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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与玻尔谁站在量子力学真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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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黄湘友

量子力学起源于普朗克光辐射能量分立性假设。经过爱因斯坦和康普顿等人的工作，光
量子概念成为了物理学界的共识。由光能的分立性玻尔想到，原子中电子的能量是否也具有
分立性呢？他用经典力学方法计算一个电子绕质子的圆周运动，加上一个简单的量子化条件，
竟然算出了氢原子从基态到高能态的能级，解释了氢原子的线状光谱。玻尔的结果表明，氢

热门博文导读

全部

• 从疫苗案看中国社会的病根
• 希望不要兴起追捧外国疫苗之…

原子中的电子只能在一些分立的圆形轨道上运动。索木菲把玻尔的计算推广到椭圆轨道，由

• 量子通信是安全的吗？（下）
• 科学网博客反应太慢

量子化条件得出氢原子的能量和角动量都只能取分立值。椭圆的长半轴由能量决定，能量的

• caozexian 老师是民科吗？
• 对山东疫苗事件的新闻追踪

分立性表明长半轴的取值也是分立的。椭圆的短半轴与角动量有关，角动量的分立性表明椭
圆的形状和法线方向都不是任意的。这就是原子物理中氢原子的空间量子化轨道模型，也称
玻尔-索木菲模型。
另一方面德布罗意关于粒子具有波动性的假设被实验证明后，薛定格提出了一个描述粒
子波动性的方程并首先把这方程成功用到氢原子上，方程的解是能量，总角动量和角动量第
三分量的共同本征函数。这些本征值与玻尔-索木菲模型的结果一致。用薛定格方程解波函
数的方法用在其它体系上都非常成功。物理学家们很快就认识到，在位置空间这波函数模的
平方就是在各点发现粒子的几率。在动量空间这波函数模的平方也是在各点发现粒子的几率。
由这几率解释就可以写出求各力学量平均值的公式。从此，波函数，薛定格方程和计算力学
量平均值公式就成了量子力学的基础。
然而，一个波函数描述的对象是什么，隐藏在波函数中的几率的来源是什么？这是个量
子力学解释的大难题。
量子力学中一个波函数描述的对象是什么，这是个到现在还没有定论的问题。从量子力
学初建时起对这问题就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爱因斯坦为首的系综观点，认为一个波函
数不描述单个粒子而统计性描述粒子系综。另一种是玻尔及其追随者的观点，认为一个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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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描述对象是单个粒子及相应的经典仪器，而且是最可能完全的描述[1,2]。至于波函数几
率性的来源，前一种观点认为是由于我们对单个粒子状态的信息量掌握不够所致，存在有我
们不知道的隐参数，但寻找隐参数的努力一直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后一种观点认为几率
性来源于仪器和测量的干扰。微观粒子又小又轻，易受干扰，这说法浅显明了。虽然这说法
难以经得起推敲和存在佯谬，由于历史原因和这说法的浅显直观，它成了物理学中的正统观
点。数学和经典物理的理论表明，包含佯谬的理论一定有内伤，问题只是这内伤被发现的迟
早而已。这种观点还有一个弱点，它不能解决量子经典对应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它可以成
为揭示这一内伤的突破口。本文作者有必要谈一下对此的认识。
1957 年，我还在读大二。国内一位有名的重要科学家来北大作报告。他谈到量子力学时
说，按量子力学观点，太阳明天从西边出也是可能的。我感到非常吃惊，太阳从西边出意味
着地球自转方向要反过来，这需要多大的外力作用呀。我期盼着学量子力学时来理解这一问
题。当后来轮到上量子课时，老师首先就强调要和经典力学划清界限，尤其不能谈论粒子的
轨道。当学生问：实物粒子到底是粒子还是波时，老师说这依赖你的测量，你想测波动性时
它就是波，你想测粒子性时它就是粒子。老师停顿了几秒钟后还补上一句：这就是量子力学！
我对这些说法内心并不信服。玻尔用经典力学计算氢原子的结果说明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的
距离并不遥远。把电子当作个点粒子计算它的轨道也效果不差。我日后逐渐明白，因为哥本
哈根观点下无法回答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对应问题，所以他们要给学生“洗脑”，强调量
子力学要与经典力学划清界线。

许多量子力学教科书告知读者，在普朗克常数趋于零的极限下，量子力学过渡到经典力
学。本文作者指出，没有人能写出一个波函数来验证这一说法。因为原子能级和波函数都含
有普朗克常数，这一极限实际上没法使用[3]。有些著作使用新单位制使普朗克常数等于一，
这一极限压根就没法用。玻尔早就提出过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之间有对应原理，也找不到一
个波函数来验证他的原理。朗道提出，波长短时如同波动光学过渡到几何光学可谈论光线一
样，量子力学也过渡到可谈论轨道的经典力学。然而，一个波不论波长如何短它都描述一个
光束而不是一条光线。描述一条光线需要额外的补充条件。如果一条光线对应一个粒子的轨
道，则一束光线就应该对应粒子系综的轨道。许多著作用最小波包来描述单个粒子。小波包
是许多定态波函数的叠加，这意味着这粒子的能量很不确定。因此，小波包也实现不了量子
经典对应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外若干学者使用大能量极限或称短德布罗意波长极限研究量子经
典对应关系。这方法物理和数学上都合理，得出的结果可用各种波函数来验证。他们共同的
结论是一个波函数不描述单个粒子而描述粒子系综。这符合爱因斯坦的观点。
现在回头进一步考察氢原子。标准的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处理一个由哈密顿量操控的粒
子。经典力学可算出这粒子各力学量的理论值；量子力学可算出各力学量的理论期望值。哈
密顿量之外的干扰或相互作用与这些理论值没有关系。处理氢原子时，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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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把氢原子核作为坐标原点，只考虑电子与质子间的库伦相互作用而忽略辐射的影响。氢原
子问题在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中都精确可解，在原子物理中成为两种模型。一种是玻尔-索
木菲空间量子化椭圆轨道模型。由学科网可查到电子和质子的直径分别小于10 的负18 次方
和10 的负15 次方，而一个玻尔原子的直径大于10 的负8 次方，可见点粒子的轨道方法适
用。一个电子在原子中围绕原子核做椭圆运动，这一点没有解释问题。另一种是薛定格方程
波函数解给出的电子云模型。电子云的尺寸接近玻尔原子的大小。有人把电子云看作真实的
云。一个点电子在氢原子中的能量只有若干电子伏特，怎么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大呢？有人把
电子云说成电子在原子内无规则跳动形成的云，这跳动的动力来自何处？因为哈密顿量以外
的干扰已对理论结果不起作用。玻尔所说的经典仪器在这里也不起作用。再者，无规的跳动
如何能形成由量子数决定的电子云形状呢？当已有论文指出一个波函数不描述单个粒子而
只能描述粒子系综后，我们有理由推想电子云是否由许多做轨道运动的电子的系综平均结果
呢？下面介绍这想法的结果。
经典力学算出库伦场中电子做椭圆运动，电子的能量，总角动量和角动量第三分量都是
守恒量。椭圆的长半轴由电子的能量决定。椭圆的扁率由总角动量与能量的比值决定。椭圆
平面的取向由角动量第三分量与总角动量的比值确定。我们先由经典的椭圆解中挑出一个椭
圆解。电子的能量，总角动量和角动量第三分量等于波函数解中量子数(nlm)给出的相应力
学量值。(nl)值决定了椭圆的大小和形状。m 值决定了椭圆法线与z 轴的夹角。原子核和椭
圆焦点之一都与坐标原点相重合。为了确定所选椭圆位置我们还需两个参数。一个是椭圆平
面与XY 平面的交线，这交线通过坐标原点。我们把这交线与OX 之间的夹角称为“夹角1”。
把椭圆长轴与这交线之间的夹角称为“夹角2”。现在，如果知道电子在这椭圆上经过近日
点的时刻t'，则在任何时刻这电子在椭圆上或者空间上的位置就知道了。这就有了这电子位
置的完全性知识。总之，有了n,l,m,t' 和“夹角1”以及“夹角2”，我们就有了电子位置的
完全信息。
请读者注意下面的操作。首先，我们把这电子的运动对时刻t' 进行平均，得到电子在这
椭圆上的几率分布。由于开普勒定律，这分布在远日点附近密度大，而在近日点附近密度小。
其次，我们把这一分布绕通过原点的法线在椭圆平面内旋转一圈，即对“夹角2”取平均，
得到在轨道平面内的电子密度分布。最后，我们把这一平面分布绕z 轴旋转一圈，即对“夹
角1”取平均，但保持角动量在z 轴的投影即磁量子数m 不变。我们得到三维空间中的电子
密度分布。已经证明，当主量子数n 略大，波函数满足WKB 近似（准经典近似）时，这三
维电子密度分布等于有相同(nlm)量子数波函数模的平方。也就是说，电子云是做轨道运动
的电子系综的平均。这结论对较大的n 都成立，而对l 和m 没有要求[4]。从计算过程可知，
电子经过近日点的时刻t'，“夹角1”以及“夹角2”都是描述单个粒子位置状态的参数，由
于它们被平均掉了，它们成了隐参数。这就肯定了几率的来源是隐参数造成的。这结果完全
符合爱因斯坦的观点，一个波函数不描述单个粒子而描述许多粒子的系综。这结果对其他系
统和波函数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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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我们不难理解这结果的重要意义。费曼等许多大物理学家都说，世界上没
有人懂量子力学，其原因根子就在这里。当把只能描述系综的波函数说成描述单个粒子时，
必然会用一些奇怪的假设和原理来弥补这一漏洞。这就使量子力学带有玄学的色彩，在观点
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作者希望青年学子们认真思考这一问题，也欢迎持不同观点者贡献智慧。
大家为量子力学的科学化共同努力。
[1] Ballentine L. E. Rev. Mod. Phys. 42, 358（1970).
[2] Griffiths D. J. 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Pearson Education, Inc.,
and China Machine Press, 2005 ).
[3] Huang Xiang- You. Phys. Rev. A 78，022109（2008).
[4] 黄湘友，物理学报，40, 1553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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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光谱问题， 他对电子怎么运动这件事完全没有兴趣。 比如我们可以看见行星， 自然就可以总结出它的规律，自然有牛顿力
学， 电子在氢原子中怎样运动， 我们又看不见，问这个问题意义很小。等它是个事的时候， 自然又有圣人出世，建立新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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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理由相信，附加在量子力学上的随机性，可能绝不会是因为仪器测量造成的，而是严格受空间隐参数控制的完全符合一定规
律的结果。就像抛硬币一样，不是正面就是反面，虽然几率各占一半，但是每一次的结果都严格受到经典力学的规律，各种因素
共同制约造成的，同样，我绝对有理由相信粒子的随机性也完全有可能按照空间各种定律共同制约，形成了这种随机性
[23]温海龙 2016-3-22 18:02
首先，我认为经典力学是最基本的力学，量子力学也只是附加在经典力学上的一种特殊情况。再者，量子力学描述的是单个粒子
的随机状态，这种随机性是空间性质的一种隐参数造成的，这种隐参数的效果是随时随刻在粒子上叠加一个“等概率随机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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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隐参数学严格控制，这个运动幅度就是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的最根本区别，这是我的看法
[22]姜放 2016-3-22 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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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理由推想电子云是否由许多做轨道运动的电子的系综平均结果呢？-----电子云是由规则的电子运动的轨迹，这个轨迹和质
子内部能量构成的规则一致。简单的说：电子云也是一个粒子。详细见《统一物理学》

[20]朱林 2016-3-22 10:33
已有了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自然的衔接方法：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228-963984.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8228-960879.html
[19]罗教明 2016-3-22 09:40
经典理论框架下理解氢原子基态与线光谱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78615-948274.html
[18]wangshoujiang3 2016-3-22 08:41
[6]文克玲 2016-3-21 18:49 黄先生拥护的系综解释不能说明单个粒子（电子，光子等）的波动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再解释一下在前面所说的认为不能解释可能是对微粒的误解。核心的两点，一个是不要把微粒当成一个点，二是粒子性类似一种
测量效应，很多影响是在测量完成前影响的。例如光子的双缝干涉实验，对于一个光子，你认为不可解释，很可能你是把光子当
成一个点了，但是如果你认为光子不是一个点，那么双缝都可以影响光子，然后在测量的时候只在一个点产生明显影响（参见我
前面回复），其实最终在哪个点产生明显影响，是光子、双缝以及测量仪器共同决定的，是决定论的。也就是双缝是影响的单个
光子的。
[17]田云川 2016-3-22 08:37
薛定谔方程的导出: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1273&do=blog&id=946025
[16]sijin20120 2016-3-22 08:33
“量子力学骨子里头从来都是经典力学，所谓的新内容几乎都是在文字式的表述上。物理的世界就是物理的世界，没有经典与量
子之分，存在不可调和的经典理论和量子理论是物理学家的错误。”
——曹老师的认识极有见地！
未来的量子力学必然会带着“物质空间的磁场性”和“量子的自旋磁矩性”等所有有意义的成果回归到经典物理学中来......
[15]用户名 2016-3-22 08:18
评论已经被科学网删除
[14]caozexian 2016-3-22 07:53
黄先生好。
量子力学骨子里头从来都是经典力学，所谓的新内容几乎都是在文字式的表述上。物理的世界就是物理的世界，没有经典与量子
之分，存在不可调和的经典理论和量子理论是物理学家的错误。
薛定谔方程从一开始就是个从Hamilton-Jacobi方程出发拼凑的东西，其原文中要求波函数归一化（在几率解释出现前）是在第一
篇文章的更正部分硬加上去的，也没给任何理由。 也就是说，薛定谔1926年文章的第一部分写完时也没有要求波函数归一化的
必要。
量子力学的问题， 只能在波函数被构造之前去找问题，而不是围着波函数的诠释去找解决办法。
刘全慧先生评论“黄先生是量子力学统计解释论中的极端者”，先生可能不容易接受。抱歉的是，先生及几位同时代的先生，可能
是时代的印记，可能真有走极端的倾向。 比如，可能未深研Heisenberg 1927年的原文而有“不确定性原理“与”测不准原理”翻译
之争，却无视原文字面意思以及测量理论后提出且漏洞百出的事实。其实，一维无限深势阱和谐振子波函数解都是现成的，只要
计算一下就知道delta x 和delta p 是同步增加的，根本没有什么动量测量越精确，位置测量越不精确的说法。我们的科技进步让
我们今天关于电子位置、动量测量都是越来越精确 （同时的说法问题更大， 不讨论了）。
黄先生，原谅我说我是耐着性子看完这篇文章的。我之所以看，是知道先生对量子力学是有自己的思考的，但是薛定格的说法实
在别扭。此译法虽然无伤大雅，倒也反映一种态度，一种不肯调和或者妥协的态度。 Schroedinger, 德语，g是ing 这个词素的
一部分，它不和后面的er连拼。态度固然可以不易妥协，但如果不能总做到从善如流以及求真求实，可能就会有失偏颇了。
冒昧之词，先生请勿介意。
春安
物理所 曹则贤
[13]田云川 2016-3-22 05:56
爱因斯坦的观点是对的。
[12]wangshoujiang3 2016-3-21 23:23
1]刘全慧 2016-3-21 17:39 黄先生是量子力学统计解释论中的极端者。
所谓“量子力学统计解释论中的极端者”，指对其它解释，特别是对标准解释是排斥的。
——————————————————————————————————————————
仔细看看刘老师留言中“极端者”这句话可能确实只是一个客观的描述，我在11楼的留言或许有点过于随便了。
[11]wangshoujiang3 2016-3-21 23:19
[1]刘全慧 2016-3-21 17:39 黄先生是量子力学统计解释论中的极端者。
所谓“量子力学统计解释论中的极端者”，指对其它解释，特别是对标准解释是排斥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怀疑刘老师既支持相对论，又支持量子力学中非定域解释（就像您在《爱因斯坦攻击量子力学所凭何据?》说到“真实信息传递
速度有限，并不排除不传递信息的超光速现象可以存在．”这句话本没错，举个例子，假如用一排灯，各自控制，让他们接近相
同的时刻亮起，表观来看就类似一个超光速现象，但这不能用来传递信息，但是你在那篇博文里这句话的意思我猜测你是误用一
句正确的话来说明一件错误的事，猜测你认为Bell实验中2端交换信息超光速，这如果是不传递信息的超光速，类似我上面举得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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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bell不等式的推导就没有问题，如果你说bell不等式推导有问题，那么就是一个能够传递信息的超光速，如果这样我猜测
你可能说Bell实验的两端确实是超光速传递信息了，但是人类不能利用，如果这样说，你想想相对论中在什么地方把人类提到一
个特殊的位置了？超光速传递信息不需要考虑是否是人类，至于人类能不能利用和相对论没关）。不管一个人支持量子力学的标
准解释也罢，支持相对论也罢，都没啥，但是如果一个人既支持量子力学的非定域解释，又支持相对论，不知为什么，你博文中
写道“爱因斯坦---俯视---”，而我明知道我不是爱因斯坦，但是我也有一种俯视的感觉，哈哈。在你博文中，我也留言，让时间检
验爱因斯坦到底对不对，现在说爱因斯坦错了，为时过早，原因我也在你博文中解释了。让时间看看到底谁正确。
[10]yunwowo 2016-3-21 22:54
实验表明，宏观物体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呈现波粒二象性，这个实验结果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量子力学。
将一些大小相同的颗粒物（如直径0.1MM左右的滑石粉团粒）一个一个地陆续从空中同一位置自由下落到一水平面上。起初，粉
末团粒的落点杂乱无章，而随着团粒落点数量的不断增多，就会形成同心环状的衍射图样。
“宏观世界也存在波粒二象性” http://blog.gmw.cn/blog-1921783-699287.html
[9]wangshoujiang3 2016-3-21 20:44
[6]文克玲 2016-3-21 18:49
黄先生拥护的系综解释不能说明单个粒子（电子，光子等）的波动性。
------------------------我在4楼的回复，其实已经说明，认为不能解释可能是对微粒的误解。
[8]sijin20120 2016-3-21 19:42
黄老师这篇文章对量子力学出现“概率迷雾”分析的很睿智、到位！
数学几率可用于描述二个方面问题：1、对大量粒子”涌流“在同一时刻可能出现在某一平面上的机会所做的宏观统计；2、对单个
粒子”线流“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出现在某一平面上的机会所做的微观统计——爱因斯坦对待量子统计问题的思想可能就是2类，黄
老师也可能是这种认识吧？
哥本哈根对量子概率“迷雾”的解释归咎于仪器影响，这种观点也是可取的；但将仪器的影响结果描述成“波”行为则存在榷商空
间，因为仪器影响量子运动行为必须是通过仪器可能带有的“场”作用的结果，而场对量子产生作用必须通过二个方面来实现：
1、量子的电属性，2、量子的磁属性——这样，对量子出现几率问题的解释就又可以回到经典的库伦电、磁荷理论中来......
由此可见，哥本哈根对量子概率的解释是忽略了仪器场和量子场属性问题的；爱因斯坦对量子统计的认识可能考虑了这种场相互
影响问题，于是得出“波函数不描述单个粒子而描述许多粒子的系综”应该是更有“客观”意义，因此，我也赞同爱因斯坦的观点！
[7]杨正瓴 2016-3-21 18:49
从根本上讲，爱因斯坦更正确。
通过香农采样定理，可以从“连续力学（广义相对论）”附加某些条件，推导出“量子力学”。
[6]文克玲 2016-3-21 18:49
黄先生拥护的系综解释不能说明单个粒子（电子，光子等）的波动性。
[5]杨正瓴 2016-3-21 18:40
《量子力学潜在的不严密性》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07667-963725.html
[4]wangshoujiang3 2016-3-21 17:58
我站在爱因斯坦这边。
1、我认为量子力学出现一些疑惑，主要是人们对微粒认识错误所致。例如对于光子，只要把光子认为成一个有体积的东西，而
测量时变成一个点认为是测量效用，（举个形象却未必严格的景象，测量装置上有很多点共同吸收电磁波（光是电磁波），但是
每个点有一种机制，在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前，吸收的电磁波还是可以被可逆的释放出来，最终在一个点上达到临界值，产生明显
的测量效应），在这种理解下，可以解释很多现象，例如bell实验、延迟选择实验等。光子在什么点上显现出测量结果，实际是
决定论的，用概率描述，只是某些参数没有获得的结果。
2、反对爱因斯坦的所谓实验证据经常是bell实验，但是如果仔细看bell实验，就会发现，有的bell实验例如潘建伟的《Lower
Bound on the Speed of Nonlocal Correlations without Locality and Measurement Choice Loopholes》，其实首先假定了真随
机存在，然后在定域的条件下，发现实验结果违反了bell不等式，所以你仔细思考实际是说明了“定域非决定论”错误！！！，所
以正确的可能是定域决定论或者非定域非决定论，但是实验者用这个否定定域决定论，很荒谬。但是其实其实验还有更严重问
题，详细请搜索我的《敦促潘建伟公布重要实验数据》、《再次敦促潘建伟公布重要实验数据》以及相关的一个arxiv文章
《Comment on "Lower Bound on the Speed of Nonlocal Correlations without Locality and Measurement Choice Loopholes"
》。
[3]刘全慧 2016-3-21 17:49
按照现在量子力学的标准理解，爱因斯坦不在量子力学之内。
爱因斯坦超越了量子力学和经典力学，站在某个哲学命题上判定了量子力学。
参见：爱因斯坦攻击量子力学所凭何据?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3377-794413.html
[2]晏成和 2016-3-21 17:40
因为夹杂谬误底气不足，量子力学没有科学应有的逻辑、理性；没有精确、严谨的因果关系。公式复杂、结果又不准确，总有一
只不知死活的猫藏身其中。
[1]刘全慧 2016-3-21 17:39
黄先生是量子力学统计解释论中的极端者。
所谓“量子力学统计解释论中的极端者”，指对其它解释，特别是对标准解释是排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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