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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时间是反映物质运动持续性和次序性的一个物理量。时间的本质就是穿越空间的速度. 时间是一

种尺度，事件发生先后可以按过去-现在-未来之序列确定，也可以依照事件持续的期间以及事件之间隔长短

来计算。时间是除了空间三个维度以外的第四维度。一种观点认为时间是宇宙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会依序

列方式出现的维度。另一种观点认为时间不是任何一种已经存在的维度，也不是任何会流动的实存物，它

只是一种精神的概念，配合空间和数可以让智慧者对事件排先后顺序及进行比较,时间不过是人为便于思考

宇宙，而对物质运动划分的概念。现在标准的时间计算是原子钟。普遍接受的物理理论认为时间是连续的，

不间断的，也没有量子特性。但有一些理论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如量子重力理论，弦理论及 M

理论等，认为时间是不连续的，有量子特性。霍金认为宇宙的时间是有一个起始点，由大爆炸开始的，在

此之前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物质与时空必须一起并存，没有物质存在，时间也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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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是反映物质运动持续性和次序性的一个

物理量。时间的本质就是穿越空间的速度. 时间是

一种尺度，事件发生先后可以按过去-现在-未来之

序列确定，也可以依照事件持续的期间以及事件之

间隔长短来计算。时间是除了空间三个维度以外的

第四维度。一种观点认为时间是宇宙的基本结构，

是一个会依序列方式出现的维度。另一种观点认为

时间不是任何一种已经存在的维度，也不是任何会

流动的实存物，它只是一种精神的概念，配合空间

和数可以让智慧者对事件排先后顺序及进行比较,

时间不过是人为便于思考宇宙，而对物质运动划分

的概念。现在标准的时间计算是原子钟。 

无论现代宇宙论如何认为，我 们

坚信宇宙是永恒的，时空上绝对是永恒！ 然 而 ，
现代宇宙论认为，宇宙不可能有无限的过去，而是
在某个有限的时间之前诞生的，并在一个有限的将

来衰亡（Ma， 2008）。 

在相对论中，时间与空间一起组成四维时空，

构成宇宙的基本结构。时间与空间都不是绝对的，

观察者在不同的相对速度或不同时空结构的测量点，

所测量到时间的是不同的。狭义相对论预测一个具

有相对运动的时钟之时间比另一个静止的时钟之时

间慢。将高度精确的原子钟放在飞船上飞行，然后

将读到的时间与留在地面上完全一样的时钟做比较,

结果証实在飞机上的时间比地面上的慢。当移动的

速度越快，时间速度越慢，当移动速度达到光速的

一半时，时间约慢 13%。广义相对论预测质量产生

的重力场将造成时空结构的扭曲，并且在大质量附

近的时钟之时间比在距离大质量较远的地方时间流

要慢，此现象已经应用于全球定位系统（GPS）中。 

普遍接受的物理理论认为时间是连续的，不

间断的，也没有量子特性。但有一些理论将相对论

与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如量子重力理论，弦理论及

M理论等，认为时间是不连续的，有量子特性。霍

金认为宇宙的时间是有一个起始点，由大爆炸开始

的，在此之前的时间是毫无意义的。而物质与时空

必须一起并存，没有物质存在，时间也无意义。 

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是物质运

动的延续性、顺序性及间隔性，空间是物质的广延

性与伸张性。时间的特点是一维性，是不可逆，空

间的特点是三维性。时空同物质运动不可分离，没

有离开物质和物质运动的时空，也没有离开时空的

物质。传统的公认的宇宙观认为物质是永恒的、绝

对的，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时空也是永恒的、

绝对的，但时空的具体表现形态和特性是多样的、

可变的、相对的。人们自古认为时间是不可逆的，

人出生，成长，衰老，死亡，不可逆。热力学第二

定律说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只能增大，不能减小。

如果宇宙是一个封闭系统，宇宙中的熵增大后不能

减小，因此时间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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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大爆炸理论认为时空和宇宙内的质能一

样是在 140亿年前产生的。目前的天文学观测估计

宇宙的扩展是没有尽头的，因此时间也应该是没有

尽头的。时间，既是地球上的自然现象，也是星系

乃至宇宙整体的基本规律之一。 

近年来欧洲原子能研究中心发现正负 K 介子

在转换过程中存在时间上的不对称性。这是物理学

史上首次直接观测到时间不对称现象，更直接地证

明了时光可以倒流。穿越时间隧道从现在回到过去

是可能的。 

广义相对论在狭义相对论的基础上揭示了时

空结构同物质分布之间的关系，指出物质间所存在

的万有引力，是由于物质的存在和分布使时间和空

间的性质分布不均匀引起的，时空的几何性质不是

按欧几里得几何学分布的，而是按非欧几何学分布

的。 

狭义相对论认为物体的运动是相对的，光速

不因光源的运动而改变，物体的质量与能量的关系

为 。  

广义相对论认为物质运动是物质引力场派生

的，光在引力场中的传播受引力场的影响而改变方

向。这个理论修正了从牛顿以来对空间、时间、引

力三者的割裂的看法，从而奠定了现代物理学的基

础。哈勃望远镜在太空发现了黑洞。所谓黑洞即演

变到最后的恒星，由中子星进一步收缩而成，有巨

大的引力场，使它所发射的任何电磁波都无法向外

传播。黑洞可以形成时间隧道。时间隧道中，由于

某种原因发生时空扭曲，使我们通过时间隧道时跨

越了某些时间段直接来到另一个遥远的时间点。黑

洞的引力非常的大，其逃逸速度也异常惊人，甚至

快于光速。相对论认为一个物体的速度无限趋于光

速时，物体所在时空中的时间便变慢，甚至接近于

零，物体所在的小时空与其周围的时空便存在一个

断层。爱因斯坦的等效原理指出引力场同参考系的

相当的加速度的物理性质完全等价，由此推论出时

钟在引力场中走的慢，电波波长会发生变化，光会

发生扭曲。广义相对论认为由于有物质的存在，时

空会发生扭曲，而引力场实际上是一个弯曲的时空。

黑洞中会存在着严重的时间与空间扭曲，黑洞中有

可能存在着时间隧道。 

时光之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人类可以打开

回到过去和通向未来的大门。为了实现时光旅行，

首先应该接纳时间作为第四维的观念，虫洞就是五

维空间。宇宙万物都会出现小孔或裂缝，时间也有

细微的裂缝和空隙，比分子、原子还要小的空隙被

称作量子泡沫，而虫洞就存在于量子泡沫中。人类

可以捕获某一个虫洞，将它放大到足以使人类甚至

宇宙飞船从中穿过。然而，如果利用时间机器回到

过去，将与因果律产生矛盾。 

白洞是广义相对论所预言的一种性质正好与

黑洞相反的特殊天体。白洞目前还仅是一种理论模

型，尚未被观测所证实。按照白洞理论，白洞和黑

洞相似，也有一个封闭的边界。聚集在白洞内的物

质，只可以经边界向外运动，而不能反向运动。白

洞是宇宙中的喷射源，白洞可以向外部区域提供物

质和能量，但不能吸收外部区域的任何物质和辐射，

因此白洞是一个只发射、不吸收的特殊天体。白洞

是一个强引力源，其外部引力性质与黑洞相同，白

洞可以把它周围的物质吸积到边界上形成物质层。

白洞理论主要可用来解释一些高能天体现象。根据

白洞理论，类星体的核心可能是一个白洞。当白洞

内超密态物质向外喷射时，就会同它周围的物质发

生猛烈的碰撞，从而释放出巨大能量。由此推断，

有些 X 射线、宇宙线、射电爆发、射电双源等现

象，可能与白洞的这种效应有关。白洞不会吸收任

何物质，但不断释放出物质，包括基本粒子和场。

白洞和黑洞一样，有一个封闭的视界，不过和黑洞

不一样，时空曲率是负无穷大，也就是说，白洞对

外界的斥力达到无穷大，即使是光笔直向白洞冲去，

会被其弹回，所以它不可能进入白洞一步。白洞的

无穷大的斥力使白洞不带有任何电荷，因为电荷很

容易就被赶到了界外，而旋转也不可能。白洞和黑

洞通过虫洞连接，从而使母宇宙和子宇宙之间获得

联系。虫洞是宇宙中可能存在的连接两个不同时空

的狭窄隧道。虫洞是卡尔.萨根在他的一篇科幻小

说里提出的以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为基础的一种

时空隧道，又称爱因斯坦-罗森桥，它靠负能量维

持，半径略大于普朗克长度，且引力非常大，只允

许亚原子粒子通过，它是由于空间扭曲而形成的, 

它可以使粒子从相隔很远的地方瞬间到达。以后虫

洞则被泛指为时空隧道。理论上，虫洞是一种多维

空间隧道，是无处不在但转瞬即逝的。虫洞就是在

高维空间中，三维空间发生扭曲，使得两个点之间

通过“隧道”连在了一起。 

平行宇宙是指从某个宇宙中分离出来，与原

宇宙平行存在着的既相似又不同的其他宇宙。相互

平行的两个宇宙，既不重合，也不相交。  

时间持续和逝去的本质是什么，是虚幻的还

是以某种难以琢磨的方式真实存在？时间的方向是

什么——总是向前走吗？为什么？时间旅行可能

吗？信息能向过去传递吗？也许最大的谜团就是，

这些有关时间的问题是相互联系的还是各自独立的？

时间是由物体的运动变化产生的，普遍接受的哲学

观念认为，时间是永恒的，但是，根据宇宙大爆炸

理论，时间被认为是有始有终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认为，时间起于大爆炸开始的那一刻，最后当所有

物体都蹋缩到一点而消失时，时间也就结束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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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的大爆炸开始和前一个大爆炸结束之间过了

多长时间呢？还是没有时间而是立即发生呢？这个

问题目前是无解的。 

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的区别是，前者讨论的是

匀速直线运动的参照系（惯性参照系）之间的物理

定律，后者则推广到具有加速度的参照系中（非惯

性系），并在等效原理的假设下，广泛应用于引力

场中。 

相对论提出了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四维时

空、弯曲空间等新概念。经典物理学基础的经典力

学，不适用于高速运动的物体和微观领域。相对论

解决了高速运动问题，量子力学解决了微观亚原子

条件下的问题。在某些天体的超强引力情况下，相

对论的时空扭曲为奇点，这种超强引力场成了相对

论的盲区，于是相对论就无法避免出现黑洞的概念

与天体。光产生于物质，却在物质和真空中都能传

播。例如光在玻璃中传播，光在玻璃中传播的过程

中并测量不到物质粒子的运动，而只有一系列的电

场及磁场的变动，不是物质变动引起的，可能是暗

物质变动引起的，依靠暗物质传播。暗物质是传播

辐射的载体，充满整个宇宙，所以光能在整个宇宙

传播。光传播速度就是暗物质波动传播速度，暗物

质波动传播速度依赖于暗物质能量传导速度，暗物

质能量传导速度依赖于暗物质碰撞频率，暗物质碰

撞频率依赖与暗物质粒子振动速度。暗物质能产生

场，物质也能产生场，并且场与场能相互作用，所

以，暗物质的运动能影响物质，物质也能影响暗物

质运动。暗物质生成阶段生成的暗物质不断积累，

暗物质与暗物质之间也不断碰撞并向外扩散。随着

宇宙膨胀体积增大，暗物质将越来越稀薄并逐渐冷

却，宇宙膨胀速度也将再次变慢（星映瞳，

2014）。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句成语既体现了人

们对时间的最直接的领会，也体现了人们对时间不

可逆性的认识以及对此的无奈与感慨 (Wikipedia, 

2015)。 

如果按照时间静止的概念，过去、现在和将

来永远存在（Ma，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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