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cademia Arena 2015;7(9)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66 

 
从马成金实验到天津港大爆炸预防 

 
严河流 

 
Recommended: 王德奎 y-tx@163.com 

 
摘要：钟圣俊和戴德昌等在分析爆炸发生的过程和次序上即使正确，但用常规化学知识计算难以说明事故爆

炸产生的威力和破坏。解密 1984 年马成金实验用极少量的钾、硝基苯、苯酚等混合物，放入加了极少量盐

巴的一大碗水中产生完全“燃烧”喷射的原理，被 2009 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召开以来网络论坛公开

的原子核层次以下，胶子-夸克海非核衰变型的化学分解组合能隙的弱力能源反映的量子色动化学研究阐释，

说明也应预防各种因素汇合引起的这类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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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东北大学材料与冶金学院钟圣俊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戴德昌教授等先生的博文，受其影响，也来作一

些猜测，但前提仍然是以官方分析为准。 
 
 

一、与钟圣俊-戴德昌计算商榷 

我们不完全赞成钟圣俊教授的《天津瑞海物流

特大火灾爆炸事故原因猜测》分析，是他全部立足

在常规的化学知识上去猜测天津瑞海物流特大火

灾爆炸事故的原因。如他说：“各种事实逐渐明朗，

涉事公司的危险品种类已经大致清楚。这里初步分

析一下事故原因和过程。不考虑人为破坏，火灾或

爆炸的常见点燃源包括：(1) 明火；(2) 电气设备；

(3) 机械碰撞和摩擦；(4) 静电；(5) 自燃；(6) 热

表面。由于发生火灾的初始位置不是危险品仓库，

而是集装箱露天存放区域，因此电气设备的可以排

除。晚上 11 时 30 分左右，没有进行作业，明火、

机械碰撞和摩擦、静电和热表面都可以排除。因此

自燃是最可能的点火源。在瑞海物流的运抵区危险

品中，硫化钠为易自燃固体（危险品类别为 4.2），

硝化纤维素（即硝化棉）为易燃固体（危险品类别

为 4.1）。这些易于自燃的危险品在包装完好的密

闭情况下不会自燃，包装破损时会因为不同的机理

自燃。硝化棉久储变质或润湿剂挥发干燥后易分解

燃烧，在温度超过 40℃时能加速其分解而自燃。硫

化钠在空气中发生缓慢氧化自燃”。 

钟圣俊教授的猜测事故过程是：“(1) 硝化棉

或者硫化钠自燃；(2) 自燃点燃了可燃液体，可燃

体燃烧；(3) 港口消防队接警后赶到，但是他们没

有被告知现场存在与水不相容的危险化学品。灭火

过程中，火势未被控制。因为集装箱中的碱金属钾、

钠、和硅化钙（硅钙合金）遇水燃烧爆炸更猛烈。

(4) 可燃液体火势未被控制，液体瞬间沸腾，形成 
BLEVE (Boiling Liquid Evaporate Vapor Explosion), 

或者 VCE (Vapor Cloud Explosion)。(5) 硝酸铵（钝

感炸药）爆炸，强氧化剂硝酸钾、硝酸钠、氯酸钠

与可燃固体临时生成炸药发生爆炸”。 

与钟圣俊教授相同，上海交通大学戴德昌教授

也是偏重科学和工程学，其博文《天津滨海大爆炸

过程为什么小大两次？》中说：天津滨海的化学品

中转仓库发生大爆炸，连恰好经过的美国卫星都看

到了爆炸的大火。地震台网称，从波形记录结果看，

第一次爆炸发生在 8 月 12 日 23 时 34 分 6 秒，震

级 ML 约 2.3 级，相当于 3 吨 TNT，第二次爆炸在

30 秒种后，震级 ML 约 2.9 级，相当于 21 吨 TNT。

最可能的事故过程是，首先，一个仓库产生了一点

点化学品泄露（天气热/或者其他意外），并引发火

灾（偶然事故还是人为甚至蓄意破坏，这里不讨论）。

于是报火警，救火队员马上来临。2、这个小仓库

的某个小区域由于火灾，产生了大量化学品泄露，

和空气混合，加上火源熊熊，发生了第一次预爆炸。

3、由于预爆炸，产生的大量爆炸性的高温气体迅

速膨胀，周围几百米之内所有五家危险化学品货物

仓库/集装箱中的化学品都进入了爆炸范围，都被高

温的爆炸气体激活了，积极参加进来（空气/化学品

比例适合，火焰和高温助阵），于是产生了第二次

爆炸。这次大爆炸不是地面爆炸，估计方圆 400 米

和地面上 200 米高度之内的半球形体积内，是化学

品和空气混合很好的区域，因此这次大爆炸的威力

巨大，主要是冲击波效应，爆炸核心的热浪把方圆

几百米内的一切烧光（比如那些汽车），并把一公

里外的窗户玻璃震碎。这次看出来，天津滨海地区

规划把危险化学品仓库规划在一起，好多家集中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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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导致一个巨大的不定时炸弹。一家总有机会

偶然出事（比如雷击），导致各家的所有化学品一

起爆炸。 

钟圣俊和戴德昌等教授在分析爆炸发生的过

程和次序上即使正确，但用常规化学知识计算难以

说明事故爆炸产生的威力和破坏。解密 1984 年马

成金实验用极少量的钾、硝基苯、苯酚等混合物，

放入加了极少量盐巴的一大碗水中产生完全“燃烧”

喷射的原理，被 2009 年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

召开以来网络论坛公开的原子核层次以下，胶子-

夸克海非核衰变型的化学分解组合能隙的弱力能

源反映的量子色动化学研究阐释，说明也应预防各

种因素引起的这类爆炸。 

马成金实验涉及的弱力能源药品，爆炸的地点

存放着硝酸钾、硝酸钠等硝酸盐物质。如据现场消

防指挥部消息，当时发生爆炸的地点存放着硝酸钾、

硝酸钠等硝酸盐物质。目前此处已被炸成一个大坑。

新京报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已检出液碱、碘化氢、

硫氢化钠、硫化钠等 4 种物质。甲苯和挥发性有机

物超标；或有剧毒硫化氢。天津政府官微发布消息

称，天津港危险品仓库爆炸周边环境应急监测后发

现，周边环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表明常规指标无异

常，但甲苯和挥发性有机物超标。 

发生爆炸的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瑞海国际）装有危险品的集装箱起火爆炸，副经理

也称，最初发生爆炸的是存放硝酸钾、硝酸钠、硝

酸盐等化学物质的库房.。瑞海国际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5 年 8 月 12 日晚他在睡觉时听到爆炸声，平时

都住在货场的他，立即让人报警。正在现场协助救

援的他强调，事故发生时先爆炸后起火。据天津市

公安消防局局长周天在 13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12日22时50分，天津消防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天津开发区疑似一辆汽车失火，随后多个电话报警

称天津港内起火。天津消防调派力量赶赴现场，23

时 06 分第一批灭火力量到场，发现多个集装箱起

火，属于猛烈燃烧阶段，天津港公安局消防支队迅

速先期处置。23 时 16 分左右，其余力量陆续到场。

23 时 30 分，现场发生接连爆炸。 

这次爆炸发生所在地点是塘沽工业区的天津

港瑞海危险品物流仓库。爆炸原因是集装箱中的危

险化学品发生爆炸，目前还没有查明发生爆炸的具

体危险化学品。但根据一份 2014 年 9 月的《天津

东疆保税港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跃进路堆场

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拟批复公示》，显示该

堆场用于电石、硅钙合金、氰化钠、甲苯二异氰酸

酯(TDI)、烧碱、硫化碱、氩气、甲乙酮、乙酸乙酯、

硝化纤维素、硫磺、硝酸钾、硝酸钠、甲酸、磷酸、

甲基磺酸、压缩天然气等危险品和 PVC、天热橡胶

等普通货物进出口的暂存。由此推测，发生天津港

瑞海危险品物流仓库爆炸事故中的危险化学品肯

定属于马成金实验中的一种或数种。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高级工程师吴春平博士，他表示，此前在国内没有

发生过如此巨大的爆炸事故。上一次较为严重的昆

山爆炸事故，威力也无法与此次爆炸相比：如万科

清水港湾小区，距离爆炸中心 500 米外车场的几千

辆车损毁；小区内很多玻璃被震碎，墙壁被炸裂，

大约四五百米长的马路上都是被爆炸震碎的玻璃

碴、窗框，地上到处是坠落物品。新京报快讯记者

林斐然报道，国家地震台网清晰记录的两次震级，

等值换算战斧式巡航导弹的 TNT 当量，第一次爆炸

相当于近 7 个战斧式巡航导弹的能量，第二次爆炸

的能量则接近于 46 个战斧式巡航导弹落地爆炸。 
 

二、马成金实验弱力能源传奇 

用 2008 年汶川“5·12”大地震后，提出的“拟大

型强子对撞机”假说，解释汶川大地震为什么能释

放如此巨大能量？这个崭新课题批评科学不与时

俱进时说：“如果把地质学家、地震学家、高能物

理学家、历史学家、工程师、政治家等比做计算机，

那么把人类总结出的书本知识就可以比做软件；即

使软件本身没有‘病毒’，但由于前沿科学不断深入

研究，科学高度随时代的变化，曾经可行、可理解

的办法，在今天也可能使这类有关的软件产生部分

失效的效应”。用此来说明有关危险化学品爆炸知识

的三种层次划分是：普通化学解释；核化学解释；

量子色动化学解释。这里有关量子色动化学的解释，

在所有现行出版的书籍和杂志中是没有的。只是在

从 2009 年 1 月 4 日、5 日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

召开以来，网络论坛上才有公开；这是 20 多年我

国“水变油”事件逼出来的。 

如许驭先生在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上宣

讲，在常态情况下水能变成油。现在“水变油”被

许驭先生还宣传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徐光宪院士、师昌绪院士在背后支持；哈尔滨工业

大学理学院化学系原系主任刘延勋教授，也在叫

《“水变油”被打成伪科学是一场重大科学冤案》。

在美国的王令隽教授也认为，物理学的发展应该把

焦点放在原子核结构及其以上的研究，而不是核子

结构以下的研究。他说原子核结构和核子结构是完

全不同的两码事，把大量的人、财、物都消耗在超

过目前人类技术水平所能够达到的核子结构研究

上，是不明智。 

其实这是一个方向性错误，当前物理学发展的

很多问题得不到解决，正是对核子结构层次以下的

研究，缺乏“脑洞大开”。《环球科学》2015 年 6

月号罗尔夫·恩特等发表的《胶子与夸克怎样塑造宇

宙》一文认为，胶子-夸克等离子体的能量很大超过

核反应，物理学家早就知道是胶子把夸克“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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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构成了质子和中子，进而组成了世间万物。

但胶子究竟是如何发挥上述作用的，仍然让很多科

学家感到困惑。例如，胶子对质子质量和自旋的贡

献有多大？质子的质量为什么远大于组成它的夸

克质量的和？要解开这些谜团，只能求助于未来的

电子和原子核对撞实验。但盐亭人把这项研究，追

溯到毛主席 1953 年开始宣传的“物质无限可分”；

这已经有 50 多年，是把毛泽东同志看作“中国现

代科学之父”。 

原因是，请打开《量子夸克》一书，解密弱力

能源研究的说明，《量子夸克》书中说：“一个由

带电夸克和反夸克所组成的常规介子，不仅能够通

过在带电荷的组分之间交换电子产生电磁相互作

用，还能够通过在带色荷的夸克和反夸克之间交换

胶子产生强相互作用”。与强相互作用相比，电磁

相互作用和引力相互作用属于核外的弱力，只有放

射性衰变属于核内的弱力。滞后的核裂变和核聚变

理论认为，真实的核裂变就称核分裂，它是一个原

子核分裂成几个原子核的变化，但又是专用于由重

的原子----主要是指铀或钚，分裂成较轻的原子的一

种核反应形式。 因为只有一些质量非常大的原子

核，像铀、钍等才能发生的核裂变。聚合是一种比

表面减小的过程，为放热；分解是一种比表面增大

的过程，为吸热。当外加能量达到一定值时，即可

越过原子轨道能垒打破这种平衡，使内在的核能释

放出来，原子要发生裂变。如铀核的裂变就是由高

速的中子撞击所提供的能量，在吸收能量之后，原

子能级越过能垒，核斥能量就释放了出来。释放出

的核斥能量，远远高于中子的引发能和因比表面增

大而吸收的能量，这就是裂变能。而在聚变过程中，

因核聚引力释放出了核聚能，同时该过程又是一个

比表面减小的过程，于是在这个过程中还会释放出

大量的结合热，这就是聚变能高于裂变能的原因。

轻原子核的融合与重原子核的分裂都能释放出能

量，分别称为核聚变能与核裂变能，简称核能。但

这都是些老知识。 

量子色动力学（QCD）是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

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描述夸克之间强相互作用

的标准动力学理论，它能够说明轻子对强子深度非

弹性散射的异常现象、喷注现象以及夸克的色禁闭

问题。在量子色动力学中，夸克由于带色荷而产生

强相互作用，夸克之间交换胶子。但量子色动力学

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被完全解决的问题，把弱力能

源分为两部分：一是众所周知的原子核衰变型的融

合与分裂，都能释放出能量的核聚变能与核裂变能。

另外是，原子核子内的夸克海、海夸克、胶子海、

海胶子云等引起的外源性量子卡西米尔效应，原子

内的质子和中子不发生融合与分裂的核反应，而使

原子组成的分子结构发生非核衰变型的化学分解

组合。这种“脑洞大开”来自上世纪 40 年代，荷

兰科学家奥弗比克和卡西米尔给予的实验证明和

解释类似真空量子起伏产生的吸引或排斥作用，启

发解密原子核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力系统，而是有很

多起伏。在原子核内部空间中，也许偶尔能够检测

到类似“风筝借气流上天”效应的“弱力能源”的起伏。 

虽然这与类似“飞机上天”的“夸克球”是不能相

比的，而且也不能看作是常态。但在类似危险化学

品的偶然组合，如用极少量的钾、硝基苯、苯酚等

混合物，放入加了极少量盐巴的一大碗水中产生的

完全“燃烧”喷射，就属于这类非核衰变型的化学

分解组合能隙的弱力能源反映。马成金先生用自己

的所学，解释为化学联键剂燃料反应，用来反对许

驭先生在常态情况下水能变成油的说法。 

马成金，四川盐亭县三河乡人，1938 年生，工

程师。退休前是盐亭县农机局玉龙镇农机站的站长。

马成金家解放前很穷，他妈生了 12 个孩子，只养

活了 6 个。他是 6 个中的老大。马成金说，一般人

读到中专毕业需 12 年的学历，但他只读了 7 年。

1959 年马成金在绵阳农机校读书时参加大炼钢铁，

有同学手里的开水碗不小心翻落，水滴洒到正出钢

水的槽里，发生爆炸，死伤了人。事故后来使马成

金产生了逆向思维：钢水槽面上的“拉西”（炉渣熔

液）是矿物质，是否可用少量的特殊的矿物质反过

来倒入碗里的水，如能发生爆炸和燃烧，不是可以

用来为解放台湾作贡献吗？因为在 1960 年代初蒋

介石叫嚣要反攻大陆，国家也在宣传要解放台湾。

受此阶级斗争的鼓动，作为苦大仇深出生的马成金

联想到军事用途。这第一个十年他还只能思考，

1969 年他才结了婚，夫妻都是晚婚。他在农村中有

了家，有了 3 个孩子。在第二个十年他坚持做实验，

马成金利用为盐亭中学和玉龙中学食堂抽水、修水

泵等工作方便，经常从学校化学实验室要到一些药

粉，回去暗中做实验。上世纪七十年代，马成金一

次把装入衣服中的药粉忘记取出，洗衣服时发生了

燃烧。这使他进入第三个十年，给一些朋友作表演。 

1984 年盐亭玉龙镇区医院的谢长寿医生推荐

他去找盐亭县科协，这就是 1984 年的水“燃烧”喷射

实验，主持人是盐亭县科协主席张应芃先生。张先

生 1965 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长期在地质勘探

队野外工作，后照顾爱人调回家乡盐亭县的。马成

金做得很成功，也做得很规范。他先叫张先生舀大

碗水，再加了很少一点食盐后，叫大家离远点。他

拿出一个小纸包，将一点药粉倒入装满水的碗中，

水立即喷射出火花和白色的烟雾充满整个 16 平方

米大的办公室，气味也很难闻。张应芃先生用地质

学知识分析，只认为类似镁的燃烧链式喷射现象，

而没有想到用到了钾。因当时马成金先生拒绝说明

药粉的化学成分，只说是在灌县（后为都江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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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机会获得的；科协怕含有放射性矿物质，被叫

停。 

事情没有被遗忘，是 1993 年哈尔滨王洪成“水

变油”的信息传来，马成金受此带动，他去掉了危险

的钾，改为来苏尔水，再掺柴油配成“油包水”的联

键剂燃料，并作推销。他说本可以高价出售的“发明”，

由于读大学、读研究生的儿子和侄儿劝他自家生产，

而失去了“良机”。 马成金虽然读过中专，是个出色

的农机工程师，但他对自己发明的“油包水”添加剂

认知，仅停留在普通化学键知识的水平上。在 1990

年代期间马成金曾向四川省专利局申请过“油包水”

联键剂燃料专利，而且缴了 700 多元的代理费，但

仍因怕失密而没有说真配方，使专利申请不了了之。

后来他最心疼的聪明女儿不幸夭折，加之王洪成被

捕入狱消息传来，他万念俱灰转向佛门，从一个科

学爱好志愿者变成了一个佛学志愿者。 

事情再没有被遗忘，是到 2009 年 1 月 4 日、5

日召开“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会议时，虽然

时间已经过去 25 年，但许驭先生在量子信息与健

康上海论坛上说在常态情况下水能变成油的消息，

还是刺激了他。这时马成金已经退休了 11 年，而

盐亭县科协用三旋量子色动化学卡西米尔力原理

解释的模型已经建立起来。因为 1984 年谢长寿医

生之所以介绍马成金来找县科协，是 1981 年盐亭

县科协开始办的《科学盐亭人》和《科学知识》等

铅印科普小报上，发表过《生物全息律和自然全息

律》、《圈态密码和物质心脏的夸克》等类介绍 1960

年代前后，盐亭玉龙初中和盐亭县高中学生研究圈

态三旋动力学等科学成果的小块文章，居然在一些

全国刊物上还被转载，有一点影响。 

而盐亭诞生科学殿堂外的“三旋”梦，是因 1959

年盐亭玉龙初中一天上代数课，老师布置一道求解

人数的方程应用题，有同学得出三十二又二分之一

个人的答案。老师批评说：“怎么会有二分之一个

人呢？”这时有学生联系老师曾讲“一尺之棰，日

取其半，万世没竭”的古代哲学，是体现毛主席指

导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于是课后就与老师、同学

讨论一个道理：对于一个稍大的层次概念或命题，

它虽包含有许多层次，但它不是无限可分的；它的

无限可分体现在必须变换概念上，例如人有很多层

次，可以分成很多数量和内容的集团，而当分到一

个人的时候，不能把人分割了，还看成一个人，但

可以在有机物和细胞、甚至无机物的概念上分下去。

此事以后使一些师生注意到，物理与数学上没有孔

洞的球面粒子和有孔洞的环面粒子的区别，而萌生

了最初用三旋编码微观物质的想法。 

马成金实验现象和弱力能源分析，在“量子信

息与健康上海论坛”会上透露后，很多学者对马成

金实验的药粉具体化学成分有兴趣。会后马成金来

看过我们，但没有了解到他的秘密，所以我们又专

程到他家去拜访。这时通过反复地说服，他终于解

密回忆说出 1984 年在盐亭县科协做实验用的试剂

成分，主要有类似硝基苯、苯酚和他说不出名字的

像灰颜色的钾化合物等三种东西。我们据此分析，

像灰颜色的钾化合物和结合能燃烧喷射或能产生

高温的特点，认为也许可选这三种之一：过氧化钾、

氢氧化钾和氰氧化钾。其中以过氧化钾的可能性很

大，因为它遇水除产生高温外，还有发生爆炸的危

险。而其他的两样东西硝基苯、苯酚，还具有毒性

和腐蚀性。在获得马成金先生的同意后，我们把他

用的实验药粉成分，分别报告了国家发改委原国家

物资部燃料司副司长严谷良高工，和“量子信息与

健康上海论坛”组织者之一的上海师大陶康华教授。 

2009年 3月 7日严谷良司长从北京专程来绵阳

到盐亭看望已经 71 岁的马成金。这里要作一个说

明：1984 年的马成金实验，和 1993 年马成金发明

的“油包水”联键剂燃料实验，涉及的是两个完全不

同的科学原理。严谷良司长想看的是后者，因为哈

尔滨王洪成“水变油”曝光后，为这种“实在”的考察，

国家计委才在物资部设立燃料司，严谷良高工被调

去作了副司长，专门负责王洪成的“水变油”的实验

重复和试验生产。作为科学考查组负责人的他，知

道国家满足了王洪成的一切要求，但核心的是王洪

成不愿向国家交出彩色粉笔类似的所谓“可燃炔”制

剂的配方，拿出的只是用这种“可燃炔”配的所谓“水

基燃料”，用这种水溶液再去勾兑大量的白水，开始

浓度高的水，“燃烧”还行，后来反复勾兑的白水，

就一点没有作用。科学考查组虽然集中很多资深的

化学家和先进的实验仪器，但没能破解“可燃炔”制

剂的配方和原理。而马成金先生想做的也是后者，

他虽然也反对严谷良赞成“水能变成油的”的说法，

但更希望有北京高层领导人士来支持他的能“创造”

经济价值的“油包水”联键剂发明。 

我们的着眼点不同：马成金解密他 1984 年实

验的试剂有类似钾、钠和硝基苯、苯酚等化学成分，

其实是分为两类：含钾、钠的物质属于易燃易爆物

品，而硝基苯、苯酚等属危险化学品；两类不能放

在一处。按物理、健康或环境危险的性质，易燃易

爆物品也属于危险化学品，但从量子色动化学反应

角度看，这里含钾、钠的易燃易爆物品，关注的是

具爆炸、燃烧性质等物品一类；而危险化学品关注

的硝基苯、苯酚等，属强腐蚀、助燃、有毒性质等

物品一类。两类放一处，危险更大。如天津港“８·１

２”危险品仓库爆炸也许在提醒世界：类似遇到运

输、装卸、生产、使用、储存、保管中的失误，或

内部与外部人为作用，各种因素汇合造成马成金实

验试剂含类似钾、钠和硝基苯、苯酚等易燃易爆物

品与危险化学品两类的交集，引起点源性可能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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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色动化学弱力能源反应，也许会超过原来普通化

学和核化学知识的爆炸、燃烧、冲击波、有毒烟雾

等威力，这是必须预防的。虽然这只是从理论上的

研究；且之前只是把马成金实验主要从拟大型强子

对撞机的弱力原理在联系大地震预测、弱力能源利

用方面在考验。 

参加 2009 年 1 月“量子信息与健康上海论坛”

会议的绵阳师范学院化学系何志坚教授，爱人和马

成金先生都是盐亭三河乡人，何志坚和马成金早相

识相好。何教授从上海回来，春节后生病住院，马

成金先生来绵阳还亲自到医院去看望过何志坚教

授，过后又来拜访过我们。因此知道在上海论坛会

上，我们用马成金实验与量子色动化学卡西米尔力

原理有联系，和许驭先生提出的太空宇宙射线中μ

子，引发“超分子微腔激发态氧原子氧核”式水变

油冷核裂变，作过争论。因会后网络论坛发表过有

关报道，被北京的蒋春暄先生看到后，报告给了严

谷良先生，于是联系上了我们。据严先生自已说，

他当年 74 岁，上海人。1958 年考入清华大学原子

核物理工程系，读了六年书，1964 年毕业分配到国

家计委工作。 

严谷良先生讲，王洪成的“水变油”有真实的部

分，在国家计委大院的表演，许多部里和省上的领

导同志都看到。由于张建军、饶刚等质疑我们的解

释，说谈什么“色”动理论都没用，因为遇水燃烧的

化学药品太多。“水变油”者的能量创生、能量转变

清楚----化学能如果是从反应物的其他成分得到的，

说到底还是化学反应，这是能量守恒导致油的能量

来源，而必然不是“色”的能量创造。我们对张建军、

饶刚、许驭的“水燃烧”和“水变油”的普通化学和

核化学知识都存而不论，指出胶子-夸克海非核衰变

型的化学分解组合是特殊外源性转化，反映的显物

质层面以下的暗能量和暗物质能隙的弱力能源，这

里不存在破坏全域能量守恒的能量创造。对此严谷

良先生反复强调他“只看实验，不讲理论”，他与

马成金先生的协商，马先生也提出要做重复 1984

年科协实验，需请何志坚教授和严谷良司长找到极

少量的金属钾给他用作配方。这注定严谷良司长去

看望他时，做这种实验会不成功，因为何志坚教授

和严谷良司长都没能给他钾金属。 

从绵阳到盐亭玉龙镇农机站马成金先生的家，

陪同严谷良司长的有成都理工大学刘波教授、绵阳

市科学小说研究会刘文传秘书长、绵阳福天下电子

商务有限公司杨纯总裁等同志。3 月 7 日坐小车到

玉龙镇已近下午黄昏，人们下车稍作介绍，马成金

就叫严谷良先生等同志，跟他下到房屋旁山坡下的

梓江河边。他从纸盒里拿小指头大小的两支玻璃试

管，里面装有少半量的粉红色的液体，管口是用纸

堵住的。这时大家才明白，马成金在表演水“燃烧”

喷射实验。问他不用钾，另用什么代替的？马成金

说是他没有找到钾，用的氯化钾代替。当着大家的

面，马成金没有再说一句话，就把玻璃试管扔到河

滩的一塘水中，塘水毫无反应。马成金连忙又扔出

同样的一支试管，塘水仍然毫无反应。 

这个水“燃烧”喷射实验让人尴尬和失望，是

否是按严谷良先生约定的“只看实验，不讲理论”

的安排？以及那粉红色是否是他加的色素，还是苯

酚本身显的粉红色？都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两点与

1984 年不同，一是缺少盐水中的氯化钠；二是玻璃

试管用纸堵住，不能与水很快接触。氯化钾和硝酸

钾是农用钾肥中的品种，当地容易找。这种一般呈

白色或浅黄色结晶，含有少量铁盐时也成红色。氯

化钾和硝酸钾没有类似钾入水的“爆炸”燃烧喷射，

连超氧化钾、氢氧化钾也不如。当然马成金即使想

保密，但他还是盼望严谷良先生等人来有所得。也

许是没条件，不可为。而严先生看重事实，不喜空

谈，也可理解。 

返回家，大家都问能不能做？如果让严谷良司

长不远千里之外的北京来到这里，是这样的结果，

马成金也良心过不去。这时他又忙忙慌慌进出房间

找东西，一会他人不见了。等了半天，不见出来，

大家赶快转到屋后去找他，好一会他从另一间屋里

穿出来，把一个小纸砣扔到屋檐下的一个装有脏水

的大脚盆里，不见反应。马成金又回到屋里，又等

了好一会才从屋里出来，他把一张摊开的小纸片连

同纸心的一点黒粉末，扔在脚盆的水面，这时水面

喷射出一小束火星和冒出淡淡几丝白烟。马成金紧

綳的脸上这时才出显一丝笑容，好像他终于成全了

客人希望看到的缩影。马成金松了一口气，这时才

对大家说，这是他翻箱倒柜，从一支旧试管的底部

刮下的一点钾锈粉末。马成金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是要让“油包水”联键剂燃料的实验唱主角。马成

金和他爱人非常热情招待客人们吃了丰盛的农村

风味晚餐后，座谈和新的实验才开始。马成金回忆

1984 年他的科协实验的程序，才说在科协的实验水

里放有食盐，现在脚盆和河里的水都不含食盐。 

他似乎还记起来在科协实验加的粉末，新鲜的

钾是银白色蜡状小块，保存在煤油里。问他是如何

变成粉末的？马成金说，他是用白糖和食盐包裹小

块钾，并用小刀切成小片弄细的。可见在 1984 年

水“燃烧”喷射的钾、硝基苯、苯酚等混合物里，

还有的白糖和食盐。2009 年 3 月 7 日晚的正式实验

表演，是马成金拿出他 10 多年前配制的联键剂试

管，先给严谷良等人看。他的柴油掺水联键剂燃料

是用于开拖拉机的，成分他是把少量的甲酚和肥皂

的混合液，以及食盐、白糖、白碱等混合物放入水

中，以水、柴油混合比为 3：7 到 7：10 的配制。 

和他 1984 年的科协实验不同，柴油掺水联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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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燃料在相似中，联键剂取消了钾等遇水会爆炸、

升温的之类的钾化合物，所以与水“燃烧”喷射的

性质不同。此时看他拿着的试管，其中的油和水分

层，摇动后溶液浑浊，点火燃烧明显比纯柴油无力。

就是这项“发明”，据马成金说，1993 年时通过盐

亭县农机厂的厂长、盐亭县科委副主任赵明泽等人

的介绍，价格讲到一百万到一千二百万元，但他也

还不愿意交出配方。马成金向严谷良等人兴奋介绍

说：他一生有三件发明，一是水“燃烧”喷射药剂，

二是柴油掺水联键剂，三是四孔转子发动柴油机。

水“燃烧”喷射药剂主要是想献给国家造武器弹药。

严谷良立马纠正他说：武器弹药你就用不着研究了，

国家有的是研制武器弹药的高级人才。你的三件发

明看来，只有柴油转子发动机还有价值，也容易实

现。这算是严先生对这次之行的总结了。 

到 2009 年 6 月 22 日，是陶康华先生来绵阳。

陶康华先生是上海长三角生态组合中心的董事会

主席，1963 年于北京地质学院区域调查专业毕业，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兼职博士生导师。曾经担任上

海师大地理系副主任，当时任上海师范大学城市信

息研究中心主任，负责指导环境科学硕士点和地理

信息工程专业。主讲《环境学通论》、《环境遥感》、

《城市生态信息工程》等课程。这次是他作为指导

清华、上海交大和中国社科院博士生、硕士生团队

来绵阳作城市“低碳”规划设计的先期考察的导师

工作的。2009 年 1 月在他奉令操办的第二次量子信

息与健康上海论坛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和何志坚教

授才第一次认识陶康华先生。 

这次他来绵阳，还有一件在北川支灾的主要任

务：他同全国的几位养猪大王志愿者要为绵阳北川

的一家养猪大户支招和物资支持。我们在介绍杨纯

和刘文传两位先生与他认识的同时，又给马成金先

生打电话，问他愿不愿意跟陶康华教授到上海，去

大学实验室做重复他 1984 年科协的实验，来回与

吃住、花销等费用由上海方面包干。马成金先生说，

严谷良先生走后，他曾做过一次类似的实验出了事

故，有毒气体让他身体 40 多天不舒服，他不再做

任何实验了。 
 

三、非核衰变型量子色动化学 

2015 年天津港“８·１２”瑞海公司危险品仓

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后，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

同志介绍，目前掌握数据显示，爆炸区仓库里有危

险品七大类 40 余种，有包括硝酸铵、硝酸钾在内

的氧化物共有 1300 吨左右；金属钠、金属镁等易

燃的物体有500吨左右；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物700

吨左右。目前已在核心区清理出氰化钠 150 吨，运

往厂家回收。我们纯从科学和工程学方面考虑，是

否各种因素汇合，类似造成马成金实验试剂含钾、

钠和硝基苯、苯酚等易燃易爆物品与危险化学品两

类的交集，引起可能的点源性量子色动化学类似的

弱力能源反应的威力与破坏？这有两类实际的可

靠数据比较，供参考计算。 

一是国家地震台网记录，第一次爆炸近震震级

ML 约 2.3 级，相当于 3 吨 TNT，第二次爆炸近震

震级 ML 约 2.9 级，相当于 21 吨 TNT；以及距离爆

炸中心 500 米外车场的几千辆车被燃烧和冲击波损

毁所需要的强度。二是对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易燃

易爆物品与危险化学品两类交集的真实数量，按普

通化学知识作燃烧、爆炸和冲击波强度计算。比较

这两类实际的可靠数据，是否有超出概率的差值？

如果确实很大，我们认为有可能是点源性量子色动

化学类似的弱力能源反应引起的威力与破坏。因为

这能从马成金实验得到证明，这种规范任何有能力

的大学和科学院的实验室，都能重复做出来。我们

之所以把马成金先生称为“中国的贝克勒尔”，是

贝克勒尔把原子层次以下的核子衰变，揭示到可见

的显物质层面，说明元素原子里的质子数可变而发

生放射性现象。马成金则是把原子核层次以下的夸

克-胶子等离子体海衰变，揭示到可见的显物质层面，

说明元素分子里的原子数不变也可发生分子的分

化组合性现象。或许贝克勒尔发现的原子里质子数

可变的放射性现象，也与马成金实验夸克-胶子等离

子体海衰变，还有联系。 

为什么“点钾成金”，按照现行的施肥标准，

每亩多施用一公斤钾肥，可增产 4 至 6 公斤粮食？

氢、碳、氧、钠、钾等元素与量子色动几何-量子色

动化学-量子色动力学的夸克-胶子等离子体海衰变，

到底有什么联系？这是非核衰变型量子色动化学

要讲的问题。由于各种内外的复杂因素，科学实际

有普世性和本地性之分；两者有的有矛盾，有的没

有矛盾。例如我们家为孙子小学假期数学作业中类

似一元一次的代数难题，要不要给孙子讲设未知数

X 的方法来求解？ 

大人争论不休。奶奶和妈妈认为这是算术难题，

只能按算术方法一步一步求解，道理是学校老师还

没有教用设未知数 X 的方法。其实她们做半天也没

有用算术方法做出来。主张用设未知数 X 方法的，

是发现假期数学作业中几道这种算术难题，该方法

都好用。加之，像瑞典的小学数学课程按从易到难，

分为几十个级别，而不是按年级和班级区分。聪明

的学生可以今天是第一级，明天是第二级，后天第

三级……然后，很快学完几十个级别（最高难度的

几级并不一定要修）。反之，如果认为你不合适，

则可能永远在第一级，一直到合格為止，才能升进

第二级。比如说，你进入学校学数学，你从数学一

级开始，然后，数学二级，数学三级，数学四级……

数学三十级……每个级别都有不同的教室，不同的

老师，不同的课程，不同的要求……但这种升级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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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行升学或者升等考试，而是由老师进行推荐。

另外，作为基础教育，即使你的成绩最糟糕，你也

能够获得毕业。 

这是让科学抽象思维能力强的人，多为国家和

人民创造科技财富。瑞典是小国，实行“以富扶贫、

以下推尖”的良性循环办法，这让瑞典学生普遍学

习比较努力，而且是极为主动地努力学习。所以这

个只有约 900 万人口的小国，就约有 38%的劳动人

口在高科技公司就业，这个比例居世界第一；在世

界 20 项关键科学技术领域，瑞典有 14 项居前十，

19 项居前二十。科学方法是垄断不了的；任何国家

和集团在国际上无科学话语权，也由内部垄断的科

学方法竞争力不强的结果。古今中外从有社会生产

的原始人开始，人之间抽象思维能力自然差别就有。

科学不能垄断是它的求真性；科学不垄断虽也有伪

造，但因竞争会出现对手和关注科学伦理，如果有

人造假，不但毁掉他当前的工作，也毁掉他未来的

创新。 

人多力量大，办法多力量大，但方法好力量更

大。如果方法好但有分歧，就会有竞争对手出现。

社会上的生存。社会缺乏“以富扶贫、以下推尖”

对待抽象思维能力有自然差别的伦理，就像雪域高

原西藏大山土壤不生长树木一样，科学也不会生长。

宋文淼先生是中科院电子所著名的微波成像雷达

专家，他说他反对把毛主席称为中国现代物理之父，

认为爱因斯坦也好，库珀也好，因激光全息理论获

得诺奖的科学家也好，获诺奖应该的；没有他们的

大胆探索精神，20 世纪晚期的原子能利用、成像雷

达、超导，稀有金属系的新磁性材料、发光材料等

的实践，都不可能如此快的发展起来。但是，这些

实践的结果并没有证明那些理论是对的，相反正好

证明现代科学基础理论体系在整体上出了方向的

错误，现代物理学家和现代数学家们的现代数学和

现代物理学已经走到尽头。 

宋文淼教授退休后到美国生活，相信基督的

“神的话语”，与类似有超常的神力、智力及外星

人、史前人类文明等作用来解释科学走在一条道。

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是他在新中国一解放，就提出

用“物质无限可分”的科学，指导全国人民关注科

学方法求真的竞争，而不用类似有超常的神力、智

力及外星人、史前人类文明等作用，去解释类似非

洲原始时代多贡人的“高科技”得来的原因。这是

一个特殊的年代，50 多年前的马成金先生，只有一

点化学键知识，类似非洲多贡人。我们也类似非洲

多贡人，只有一点数轴和数字“0”的知识。但大

家都是在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的召唤下，向

显物质层次和暗物质层次，寻找科学方法打开求真

之门。马成金先生是实实在在寻找氢、碳、氧、钠、

钾等元素的振荡激发作用，我们是在量子色动几何

的“原理”上，发现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学有无尽

的开发前沿。 

例如，把“无和有”、“连续与间断”，用数

字“0”推演。由于所有自然数的正、负相加等于 0，

所有实数的正、负相加等于 0，所有虚数的正、负

相加等于 0，这样去联系“真空量子起伏”、“测

不准原理”等也好理解。甚至数轴从数字“0”出

发，产生无穷之多的自然数、实数、虚数，也联系

宇宙大爆炸论。我们的显物质世界，从无到有，从

有到衰落的循环，类似一个二维的芯片，比作一台

手提电脑，正如电脑没有打开，屏幕上没有东西，

也预存有程序。这里一切的“无”，并不是真正的

“无”；屏幕上你想打出的东西，有时也会自动变。

因此把全域的宇宙历史长河比作金字塔，我们显物

质的二维芯片宇宙实际是放在金字塔的顶层。在它

下面是核子化学二维的芯片，再下面是夸克弦圈量

子色动化学二维的芯片。 

在这第三层，夸克-胶子等离子体与早期的宇宙

极为相似。这种物质流动几乎没有阻力，最多也仅

有水的流动阻力的 1/20。如果夸克和胶子的禁闭被

破坏，把凝聚态能量释放出来，创造出一团高温的

夸克-胶子等离子体，将是地球上制造出的最热的物

质，温度高于 4 万亿摄氏度。罗尔夫·恩特等专家说：

凝视一个质子或者中子的内部，看到的是一种动态

的景象。除了基本的夸克三人组之外，还有一个由

夸克和反夸克组成的海洋，以及突然出现又消失的

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建立后的 40 多年来，物理

学家在解释强相互作用力本身的行为方面取得了

长足的进步，但量子色动力学的众多细节仍然难以

捉摸。量子色动力学有一个惊人的推论，我们所熟

知的质子，其内部的胶子和夸克的数目可以发生幅

度相当大的变化。一个胶子可以暂时地变为一对夸

克和反夸克，或者变成一对胶子，然后又变回成一

个胶子。在量子色动力学中，后者这样的胶子振荡

比夸克交换更为普遍，所以胶子振荡占了主导地位。

这个发现，还摘取过 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但所有的这些发现，都没有联系到普通化学物

质氢、碳、氧、钠、钾等元素的量子色动几何-量子

色动化学-量子色动力学，可能产生的无核衰变的影

响显物质分子里的原子数不变的分化组合性现象。

21 世纪头十年我国一齐出版了总结把毛主席看作

中国现代科学之父的三本书：《三旋理论初探》（四

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年）；《求衡论---庞加莱

猜想应用》（四川科技出版社，2007 年）；《解读

﹤时间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年）。这

是从微分几何和拓扑学的科学方法角度来处理“物

质无限可分”，而不是像层子模型，从高等代数和

微积分学的科学方法角度做运算的与国际竞争。因

为在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学中，不在一条直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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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点可以组成一个平面，联系黎曼几何的黎曼切

口，两个平面的黎曼切口轨形拓扑，可以定量 25

个卡-丘空间模型，编码对应所有的基本粒子。 

质子或者中子内部的虚胶子和夸克的数目，可

以发生幅度相当大的变化振荡，联系真空量子起伏

和真空中两块平行金属板之间存在某种吸引力，这

种吸引力被称为卡西米尔力；这样可以把原子核里

的质子，按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的系列化，编排成不

同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用此解密碳和氧离子

的量子信息原理，它能够以一种通过同位素质谱仪

以及严格的色谱-质谱联用的检测结果的方式，测量

到这类弱力能源反应的起伏。这里是把氧核类比于

卡西米尔平板，氧核的 8 个质子构成的立方体，类

似形成 3 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从普通的化学反应

到核化学反应，都是以元素周期表中元素原子的原

子核所含的质子数，可分和不可分的变化来决定的，

但都不讲大尺度结构部分子无标度性实在的量子

色动化学。 

然而即使把质子和中子等粒子都看成是“平等

的人”，但在结构的代表性上，类似社会结构中领

导和其他成员，编码是不同的。把卡西米尔力引进

到原子核，如果质子数不是一个简单的强力系统，

而是有很多起伏，也就能把“碳核”包含的相当于

卡西米尔力平板的“量子色动几何”科学“细节”

设计出来。因为氧核的 8 个质子构成的立方体，形

成 3 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这种“量子色动几何”

效应是元素周期表中其他任何元素原子的原子核，

所含的质子数的“自然数”不能比拟的。这其中的

道理是：形成一个最简单的平面需要 3 个点或 4 个

点，即 3 个点构成一个三角形平面，4 个点构成一

个正方形平面。 

卡西米尔效应需要两片平行的平板，三角形平

板就需要 6 个点，这类似碳基。正方形平板就需要

8 个点，这类似氧基。如果把这些“点”看成是“质

子数”，6 个质子虽然比 8 个质子用得少，但比较

量子卡西米尔力效应，8 个质子点的立方体是上下、

左右、前后，可平行形成 3 对卡西米尔平板效应，

即它是不论方位的。而 6 个质子点的三角形连接的

五面立体，只有一对平板是平行的。这种量子色动

化学能源器参加到原子核里的量子波动起伏“游

戏”，会加强质子结构的量子卡西米尔力效应。由

此这种几何结构，就有量子色动化学的内源性和外

源性之分。 

由此来比较，可以看出碳、氧、钠、钾等元素

的振荡激发作用：钠原子内是 11 个质子，8 个质子

点的立方体建构后，还剩下 3 个质子，正好建构一

个多余的平面。这个平面可以看出类似风筝，像无

人驾驶飞机吊着一个 8 质子点立方体的氧基，到处

漂浮作卡西米尔效应色动化学能源器，起分子无核

衰变的影响原子数不变的分化组合发力。这就是为

什么钠比氧有更显著的燃烧效应，因为单个氧基的

8 个质子点立方体，相比钠原子是静止不会移动的

东西。同理看钾，其原子内是 19 个质子，两个 8

质子点建构立方体为超立方体，其卡西米尔效应比

钠大。 

钾的超立方体用去 16 个质子后还剩下 3 个质

子，也正好建构一个多余的平面。这个平面也可以

看出类似风筝，像无人驾驶飞机吊着一个 16 质子

点超立方体的氧基，到处漂浮起卡西米尔效应作分

子无核衰变的影响原子数不变的分化组合发力，由

此钾比钠有更显著的燃烧、爆炸效应。同理先来看

与氧不移动相似的碳元素，由于碳原子内是 6 个质

子，建构的五面立方体比氧基 8 个质子建构的立方

体平行平面少两对，其卡西米尔力效应小，但也是

所有简洁、力强中仅次于氧的元素。正是这种结构

使氧和碳超乎所有其他元素之上。 

再说比碳原子多 3 个质子的氟元素，氟 9 个质

子 8 个可以建构像氧的立方体，6 个可以建构像碳

的五面立方体。类似碳多出的 3 个质子也可以建构

一个平面，如风筝像无人驾驶飞机吊着一个碳基卡

西米尔效应，到处漂浮起作分子无核衰变的影响原

子数不变的分化组合发力。因此氟虽是一种非金属

化学元素，但氟气的腐蚀性很强，有剧毒，化学性

质极为活泼，是氧化性最强的物质之一，甚至可以

和部分惰性气体在一定条件下反应。当然氟的卡西

米尔效应平板结构不定，与钾和钠也就有很大区别。

这里要说明，原子和原子核内的 3 个质子建构的平

面漂浮效应，不是要漂浮出原子和原子核的边界外，

它们也受量子色动力学的夸克和胶子禁闭法则的

管控。在量子色动几何上，一对平板有三种不同的

走向。 

第一是，黎曼几何的黎曼切口两个平面，不要

求平行，而且可以有点或面的部分接触。例如，平

面之间有类似喉管的虫洞，或化学键似的弦线连接。

如果一个蛀洞的一端并不连接到另一个时空去，这

一端点即被称为类似的婴儿宇宙。黎曼切口平面的

轨形拓扑，能够解决卡-丘空间模型不能定量编码，

对应所有基本粒子等数学难题。 

第二是，类似巴拿马运河或长江三峡大坝船闸，

做成分级闸门、堤墙的平面组合模型，能够定性描

述希格斯场的相互作用如何使基本粒子获得质量；

据此唯像模型建构数学公式，能够定量及计算所有

基本粒子质量等数学难题。 

第三是，卡西米尔效应平面，这也是天津滨海

大爆炸应预防联系的可能情形。其中又有若干层次，

因为卡西米尔效应联系类似真空量子起伏的胶子-

夸克振荡，不断出现和消失的粒子形成的“量子泡

沫”，原子和原子核内的质子建构的卡西米尔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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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筝似平面漂浮效应，虽然不突破原子和原子核

质子组成界限，但卡西米尔效应平面还有另外三层

发展功能。 

（1）卡西米尔效应平行平面的轨形拓扑，可

以生成一种泰勒桶或泰勒球类似的新结构。在泰勒

桶玻璃管的演示中，顺转搅拌红色液体线带成混沌，

而反转同样圈数可以还原红色液线。延伸到量子色

动力学，这是一种典型的绕过核污染风险的量子色

动化学的反应。水汽分子原子、原子核内外分布的

电子、质子、中子和质子、中子内部夸克、胶子里

的希格斯弦与圈海，是个小“泰勒桶”，搅拌者就

是量子弦与圈轨形拓扑形成杆线弦、试管弦、管线

弦、套管弦等的量子色动化学能。这是一种泰勒桶

＋卡西米尔平板效应的分形组装，风筝似平面漂浮

效应虽然不能突破原子和原子核质子组成的界限，

但可以使“量子泡沫”概率性地汇聚到这种界限的

边缘，构成类似原子弹、氢弹中炸药包裹连锁核反

应模式的外源性反应。这类似从内向外触发引爆夸

克、胶子里的希格斯弦与圈海等储存的巨大量子色

动化学能，变为外源性释放，但并不产生原先的化

学元素的变化。 

量子平面漂浮效应大不大？可以来看锂化学

元素。锂原子里的质子数是 3，是金属活动性较强

的金属，它容易极化其他的分子或离子，自己本身

却不容易极化。这一点影响到它和它的化合物的稳

定性，锂与水反应，不如钠剧烈，反应在进行一段

时间后，锂表面的氦氧化物膜被溶解，才使反应更

加剧烈。如果将锂丢进浓硫酸，那么它将在硫酸上

快速浮动，燃烧并爆炸。如果将锂和氯酸钾混合、

震荡或研磨，它也有可能发生爆炸式的反应。 

（2）量子起伏影响核内质子量子色动化学卡

西米尔平板间收缩的效应，因有类似老式电报编码

发报机的功能，其泛化也具类似的有量子“编码”

的效应，而产生量子信息隐形传输，来发布量子色

动化学指令。从宏观非物质的语言编码，到微观物

质的基本粒子的量子三旋编码，万事万物是构成各

种各样的“编码”。加之量子粒子的圆周运动，它

们的里奇张量，可以把“引力子”分为光速部分和

虚数超光速部分，这使光子和中微子在某种意义上

也能执行引力经典光速的传输功能，在编码的意义

上也可变为经典的量子引力子。这里几何纲领和量

子纲领之间虽同为实体，但量子起伏的产生和湮灭，

却颠覆了几何图像原有的变化概念。如量子真空起

伏的正负虚粒子对的产生和吸收；同位旋概念的膺

电子交换，或能级跃迁，而出现的虚粒子包括虚电

子-正电子对介质的产生和湮灭过程、虚发射和再吸

收等被称为的鬼场（ghost field）、鬼态（ghost states）

的现象，如果与卡西米尔效应平板联系，也含有量

子隐形传输的意味。 

（3）以上两种量子隐形传输，还可以联系映

射类似孤子链模具，模拟演示耦合组成链编码的一

对环圈平行平面。这种卡西米尔平板效应有类似超

导性质的量子隧道隐形传输效应，即把量子卡西米

尔效应平板之间的量子真空、空穴，和时空的自然

弱力相互作用联系起来，解释超导或隐形传输存在

的自然能源，是因为把具有这种功能的圈链称为的

孤子演示链，或孤子链，结构是让两列链圈依次对

应相交，在链条垂直时，段与段圈之间有上下之分，

同段同级的两个圈面可以近乎平行重合；而上下不

同级段的圈面也可以相互垂直，这种情况称为正交。

且因一个铁圈的转动为半角度，要平整又顺当，相

交是有严格编码要求的。这种滚动不是弱轴主流领

圈真正落下，而是圈套之间传递着一种信息、能量

和相位，构成类似螺旋状的搅龙轨迹。因此具有类

似贝克隆变换的表达式，这是一种类似 SG（正弦--

戈登）方程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描述。 

这种 SG 方程有正负扭状孤立子解，分别叫正

扭和反扭。隐形传输掌握的时空量子起伏，实际是

延伸为真空涨落的。这些粒子经常获取关于它们不

期而遇的客体的信息，并把那些信息散播到环境中。

所以，自然界总是在利用这些粒子在进行测量，阻

止自然界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真空中，即使

屏蔽了一切外部影响，处于未衰变/已衰变状态的叠

加状态中的一个原子核，也会随时受到自然界的这

类测量。这些粒子随即再次消失在真空中，这也叫

真空涨落或量子起伏，这是从宏观到微观都可观感

捉摸到的实验。 

最后要说的，各种因素汇合，引起原子核层次

以下胶子-夸克海非核衰变型的化学分解组合能隙，

超过普通化学和核化学常规爆炸的弱力能源反映，

有一个不恰当比喻，就类似秦朝的大泽乡起义，各

地纷纷响应，比平常一般的聚众闹事、农民革命、

饥民暴动等影响大得多。造成的原因，各种因素的

汇合，直接的是：公元前 209 年秋，秦廷征发贫民

到渔阳守长城，途中在大泽乡为大雨所阻，不能如

期到达按秦法误期者要被处斩，陈胜、吴广领导戍

卒起义；间接的是：秦朝的赋税和徭役非常繁重；

种类繁多的刑罚非常残酷；秦二世胡亥的残暴；被

打败的六国贵族还想夺回政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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