞定义和引力公式，黑洞视界附近存

在热晃动和量子晃动的混合。对微观人或点内人、

宏观人或点外人来说，穿过视界热晃动和量子晃动

变成了危险的热扰动，热晃动可以把能量转移到原

子和分子，撕裂原子和分子，杀死人和一切生物，

但量子扰动不会有这些效应。正是基于此，霍金才

提出信息不一定守恒，即使黑洞蒸发或辐射也不能

带出信息。 

反冲效应、“隐形传态”、“量子毛发”、“婴

儿宇宙”等是信息能够被转移的设想。 

如考虑反冲的非热辐射谱，相当于第一个粒子

辐射出来后，它又飞回了黑洞才辐射第二个粒子，

这两个辐射是个熵不变的类似绝热过程，信息不会

丢失。萨斯坎德的评论是，信息需要量子通道，这

些设想是否有，或者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知道。

我们认为，这里还存在类似“羊过河”寓言故事的

难题---在一维空间的桥上，两只相对而行的羊，在

桥中间如何交换位置？所以即使热辐射考虑反冲也

不可能被修正。 

3）黑洞视界归根到底是分个不变量问题。不变

量分“0”不变量和“有”不变量。萨斯坎德和特霍

夫特等不同意霍金的观点，以全息原理保卫信息守

恒这一个自然基本定律，是对的。但他们都分不清

楚信息守恒是属于“有”不变量，而能量守恒是属

于“0”不变量。 

有不变量指类似素数的不可分，驻波波长类似

合数的不变，以及自然空间维数守恒等。“0”不变

量指类似量子起伏，霍金辐射，以及量子隧道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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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活”与死类似有视界，也含有个“0”不

变量。如此分析，萨斯坎德和特霍夫特等打的黑洞

战争，可分解为三大类： 

A、如果不分视界，信息、熵、物质、时间、空

间、光速与超光速，是平等的或同一级的，那么黑

洞内外的信息是等价的，信息守恒。B、如果要分视

界，信息、熵、物质、时间、空间、光速与超光速，

是分正、负或虚、实的内外界面才是平等的，那么

黑洞内外的信息是各自等价的，黑洞外信息与黑洞

外信息守恒；黑洞内信息与黑洞内信息守恒。两者

相加，信息守恒；也可以说不守恒。C、如果视界内

外的面积可以翻转，未知大于已知，或“有”少于

“无”；但总之面积内部会少于外部内部，那么粒

子的密度或能率，要大于外部粒子的密度或能率，

其比例因子，类似通道截面圆面的面积比壳外球表

的球面面积。 

2、黑洞战争丰富和冲击了实践论与矛盾论，萨

斯坎德的《黑洞战争》实际类似一本“新实践论与

矛盾论及其协调”的教科书。根据黑洞分视界，他

对实践论与矛盾论定义的意思是：  

分别把“微观人”（或“点内人”）和“宏观

人”（或“点外人”）声称不一致的两个观测，不

论结合到哪边脑海景象而得到一个观测事实，这在

物理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1）萨斯坎德的这个定义，是与上面的黑洞战争

的三大分类对应的：A、实践即使是针对同一个事件，

但如果是视界内外两种人的观察，而且又是不一致

的两个观测的结论，要合在其中一种人的脑海景象

中，不矛盾是不可能的。B、实践即使是同一个人，

针对同一类的事件，但如果实验是不同时的两次观

察，而且用的方法也不同，又是不一致的两个观测

的结论，要合在一个人的脑海景象中，不矛盾是不

可能的。C、萨斯坎德说，这就类似波粒二象性的矛

盾。玻尔在调和这类矛盾时，提出了互补性原理。

它的前提条件是：当你排除了所有不可能性的时候，

不论剩下的什么，不论多不合理，它一定就是真相

---即使如果故事本质的两种相互矛盾的结论，至少

其中一个结果必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所说的是相反

的，但也有一件不可能的事：这两个故事都不是假

的，他们都是真的，是以一种互补的方式。微观视

界的波粒二象性就是这种情况。于是萨斯坎德针对

黑洞视界的热晃动和量子晃动二象性的处理，认为

也是这种情况，而提出黑洞互补性原理。 

2）在弦学或黑洞这种情形中，实践论要面临一

个实验选择：你是作“宏观人”（点外人）留在黑

洞外面，从视界的安全的那一侧记录数据呢？还是

作“微观人”（点内人）跳进黑洞，从内部进行观

测？这里一个人不能同时分裂为两部分：既是留在

黑洞外面，又是跳进黑洞进行观测。这种情况不矛

盾是不可能的，且是不能互补的绝对性矛盾。即你

不可能同时在外面又在内部。为什么黑洞就不一样

呢？萨斯坎德说，根据视界的定义，没有信息可以

从黑洞里面传到外面。视界外面的点外人（宏观人）

与视界内部的点内人(微观人)和物的联系是被永久

隔绝的，这不是通过一堵很厚的墙，而是通过物理

学的基本规律。 

3)但要回答信息不丢失之谜，仅仅提出黑洞互

补性原理是不够的。一是还缺乏细节，微观人（点

内人）可能还会遇到新的视界，例如将不可避免要

依赖于超越普朗克尺度的物理学。其次，即使特霍

夫特的全息原理能帮忙，但全息原理本身也含有庞

加莱猜想翻转问题：这类似死了几千年的埃及法老

的棺材里的木乃伊，有人能知晓他生前的死因，一

是木乃伊体内保留有死因信息的粒子，要向外送出；

二是陵墓外认知死因信息粒子的人，也要针对它输

进认知。即要认识全息、制造全息，必须要两种相

干粒子对撞。这也会遇到类似“羊过河”寓言故事

的难题---在一维空间的桥上，两只相对而行的羊，

在桥中间如何交换位置？所以萨斯坎德在的全书

中，他和特霍夫特等反霍金一派论证的一个有力说

辞，是用“持球跑进”。 

3、萨斯坎德说，现在来检查黑洞不丢失信息，

这并不是一种终结。一种科学理论能成为主流，它

还有许多细节。在他的这些细节的考量中，也许有

新的理论“持球跑进”。这是萨斯坎德把美式足球

的一个术语引进科学，原意指枢纽前卫在传球掩护

被攻破后的持球跑进。在弦学中，指一种视界被突

破后，会自然带进内景与外景两种不同的看法。萨

斯坎德把这称为科学的一种新互补原理，实际“持

球跑进”也是与庞加莱猜想翻转定理等价。正是在

“持球跑进”的细节的考量中，斯坎德的新实践论

与矛盾论的定义，揭示了21世纪弦论、全息原理以

及持黑洞不丢失信息的几乎所有非主流推论细节中

的一个基础性纰漏。 

1）例如在李新洲等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年出版的《黑洞战争》，仅301-302页的图图

片及文字就有两处矛盾。一是萨斯坎德把持球跑进

的翻转，推理到普朗克尺度的只给一维的沿着线地

移动的类似“点”的微观人。这是把微观的“线地

人”看成算珠的一些小珠子，试着不用其他维度去

想象线和珠子，为了追踪不同的类型，可用红、蓝、

绿等色标记珠子。这种组合有无限多种可能性，但

它们能持球跑进相互穿越交流发送信息吗？不能。 

2）所以萨斯坎德给出了第二套方案：“线地人”

要用一个高倍显微镜来观测它们生活的世界，看到

的其实是二维的，并不是没有粗细的线，而是一个

圆柱面。在显微镜下，有一些小得多的物体，类似

蚂蚁一样，可以沿着圆柱面的柱长和表面在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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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同时移动，彼此通行，而不发生碰撞。这对吗？

单就柱面这个效应的事实说来，是对的。但就线和

珠子已经推理到普朗克尺度的视界来说，那么萨斯

坎德违法了自己的实践-矛盾定义：其一，“线地人”

针对相互穿越交流发送信息，是用不同时的两次，

且用的方法也不同的观察，又是不一致的两个观测

的结论，合在一个的脑海景象中，不矛盾是不可能

的。其二，这里普朗克尺度的“线地人”，不能没

有区别地同时分裂为两部分，即“线地人”不可能

同时在普朗克尺度视界外面又在普朗克尺度视界内

部。这种情况不矛盾是不可能的，且是不能互补的

绝对性矛盾。 

3）此外，按萨斯坎德的“持球跑进”的本意，

代表持球运动员的线地人，和代表“信息”的球，

是同一层次，或平等的整体，球不是线地人身体的

线地原子、分子。按特霍夫特画的基本粒子谱图的

猜想，如果把线地人比做宏观人，线地原子比做宏

观人身体里的原子，那么如果把线地人身体压缩进

线地原子所占据的直径尺度体积，线地人将变成一

个黑洞，萨斯坎德和特霍夫特等反对霍金的理由，

且不是又变成了悖论。 

4、解救的办法只有三旋理论。从庞加莱猜想翻

转引理，试着不用其他维度去想象线和珠子。这里

的“线”不再是圆柱面的线材，而是圆柱面的管子；

珠子也不是在圆柱面外移动类似的算盘珠子，而是

在圆柱管内移动的，类似球面或环面的珠子。当然

如果珠子的自旋只有面旋和线旋，要持球跑进相互

穿越交流发送信息也不行。萨斯坎德说，理论物理

学家常用来交流的是专业的数学语言，要区分持有

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是他们先前经验的脑海景象，还

是重新装备的的数学公式。如在三旋理论中，球体

的内禀自旋有两种：面旋和体旋。面旋是，设大指

姆指与其余四指垂直，左手或右手握住球体，大指

姆指的方向规定为球体的轴线，那么其余四指的方

向标示的运动为“面旋”。它有正反两类状态：A

和a。体旋是，设大指姆指与其余四指垂直，左手或

右手握住球体，大指姆值指的方向先设为球体的面

旋轴线，如果其余四指的方向无运动,而是大指姆弯

曲指示的方向才有转动,此运动称为“体旋”。它也

有正反两类状态：B和b；此时体旋的转轴与面旋的

转轴垂直，并可在面旋平面转动360度。 

1）面旋和体旋还可两两组合，就有四类状态：

AB、Ab、aB、ab。按张学文先生的组成论，一个(或

N)“庞加莱猜想球点”的标志值的个数n就是8；根

据他的复杂程度公式，复杂程度是与概率联系对应

的一种平均值；对数以2为底，其复杂程度值是： 

C=（n)log(n/N)=8log8=24 bit              

(2) 

而类圈体（即环圈）内禀自旋有三种：面旋、

体旋和线旋。面旋和体旋跟球体相似，只是线旋是

多出的。线旋类似通电磁线圈磁场的磁力线转动；

它还分平凡线旋（G、g）和非平凡线旋（E、e；H、

h）。类圈体的面旋、体旋和线旋还可两两组合，或

三三组合，合计的标志值个数就是62，对数以2为

底，其复杂程度值是： 

C=（n)log(n/N)=62log62=353 bit           

(3) 

2）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把管道及珠

子推理到普朗克尺度，只给一维的沿着管线内壁移

动。内外各自持球跑进的珠子相遇，在转点的普朗

克尺度上，由于还可以各占一半合成一个球体，作

体旋翻转后，各自再分开，恢复原来各自的形态。

此前，“转点”的“庞加莱猜想球”自旋，如果是

作纯面旋，那么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的交流就会被

阻塞；不堵塞只能作纯体旋和四类组合旋。只不过

纯体旋的转轴方向，与管柱壁的管长方向的中心线

垂直。 

3）空心圆球内表面翻转成外表面，在庞加莱猜

想球式的“转点”自旋这里，存在量子论类似的“间

断”性。原因是，其一，即使球体的纯体旋不阻塞

从内向外或从外向内的交流，但由于“转点”外的

交流是在同一段线上运动，根据广义泡利不相容原

理，它们必须“间断”交换才能进行。其二，如果

是四类组合旋有一个被选择，本身也产生“间断”，

原因是它有旋到纯面旋位置的时候，这种阻塞即使

时间是短暂的，因双方运动的速度或频率差，也要

用普朗克尺度来截止可能涉及小数点后面的无理数

或有理数的位数计算。 

4）由此，全息翻转到外表的信息像素粒子，排

列的点阵列色调图案，不管是全黑色噪声、全白色

噪声、全棕色噪声、全粉色噪声，还是一半对一半、

表面均匀与不均匀，或雪花点的那种随机的杂乱无

章，所有这许多不同方式的重组，并不改变系统的

信息守恒的基本特征。 

三、凤凰涅槃的科学在哪里 

萨斯坎德对“弦”有一个很直观通俗的定义：

“任何能形变，长度大于粗细的物体就是弦”。

我们延伸这个定义，就能射影“玄”：“任何能

模式，抽象大于直观实际的描述就是玄”。当然

萨斯坎德研究的不是生活中碰到的长大于粗的蹦极

绳、橡皮筋等弦，而是核弦QCD弦和基本弦，这理

所当然是抽象大于直观实际的玄学。两千多年前，

我国著名的人物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玄，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常有，欲以观其徼。

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这可表明，我国是世界上

最早进入弦学的国家。从古代法自然的太极、阴阳、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059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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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经络等东方弦学，到直接应用发展为射影社

会的魏晋时期明侃的玄学。 

在现代，量子中国始末又再一次见证了我国弦

学的飞跃。早在1953年，当时新中国的设计师和舵

手们，就开始极力打造量子中国，三年大跃进后，

把他们十分关心的物质结构问题，在1966年铸造为

基础科学主旋律的层子，飞出了金凤凰。十年文化

大革命后，凤凰涅槃，改革开放迎来科学的春天。

到现在的世界上，凤凰涅槃的科学在哪里呢？ 

1、《黑洞战争》中说：“brane这个词在英语

字典中并不存在，只在弦论中使用。它来自一个普

通的单词---membrane（膜），一个可以延伸、可以

弯曲的二维曲面。玻尔钦斯基1995年关于D-brane

的发现，是近年来物理学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

不久就对从黑洞到核物理的所有东西，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中译注：“英文p-brane一词是D维

空间中的p维客体，国内最早的译名1980年出现在

上海科技出版社发行的《科学》杂志上，译为p-胚。

牛津英语词典并未收录brane一词，而汉语若要创

造新字的话，不像使用拼音文字那么容易。近年来，

有的学者将brane译为膜，但产生了诸如0维膜、1

维膜和2维膜都是膜，这样的笑话。”brane到底如

何翻译，确实值得讨论。按量子中国始末，按上世

纪 8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国主流科学中的巨大影响，

将brane译为层子，或膜或板也是可以的，合符它

来自的普通单词---membrane的膜和膜板直观通俗

的意思。说将brane译为膜，是“笑话”，过分了。

如果说“笑话”， 中译者将D-brane一词说成是

p-brane一词，但D并不等价于p，也许也是笑话。 

1）如果说玻尔钦斯基的D-brane的发现，层子

的意思还不够明显，那么很快就被阿根廷科学家马

尔达西纳等所发展的D-brane所代替，其“层”的

意思非常明显。因为D-膜不但可以独自存在，而且

黏性很强，如果把它们带到一起，它们将黏在一起，

形成一个有若干层的D-胚垛。开弦可以在一个D-胚

垛面上移动，也可以在一个D-胚垛中间移动。滑动

的弦，其端点必定连在一个层面上，可以出现若干

种组合，以颜色标注，可以和QCD弦和力学相当。 

2）而早在马尔达西纳之前，智利科学家泰特尔

鲍姆等在1989年所发展的反德西特（AdS）空间，

把层子的“子”的意思揭示得淋漓尽致。因为反德

西特空间并不是德西特空间的反物质，其“反”表

示空间曲率是负的。关于AdS最有意思的事情，是

它有着许多球状盒子内壁的特征，而且AdS是一个

时空连续统，并且可以做许多小盒子。在三维中，

如果盒子是球形，意味着内部是一个球，这里也有

类似D-胚垛的层垛意思；如果盒子里面的时空连续

统类似于一个柱体的内部，那么AdS也可以看做是

由无数个片层构成的。 

3）和马尔达西纳的D-brane不同，也和普通黑

洞不同，AdS黑洞的蒸发不是到外部空间中：视界不

断辐射的光子没地方可去，它们会再一次掉入黑洞。

但D-胚垛利用弦论的对撞和断与接的组合，粒子可

以蒸发到外部空间。但打造AdS盒子的真正目的，

是要处理全息原理的表达和翻转：在一个外壳难以

渗透的盒子中，所有东西都可用储存在墙上的像素

的信息来描述。然而泰特尔鲍姆、马尔达西纳、萨

斯坎德和特霍夫特的想法，是在1980年上海科技出

版社《科学》杂志翻译brane为p-胚之后。近年来

有的学者将brane译为D-膜，是顺应弦学的发展。

层子凤凰涅槃出现在与我国相似的智利和阿根廷等

发展中国家，是环球同此凉热。 

4）目前弦论有反德西特空间和 D-膜。D-膜有

黏性，卡西米效应平板则是有一种排斥力。把卡西

米效应平板称为 K-板或 K-膜。如将卡西米效应引进

量子色动力学，并与QCD中的 D-膜、反 D-膜对应，

从无黏性出发，反 K-板或反 K-膜相当于 D-膜；有黏

性的反 K-板或反 K-膜，相当于反 D-膜，也称为QCD

卡西米效应，或QCD化学，它能说明氧 o的超立方

QCD卡西米效应，或卡西米效应 QCD化学。因为

普通化学是以元素不变为前提，卡西米效应QCD化

学则是以夸克-胶子不变为前途，是一种低碳无核污

染能源的以夸克-胶子不变为前提的探索性化学。另

外，从反德西特空间和反 D-膜的负曲率出发，K-板

或 K-膜也有负曲率，这也可称为反 K-板或反 K-膜。

现代的环或圈观点，最早是卡路扎 1919年提出的；

1926年克林（克莱因）再次提出，称为 K-K理论。

如果简称为 K-环或-K-圈，与 K-板或 K-膜、反 K-板

或反 K-膜，D-膜、反 D-膜等联用，能个贯通核弦到

基本弦一大片 

2、说到反德西特空间和D-膜，不能不说赵国求

教授提出的量子力学曲率解释。曲率是个很不错的

概念，早已使用在广义相对论等前沿科学中。AdS

用到负曲率，德西特空间是正曲率；D-膜的曲率可

以为正、为0，反D-膜的曲率可以为负。赵国求本

可以取代或靠近这些成熟科学理论，但为什么他们

反要用量子曲率修正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呢？例如他

用“形点转换”，认为电子的形状是球体，把曲率

和可视度、几率、实验观察量等联系在一起，否定

正统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解释；又用曲率波曲面曲

率及方向变化，说曲率为0体现实数超光速，否定

相对论的速度有视界解释。但无论爱因斯坦的数学

公式，还是印度科学家森的快子论，没有人反对超

光速的存在，只存在的视界不同。我们说的凤凰涅

槃，等价于萨斯坎德说的重新装备头脑，或新实践

论与矛盾论的定义。曲率波面曲率从实数到虚数才

是超光速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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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交大讲师吴新忠博士，是与赵国求等合

著“量子力学曲率解释”一书的作者之一。他辩护

说：对于超光速，谨慎开放是考虑到未来理论的发

展；但是，从捍卫相对论的考虑看要尽量排除。关

于量子超光速通信，应当是不可能的，采用赵国求

的光速传播的康普顿波重新理解薛定谔波，就有可

能排除，具体机制还需要构想。 

2）反之，吴新忠博士评论三旋说：我坚持批判

三旋化的量子模型，但又坚决支持对于三旋运动作

出新的量子力学理解。因为三旋在经典物理层面有

说服力，在量子层面根本不是把宏观三旋无限缩小，

保持同胚不变就能解决的；而是要把宏观三旋的拉

格朗日量，哈密顿量构造出来，再换用厄米算符做

量子化处理。其次，即使粒子有三旋密码，粒子的

薛定谔波一般是球面波，就如细胞中蛋白质与核酸

的几何结构多种多样，但细胞振荡在水面上也是球

面波。三旋化的量子论其实与把电子自旋理解为地

球自转类似，是误以为微观三旋就是宏观三旋的缩

小，这不对。而只要把宏观三旋作为运动的一种，

把它的分析力学构造出来，再用厄米算符取代力学

量，就是量子力学框架中的三旋模型。所以不是用

三旋框架去任意改造成熟科学，这样就能脱离多数

民间学者的认识误区。目前最好把分析力学、相对

论如何处理旋转运动的内容搞清楚。 

3）我们非常赞同吴新忠博士说的微观三旋不是

宏观三旋的缩小，但是我们又不懂他说的三旋化的

量子论。赵说电子形状是球体，又为何自旋不可理

解为地球自转类似？众所周知，对电子自旋目前在

量子力学和量子信息论中是不同的。形点转换，电

子自旋在量子力学中是不确定性的，这与三旋的不

确定性描述是一致的，三旋的量子自旋公式和成熟

科学也应一致。形点转换在量子信息论中，电子形

状才考虑是球体，并以转轴向上或向下方向的不同

来区分自旋的不同，三旋并没有给于否定，而是给

于了些补充。三旋与曲率相似，都来之数学。 

设平面曲线上有一长度的弧段，其此弧段的切

线的转角与这段弧长比的平均，当弧段上的点沿曲

线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弧长趋向于0时，平均曲线

的极限存在，就称为曲线在趋向点处的曲率。由于

曲率点的切线与在该点曲线的曲率圆半径垂直，把

平面从二维变成三维运动，把曲线从一维变成二维

运动，此曲率定义不变。由此，即使此点不移动，

由于曲率圆半径可以在空间变换多个方向和长短，

此点的切线或切面也就随同半径在空间变换多个方

位或形态，因而曲率有正、负、0及不同大小的选择。

现在把这些宏观数学理解引进到微观物理的场论，

也就是量子点的曲率、曲率面、曲率波。这实际类

似曲率点可以旋转。其次曲率波也容易说明几率波，

以及所谓的量子点，并不是点。现在这些已经能够

进行检测。 

4）例如，将每次发射一个光子的固体光子发射

器称为量子点，其包含数千个原子。在实验中将量

子点放置在一面金属镜子附近，并记录量子点发射

出来的光子的情况。丹麦科学家原以为量子点不管

是否上下翻转，光线的点源（光子）都应该拥有同

样的性质。但情况并非如此：量子点的方位不同，

其发射出的光子数也不同。这个实验同我们的量子

点曲率在立体空间的扩展解释非常契合，即实验中

金属镜子表面存在着高度受限量子点的曲率、曲率

面、曲率波的等离子激元；而受到强烈的量子点曲

率变换限制的等离子激元也暗示着，量子点发出的

光子能被大大地改变，量子点非常可能激活等离子

激元，或可以更有效地交互作用激活等离子激元。

这可用来扩展在光子晶体、腔量子等光捕捉的立体

维度的新光子器件研究。 

3、宏观数学理解的三旋来自：整体←→破洞撕

裂←→对称←→群论←→自旋←→三旋←→组合←

→编码←→夸克←→QCD←→基本弦膜圈说。三旋立

足自旋，自旋同速度一样是中性，不受大小、正负、

虚实、内外的限制。但落实到具体的受体是实践论；

把这两者混同在一起，就成了矛盾论。例如数学上

速度可以无限大，落实到声速也有超声速，但声速

实践的限制是要有空气或分子媒介。把光速与声速

类比，是否有超光度呢？光速的载体是量子媒介场，

声速就不能类比。因按萨斯坎德的说法，量子相互

作用力从何而来，法拉第和麦克斯韦以力线或以太

作中间媒介---类似社会这种连续场。爱因斯坦的时

空几何扭曲---类似国家这种连续场。费曼的粒子抛

接杂耍者理论---类似人类生育传承与扩散场。彼此

听起来是那么的不同，但它们都是正确的。这里并

不反对粒子是球面波，问题是要说通“持球跑进”。 

1）例如赵国求等用康普顿波理解薛定谔波、玻

尔和德布罗意物质波，又分犯常识性错误。 

一个粒子的球状曲率波面数n或球面能级数n，

即使相等，也有从里到外，和从外到里计数的序列

信息标记。但赵国求不作区别，在换算薛定谔波、

玻尔和德布罗意物质波与康普顿物质波公式时，就

混淆了驻波、波节与能级、量子数的概念。对称、

对偶可以相互交换，正反可逆的也很多，但一般矩

阵的乘法就不可交易。当然萨斯坎德也说，S矩阵是

可逆性的，它的有逆操作与翻转定理完全相同，可

使信息守恒。霍金发明的是“非S矩阵”；但黑洞

战争是说S而非非S，熵增定理只是说逆转，极为困

难，最小的失误也会失败；不知道微观的精确细节

也会失败。吴新忠在修正赵国求的球状曲率波时，

企图用呼波和吸波模型，坚持球状的不可破，又能

用负曲率应对负能量的困难。但用三旋球绕流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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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论-----类似长江河流的流动和长江三峡大坝及船

闸的图景，也能解决呼波和吸波模型既可不破，又

能相通的问题。 

2）萨斯坎德说，只要有持球跑进的一维通道，

多维世界。虚拟世界也能翻转。例如考虑他正工作

在多维空间的那个房间，他坐在他的椅子上。电脑

在他的面前，它也联结着多维世界。他零乱的桌子

上堆着他舍不得扔的论文，所有的信息都用普朗克

比特精确地编码，密密麻麻地覆盖在了房间的墙壁

上，跟一般的全息图的情况一样。那么通过一维电

线联结的能够在一个布满量子面像素的屏幕上模拟

现实的电脑，以通过来回类似庞加莱猜想的翻转，

在远处的边界上编码的信息，也是这里多维原始物

体的信息的“持球跑进”的表示。 

3)萨斯坎德说，这里还可以包括时间等，不确

定性的翻转，类似棺材、遗体也可以考虑：设想一

个包含了太阳系的巨大的封闭球面，宏观人遗体，

棺材，游客，坟墓，地球，太阳，还有九大行星，

这些信息都被编码并储存在这个巨大的球面上。以

此类推，直到宇宙的边缘或无穷远。每个层面包裹

的所有东西都被描述成一幅全息图像。但当我们寻

找全息图的时候，它总是在次级区域的外面。 

4）萨斯坎德说，物理学家、数学家区别于其他

人的并不是他们可以看到任意维度----高维或额外

维，而是再次重新装备了自己头脑的，经过数学上

艰辛的训练。但更实质的是：一维通道，可缠结伸

进任意维度里去；再用庞加莱猜想翻转，就能使高

维或额外维与三维统一。这里并不是如吴新忠所说，

创立者是把宏观三旋无限缩小，让它处处离不得。

创立者是反而认为，一般在宏观和微观，理想的三

旋模型根本就看不见。即使人体也是个放大了的多

维的卡---丘空间，其多种通道，像心脏作为血液循

环的翻转，肺作为空气循环的翻转，胃作为食物营

养循环的翻转，肾作为水循环的翻转等等，其转点

交换就不是三旋化的量子模型机制。 

5）但黑洞战争的信息守恒、维数守恒、能量守

恒等不变量，和量子绝热要求，把持球跑进通道的

视界推到一维的极端普朗克尺度时，则才揭示出三

旋化的量子模型的重要性的。 

这里类似 0点能的基态，没有温度和能量的运

动仍运动，如量子涨落。这种涨落不能和基态外的

运动叠加。基态的三旋也一样，它和其他的三旋也

不能叠加，也不需要把拉格朗日量、哈密顿量、厄

米算符做出来。而三旋的普通态，成熟科学早就做

出，它只是选择罢了。 

在普朗克尺度所有的粒子都统一了，也能统一。

在这之外的其他视界，它们变成了从基本弦视界的

闭弦引力子，到质子视界的胶子；原子视界的卡西

米效应QCD氧核；地球视界的水；人体玄学视界的

经络，到未来视界的低碳无核污染能源。而成熟科

学是从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

费曼、彭罗斯、霍金、威滕、马尔达西纳、特霍夫

特等一路堆垒走来的。如果一些在科学殿堂有权势

的人士，把这称为“城隍庙”，把向成熟科学学习

科学方法称为是“城隍庙的老主顾”；有的人士组

织个别“金牌”会员”，一不如愿就用最不文明的

语言，攻击成熟科学，那么这是基础科学的不幸。。 

东北海归博士吴石山先生说：如果按照实体与

质料的角度理解物理学概念，并按照这个思路继续

思考宇宙的演化，可能会得出同三旋概念类似的结

论。这是一场和萨斯坎德黑洞战争的争夺战，争分

夺秒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十年几十年。

从 1959年算起，我们已经奋斗了 52年。21世纪新

弦学当然也是一种从实体与质料的角度理解物理学

的概念的，但这个概念还是和吴石山说的不同。吴

石山说的科学技术，类似工业生产，可以随市场需

要任意发挥、任意转型、任意批判。而搞基础科学，

类似祖祖辈辈在地上种粮的农民搞的农业，口粮的

主食类似水稻、小麦。这是不易转型的。 

而三旋与庞加莱猜想的关系，就类似水稻与水

田的关系。这是不易转型的。 

当然，从上世纪未开始出外打工的农民工多的

是，也是潮流。而作为市场的需要，种粮的农民也

喜欢良种，也需要真正的科学家改良品种。所以，

基础科学不像技术工程，也能容忍不同的观点。但

像袁隆平这样有成功首创的科学家并不多，大多数

科学家还是类似在跟进作工业技术或农业的生产。

所以，类似种粮的农民厌恶假种子、孬种子，这是

保守吗？这是“城隍庙里的老主顾”吗？有人说，

生物学中的遗传就是一种保守，而变异则是遗传基

础之上的变异。即使地质学史上的寒武纪生物大爆

发，也绝非平地一声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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