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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次客机我认为，是天灾，是飞行员从未有空中球状团如何形成和运动等方面的新科学知识教育所致，

造成操作不当发生坠机事故。或超強龙卷风中两个气旋团等能量撞上飞机及机翼，飞机失控后坠入大海或深

山老林中。不存在是机长的“自杀性行为造成的这起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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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3 月 8 日载有 239 人的马航 MH370 客

机从吉隆坡起飞飞往北京的途中 40 分钟后失去联

系。 

2016 年 8 月 7 日扬州晩报第 24 版面上报导巜

马来西亚官方首次承认，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行模

似噐中恢复的硬盘数据分折显示一一 MH370 航班

的机长扎哈里曾在自己家中模似飞行过与这架客机

疑似坠入南印度洋相似的路线。美国周刊《纽约杂

志》说，联邦调查局对被删除数据的分折显示，扎

哈里在客机失事前不到一个月时飞过这条路线。这

有力地证明，MH370 航班失事是机长有预谋的自杀

式坠机。 

马航 MH370 客机坠落的疑犯是位“技术天才”，

此人拥有非常高超黑客技术，并且非常了解播音

777 客机如何运作，也非常了解国际空管规则的运

作。是有人切断了飞机上所有通讯系统。几乎同时，

飞机右转偏离原定航线，折返马来半岛，但没有被

当局监测到。而飞机上的卫星单元仍能向印度洋上

空地球同步轨道海事卫星 3F-1 发送模糊的电子信

号。澳大利亚当局称，这是因为终端被登陆，可能

经过了功率循环。接下来 6 个小时，卫星数据单元

每小时都向同步卫星发送的电子握手信号作出回应。

是有人切断了飞机上所有通讯系统。 

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报导，美国周刊《纽约杂

志》说，联邦调查局认定预谋的自杀式坠机非常呜

不平。因此，发表我当初 2014 年 3 月 9 日下午，笫

一时间给中国民航局信箱及个人博客以后在美国自

然科学网上发表了评论，标题是 《2014 年 3 月 8

日马行飞往北京客机为何坠毀和向什么位置搜索查

找，及飞行员品质》的內容的看法。当初救人要紧。

信写得简单粗糙。但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和三个推理

现得到事实证明正确，因此，再来具体地分折造成

飞机坠毀的真正原因，继是对死者和马航信誊负责。

也是供专家和专业飞行员今后做好飞行工作的大事。 

客机从吉隆坡机场起飞向北京机场飞行，是从

五百米低空一直向北方爬升到高度约一万五千米平

流暖高层时。以后将飞机下降 10000 米时，突然飞

机向西掉头在中国南海上空就失去联系。 

根据我拥有新的科学知识认为，判断飞机失去

联系虽应从多种角度分折。但我己敏感地认识到，

机长在一万五千米平流暖高层时发现重大问题，才

下降在 10000 米平流层底层对流层的顶部飞行。约

离地面 11 公里附近的位置，称为对流层顶层，长途

客机大多会在这个边界飞行。 

此外，在对流层和平流层之间，有一个厚度为

数百米到 1~2 公里的过渡层，称为对流层顶。这一

层的主要特征是，气温随高度而降低的情况有突然

变化。其变化的情形有:温度随高度增加而降低很慢，

或者几乎为等温。对流层顶对垂直气流有很大的阻

挡作用，上升的水汽、尘粒多聚集其下，使得那里

的能见度往往较差。 

所以说，突然飞机向西掉头，说明飞机又遇到

了重大问题才失联。 

因此，我凭着科学家的良知心立即写出分折天

空中的情况和作出了三个推断看法的信，向中国民

航局邮箱【也当天晚上发表在个人愽客等处栏目上

现 在 还 保 存 在 博 客 

http://scw888888888.blog.163.com 页面上】，并直

接指出，一 已机毁人亡，二.我要他们向泰国、柬

埔寨以南方向的海洋、深山老林地段约 300 海里范

围內进行认真全搜索。否则向马来西亚，澳大利亚

方向永远搜索不到的看法，三 不存在机长是罪犯的

推论。【实前后共发十多次短评信】。 

无论那一种可能，先要在失事地点的上空，所

受冲击力进行计算它撞毁后飞机最近坠落地点起，

再向南方作伞形搜索。我当时估计受撞击的飞机，

是在中国南海紧靠越南泰国柬埔寨以南约 300 海里

范围內进行搜索，才能达到事半功倍。而当初及后

来全搜索向澳大利亚方向,是永远搜索不到的。 

当初三个推论现初步得到证实。如美国埃克斯

纳亲自进行了波音 777 客机飞行模拟实验。结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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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人从驾驶舱无法切断卫星通信的主要电力供应。

飞行员操作手册也没有对此加以描述。 

他说：“唯一能够做到这一切的是在飞机的准备

舱内找到一个不起眼的断路器。但问题是飞行员并

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细节的训练。” 

埃克斯纳认为，MH370 客机机长扎哈里并不具

备上述操作的能力，说他“凶手”的推断不能成立。 

中新网 2016 年 3 月 7 日电据美国媒体报道，

马航 MH370 客机失踪近两年，贝格去年 7 月 29 日

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发现客机襟副翼，日前该男

子又在同一海岸发现了更多可疑碎片 。 
 

 
 

资料图：2015 年 8 月 11 日，法属留尼汪岛，

搜救队发现疑似马航 MH370 残骸。 在这片残骸上，

可以看到有清晰编号的残片。物体上并未附着海洋

生物藤壶。与南印度洋澳大利亚等搜救的地址相差

上万公里。说明了飞机不存在人为式坠杌。 

那为什么贝格在留尼汪岛发现了 MH370 的襟

副翼，是否与我当初的推论有矛盾、就要再详細说

明地球与太阳之间空中具体情况，和如何运动及转

化发展的过程，才能明白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 

虽然现代科学理论解释了天空中的一些事，但

有些事解释模糊得很而且说服力不强，如光的颜色

是气体分子经电离化才转化出不同颜色，还形成了

很多规则的圆球形状、不规则形状的颗粒作高速随

机运动（布朗运动），在这里我就不能拘同， 

用我统一场的理论设题解题的椭圆图中各种

符号，解释从地球到太阳之间，为什么会形成圆球

状和两次逆温层等的事件运动及发展过程，再来揭

开马行飞机失联就容易的事了。如图中标示出向心

力，是表示作向心运动有拉力降速运动，发生物体

运动收缩、退化、塌缩等事发展、作出离心力是表

示在运动中有推力加速运动，物体加速膨胀、转化

及大爆炸等事发展、和六种作用力面场的貭量，及

四种运动等，都是事物从无到有自然条件的力。就

是中国古人发明八卦的阴、阳、六种门、四象来上

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的预设自然条件的方法一

样。让人们对事态的不同发展，有不同的结果一目

了然。同现代物理学理论设题解题的方法一十一等

于二可能不同了。 

如图中四种运动，此文中实表叙出地球又回到

地心术起源，谁的貭量大谁是统一的场，就被太阳

引力拉去一路歪歪斜斜如围绕太阳等转。地球在匀

速运动时转化出春季气侯，加速运动时转化出夏季

气侯。不规则运动时转化出秋季气侯，减速运动时

转化出冬季的一元复始气侯变化。再表叙事件发生

在某一个季节甚至某一天天气的变化，才能具体说

清事件发生的问题根源。 

天空中很多规则的圆球形状和不不规则形状

的颗粒，就像人体內各种细胞一样。而瑞利的理论

虽然曾经解释了“天空的蓝色”，仅仅是理论原因。

及根本原因是一些气体分子电离化，形成很多规则

的圆球形状、不规则形状的颗粒作高速随机运动（布

朗运动），我认为形成很多规则的圆球形状是一个

智慧的复制过程才能形成，才能有作高速随机运动

的力及造成很密集的“瑞利散射光线”（动态散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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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等一系列连琐作用。现在先了觧怎样才能形成

很多规则的圆球形状。 

如太阳和地球及太空中慧星等的水气小分子

或尘埃徴粒。或经电离化后的热气流，都可像宇宙

混浊时期弥漫气体在空中，【我将物体运动的起点

处用图中物理名说明，】称磁吸引力面场上的气体

发生了湍流，从上向下向扩张力面场、再生力面场

上作垂直向下运动时。有一股加速惯性推力，也是

后来的（离心力），使气体在加速惯性力中将貭量

复制出更多能量，越过了磁排斥力面场，向重力面

场、向心力面场上向上冲击运动。【见下图】 
 

 

 
 

反而受到这两种场力面上相反的拉力，使气体

收缩弯曲作降速椭圆运动了。这种椭圆运动在物理

上称向心运动，因此得到了向心力就向中心作螺旋

自旋运动。好比乒乓球从一米的高度往硬地面落，

每次反弹损失三十厘米后，但这个高度还是超过了

一米高的圆心半径五十厘米。所以，气流运动构成

了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大圆环一样，就是一个有

生命功能的诞生。 

因此，宇宙中的气和小分子每次运动到圆环一

边上，都要以缩小的气环流才能得到向心力来自我

复制出能量旋转一周周。最终由增多增密的气或太

阳转化出的小分子等，构成了一个规则的圆球壳体. 

由于仼何物貭聚合后球壳体上都有空穴，和內

部有空穴。有了空穴，就起到了三种作用，一方面

使空穴内外的温度和压力不统一。另一方面它就像

一台有加工能力的机器，经过系统连续加速向心运

动，也产生了万有引力。宇宙中的气流就源源不断

从球壳体上的每一个小空穴向中心流，进入空穴中

的气体也是同外部一样作不匀速自旋运动，并在不

同作用力面场上被复制出更多不同能量的小球状体。

因这些小球状体展开周长就知气流旋转多长时间就

能复制出一个小球, 而且大球壳体上密密麻麻的布

满一个个小孔. 进入空穴中的气体都在被旋转复制

出一个个小球, 就像进入心脏的气流, 一次能复制

出几十几百个白血球, 以后被离心力推出心脏转化

出能量多的红血球一样。 

所以,被离心力推向转速快的扩张力面场、再生

力面场上的气体和小分子被系统就旋转复制出一个

个能量多的气旋圆球。而运动在转速慢的重力面场、

向心力面场上时，被向心力复制出一个个能量少的

气旋球，而且球也小了或成不规则形状的颗粒，便

依次同那些圆球排列成一个小椭圆圈的空穴，如科

学家所说星系中心也有黑洞空穴那样。 

在这个小椭圆圈空穴中，我们应把它看成实际

产生了两种场，一个以向心力旋转形成的中心，称

统一的场也是自转极。（如同中央政府只为大多数

人服务，因此，自转极实定位偏自旋中心）当能量

两极分化不守恒时，来统一各作用力，并遗传智慧

能量作用。一个被离心力旋转运动形成的复制能量

的中心，称质量再生场也可称倾斜极。它如女性的

子宫，或电脑复印机等复制工具，（只能复制出一

份份原质量的如文件的字不多不少。因系统不是如

将汽油经过燃烧转化出能量后，质量就不存在能量

就守恒啦）。 

因此，一次次进入小椭圆圈空穴中的气体或小

分子,被系统自旋就像滚雪球似地被越滚越大,聚合

复制成一个实有结构的活体小球状团。（形成了外

壳、小內圈空穴、空穴中核状的小球团三位一体组

成的系统结构），也就是一个完整貭量大的规则圆

球或是称母星球的诞生.。 

核状內的小球团中的小分子及气体，必然被系

统自旋的离心力从空穴中心推出去，就同外部向心

运动来的气流和小分子等，发生推挤摩擦发热生电

生水分子，及又被系统中推挤摩擦发热出的高温高

压中发生化学反应，转化出新气体。新气体加強了

系统的离心力推力大，就推动小內圈和核內的小球

团旋转更加快，推挤摩擦转化成高温高压中将新气

体被转化成一个个固体态小分子，及又被复制成一

个个球状团或不规则则体并又构成一圈。圈每被系

统的离心力从空穴中心推出去时，确一部分貭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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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和小分子堆积滞留在圆球壳体內另一旁边的下边，

构成像鸡蛋白一样的一边厚一边薄的中间过渡层状, 

也就一次次扩大了圆球的貭量发展膨胀大。 

如被离心力运动后来到的气和小分子，就省力

顺沿堆集物面上一次次作镙旋式向心运动。就形成

了圆圈内偏心越来越大。进入偏心中的核壳中的气

和小分子，被旋转中又复制出一个个小分子及组合

成小球团.必然被离心力将小团从中心向外推动了

小內圈旋转更加快，推挤摩擦发热、生电及转化出

更多热新气体一一臭氧分子，从圆球壳体上小空穴

向外太空低压区排放到一定距离或极限的寒冷处，

就不在对流向前运动（距离地面约 50KM 处）在这

个区间就不断地聚集成高浓度的臭氧层分子。并且

受到太阳紫外线光合成，增温形成了臭氧层，也就

起到了阻挡太阳紫外线对地球上生物的破坏作用。

再往上的情况更骇人。16.5 公里直到 18.5 公里（低

纬度地区 21 公里）天空将呈现出黑紫色，大气分子

的散射作用几乎完全看不出来。最后大气散射终于

彻底消失了，天空被黑暗所埋没。 

另一方面地球上的同温层是一个放射性、动力

学及化学过程，那些高速运动的圆球当再受到了不

同作用力推挤摩擦发热，它发出不同的光若再同地

球或太阳的反光镜合成，就转化出不同颜色的光。

而且还为同温层增温的作用。 

因热层以上的大气层称为逃逸层。这层空气在

太阳紫外线和宇宙射线的作用下，大部分分子发生

电离；使质子的含量大大超过中性氢原子的含量。

逃逸层空气极为稀薄，其密度几乎与太空密度相同，

故又常称为外大气层。由于空气受地心引力极小，

气体及微粒可以从这层飞出地球致力场进入太空。

逃逸层是地球大气的最外层，该层的上界在哪里还

没有一致的看法。实际上地球大气与星际空间并没

有截然的界限。逃逸层的温度随高度增加而略有增

加形成了臭氧层就是这些原因。 

而在这层下面突发性強气旋流还常发生，一些

貭量大的圆球，受到这种作用力和引力重力结合，

就向地球低压区加速坠落时，若受到不同的更多外

力和物貭的化学合成，就又在推挤摩擦的作用力大

小下，圆球就转化出不同貭量的球。如 2015 年越南

上空先后在同一地方坠下一个受离心力转化出一个

大的铁球，一个受向心力转化出一个小的铁球就是

其中之一。或转化出暗綠红色和粉色等物体。甚至

还可在空中规则的圆球还可以转化出新物种。如植

物的种子或飞乌等事件出现。请看2015年 Marsland

出版社.纽约.美国《太极话天下》科普书 

因此, 一些圆球内若含有铁的成份, 就又在推

挤摩擦的作用力大小下，将铁转化磁性甚至电磁波

来追逐飞机袭击. 可机长等人不像有些人特别大人

物，多少人用各种方法想谋害他们，可就是害不死。

因他们和祖辈时更多的勤奋及乐善好施多的气力存

在身体内，去一次次推挤摩擦身体內各器官，特别

使血液中鉄质被推挤摩擦转化出磁，和再转化发散

出的电磁波強度也一次次加强了。这个电磁波就像

万能的仪器那样的功能，继可以调节或按摩身体內

各器倌功能关系的协调，也可以自动报警或挡住一

切突发灾难的伤害。 

同时，对流层却恰好相反，如马来西亚处于赤

道附近，属于热带雨林气候，，马航 MH370 飞机

坠毀前这一段时间天气晴郎，海水经一天天的阳光

照射转化出水蒸气蒸发到空中，又同这些年来南海

船来机往的气流和尘埃微粒不断扩散向空中发生了

汇合转化成气旋团或一个个规则的圆球.，由于失去

了地面上大量热气流能量的补充，而且到了对流高

层确是低压区。因此，地面上的水汽小分子和尘埃

徴粒到了对流层顶高压区就不再向上运动，正如气

象学家所说对垂直气流有很大的阻挡作用，上升的

水汽、尘粒等多聚集其下，也加大了对流层顶层风

速甚至产生強烈风暴。它们相互的作用力使水汽小

分子和尘埃徴粒, 又在不匀速合力运动中,便又聚合

复制成更多一个个规则的圆球或雨核.圆球内两种

作用力推挤摩擦发出的热就向平流层底层圹散,形

成了温层. 有些圆球被加速运动中转化成如陨石的

球状结构，或固体小分子就向低压区地面加速运动

中也会撞毁飞机。 

被复制成的雨核它外部水分子就向雨核空穴

中心进行了对流。被雨核内两种作用力推挤摩擦发

热、生电。就使冷热交界极限处,不但转化出水释放

在寒冷空中。还被寒冷冻结成一块块冰块存放在过

渡层中。甚至也会撞毁飞机。 

就不同于平流顶层中宇宙中物貭转化出是臭

氧层定位在那里不便移动。而这一层转化出水结成

的冰是过客，当它们貭量达一定大或在向下运动到

一定时间时，就发生降雨或下雪等自然气侯。 

而发生这次飞机坠毁气侯情况更复杂。地球系

统内长年累月被推挤摩擦运动复制出温度在地壳內

儲存递增或减少，不但使地球自转快时复制出的力

多，北极冰川发生了融化向南极方向推移。自转慢

时复制出的力少，只能使南极冰川融化向北极方向

推移。当它被位移运动向质量大系统或更大系统，

作大公转时，必然被大系统和更大系统运动的如太

阳和银河系等的质量,发生更大冷热气候变化，也就

是产生出一次次不同的冰河期寒冷度。现地球正处

在围绕自身的倾斜极转,可能从 25800 年中的 2014

年起大夏天转入到大秋天、大冬天的气候变化到来，

会造成各个地区转化出不同烈度的大气环流运动，

形成部分地区暴雨、暴雪或强龙卷风、久旱暴热的

气候反常现象，各种大自然灾害增多增大。特别冬

季，地壳板块向心位移运动在地幔面上降慢,作出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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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摩擦出地幔的热气流减少. 而地核被离心力运动

推挤摩擦出地幔的热气流也在减弱，这时地球深处

在这时期中，地幔受热也在降低，便使地幔内部都

处于越来越向低温阶段走去，因此，这些地幔內热

气流缺少了离心推力就向北极地面上运动，热源加

快了冰层融化, 冷气流中也夾杂的尘埃微粒从北极

高空加速度向赤道上空运动,特别三月份更強烈，每

过十五天左右就向平流层和对流层顶部，及赤道上

空输送一次強冷气旋流甚至形成龙卷风的能量 ，使

飞机不便在平流层顶层飞行了。一些貭量大圆球和

小分子尘埃徴粒等得到外力，也加快扰动了平流层

气流和小分子尘埃徴粒的运动，一部分大圆球及冰

块就向对流层底运动了。机长若受过这些新科学知

识教育，定将飞机再向上爬高几十米，就可能躲过

这一难。 

可机长又失算将飞机从 15000 米平流温层一下

子下降到 10000 米对流顶温层飞行。沿斜面线降的

飞机虽降低飞行的阻力。但飞机推挤前方对流层的

力，就像大海中波浪推挤力形成巨浪力能推毀前方

物体一样。,飞机连续推挤前方空气压力, 一方面加

快一些雨核转化出的水结成的冰块。还有一些高貭

量的圆球内部又得到了強气流力，甚至一些圆球内

小分子被转化成如陨石及磁性铁等，甚至还会超前

加速向飞机迎面撞来。 

可能这时机长也看见此情形。企图向西掉头避

让这不速之客。调转方向的瞬间确被冰块或球状团

撞毀了飞机或 MH370 的襟副翼. 撞毀冰块的水浸

湿了飞机中电器或电动机之类器材。而且机长无法

在五钞钟能反应给地面作汇报的信息。遭撞毁后飞

机虽失控超速向下冲，但一些机件还能在超速中发

送出是模糊的电子信号，和一头坠入海底或深山老

林中。而撞飞的的襟副翼等轻巧部件就被強气旋流

风刮向很远的地方。 

也有可能，马来西亚靠赤道附近，属于热带雨

林气候，繁忙的中国南海海水. 被一天天的太阳晒

蒸发的热气流从高压向高空低压区加速运动到夜间

11 时，由于失海面上热气流能量补充,而且高空却恰

好相反，地面是低压的到了高空正好是高压，这时

气流由高空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加速运动，又得

到飞机从 15000 米向下飞的气流的能量补充, 加強

了对流层的上层急流。其高度大约于离地面 11 公里

附近，也是风速最高的地方。事也巧合北方南下的

強冷空气汇合, 转化成超強的飓风龙卷风，若在地

面立即拆断地面上的树木，或地面上的巨石等都可

被龙卷风卷起带走，然后抛落坠毁，就像抛玩具一

样。或将汽车，飞机等都被强风卷起刮走等事发生。 

并且，人们还可看到龙卷风中有两个气旋团时

远时近靠拢运动。它是如地面上特殊环境形成強热

气流,或海水被一天天的太阳晒蒸发的热气流,从高

压向高空低压区作向心力加速旋转运动到中心时形

成的气旋团. 必然被系统的离心力从中心推出去运

动, 又形成的气旋团，它们两者的功能不同，加速

度也不同，同时相互发生作用, 如向心力大作离心

力气旋团就时远. 反之龙卷风作出向心力的风力少

作离心力气旋团就向它靠近. 由于有些龙卷风中有

硕石等物体, 就被这两种推挤摩擦发出两团刺眼的

強光。 

同时,飞机突然下降到平流层低层，由于平流层

上下都是温层, 温层的上下都偶尔有超強气流向赤

道方向流动 。因此，中间层相对处于真空环境, 甚

至会形成巨大阻力的死空。,也就是当飞机向北飞行

时，若运气不好突然遇上从北极刮来的強气旋流的

作用力围困住或阻挡住, 至少使飞机不便在中间层

向北飞行. 若飞机向南飞顺势顺风就无大碍了。 

总之, 这要有以上一个条件存在都有很大飞行

危险事发生, 所以，坠机就不能轻率定机长自杀式

坠机或向南印度洋去自杀式坠机的错误判断. 

如当飞机在对流顶层上撞上強气流进化成龙

卷风, 首先当机长发现时掉头忽间，就会被作向心

力的气旋团风缠住了 MH370 的襟副翼, 襟副翼就

像力臂一样, 被旋风将飞机连拉带推向南方, 甚至

被龙卷风空穴中心转化出的冰块或陨石之类物体，

同时砸坏飞机及器件. 这股撞上飞机的气旋风。必

然紧接着转換成作离心力的气旋团风横扫飞机机身

或后部, 互相撕拉中将机身撕拉坏失去飞行意义. 

而且离心力的气旋团风已转向南极方向运动，向南

极方向运动是向心运动还有一股向心拉力, 就轻而

易举地折散后的飞机襟副翼等轻貭机件被龙卷风或

飓风的力送往南极方向，现在印度洋法属留尼汪岛

及同一海岸上已发现. 在泰国也发现了飞机坠毀的

部件,是完全符合我当初推理分折坠机坠落地点等

事. 从现在情况来定. 机身大件坠落很有可能在向

西转的事发地瞬间, 也就是中国南海五千米范围內

地段. 也可从南海向越南泰国柬埔寨以南深山老林

中或海底约三百海里范围搜索,定能搜索到坠毀的

飞机机身等大件重件。 

因北半球的冬季，平流层突发性增温经常发生。

也就使对流层高层活动更加频繁，这一层中常出现

风速等于或大于 28米/秒的强风带，即所谓的急流。 

否则，机长不可能将飞机从 15000 米平流温层

向对流层 10000 米下降飞行，这个是笫一关健问题。 

因 15000 米民用航空领域的大型客机大多飞行

于此层，以增加飞行的稳定度。 

主要原因有： 

一、能见度高。地球大气的平流层水汽、悬浮

固体颗粒、杂质等极少，天气比较晴朗，光线比较

好，能见度很高，便于高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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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力稳定。平流层的大气上暖下凉，大气

不对流，以平流运动为主，飞机在其中受力比较稳

定，便于飞行员操纵架驶。 

三、噪声污染小。平流层距地面较高，飞机绝

大部分时间在其中飞行，对地面的噪音污染相对较

小。 

四、安全系数高。飞鸟飞行的高度一般（有资

料称加拿大黑雁可以）达不到平流层，飞机在平流

层中飞行就比较安全。在起飞和着陆时，要设法驱

赶开飞鸟才更为安全。 

五、经济效益好。飞机的发动机经济性好，较

高高度空气阻力小，高度越高就越省油。另外因为

平流层的水平气流大，飞机可以借助风力，节省燃

料。[1] 

笫二 关健问题飞机到了平流底层若不是又遇

到不可抗拒的突然力量。机长至少会向地面发出求

救信号。就是自杀坠机，他就不可能在空中作出那

么多的努力才去坠机或向马来西亚方向飞行。 

而且飞机上的卫星单元向印度洋上空地球同

步轨道海事卫星 3F-1 发送的是模糊的电子信号，更

说明机长受到不可抗拒的突然力量，才使失控中飞

机坠毀时发出的是模糊的电子信号。同时机长 50

多岁成熟成功的人，不可能做这盲动的蠢事。 

另据飞行员介绍，自从 911 事件之后，全球所

有飞机驾驶舱门均安装了防弹设备，普通的手枪均

无法破坏打开驾驶舱门。如果飞机遭遇恐怖劫持，

恐怖分子在进入驾驶舱前，飞行员有足够的时间向

地面通报，另外应答机保持打开状态，飞机也不会

突然从雷达屏幕消失。 

虽然人死无对证及以上推理内容，人们也可能

不会相信。但无独有偶，2016年05月 20日 20:26:53 ：

据新华社新华网北京５月２０日新媒体专电 ： 埃

及航空公司从法国首都巴黎飞往埃及首都开罗的８

０４航班１９日在地中海上空失踪。 

希腊民航部门主管康斯坦丁诺斯·利泽拉科斯

接受“天线”电视台采访时说，飞行员一直与地面空

管人员保持联络。双方最后一次通话是在客机消失

前２５分钟，飞行员没有提及有问题。 

同时，ＭＳ８０４航班在消失前，先是突然向

左９０度转弯，然后向右转了３６０度，然后从

３．７万英尺的高度下坠了２．２万英尺（６７０

６米），在大约１万英尺（３０４８米）的高度消

失。 

只有以上统一场的理论设题解题的椭圆图科

学推理分折坠机，才更能说明ＭＳ８０４飞机在平

流顶层也遭遇北极南下超强气旋流风袭击。首先被

那股作向心力的气旋团风缠住，突然将飞机向左９

０度转弯，然后就被作离心力的气旋团的风将飞机

向右转了３６０度后摔出去时，才突然从３．７万

英尺的高度下坠了２．２万英尺（６７０６米），

在大约１万英尺（３０４８米）的高度消失。 

要比怀疑飞机的电力系统或能源系统突然发

生了故障，导致飞机急速下坠，瞬间即坠入大海。

更有说服力。 

还有 2015 年 3 月 24 日上午，德国之翼航空公

司编号为 4U9525 的空中客车 A320 型客机，在法国

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南麓海拔约 2000 米积雪山

区坠毁，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BEA)坠机调查办公

室称，27 岁的卢比茨在返程时涉嫌蓄意坠机发生前，

在从德国杜塞尔多夫飞往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航班上，

曾进行了降低飞行高度的“演习”。 

空难发生前，机长等待飞机达到相应的飞行高

度后离开驾驶舱。副驾驶卢比茨利用机长离开的时

间故意驾机坠毁。再次之前他将机舱门锁死，让机

长无法从外面将门打开。也就是说，所有的数据都

显示出，副驾驶卢比茨是完全有意识地制造了这起

空难。 

根据失事飞机“黑匣子”录音资料，副驾驶巴图

蒂在飞机失事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早安”，从而

证明美方此前的猜测毫无根据。 

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当地气象机构发布空客

A320 客机坠毁时的天气状况数据称，当地气象条件

良好。但气象机构同时也指出，不排除飞机在地中

海沿岸受到了不稳定气流的影响。 

汉堡航空专家称，此次航班失事可能是因为发

生了“重大技术故障”，因为失事航班的飞行高度为

数万米，在这个高度，若非因为重大机械或技术故

障，通常不会发生飞机坠毁。 

该客机在飞跃法国上空时，7 分钟内从 3.8 万

英尺(约为 11.6 千米)，下降到 2.4 万英尺(约为 7.3

千米)。CNN 航空专家玛莉称，飞机在这样短的时

间急速下降，虽然无法猜测是什么原因，但肯定发

生了紧急情况。 

根椐以上信息再来揭开失事飞机是人为还是

天灾的真正原因。 

首先分析欧洲除西部南北两侧有山地分布外，

广大的中部地形以平原为主，这种地型对气侯的影

响，有利海上湿润气流发生对流深入大陆內部欧洲

西部地区，因此属风水宝地温带海洋性气侯给当地

人民生活活动貭量大提高。 

这样广阔平原的活动气流，就可与海洋气流对

流。通过法国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脉山区山势陡峭，

如阿尔卑斯山脉呈弧形，长 1200 千米，宽 130 千米

--260 千米，平均海拔约 3000 米，总面积大约为 22

万平方公里。其中有128座山峰超过4000米的海拔，

最高峰是勃朗峰，海拔达到 4810.45 米。 

因此，欧洲是富裕发达地区，那里各行各业活

动频繁的气流，就连续不断地顺沿阿尔卑斯山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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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陡峭而且呈弧形山峰顶层的高空上，作螺旋式从

大向小以喇叭口状向中心加速旋转，形成龙卷风眼

空穴中心。空穴中心的空气转动转速能达到 120 一

一 2140 公里，这股气流充满云，云顶能升到 12000

一一 184000 米的高空。甚至形成空中的气屏墙阻挡

飞行。或当飞机撞上这股强龙卷风強气流时。飞机

被龙卷风刮飞，甚至被龙卷风眼空穴中心转化出的

冰块或陨石之类物体砸坏飞机及器件.。 因此飞机

“直线下降”。 

当然，飞机一路从海路上空飞往法国。那个大

面积的海水被机来船往和连日太阳暴晒，海水被蒸

发的热气流也是不断地从海面高压区加速地冲向天

空低压区域。或受到地面上太阳光照结合一样，就

是太阳辐射在地表的分布不均。有的地方受热多，

气温高，气流就上升形成低压；有的地方受热少，

气温低气流下沉，形成高压。而高空却恰好相反，

地面是低压的高空正好是高压，地面是高压的高空

是低压，这样气流由高气压区流向低气压区运动，

就能产生龙卷风的巨大能量，来推毀飞机，甚至飞

机被龙卷风空穴中心转化出的冰决或陨石块之类物

体砸坏飞机及器件。也有可能飞机前部的迎角传感

器等被气旋团中冰块砸坏或“冰冻住了”，使得飞机

“直线下降”，这和 2009 年法国航空公司的一起事故

很像。 

“如果简单的说是飞行员操作不当，事情会容易

很多，因为飞行员已经死了……但是这一问题，即

便是最好的飞行员也很难处理。 

这时，副驾驶卢比茨肯定突然发现这情况，而

且生死悠关时他是全力以赴抢救飞机遭遇的突然灾

难，无法有时间去开门。驾驶舱门关闭程序是目前

主要为应对恐怖袭击而考虑。更不是他的杰作。 

正如网友评论，可能在岗的驾驶员离岗去开门

的时候，飞机出现了情况。正副两名驾驶员都没有

恶意的动机！ 

同时，该飞机在 10 分钟的时间内从 4 万英尺

跌到 6200 英尺。航空专家将此描述为一次“悲惨灾

难”。” 

阿尔卑斯山区常有焚风出现，引起冰雪迅速融

化或雪崩而造成灾害。 

而且，笫二天当地的天气不好，给搜救难带来

很多困难，就更能说明是天灾因素较大。 

至于他老婆说他想干出惊天事，可能不负责任

的言语。副驾驶卢比茨若想坠机，不一定仅利用机

长这偶然的机会离开的时间，干故意驾机坠毁的蠢

事。而且他能同机长搭挡几年，至少有点儿感情。

也不可能害死同事呀。 

同时, 在这个飞机坠毀的山区,曾经也有一架

飞机坠毁在同一地址, 仅相差几百米远, 更能说明

了这个山区地利环境恶劣, 造成飞机坠毁的真正原

因。 

从以上三架飞机坠毀虽在不同地点和时间，但

都有一个造成空难的共有天灾地理气侯环境的原因，

可现在正如中国的土话 死人、失火、打板子坐牢三

悔气啦。因此，是人为还是天灾请专家们再进行综

合性分折评判，作出正确处理。让逝者清白，家里

的人也得到明白，马航所有飞行员的可靠性更清白

可靠。因我不是专业，仅凭理解力和科学家的责任

心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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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老师：对于“永动机专利局不受理.我若联系

别人愿生再告诉您“。 "愿生再告诉您"不知其意，

好像有点“火气”。科学研究本身是残酷的。我的发

动机原先按“真空能”来写，遭（真空能理论不成熟）

驳回。我经分析把“真空能”改为“内冷负压”后，再

申请，就过关了，前后整整化了 8 年时间。加油，

别灰心。祝成功！祝节日快乐！汪一平 201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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