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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之困惑 
隐去作者姓名 

摘要 

     本文从量子力学的最基本概念，量子能量与宇宙内的事物

联系，得到了量子学说无法面对自然界的物理事实几方面的困惑。在

此基础上，可以说，从对接收到的星体最小能量感知数量级上，则我

们看到的实际宇宙空间比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媒体使世人知晓的

宇宙空间小得多。所谓宇宙大爆炸的二个最重要的证据：背景辐射和

哈勃定律是需要重新认识。薛定锷方程是量子力学数学计算的最重要

的基础。而德布罗意波是否存在，则决定着薛定锷方程能否进行的最

重要的理由，需要重新设计，进行更仔细的试验来验证德布罗意波来

是否存在，才能认可薛定锷方程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关键词   光量子   频率   背景辐射   德布罗意波 

   我们已知量子力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是： 

1900 年德国科学家马克斯 ·普朗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

说．这一假说认为物体发射或吸收的能量（即光波能）是不连续

的，存在着能量的最小单元。他把这种最小单元的能量叫做量

子．一个光量子的能量大小取决于光的频率ν（即颜色）且与一

个物理量成正比，即 E=hν，物体发射或吸收的能量必须是这个

能量的整数倍，而且是一份一份按不连续的方式进行的。现在被

称为普朗克常数的 h＝6.63×10－34J·S。这个学说以后就叫光量子假

说。  



 2

太阳常数是进入地球大气的太阳辐射在单位面积内的总量，要在

地球大气层之外，垂直于入射光的平面上测量。以人造卫星测得的数

值是每平方米大约 1366 瓦特，近年来通过各种先进手段测得的太

阳常数的标准值为 1353w／m2。一年中由于日地距离的变化所引

起太阳辐射强度的变化不超过上 3.4％。1981 年，世界气象组织

(WMO)公布的太阳常数值是 1368w/m2。 

太阳的光谱是一连续光谱，即所有的电磁波频谱都在其中．伽

马射线的频率是可达到 10
22
Hz 之上的。太阳的能量主要在可见光。

可见光的频率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可见光的频率是介于 3.9×

10
14
Hz 至 8.6×10

14
Hz 之间。这样，按光量子假说，则相应的光量子

的能量是 2.59×10
－19 J 至 5.7×10

－19 J。因此，可见光之间每一频

率对应的光量子的能量平均值可取 4×10
－19 J. 

按照已知的太阳常数值 1368w/m2。由每一频率对应的光量子

平均值 4×10
－19 J.则可得每平方米最多有 3.42×1021 个频率。可

是，在地面上，我们在一平方厘米甚至在一平方毫米内都能接收

到太阳的光谱，则在一平方厘米内最多 只有 3.42×1017 个频率，

一平方毫米内最多只有 3.42×1015 个频率。 

太阳常数值 1368w/m2。是指在一平方米一秒钟内的能量累

积。可现实是，可用相机在一秒钟内的任一时刻得到太阳的连续

光谱图的。这样，我们将如何理解太阳光谱的能量分布？能认为

在量子说法之内，认为太阳光谱不再是连续光谱，是在各种约束

范围内呈现出有限的光谱频率数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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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量子假说的基础上，人们将光量子给予了粒子的含义。

即存在光子这一实物粒子。建立了光的波粒二象说。本人在《光

子悖论》一文中否定光子粒子性的存在。  

本人在《光子悖论》一文中已经指出：离太阳一光年的位置每

平方米每秒可接收到可见光子数为 9.35×10
11
个，类似太阳的恒星在

离地球一百万光年的位置则每平方米每秒最多只有一个光子到达了

地球，那么，离地球一亿光年的距离则是一万平方米每秒最多只有一

个光子，或者说具有一万个太阳的能量才能在一平方米每秒内有一个

光子。 

2010 年 3 月 25 日腾讯科技讯(编译/嘟嘟)据国外媒体报道，科学

家发现一个早期宇宙中的巨大星系，这个巨大星系不断制造出类似太

阳的恒星，而且其制造恒星的速度是现今银河系的 100 倍。同时由于

巨大星系上光线到达地球的时间很长，科学家观测到的这个早期宇宙

星系存在于 100 亿年前，仅仅在大爆炸 30 亿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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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M J2135-0102 星系是用欧洲南方天文台的阿塔卡马探路者

实验（APEX）望远镜发现的。 

可 SMM J2135-0102 星系距离地球是超过百亿光年的距离，按照

光子理论，则只有具有上亿个太阳能量的恒星才能在一平方米每秒内

有一个光子到达地球。 

在宇宙中，离银河系最近的星系之一是仙女座。据目前估计，

仙女座星系的质量不小于 3.1×1011 个太阳质量。距离地球在二百

万光年以上。因此，能够发出的能量最多相当于 3.1×1011 个太阳

的能量。SMM J2135-0102 星系的质量可以认为与仙女座星系的质量

相当，即 3.1×1011 个太阳质量，则只能够发出最多相当于 3.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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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太阳的能量，可 SMM J2135-0102 星系距离地球是超过百亿光年

的距离，因此，只有具有上亿个太阳能量的恒星才能在一平方米内每

秒有一个光子到达地球。即 SMM J2135-0102 星系到达地球的一平方

米内每秒只有 3.1×103 个光子。这样，即使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天

文望远镜，直径为 10 米，则最多能在每秒钟内接收到 3.1×105 个光

子。因此，可以认为如认可光子理论，则不能有上述照片存在，或者

说是此星系的距离计算错误太大形成的。 

据英国《每日邮报》在线版及美国每日科学网 10 月 21 日（北京

时间）报道，欧洲天文学家已证实有测量记录以来最遥远、最古老的

宇宙天体出现。由这个星系辐射出的光芒要历经 131 亿光年才能到达

地球，而该星系出现时，宇宙尚且“年幼”。研究结果发表于 20 日

出版的最新一期英国《自然》杂志。 该星系在早些时间由哈勃天文

望远镜发现，但其年代和距离的判定最终应归功甚大望远镜（VLT）。

位于智利帕瑞纳山的欧南台（ESO）观测站环境得天独厚，而 4 台 8.2

米口径的甚大望远镜就是其王牌设备。它们的最佳研磨精度达到了

8.5 纳米，组合起来的聚光本领相当于口径 16 米的镜面，构成了此

次判定“最远星系”的有利条件。 

目前，这个位于宇宙“超深空”（Ultra Deep Field）区域的星

系被命名为 UDFy-38135539，其质量相当于银河系的 1％至 10％，比

银河系要小得多。由于天体移动时，在可见光波段光谱的谱线会朝红

端移动一段距离（即红移），而来自遥远星系光线的红移又与其距离

成正比，因此经过持续 16 小时观察该星系的红移程度后，天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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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两个月时间测算出其与地球相距至少 131 亿光年，即来自该星系

的光芒要历经 131 亿光年才能到达地球。这使 UDFy-38135539 星系一

举成为人类迄今观察到的最遥远宇宙天体。 

 据论文合著者、英国杜伦大学博士马克·斯温班克介绍，

UDFy-38135539 星系应出现在宇宙的“起步阶段”——距宇宙诞生不

足 6 亿年的时间里。对宇宙诞生后最初几亿年的情况，科学界一直知

之甚少。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当时存在一个导致现有恒星、行星等各

种天体形成的“宇宙再电离”时期，本次发现将有助于探索“宇宙再

电离”时期的演化情况。依据大爆炸理论，宇宙肇始于 137 亿年前，

俟宇宙稍事冷却后，氢原子开始生成，氢原子雾在数亿年间充斥宇宙，

导致宇宙彼时并未完全透明，亦使得观察这个本就昏暗的星系更加困

难。幸而，甚大望远镜的技术力量能拨开“迷雾”，终使人们见证这

一古老星系的辉煌。 

我们已知银河系是太阳系所在的恒星系统，包括一千二百亿颗恒

星和大量的星团、星云，还有各种类型的星际气体和星际尘埃。它的

总质量是太阳质量的 1400 亿倍。这个 UDFy-38135539 星系，其质量

只相当于银河系的 1％至 10％，则只能够发出最多相当于 14-140

多亿颗太阳的能量。由于同地球相距至少 131 亿光年，即

UDFy-38135539 星系到达地球的一平方米内每秒最多有 8.2—82 个光

子。因此，当使用甚大望远镜（VLT）观测此星系时，虽然组合起来

的聚光本领相当于口径 16 米的镜面，也最多只能每秒接收到

UDFy-38135539 星系的 1.6×103—1.6×104 个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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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知现在天文学对宇宙认识的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对光谱信息

的解释。高温物体和宇宙中恒星与星系产生的可见光是一连续光谱。

频率范围为3.9×10
14
Hz至8.6×10

14
Hz，即至少具有4.7×10

14
个波长，

就是说相应有 4.7×10
14
个光子才能形成一最小的连续光谱线。 

仙女座星系的质量不小于 3.1×1011 个太阳质量，距离地球在

二百万光年以上。因此，到达地球表面时每平方米每秒内的光子

数量将小于 3.1×1011 个，就是说使用直径 10 米的望远镜对仙女

座星系接收的光线无法形成一最小的连续光谱线。 

可现实是，仙女座星系只是离我们地球近距离的星系之一。我

们的天文学者在天文望远镜的观测中已经得到各种星体的连续光

谱。其中近距离的星系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面对上述以量子学说理念解读天文数据而产生的悖论。可以认

为，现有的关于大部分星体的空间数据，是不合理的，需要重新进行

检测。或者可以说，从对接收到的星体最小能量感知数量级上，则我

们看到的实际宇宙空间比我们现在已经通过各种媒体使世人知晓的

宇宙空间小得多。 

我们已知在天文观测中对星体的距离计算方法之一最重要的方

式是哈勃定律：即由于天体移动时，在可见光波段光谱的谱线会朝红

端移动一段距离（即红移），而来自遥远星系光线的红移又与其距离

成正比，因此经过持续 16 小时观察 UDFy-38135539 星系的红移程度

后，天文学家用了两个月时间测算出其与地球相距至少 131 亿光年。            

可是，当以量子学说理念解读此天文数据，则能明白此数据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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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合理的。或者可以说，从对接收到的星体最小能量感知数量级上

比较，意味着从哈勃定律计算得到的宇宙星体间距离数据是不能成立

的。而哈勃定律则是所谓宇宙大爆炸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大学生们在学习普通物理学中得知：普通光源的发光机理是自发

辐射。光源中众多分子，原子或离子等级微观粒子在通常情况下都处

于能量较低的状态。从外界吸收能量后可以跃迁到能量较高的状态，

高能态是不稳定的，即使不受外界的影响也会自发的向低能态跃迁，

在跃迁过程中发出一列光波，每次辐射的光波都是一段长度有限的正

弦波，称为波列。由于微观粒子的这种跃迁完全是自发行为，具有独

立性，随机性，和偶然性。因此，不同微观粒子发出的波列很难有相

同的频率，相同的振动方向和初位相。这样一来，普通光源发出的光

总是包含了不同频率，不同振动方向和不同初位相的波列。 

    辐射跃迁过程叫自发辐射（见图 17．10）。这一跃迁过程所经历

的时间是很短的，不超过 10-8s，这也就是一个原子一次发光所持续

的时间。显然，这光波在真空中延长的长度 l=cτ。我们把这种具有确

定频率 v 而长度有限的一段光波叫做一个波列（见图 17．11）。相应

的波列长度小于 3m，因为光波波长很短，在 10-7到 10-6m 范围内，

所以在一个波列内有数百万个波长，在时间 τ内仍然包含了数百万次

振动，一次发光相当于发出了几百万个波长的余弦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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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发光的基本特点是发光的断续性，当然，一个原子经过一次

发光跃迁后，还可以再次被激发到较高的能级，因而又可以再次发光，

因此原子的发光都是断续的。一个原子在什么时候发光具有随机性，

所以同一个原子先后两次发光的相无必然联系。发光体内有大量原子

在轮流发光，才能保持光源发光的连续性。 

依据量子学说的理念，电子发光跃迁后，发出一列光波波列，即

辐射出一个光量子，由上述得知，此光波波列的长度小于 3m，时间

是很短的，不超过 10-8s，因此，对任一可见光频率，在一秒钟内，

则至少需要 108个光量子才能保持此频率光波波列的连续。按照此

说，则上述二个距离地球上百亿光年的星系能得到它一个频率的连续

光波波列都是困难的。我们在现实中得到的太阳常数值只有

1368w/m2，是一连续光谱。这样，若认为上述说法是物理现实，

按照已知的太阳常数值 1368w/m2。由每一频率对应的光量子平均

值 4×10
－19 J.则可得每平方米内的太阳光谱最多只有 3.42×1013

个频率。在一平方厘米内太阳光谱最多 只有 3.42×109 个频率。

这样，我们则更无法说明白太阳连续光谱内频率的能量分布。同

理，离太阳一光年的位置每平方米每秒可接收到可见光频率数为 9.35

×10
5
个，类似太阳的恒星在离地球一百万光年的位置则是每百平方

米每秒最多只有一个频率到达。这样，是更彻底否定天文观测得到

各种星体的光谱的存在合理性。但现实是，我们已经得到了宇宙

中已经观测到的各个星体的光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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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背景辐射是来自宇宙空间背景上的各向同性的微波辐

射，也称为微波背景辐射。背景辐射是温度近于 2.7K 的黑体辐射，

习惯称为 3K 背景辐射。黑体谱现象表明，微波背景辐射是极大

的时空范围内的事件。因为只有通过辐射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

才能形成黑体谱。由于现今宇宙空间的物质密度极低，辐射与物

质的相互作用极小，所以，我们今天观测到的黑体谱必定起源于

很久以前。微波背景辐射应具有比遥远星系和射电源所能提供的

更为古老的信息。微波背景辐射的另一特征是具有极高度的各向

同性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科学家彭齐亚斯和 R.W.威尔逊为

了改进卫星通讯，建立了高灵敏度的号角式接收天线系统。1964

年，他们用它测量银晕气体射电强度。为了降低噪音，他们甚至

清除了天线上的鸟粪，但依然有消除不掉的背景噪声。他们认为，

这些来自宇宙的波长为 7.35 厘米的微波噪声相当于 3.5K。1965

年，他们又订正为 3K，并将这一发现公诸于世，为此获 1978 年

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所谓的宇宙大爆炸的证据之一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产生于大

爆炸后的三十万年。宇宙大爆炸学说认为：发生大爆炸时，宇宙的温

度是极高的，之后慢慢降温，到现在约 150 亿年后大约还残留着 3K

左右的热辐射。 

我们已知在宇宙中，能量的转移最主要的方式是光辐射，产

生光辐射能量的来源是恒星内的核反应。在太阳的核心，每秒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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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超过 400 万吨物质转化为能量，生成中微子和太阳幅射。 

我们已经得知的能量不灭定律是：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

不会凭空消失，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别的形式，或者从一个

物体转移到别的物体，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其总量不变。即由

恒星核反应产生的辐射—光量子，在星际空间运行中所具有的能

量不会消失，只是转变形式。我们已知宇宙空间的物质密度极低，

即是无数的恒星量与空间相比较而言。但是这无数的恒星进行的

核反应产生的辐射—光量子所具有的能量，在漫长岁月的时间过

程中能量的累积，不正是背景辐射的来源吗？为何只认为是宇宙

大爆炸到现在约 150亿年后残留的能量？而否认在这 150亿年内在这

宇宙中无数恒星进行核反应产生的累积能量？在宇宙中，是由实体物

质和各种辐射充满空间的。并且，在物理学内目前我们还没找到这些

能量是如何转变为其他的方式（如实体物质）的过程。则将面对着背

景辐射不断增加，即宇宙内实体物质不断减少的现实啊。 

 

法国物理学家德布罗意于 1924 年首先提出。他把当时已发现的

关于光具有波粒二象性这事实加以推广，提出一切微观粒子也都具有

波粒二象性的论点，而且一个动量为 、能量为 的自由运动的粒子，

相当于一个波长为 、频率为 、并沿粒子运动方向传

播的平面波（ 为*普朗克常数）。这论点为实验（如电子衍射）所证

实，并成为建立量子力学的重要基础之一 

1927 年汤姆孙（英国）通过电子在多晶膜上的透射得到了环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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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衍射图象。它与光的圆孔衍射图象极为相似。 

 
光的圆孔衍射图象                   电子穿过金箔的衍射图象 

 

光的波粒二象说的认为光是粒子的重要指标一是光子的质

量，而光子质量是依据相对论的推导而得到的结果，相对论不存

在，就没有了光子质量是依据了。二是光同实物粒子的相互作用，

光电转换过程中其实际是电子对光波能量的接收过程，并没有显

示出光的粒子性。所谓康普顿效应是以光子为粒子与电子碰撞进

行说法的，碰撞的前提是二个物体都具有质量，才能进行的过程，

光没有质量，就不存在碰撞的说法。我们已知，拉曼对光的散射

的解释就已经说明了光与物质相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否定了

康普顿效应的说法。 

德布罗意提出一切微观粒子也都具有波粒二象性的论点。1927

年汤姆孙（英国）通过电子在多晶膜上的透射得到了环状的电子衍射

图象。它与光的圆孔衍射图象极为相似。并认为这是德布罗意波的有

效证据之一。可是此实验只是从表面上是可以这样认为的。即从图像

的形状好象是符合德布罗意波的说法。但是，在实际上电子在多晶膜



 13

上的透射的过程中，由于电子束的直径远大于原子晶格的距离，电子

的直径是在 10-18m 以内，原子核的直径是在 10-14m 以内，原子晶格

的距离是在 10-10m 数量级。必然有不少数量的电子在透射过程中与

多晶膜内的原子即原子核外众多的电子（电子之间的库仑力随距离的

减少而快速增大）相互作用时转变运行方向，就会产生新的轨迹，对

图像的形成产生作用。可是，人们对此视而不见，没有说法啊？ 

薛定锷方程是量子力学数学计算的最重要的基础。而德布罗意波

是否存在，则决定着薛定锷方程能否进行的最重要的理由。 

德布罗意波是比照光的波粒二象性而产生的，否定了光的粒子

性，就意味着不存在光的波粒二象性。这样，德布罗意波就没了光这

个比照对象。即德布罗意波是一种想象而已了。如上面所述，现有证

明德布罗意波存在的试验并没有在实际上证明存在德布罗意波。因

此，需要重新设计，进行更仔细的试验来验证德布罗意波来是否存在，

才能认可薛定锷方程是否有存在的理由。 

 

量子力学诠释的困难主要在于：即人们将量子力学看成是客

观的真实反映，量子力学反映的现象就是客观的真实表现，将量

子力学看成 是真实的物理理论，没有将量子力学看成是一种方

法或手段。利用量子力学所做的计算与一些实验有很好的符合，

常使人们对量子力学的正确性深信不疑。然而，量子力学的成就，

量子力学解释体系的混乱和不足及与自然界现实深层次的尖锐

矛盾，使得全世界没有一个物理学家完全懂得量子力学，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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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波函数没有相应的物理图像和量子框架无法相容量子测量问

题。 量子力学是将有定域性的的客观世界转化为非定域性的波

动及其理论来进行描写的。这是一种变换方法你的描写，并没有

改变客观世界的本质，也不代表客观世界客观世界就有这样的性

质；换句话说，量子力学是将经典波动理论（成熟的简谐波动理

论）与德布罗意波结合而形成的理论。将粒子赋予波动性是因为

量子力学描述的需要，不是客观存在。正如玻尔所说的：“根本

就不没有什么量子世界，仅仅只有一个抽象的量子物理描述。认

为物理学的任务是发现自然是怎样的观点是错误的，物理学关心

的是我们关于自然能说什么”。的确不存在量子世界，量子世界

是因函数转换而形成的假象。量子世界是由量子化引起的，量子

化的实质是将光的动能同普朗克能量子；将粒子的动能同德布罗

意波等同起来，再经过薛定谔方程来描述世界的。从上面所述，

量子化的基本定义是存在没法明白的事了。因此，需要更多的努

力，必须弄清楚—光这种人们认为是电磁波的一种所表达的物理

图象是什么，它的物理实质是什么？ 

面对前面所述的量子力学的困惑，需要合作，需要更多对物

理学愿意进行探索的人参与，不要盲从，才能在物理学领域内写

下新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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