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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结合、不相容及发展

张一方

（云南大学 物理系，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基于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比较，二者既可以结合又存在不相容．由此讨论它们的某些可能的发展方

向．特别探讨了３个方面：测不准原理和光速恒定等的矛盾；量子的非局域性显示出纠缠态应该是一种新的作

用距离和强度中等的相互作用；由犇犻狉犪犮负能态推导出的负物质可能是一种暗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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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被公认为２０世纪最伟大的

科学贡献．二者的结合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狭

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结合导致了犓犾犲犻狀－犌狅狉犱狅狀

方程和犇犻狉犪犮方程．特别由后者的负能态预言了反

粒子［１，２］．这是科学的辉煌胜利，也是量子力学中

的重要内容［２～５］．而且它们结合的主要结果之一

是波动性发展为场，由此引入了量子场论．

但是，对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继续进行比较仍然

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它们深层次地彼此结合还有

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甚至存在是否彼此相容的问

题．特别是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的结合更是目前

科学发展的主要热点之一．

１ 相对论和量子论的比较与结合

相对论，在平直或弯曲时空中，决定论．犮有

限，当犮→∞时就是经典力学．

量子论，一般认为不能用时空描述［６］，统计

性．犺有限，当犺→０时就是经典力学．

相对论引入了光速，一种不变的运动极限，它

总是和犮（高速）有关．量子论引入了量子，一种不

变的能量极限，它总是和犺（微观）有关．而二者都

是基于光子．

相对论中时空相对，类时、类空间隔被明确区

分；光速犮不变，速度可无限趋近，但不能等于犮．

量子论中时空和能量等被测不准关系明确限

制；犺不变．

除基本常数犮，犺外，犎犲犻狊犲狀犫犲狉犵相信“自然中

必定还存在第３个普适恒量”
［６］，由此组成３个基

本量．根据自然量纲，第３个恒量可能是时间狋、长

度犾、质量犿 等，时空恒量可以是犘犾犪狀犮犽时间和

犘犾犪狀犮犽长度：

狋狆～（珔犺犌／犮
５）１／２～１０－４４狊，

犾狆＝狋狆犮～（珔犺犌／犮
３）１／２～１０－３３犮犿． （１）

以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二者为基础的理论的

基本结论之一是时空概念的适用性是有界限的．一

般认为小于这些时间和长度时，经典时空观不能应

用．因为犺和犮的量纲分别是犕犔２犜－１和犔犜－１，所

以犺／犮＝犃（无量纲数）犕犔．由此可知，如果犃是

常数，则犿，犾之一是常数，另一个量也是常数．例

如犃 ＝１，犿 ＝ 犿狆＝１．６７×１０
－２４犵，则犾０＝

犺／犮犿狆＝１．３２×１０
－１３犮犿，它对应于强相互作用

的距离和核子的大小．这一质量、能量和空间尺度

成反比的关系，与笔者得到的能量和同一瞬间的空

间间隔成反比［７］是一致的．

量子统计可以统一写为狔＝
犵

犲β狓＋狀
，狀＝０时

化为经典统计；对应于相对论中，犿 ＝
犿０

１－β槡 ２
，

β＝０时化为经典力学．相对论、量子论的结合之

一是导致规范场理论及其发展，并由此探讨相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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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统一．广义相对论的场方程犌μν＝犽犜μν近似时

化为牛顿引力场方程Δφ＝４πμ，它完全类似库仑

定律及其推广的电磁场理论．因此引力场近似时的

量子化应该完全类似量子电动力学（犙犈犇）．

如果比较相对论和量子论的主要特性：狭义相

对论是时空、物质相对（高速）；广义相对论是时空

弯曲，物质决定时空（强场）；量子论是物质，可能还

有时空量子化（微观）．三方面结合可以是：微观高

速，量子时空相对；微观强场，量子时空弯曲，可能

还对应非线性数学和路径积分．进一步可能物质、

速度不同，量子性（犺等）也有所不同．由此量子论

应该发展为泛量子论，其中犺可以是任意其它不变

的作用常数犺犻
［８～１０］．

犠犲犻狀犫犲狉犵提出只要有犔狅狉犲狀狋狕不变性，则任何

犿＝０，狊＝２的粒子引起的长程相互作用都必然受

广义相对论支配［１１，１２］．相对论适用于高速，其中光

速不变，是极限速度．进一步可以发展为泛相对论：

在狭义相对论中光速犮可以是任意其它不变的速

度犮犺
［７］，这联系于犈狏犲狉犲狋狋－犠犺犲犲犾犲狉和犌狉犪犺犪犿的

“多世界理论”．基于任意场都可以和一种相应的非

惯性系等价的泛等价原理就得到泛广义相对

论［１３，１４］．笔者特别论述了电磁广义相对论，由此可

以导出中心库仑场对荷电粒子弹性散射的犚狌狋犺犲狉

犳狅狉犱理论，其中对于小角散射

θ＝
４犲犲′
犿０犫狏

２． （２）

这和电磁场中广义相对论的偏转角完全相同．

量子论适用于不连续的微观领域，其中量子常

数犺不变．相对论和量子论最基本的特征量是犮
和犺，二者的能量表示为犈＝犿犮２＝犺狏．但犈＝犺狏
应该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否则如果推广到宏观领域

则频率狏＝犈／犺将非常巨大．由此也联系于泛量

子论．而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的结合还得到

犎犪狑犽犻狀犵的黑洞量子辐射理论．

相对论中时空统一为四维时空及四维矢量，其

中第４维时空是犻犮狋，第４维矢量一般都与虚数联

系．而量子论中基本的波动方程与犻犺相关，测不准

关系、算符表示都与复数相关．二者总与虚数单位

犻、复数联系．可能表明世界就是复数的．这与笔者

基于超对称、超统一提出高维复空间可能是粒子物

理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向［１５］是一致的．

２ 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不相容与测不准原理

广义相对论，表示几何化；数学上方程是非线

性的；数学特征是非均匀的非欧几何．

量子论，表示量子化；数学上矩阵是非对易的；

数学特征是非对易代数，相应于环和不连续的非阿

几何．

二者是大不相同的，虽然广义相对论中的张量

可以联系于量子力学中的矩阵．

相对论可以说是一种新的时空理论；其中狭义

相对论的尺缩和钟慢是分别基于同一瞬时和同一

空间，并且能量和时间间隔、空间间隔之间有定量

关系［７］

犈＝犉狋
犺犮２

犾２０
犱狋和犈＝犉犾

犺犮２

狏０
１
犱犾
． （３）

由此可知，在一定条件下，时间和空间成反比．

而量子论中犺＝狆狇也是动量狆和空间狇成反比．能

量是量子化的，空间和时间也是量子化的．在近年

发展的弦论和环量子引力理论中，空间具有量子结

构．并且上述结论和弦论中存在的时空测不准关系

Δ狓Δ狋≥犾２狊是一致的，其中测量的纵向距离和测量

过程的时间成反比．进而李淼和１９８９年提出这一

关系的犜．犢狅狀犲狔犪证明这个测不准关系应该是弦

论，甚至是犕理论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１６］．

但另一方面，量子论中有测不准原理，它们表

明能量、动量和时空之间彼此的制约关系，使同一

瞬时和同一空间无法准确测量．早在１９２７年，

犎犲犻狊犲狀犫犲狉犵就指出“测不准原理所要求的精确初值

的不可确定性，排除了对未来事件作严格预言的可

能性”［１７］．这虽然与混沌一致，然而却和相对论是

不相容的，即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此时不能同时成

立．具体而言，测不准原理在本质上和光速恒定原

理就是完全对立的，由此笔者探讨了二者的协调和

发展，提出了光速和速度的测不准关系［１８，１９］

Δ狏Δ（狆狋）＝珔犺， （４）

Δ犮Δ
ν
犮２（ ）狓 ＝１， （５）

及 Δ犮Δ
ν
犮（ ）狋 ＝１． （６）

在此进行具体估算，宽度为Δ狓０的波包在扩散时速

度为Δ狏≈Δ狓／狋≈Δ狆／犿≈珔犺
［２０］，因此对频率、质

量固定的光波Δ犮≈Δ狆／犿≈珔犺／犿Δ狓０．同时，可能

狏＝犮的光子、中微子（它们都可以看作波包，特别

光也有色散），甚至一般粒子的质量都测不准，则

Δ犮≈珔犺／Δ犿Δ狓．波包的实际速度有很大机会围绕

着平均速度在一个Δ狏≈珔犺／犿Δ狓０的范围内涨落．

波包的扩散可以看作速度的不完全确定性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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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测不准原理应用于光子，考虑电磁波包，避免

光子位置，而仅仅讨论时间的测不准度．一般时Δ犮

＝Δ狓／Δ狋＝Δ犈／Δ狆＝Δν／Δ犽．在量子力学中空

间、时间等都测不准，光速理所当然也应该测不准．

已知犮＝１／ε０μ槡 ０，目前的测量误差约为１０
－５量

级，如果假设测不准量也是 Δ犮～１０－５，则由

Δ犮Δ（ν狋／犮）～１，可得Δ（ν狋／犮）～１０５；由Δ犮～

犺／犿Δ狓，则Δ狓～１０５犺／犿＝１０５犺犮２／犈．如果Δ犮／犮

～１０－５，则由Δ犮Δ（ν狋／犮）～１，可得Δ（ν狋／犮）～

１０５／犮；在Δ（ν狋／犮）中如认为光速不变，则Δ（ν狋）～

１０５；由 Δ犮 ～犺／犿Δ狓，则 Δ狓 ～１０５犺／犿犮 ＝

１０５犺犮／犈＝（１９７．３７×１０－８／犈）犮犿·犕犲犞．在这些

公式中犈，犿 分别是光子的能量、质量．此外，由狏

＝狆／犿 也可导出速度的测不准关系（Δ狆／犿）Δ狓

＝Δ狏Δ狓＝犺／犿，特别对质量不变时成立．进一步

的实验应该提高对时、空间的测量精度，即减小

Δ狋，Δ狓，则有可能增大并测定光速的不确定度Δ犮．

根据犮＝λν，长波空间大，周期长，短波相反．按照

目前的测量技术，对于波长、频率易于精确测定的

光，相应的电磁波测不准量小；对于相反的电磁波

则易于检验光速的统计起伏．

由一般的测不准关系可得

Δ狓
Δ狋 ＝

Δ犈
Δ狆
＝
〈犮－（〈犿犮２〉／犿犮）〉
〈１－（〈犿犮〉／犿犮）〉

， （７）

或者

（Δ狓）２

（Δ狋）２
＝
Δ犈
Δ（ ）狆

２

＝
〈犮－（〈犿犮２〉／犿犮）〉２

〈１－（〈犿犮〉／犿犮）〉２
， （８）

犖犲狑狋狅狀，犓狉犪狌狊等是先假设目前的理论完全正确，

则光子完全不能局域化．但不能局域化就更测不

准，完全不能局域化就根本不能测量光速．而光子

非局域化和光子具有统计性涨落又应该具有一致

性．起码光速测量中的测不准关系限定了具体光速

的精确值．这时光速的可变是一种统计涨落的结

果．它可能与波长、频率、能量、动量等光子本身的

属性有关，但不涉及与光源等速度的关系．当然，我

们应该区分实验中实际测量的光速和理论上假定

为宇宙常数的光速．

一般而言，量子论应用于狭义和广义相对论

时，光速、时空和引力等等都应该有涨落和统计性．

而光速涨落也许更应该联系于路径积分的量子力

学．按照犇犻狉犪犮的公式犲２／珔犺犮＝α，光速犮测不准，则

犪，珔犺，犲起码也有一个测不准，甚至都测不准．进一

步，根据各种不同等式，所有常数都有测不准的可

能性！或者测不准关系及相应的量子论存在问题：

测不准关系只是波动性的一个表现．而按照狭义相

对论，速度狏增大时荷质比犲／犿 变小．但电荷犲是

否也可能随狏变化？

犎犲犻狊犲狀犫犲狉犵强调“任何企图同时满足狭义相对

论和量子论的要求的理论将导致数学上的自相矛

盾”［６］．１９５９年他还断言“迄今为止，所有曾经尝试

过的数学方案在事实上要不是导致发散（即导致数

学的矛盾），就是不能满足２个理论的全部要

求”［６］．犅犲犾犾也认为“现代理论的２根台柱在最深层

次似乎有矛盾”［２１］．这就是量子论、统计性和相对

论之间存在的某些不相容．广义相对论和量子论的

关系则更加复杂，例如犚．犘犲狀狉狅狊犲坚信需要作某些

改动以适应观测结果的是量子场论，而量子理论家

们则宣称需要对广义相对论进行修改以适应量子

理论．然而，即使由超弦和环量子引力理论等可以

导出广义相对论的引力场方程，而已知由后者能够

导出引力场中的短程线运动方程，但这在时空的基

本概念方面又与量子论完全不一致了．

３ 量子纠缠态和新的相互作用

犘犾犪狀犮犽在《从近代物理学来看宇宙》中指出“物

质波位形点在任何时候都充满整个无限空间”．在

量子力学中，按照犛犮犺狉狅犱犻狀犵犲狉方程，自由电子的波

幅会很快铺满整个空间，这是非定域性的；而粒子

性的电子只在空间某处，这是定域性的．二者显然

是不同的，此时波粒二象性甚至是不相容的．由此

犈犻狀狊狋犲犻狀－犘狅犱狅犾狊犽狔－犚狅狊犲狀在１９３５年对量子力学

提出了著名的质疑．犅犲犾犾进而提出了可以用于实验

检验的不等式［５，２２］．

新的实验证实量子力学在本质上具有非定域

性，而否定相对论的定域性假设，违反犅犲犾犾不等式．

这种量子超空间的关联效应被称为犈犘犚效应．最

新的量子转移（犙狌犪狀狋狌犿犜犲犾犲狆狅狉狋犪狋犻狅狀）实验不仅

证实了量子力学和量子理论的空间非定域性［２３］，

而且发展到５个光子的量子纠缠及其超空间制造

（犛狑犪狆狆犻狀犵）和多目标共享量子转移等．这些量子态

超空间转移显示出某些奇异的性质［２２］：① 虽然通

常认为任何过程中的任何物理信息都不能以超光

速进行传递，但量子转移是瞬间实现的；② 转移时

无需预先知道对方在哪里；③ 转移过程不会为任

何障碍所阻隔．所以量子态的转移是一种“超空间”

的物理现象．实验表明：量子态的坍缩速度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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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犮，是一种超光速作用
［２４］．由于这涉及不同空间

点上物理态的“同时变化”的事实，必然导致出现量

子理论与相对论性定域因果律是否协调的问题．

对量子论和相对论如此尖锐的对立进行探讨，

可以尝试以下方法：① 试图保留相对论的可分离

性原则而理解不可分离性．设想类空分离物的关联

不是其间有因果关系，而是由于一个共同原因（隐

参数）决定的，如一种超距作用场；② 舍弃相对论

的可分离性原则，从非定域性证明单个事件的量子

关联在统计水平上表现出所观察到的定域性和

犔狅狉犲狀狋狕不变性
［２５］；③ 寻求一个能包括（容纳）可

分离性原则和不可分离性原则的统一的因果观，或

代替二者，或二者互补；④ 更根本的可能是结合类

空区域、超光速（对应量子场论）．总之，必须发展相

对论和量子论．

已知目前的相互作用只有４种场：作用距离无

限的长程的引力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微观领

域中作用距离非常小的短程的强相互作用和弱相

互作用．新的探索显示出纠缠态应该反映出一种新

的第５种相互作用：它的作用距离既不是无限大，

也不是非常小的作用；其相互作用强度似乎也是中

等的．这与意念场
［２６］具有类似性．在图１中可以把

这５种相互作用展示在同一个坐标系中，它恰好位

于已知的４种相互作用正中
［２７］，具有某种深刻的

启发意义．这是一种神秘的相互作用，被爱因斯坦

称为“超距的幽灵般的作用”（狊狆狅狅犽狔犪犮狋犻狅狀犪狋犪

犱犻狊狋犪狀犮犲）
［５］．进一步可以认为，宇宙中各部分互相

关联，这就是难以理解的非定域相互作用现象［２２］．

图１ ５种相互作用的关系

犉犻犵．１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犪犿狅狀犵犳犻狏犲犻狀狋犲狉犪犮狋犻狅狀狊

这种超光速的相互作用也许正好可以应用笔

者讨论过的超光速变换（犌犔犜），即蒋春暄－

犖犪狉犪狀犪狀变换
［７］１８４～１９４

犡＝珔γ（狓－犮２狋／珔狏），犜＝珔γ（狋－狓／珔狏），（９）

其中珔γ＝１／１－（犮／珔狏）槡 ２．这种具有量子非局域

性的相互作用由超光速的相速度彼此联系．

４ 负物质、斥力和暗物质

在微观领域中，犇犻狉犪犮方程的负能态预言了反

粒子［２］．但为了在量子理论中防止正能态不断跃

迁到负能态，并与世界稳定性的事实协调，犇犻狉犪犮指

出，只要假设现实世界的真空中所有负能态都已被

填满，犘犪狌犾犻不相容原理就能阻止其他粒子再跃入

负能态，从而避免这一困难．这就是著名的犇犻狉犪犮

海的假设．而犇犻狉犪犮海中未被占据的空穴即是反粒

子，并由此可以预言正反粒子的湮灭和产生．这在

犇犻狉犪犮的名著《量子力学原理》中有精辟描述．但是

按照这一假设，只能防止费米子的跃迁，而玻色子

不服从犘犪狌犾犻原理，因此仍然存在稳定性问题．可能

正因为此，所以大多数量子力学的书根本不涉及

犇犻狉犪犮海．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天文学家在研究星

体形成等时，确实地肯定了宇宙中应该存在大量的

暗物质和暗能量．目前通常认为它们占宇宙总质量

的２４％和７２％．但它们到底是什么，虽然理论和模

型数以百计，如今仍然众说纷纭，没有比较统一的

观点．目前的主流看法是，暗物质可能是某种或某

些相互作用极弱的重粒子，而暗能量就是真空的能

量．笔者重新讨论了犇犻狉犪犮的负能态和犅狅狀犱犻
［２９］等

对此的论述，并提出负物质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暗物

质［３０］．

基于此，首先必须严格区分反（狅狆狆狅狊犻狋犲）物质

和负（狀犲犵犪狋犻狏犲）物质．反物质是部分属性（如电荷、

重子数、轻子数、奇异数等）相反，而质量、总能量仍

为正的物质，它包含正电子及各种反粒子．它们是

已经验证存在的粒子．正反物质相遇湮灭为能量守

恒，电荷为零的光子及介子等．负物质是质量、总能

量为负的物质，它的主要特征按照牛顿的“万有引

力”定律，应该是彼此间是万有引力，而与正物质间

是万有斥力．因此，负物质是难于产生的，但一旦产

生也应该是稳定的．等量的正负物质相遇应该化为

真正的一无所有的虚空．它们是否确实存在，实验

上还无定论．理论上，负物质也有电荷等相反，而质

量为负的负反物质．

按照犇犻狉犪犮的原意，只有互不相容的费米子占

满各种能级才是犇犻狉犪犮海．这样彼此相容的玻色子

就无法得到空穴（反粒子）．我们应该推广犇犻狉犪犮理

论，其中负物质应该是犇犻狉犪犮海，而反物质应该是

４４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３０

卷



犇犻狉犪犮海中的空穴．因为正反物质之间是斥力，所以

犇犻狉犪犮海是稳定的．如此犇犻狉犪犮海及其空穴对各种粒

子都普适成立．

费米子的犇犻狉犪犮方程可以描述反物质．宇宙常

数可能就描述负物质，对应引力场方程中的Λ犚

项；犓犾犲犻狀－犌狅狉犱犲狀方程中的犿２项可以对应±犿，

它们对应于正负玻色子．犇犻狉犪犮方程中犿→－犿 也

可以描述负物质．相应的关系

犈２＝犿２犮４＋犮２狆２ （１０）

对正、反、负物质，对±犿，±犈，±狆，都普遍成立．

只是在描述负物质的方程中质量为负，而在描述反

物质的方程中电荷等相反．

天文学中确定全部质量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

研究它们的引力效应．在星系里，研究引力的最容

易的方法是测量自转曲线［３１］，由此得出应该存在

暗物质．对于一个星系，如果恒星绕星系中心的运

动服从犓犲狆犾犲狉定律，并且引入负物质，则一颗质量

为犿，距离中心犚的恒星，其运动方程为

犌犿
犚２
（犕１－犕２）＝

犿
犚
犞２． （１１）

由运动方程可得恒星的轨道速度是 犞 ＝

犌（犕１－犕２）

槡 犚
，角速度是Ω＝

犌（犕１－犕２）

犚槡 ３ ．

这样测量星系的自转曲线只是确定星系中正负质

量差，即正负物质对称性的破缺部分．

我们假设一个有正负物质、有边界的孤立质点

系统在自引力相互作用下，其动能为

犜＝犜１－犜２＝
１
２ ∑犻

犿犻狉
．２
犻－∑

犼

犿犼狉
．２（ ）犼 ．

（１２）

简化时化为

犜＝
１
２
（犕１－犕２）〈犞

２〉＝

３
２
（犕１－犕２）〈犞

２
狊犪狑〉． （１３）

对于球对称体的势能

犝 ＝－
犌
犚
（犕１－犕２）

２＝

－
犌
犚
（犕２１＋犕

２
２－２犕１犕２）． （１４）

应用确定星系团质量的位力定理，这个系统动

能犜和势能犝 之和为

２犜＋犝 ＝
１
２
犱２

犱狋２ ∑犻
犿犻狉

２
犻－∑

犼

犿犼狉
２（ ）犼 ＝０．

（１５）

把每个质点作为一个星系，整个系统的动能就

是犜．由上述公式可得星系质量为

犕１－犕２＝
３犚
犌
〈犞２狊犪狑〉． （１６）

由此可知负物质的存在将使得用这种方法获

得的质量大为减少．例如，假设正负物质各是总质

量的５５％和４５％，则我们看到的物质只是总质量

的１０％．所以负物质可能是产生暗物质效应的一

个重要原因．

暗物质本身不发光，也不与光相互作用．它似

乎与负物质有关，这和暗能量都联系于斥力．并且

负物质对光子是斥力，而负物质中对应于负光子，

其具有负能量、负质量，与一般物质也是斥力，二者

都无法观测，因此显示为暗物质，具有暗能量的特

性，并使暗物质和暗能量统一，而质量和能量统一

是相对论中的常识．当然只有正负物质运动速度极

大，动能大于势能时，正负物质相碰撞才能导致完

全湮没．残留物质只是正负物质质量之差．最近，通

过引力透镜效应对星系团剧烈碰撞中的子弹集团

的观测，似乎发现了暗物质存在的直接证据［３２］．

其实狄拉克理论的自然发展也应该导致负物

质．狄拉克指出：“物理规律在正负电荷之间是对称

的”［２］，进一步，物理规律在正负物质之间也应该

是对称的．而且正反粒子、负粒子及负反粒子４种

物质都存在才是最完备的对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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