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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克莱顿·克里斯滕森提出以来，历经演变和拓

展，颠覆性技术已成为对行业和领域的格局、秩序和体系具

备重构能力技术的统称。颠覆性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军事

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是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竞争前沿。持

续深入开展好战略研究，尽早识别和发展颠覆性技术，在我

国当前由大变强、奋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和“世界科技强

国”战略目标的历史阶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对颠覆

性技术的战略研究和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为贯彻和落实

指示要求，2016年8月25日中国工程院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联合发起成立了中国工程科技创新战略研究院（以下简称

“创新战略院”），目的是联合国内单位组织开展持续、系

统的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

为及时、准确地报道国外政府、智库、高校及公司等在

颠覆性技术方面的规划及最新进展，展现国内外对颠覆性技

术的相关观察与思考，在工程院和中物院的领导和指导下，

创新战略院和“工程科技颠覆性技术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

目项目组决定编辑出版《颠覆性技术快报》，期望能为决策

层提供有益参考，为同行专家和研究人员提供交流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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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用量子模拟方法预测稳定的氮化硼结构

日本先进科学技术研究所（JAIST）的研究人员利用尖端的量子模拟方

法成功预测了最稳定的硝酸硼结构。硝酸硼是一种非常灵活的材料，在科学

和工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其核心原因是硝酸硼具有一种称为多态性的迷

人特性，其结晶成多种结构的能力就是例证。然而，硝酸硼多晶型带来了特

殊的挑战。尽管科学家进行了多项实验来测量硝酸硼多晶型的相对稳定性，

但科学界尚未达成一致。当前，一个由JAIST助理教授中野幸子（Kousuke 
Nakano）领导的国际研究小组提供了将有助于解决这场争论的证据。

作为研究的一部分，该团队用先进的第一原理计算框架，即固定节点扩

散蒙特卡罗（FNDMC）模拟来应对这一挑战。FNDMC标志着流行的量子

蒙特卡罗模拟技术中的一步，在该技术中，参数化多体量子“波函数”被增

强以实现基态，然后提供给FNDMC。研究团队还强调，如果无法获得实验

数据，该方法可以提供其他重要信息，包括可靠的参考能量。

中野教授对该技术在材料科学领域的可能性充满期待。他表示：“我

们的研究表明，FNDMC能够检测到涉及vdW力的微小能量变化，这将促使

对其他范德瓦尔斯材料使用这种方法，”他说。“此外，基于这种准确可

靠方法的分子模拟可以增强材料设计能力，促进药物和催化剂的开发。”

（Innovation news network 202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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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交通部为企业家提供政府资助以开发可持续交通项目

英国的企业家和创新者正在开创能够创造更高效和可持续的交通系统的

新方法；因此，它们得到了于2022年4月13日宣布的来自英国政府的资金支

持。

作为政府交通研究与创新资助（TRIG）计划的一部分，共有51个项目

被选为获得交通部（DfT）195万英镑资金的一部分。这是该计划历史上支

持的项目最多的一次。

目前，TRIG计划正在进行第11轮融资，该计划与Connected Places 
Ca tapu l t合作实施，汇集了有才华的初创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大

学——以及处于创新初期的政策制订者，以帮助改善英国的交通系统。自

2014年启动以来，已有超过600万英镑赠款支持了200多个TRIG项目。

今年，该项目的重点是增加申请者的多样性。从南安普敦到设得兰群

岛，获奖项目遍布英国各地，反映了英国交输部对进一步提高水平的承诺。

英国交通部今年还将与Connected Places Catapult合作，试点一个创新

加速器项目，该项目将在公司创新进程的后期阶段为公司提供支持。该项目

将提供资金，通过提供行业专家订制的培训，帮助项目向市场迈出最后一

步。（Innovation News Network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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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劳恩霍夫应用固体物理研究所（IAF）开发更灵敏量子磁强计

量子磁强计由弗劳恩霍夫研究所利用钻石开发，具有探测磁场的能力，

空间分辨率为几纳米，可以探测到单电子和核自旋。由于材料的物理性质，

金刚石量子磁强计在室温下工作，非常适合工业应用。在今年的世界光电激

光技术博览会上，该研究所将展示两个有前景的项目。目前，由于操作的复

杂性，磁强计仅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于工业用途，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只有

在极端冷却的情况下才能使用。此外，对于许多应用来说磁强计的空间分辨

率太低或太敏感。

因此，来自六个不同研究所的弗劳恩霍夫研究人员在量子磁强计项目

（QMag）中进行了合作，开发出能够在室温下以前所未有的空间分辨率、

灵敏度成像微小磁场的传感器。弗劳恩霍夫灯塔项目的目标是将量子磁强

计从大学研究环境转移到具体的工业应用中。到2024年，该项目合作伙

伴计划实现用于纳米电子学、化学分析和材料测试的工业用量子磁强计。

（Innovation News Network 4.13）

科学家在实现无金属有机锂离子电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来 自 加 州 大 学 洛 杉 矶 分 校（U C L A）和 日 本 东 北 大 学（To h o k u 
University）的一组科学家在实现高电压、无金属锂离子电池方面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其利用了一种小的有机分子——克酮酸。这一新的进展使我们离

实现无金属、高能、低成本的锂离子电池又近了一步。该团队的发现发表在

《Advanced Science》杂志上，标题为：“氧化还原活性有机小分子是否适

用于高压（>4V）锂离子电池阴极？”

参与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包括日本东北大学高级材料多学科研究所的化学

教授Itaru Honma、东北大学化学助理教授Hiroaki Kobayashi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研究生Yuto Katsuyama。在他们的研究中，其发现，当使用克酮酸作为锂离

子电池正极材料时，克酮酸可以保持约4 V的强工作电压。在总结这项研究时，

Hiroaki教授解释说：“我们通过理论计算和电化学实验研究了克酮酸在3 V以上

高压范围内的电化学行为。（Innovation News Network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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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8日，麻省理工学院(MIT)技术评论与阿布扎比技术创新

研究所(TII)合作编写发布了《从今天起，直面明天的量子黑客》（Facing 
tomorrow‘s quantum hackers today）。

该报告基于对全球的量子计算公司密码学的专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和

高级管理人员的采访，评估了一台成熟的量子黑客计算机对如今网络安全系

统组织的威胁与影响，提出黑客正在进行的“现在收集-以后解密”行为具

有重大的网络威胁隐患。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后量子算法”的威胁解决方

案，并呼吁政府及持有敏感信息的企业尽快提高重视程度，并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产业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 4.19）

美国后量子密码标准化已进入第四轮!《MIT量子黑客威胁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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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量子计算战略：2030年量子技术使用者达到1000万人目标

近日，日本计划在明年 3 月底之前将其第一台国产量子计算机投入使

用，预计到 2030 年将会有 1000 万人使用该技术。日本岸田内阁有关量子

技术的新国家战略草案于本月 4 月 6 日公布，该新国家战略暂定为《量子

未来社会展望》。该战略提出将在今年内建成第一台「国产量子计算机」，

此外该战略还提出到 2030 年量子技术使用者达到 1000 万人的目标。

另外根据日本政府周二公布的一项战略，他们认为，私营单位广泛采用

量子技术，是跟上全球技术主导地位激烈竞争的关键。如果这一计划实施，

量子密码通信将使得窃听风险几乎消失，日本政府鼓励企业利用这项技术开

发新的服务和产品。该计划将被纳入岸田内阁的标志性「新资本主义」行动

计划，以及政府的年度基本经济政策框架。该战略提出将在今年内建成第一

台国产量子计算机。

第一台国产机器的出现是该计划的第一步，该计划由政府支持的日本理

化学研究所领导，日本内阁府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在 2023 年 3 月本财政年

度结束前准备好可用的设备。新战略还提到，到 2030 年使日本国内量子技

术使用人数达到 1000 万人。这个数字的设定，是基于互联网的发展，其被

认为是用户数量开始爆炸之前的阈值。（产业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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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款磁电晶体管研制成功

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先进材料》杂志上撰文指出，他们研制出了全

球首个磁电晶体管，不仅有望帮助满足人们对数字存储器日益增长的需求，

将该领域的能耗降低5%，还可将存储某些数据所需晶体管的数量减少多达

75%，进一步促进设备的小型化。

最新研究负责人、內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物理学家彼得 ·道本说：

“我们需要一种与硅晶体管工作方式不同的设备，从而缩小设备的尺寸并降

低能耗。”

鉴于此，在最新研究中，科学家们没有将常见的电子电荷作为其方法

的基础，而是转向了电子另一种与磁性有关的属性——自旋。自旋指向上或

下，可像电荷一样代表1或0。研究表明，流经石墨烯的电子可以在相对较长

的距离内保持其初始自旋方向，这一特性对于基于自旋电子学的晶体管极具

潜力。但控制这些自旋的方向，并使用比传统晶体管少得多的功率，是更具

挑战性的任务。

为解决这一问题，研究人员需要在石墨烯下放置合适的材料，经过多年

研究，他们找到了氧化铬。氧化铬是一种磁电材料，这意味着通过施加少量

电压，其表面原子的自旋可在向上和向下之间翻转。

研究团队指出，当施加正电压时，氧化铬的自旋指向上，迫使石墨烯

电流的自旋方向向左偏转，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可检测的信号。相反，负电

压会使氧化铬的自旋向下翻转，石墨烯电流的自旋方向向右偏转，并产生一

个明显不同的信号。道本说：“这有望以极低的能源成本提供极高的保真

度。”（产业情报与决策支持平台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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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制备出发光具有方向性的量子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室杜江峰院士、樊逢佳教

授等人与多伦多大学Oleksandr Voznyy教授合作，在胶体量子点发光材料领域

取得重要进展。该研究团队在量子点合成过程中引入晶格应力，调控量子点的

能级结构，获得了具有高度发光方向性的量子点材料，此材料应用在量子点

发光二极管（QLED）中有望大幅提升器件的发光效率。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s》杂志上[Science Advances 8, eabl8219 (2022)]。
外量子效率（EQE）是QLED器件性能的一个重要评价指标，因此一直是

国内外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器件的内量子效率已经趋

于极限（100%），这时若要进一步提升EQE须从外耦合效率角度入手，即提升

器件的出光效率。在提升外耦合效率方面，外加光栅或散射结构的方式会增加

额外的成本，并带来诸如角度色差等问题。基于此，不增加额外的结构而是使

用具有方向性的发光材料，被认为是一种更为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QLED中使用的量子点材料并不具有天然的发光偏振，针对这一点，

研究团队经过理论计算和实验设计，在核-壳CdSe-CdS量子点制备过程中引入

不对称应力，该应力成功调制了量子点的能级结构，使量子点的最低激发态变

为由重空穴主导的面内偏振能级（图1）。

 

图1  不对称应力使量子点的最低激发态变为由重空穴主导的面内偏振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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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古屋大学开发新型电子元件 提高太阳能电池的稳定性和电导率

为了实现脱碳社会，首先需要高效稳定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电池被视为

一种富有前景的选项，但其电触点受到表面钝化和电导率之间“权衡”关系的影

响。据外媒报道，日本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电触点，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随后，该研究团队使用背焦面成像等手段确认了此量子点材料的发光偏振

（图2），88%的面内偏振占比使该材料具有很强的发光方向性，这一发光方向

性的提升可以将QLED的效率极限从30%提升到39%，为制造超高效率的QLED
器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决思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官网  2022年3月14日）

图2  背焦面成像（BFP）技术确认了量子点薄膜中88%的面内偶极占比

（图片来源：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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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使用的商用光伏电池，采用堆叠晶体硅(c-Si)层和超薄氧化硅(SiOx)
层，以形成电触点。SiOx可用作钝化膜，这种无反应层可以提高设备的性能、

可靠性和稳定性。然而，仅仅依靠增加无反应层的厚度，并不能改善太阳能电

池。SiOx是一种电绝缘体，太阳能电池电触点的钝化和电导率之间存在一定的

“权衡”关系。

日本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新型SiOx层，

既能实现高度钝化，又可以提高电导率。这种新型电触点名为“在超薄介质

中增强钝化触点的纳米晶传输路径”(NAnocrystalling Transport path in Ultrathin 
dielectrics for REinforcing passivating contact，简称NATURE触点)，由夹在两层

富氧SiOx之间的硅纳米颗粒层构成的三层结构组成。研究人员Dr. Gotoh表示：

“可以把钝化膜想象成带门的高墙。在NATURE触点中，SiOx层是高墙，Si纳
米晶体是门。”

太阳能电池中电触点的导电率取决于传输电子电荷的“载流途径”(carrier 
pathway)，这种电子通道的形成依赖“退火”高温处理。此前研究表明，在

SiOx触点中以硅纳米颗粒为载流途径，可以实现良好的电气性能。 在NATURE
触点中，通过退火工艺，可以在钝化层中形成非常小的、接近球形的硅纳米

晶。这些纳米晶的直径与钝化层的厚度相对应。因此，通过控制退火条件，可

以调整钝化层的直径和厚度。

该团队制造了NATURE触点，并将其置于不同的退火条件下。研究人员通

过透射电镜术来研究触点，结果发现在 750 °C的退火温度下，触点中可以形

成硅纳米晶。另外，研究人员探讨触点的电气性能，并发现NATURE的触点电

阻和复合电流可与与现有触点相媲美，如隧穿氧化物钝化触点(TOPCon)和多晶

硅氧化物(POLO)触点。复合电流(recombination current)现象会导致太阳能电池

中出现电流和电压损失，并降低其效率。

研究人员表示，NATURE触点解决了钝化层的保护性和导电率之间的

权衡关系。这一发展将推动实现未来的建筑集成光伏(BIPV)和车辆集成光伏

(VIPV)，帮助在未来的低碳社会获得零能源建筑和太阳能汽车。（SOLAR 
ZOOM  2022年3月15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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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来的电子产品开发一种新的层状材料

一项由RMIT（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领导的新研究将两种不同类型的2D
材料堆叠在一起，以创建一种提供增强特性的混合材料。这种混合材料具有宝

贵的特性，可用于未来的存储器和电子设备，如电视、计算机和电话。最重要

的是，无需外部应变即可控制新堆叠结构的电子特性，为未来低能晶体管的使

用开辟了道路。

该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多铁纳米器件，可用于场效应晶体管和存储器件

等。与当前的硅基电子产品相比，它可以使用更少的能量运行，并且可以使电

子元件更小。

这项工作使用的结构包括两种原子薄的材料：铁电材料薄膜和磁性材料

薄膜。（这种两种或多种不同材料的结构称为“异质结构”。）通过将两种二

维材料堆叠在一起，研究人员创造了一种“多铁性”材料，它结合了铁电材料

和铁磁材料的独特特性。研究人员发现他们可以使用固有的铁电特性来调整

In2Se3/Fe3GeTe2异质结构的肖特基势垒高度，而不是使用其他系统所需的施加

应变。需要能够调整屏障的高度，才能将电流从交流(AC)转换为直流(DC)，以

用于电视、计算机和其他日常电子设备中的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由此产生的可

切换肖特基势垒结构可以形成二维场效应晶体管 (FET) 中的基本组件，该晶体

管可以通过切换本征铁电极化而不是通过施加外部应变来操作。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In2Se3/FGT提供了与其他异质结构相当的特性，

但不需要外部应变，”Michelle Spencer教授说，“我们不仅可以通过这种异质

结构控制势垒高度，而且还可以在n型和p型肖特基势垒之间切换。”In2Se3/
FGT异质结构的这种可控性和可调性可以大大拓宽其在未来低能电子器件中

的器件潜力。“我们发现In2Se3配置之间的结构和电子特性切换发生了显着变

化。这种变化使这种异质结构可用作可切换的二维肖特基二极管器件，”主要

作者 Maria Javaid博士说。

这一发现直接适用于FLEET对超越CMOS电子器件的新一代超低能耗技术

的使命。除了为多铁性纳米器件引入新的可能途径外，该工作还将激励该领域

的实验者探索在未来低能电子器件中使用In2Se3/FGT的更多机会，例如：合成

一种新的多铁异质结，该异质结能够“调节”肖特基势垒高度，并通过铁电极

化开关在n型和p型之间切换。（phys.org  2022年03月17日）

前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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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光学测量课题组，在国际期

刊《Energy Reports》发表了一篇新论文“Photon energy and photon behavior 
discussions”。针对“波粒二象性”理论因为干涉现象否定光是粒子，同时又

接受粒子干涉现象的内在矛盾，提出符合经验的新理解将光的粒子性与波动现

象(衍射和干涉)统一于粒子运动，解释了粒子波动现象。论文提出光粒子具有

质量，光子能量是动能且来源于电荷势能；建立了光子与物质粒子构成的内在

联系，可以计算光子的速度。与质能方程相关的物质质量没有消失也没有转换

成能量，而是获得光速具有能量(动能)。论文基于带电光粒子模型，重新解释

了光的反射、全反射、折射、衍射、干涉、偏振、色散、光子波长与能量、原

子光谱、温度、黑体辐射、康普顿效应(光速漂移)等。

这些理论探索显示了一些颠覆性的技术应用前景，如，1. 正光子反射超分

辨成像、光刻(克服衍射效应，光刻机光源波长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关键在于反

射成像；这个特性有利于研制性价比更优的高端光刻机)；2. 打碎带电粒子获得

无穷光子能源(动能)；3. 先进光源；4. 提升光电变换效率等。这些研究成果是

初步的，为便于交流讨论，附论文(中文)于后。

光子能量与光子行为讨论
——对“波粒二象性”的新理解

袁道成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机械制造工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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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光子的粒子行为与波动

行为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涉及光

学工程的广泛领域，深入的理解和

探讨是必要的。以光是粒子为讨论

前提，基于经验假设电子质子相互

作用产生光子，研究了光子能量及

光子行为。分析计算了负光子速度

和正光子速度，负光子速度等于现

有光速常量。由正光子与原子的作

用分析推导康普顿波长漂移并得出

新的结论，提出X-ray属于正光子的

理由。由自旋带电粒子相互作用，

计算光子波长与其磁矩的关系。分

析计算光子轨道特性，推论原子发

光的机理，定性解释了黑体辐射现

象。由带电自旋光子与电磁势场的

作用，解释反射与折射同时存在的

原 因，分 析 入 射 角 与 反 射 率 的 关

系，推导正光子和负光子的折射率

公式，合理解释了X-ray折射率的特

点；认为边缘衍射是折射的特例。

分析原子内部波动势场，描述带电

粒子的衍射现象，给出了光波动传

播和光拍频干涉现象的粒子解释。

结论认为光粒子带电自旋符合现有

的物理规律；光子能量是动能，来

自电子或质子的势能。

1 引言

光子是地球上可用能量的主要来

源，也是未来清洁能源的希望，光纤

通讯与光刻技术成就了今天伟大的信

息时代，光子还是人类观测自然界使

用最多的工具。人体是一个利用能量

和处理信息的系统，光合作用是生命

活动的关键环节。毫无疑问光子将满

足人类更多的需要，光子以光速传播

能量是一切光子应用的基础，所以深

入理解光子能量和行为是重要的。人

类对光的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必然

还会持续下去。

光是粒子还是波，这是贯穿几乎

科学发展史的重要争议话题。波动理

论无法解释光电效应和康普顿效应，

光粒子理论还没有解释光的衍射和干

涉现象，但实验已证实粒子具有波动

现象，事实上否定了光子因为干涉现

象应该是波的结论。量子理论波粒二

象性难以理解，它因为波动现象否定

光是粒子，却认可粒子波动，且与我

们日常经验有冲突。波是物质运动的

一种形式，而光子是可以穿越真空的

物质；光子能量具有显著的粒子特征

（普朗克能量子，光量子，光子）。

光子行为像粒子又像波，但它既是粒

子又是波吗? 现有光子研究也显示其

与电磁波有显著差异。人们知道光子

像什么，更需要知道它到底是什么？

因此以粒子行为理解光子的波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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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增强对光子属性的认识。还有

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为何光子具

有如此高的速度？它是极限吗？为何

导电速度与光速一样呢？电子发射电

磁波的能量来自何处？为何光子能量

随波长变化？如何理解质量与能量的

关系？

目前发现的物质几乎100%都是

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中子是电子与

质子的结合），有理由认为它们是

独特的，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

子。在电子和质子之间存在巨大的势

能（电子表面电势的计算值小于-500
千伏，质子表面电势的计算值大于

+1700千伏），它们结合在一起将发

生强烈作用--或称电子质子爆炸，应

该是已知强度/体积比最大的爆炸。

这将遵从库伦定律、牛顿运动定律和

质量能量守恒定律。

由经验相信，这种强烈爆炸会产

生一些更小的微粒，这些微粒带有正

电或负电，分别具有与母体一样的荷

质比。由于电力的排斥作用，这些颗

粒可以获得巨大的速度（动能）。事

实上光子就是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能量

载体。本文假设这些爆炸产生的微粒

是光子，包括带有负电的负光子，以

及带有正电的正光子。负光子是源于

电子的碎块，带负电，不同大小光子

具有不同的质量和自旋磁矩，荷质比

与电子相同；正光子是源于质子的碎

块，带正电，不同大小光子具有不同

的质量和自旋磁矩，荷质比与质子相

同。依据这些假设来分析计算光子的

一些行为。（注：理论源自实践(试
错)、实验得来的可重复经验，随经

验持续进化(颠覆)，并用于理解物质

运动和现象，从而指导实践。归纳所

得理论无法完全被证实，但一个反例

即可证伪。作者认为理论(假设)符合

经验是重要的。疑问是，绝对光速、

光子静质量为零、电磁波假说符合经

验吗？）

2 光子速度与光子能量

势能与动能之间的转换是普遍现

象，负光子飞离电子表面就是一个势

能向动能转换的过程。假设负光子由

电子表面射向电势为零的区域，可以

根据能量守恒计算负光子的速度。电

荷系统的势能E ext等于组装电荷系统

e 需要的总功，式(2.1)。光子是电荷

系统的一个微小部分，组装光子与光

子飞离是两个互逆的过程，飞离光子

获得的动能 等于组装光子需要

的势能，负光子速度 是负光子飞离

电子表面到零电势区（等效真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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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速度。负光子电荷qo，负光子质量

mo，且 ，电子半径 。根据能

量守恒，

， 故可由式(2.2)计算负光

子的速度，

  (2.1)

                                         (2.2)

另外一种光子速度计算方法，电

子表面的电势 ，光子飞离

电子过程中内力对光子和电子做功相

等（静电力如此巨大，光子在1e-18
秒内加速到光速，光子和电子的碰撞

质量可以用它们相同的密度来表征；

且电子在发射光子时处于很大加速状

态。），光子与电子各获得势能的一

半 。负光子速度的计算与式(2.2)
一样，(2.3)

            (2.3)

所以，带电粒子破碎产生一定质

量 的新光子(光速 )，带来粒子系统

的动能增量 ， 。这是质

量与能量关系的一种理解，同时满足

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且有理由相信

打碎带电粒子可以获得光子动能（能

源）。依据公式(2.1)，带电粒子的质

量(电量)与能量是非线性关系， 只

是随电荷参数变化的动能增量的单点

近似值。可以将核能理解为部分带电

粒子势能转变成动能并释放出来；光

电效应是另一种情况，光子动能转变

成了电势能。

2.1 负光子的速度

分 别 带 入 和 ，

；整体带入  ，
计算得到 。

按照现有物理常量， 和

的 相 对 标 准 不 确 定 度 是  6 . 1 E - 9、
1.2E-8和6.2E-9。选取负光子的速度为

，与光速常

数 相比，其相对标准

不确定度是8.42E-11，所以，计算得

到的负光子速度有非常好的准确度。

2.2 正光子的速度

正光子获得速度 的原理与负光

子一样，不同之处在于，质子的半

径 更小，质子的质量 更大，荷质

比小得多，取 ，

                       (2.4)

分 别 将 和 带 入 ( 2 . 4 )，得 到

。所以， 。由

于电子与质子质量的差异巨大，正

光子可能会获得更多能量（更高的速

度），但不会超过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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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正光子的速度显著小于光

速常数 。由于现有知识没有涉及光

子带电，正光子的速度还没有验证依

据，但X-ray具有某些正光子的属性。

光子的速度计算表明，光速是带

电粒子强烈相互作用的一种正常现

象，是势能转变为动能的结果。光子

速度计算的物理模型不是完美的，但

可以清楚表明，光子获得如此巨大的

速度是可能的。光粒子的速度与其

所在的电势场有关，可以变大，也可

以变小。在电势为零的区域是定值，

这时负光子速度等于光速常数 ，正

光子速度与光速常数有巨大差异。对

电子来说，荷质比与负光子相同，其

由电势场获得动能（速度）的能力与

负光子一样。电子加速进入原子核引

力场，速度可以大于光速常数，大概

率会发生偏心碰撞，部分势能转换为

自旋角动能，可以获得很大的自旋速

度。进出不同的电势区域线速度会改

变，而自旋速度（自旋角动能）容易

保留下来，这也许可作为电子巨大角

速度的一种解释。自旋速度带来了磁

力，恰恰有助于带电粒子形成很多种

稳定的力平衡结构-原子和物质结构，

元素周期结构和性质必然与此有关。

光子作为带电粒子，理论上会参

与宏观导电过程，对电场变化作出响

应是带电光子的固有属性。它们默默

的参与电流传导，没有被发现，这和

导电速度常数是符合的。光子本身具

有能量，还以光速传递能量，具有能

量传播介质的作用。

电磁波同样具有光速，可在真空

传播，电的性质显著，具有光的所有

性质。将电磁波看成更加微小的大量

负光子群，具有合理性。因为光子的

体积、质量、电量、磁矩都十分微

小，只是目前的测量手段难以发现

它们。（带电粒子的电场对它自己没

有力作用，说明静电作用是带电粒子

之间的作用，不是场与带电粒子间的

作用。忽略场源单独考虑电场没有意

义，电场是有源场。同理磁场也是有

源场。不存在飞行的无源电磁场(电磁

波)，光是粒子。）

碰撞产生新光子的正电量和负电

量可能不等，正光子与负光子穿越地

球大气层的能力显著不同，到达地球

光子的总电量不为零，所以太阳光可

能是地球电磁环境的影响因素。太阳

持续发射光子会导致其静电量不断增

长，静电斥力削弱万有引力的作用会

破坏太阳自身结构稳定性，可能威胁

地球生物的安全。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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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康普顿效应与康普顿波长漂移

的推导

X-ray 的折射具有正光子特性(见
5.2 详细分析)，所以从正光子与原子

作用的角度理解康普顿效应有一定的

意义。康普顿效应是X-ray (正光子)与
电子引力场和原子核斥力场的作用。

与透明材料中同时存在的反射和折射

现象类似，差别在于光子电荷属性

是相反的。散射光分成两部分，一部

分是原子核对正光子的散射（包括反

射），有波长漂移；另一部分是正光

子在电子引力场加速后逃逸出射(不规

律折射)，没有波长漂移。

原子核对正光子的散射与常见的

光反射有相同的物理机制。光子具有

的动能使其能够接近斥力场中心达到

电子半径量级，斥力很大，因此斥力

做功也很大。斥力场中光子持续对外

做功损失动能，产生波长漂移；由于

原子核质量很大，原子核也不是绝对

刚体，波长漂移 受入射波长

和原子序数变化的影响不显著，但受

散射角的影响很大，大的散射角对应

更大的斥力做功，波长漂移更大。这

是X-ray康普顿波长漂移看似与靶材

料无关的原因。正光子在电子引力场

逃逸出射，被看作散射，实际是因电

子分布零散而产生的无规律折射，没

有波长漂移。与散射光子相比，逃逸

光子与引力场中心距离接近光子轨道

半径，约等于电子半径的1000倍，详

见3.3计算，因此引力做功相对斥力做

功非常小。折射光子动能几乎没有变

化。

电子引力场对正光子的吸收、

碰撞与逃逸同时存在，当原子序数

增大时，更多的原子外层电子增强

吸收和无规律折射作用， 的强度增

大，降低了原子核散射的几率，波

长漂移 光子的散射强度下降。

按照量子力学的解释，康普顿波

长漂移 与散射角 的关系

      (2.5)

电子质量 ，光速常数 ，康普

顿波长 。

从正光子角度推导康普顿波长漂

移将会有所不同。正光子照射到原

子核上是斥力场光子散射。不考虑

洛伦茨力及角动量的影响，假定光

子 与原子核 斥力弹性碰撞，原子

核获得动能，散射光子能量和动量

下降为  (注意不是  应
为 ，按照习惯用 )，见图1(a)

弹性碰撞前后能量守恒，得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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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对于碰撞前后y向动量有(2.7)

               (2.7)

对于碰撞前后x向动量有(2.8)

             (2.8)

 

𝑚p,𝑉p 

𝜆0, ν, 𝑐 (𝑚, 𝑐0 ) 

𝑦 

𝑥 𝜃 

𝜙 

𝜆 , ν′(𝑚, 𝑐 ) 

(a)  

 

𝜃 = 0° 
𝜃 

𝜃 = 180° 

(b)  

图1康普顿效应的解释,不考虑洛伦
茨力及角动量的影响。(a)入射正光子
（能量 ，动能 ）与原子核
斥力弹性碰撞，以斥力对原子核做功损
失动能。(b)正光子在原子核斥力场中
弹性散射。

代 入 联

立(2.6)(2.7)(2.8)求解，其中 ，

，得到

   (2.9)

(2.9)这个式子与(2.5)有很大不

同， ，需 要 一 些

解释。

是正光子散射损失的动能，

其值与光子质量和 有关，这是散射

的必然结果。图1(b)是一个更直观

的解释，图中将光子非直线轨迹以

直线简化表示。 ；

，所以不同 得到不

同的是 合理的结果。当光子质量

改变，同样 将是一

个不同的量值，所以， 不应该是一

个固定的波长漂移。弹性碰撞的极

端情况是损失全部动能，也说明波

长漂移不会是固定值。

导 致 波 长 漂 移 的 是 原 子 核

不 是 电 子 ， 原 子 核 质 量 很 大 ，

， 而

不是常量，只是变

化不大。

波长是光子电磁固有属性相关的

参数（见3.2详述），不因散射而发生

改变。光子动能因散射对外做功而降

低。所以波长漂移 的本质是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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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漂移 ，对应光子动能的

降低 。对式(2.9)进行变换得

到光速漂移公式(2.10)， 为光子质量

                                                        (2.10)

当 ，对入射光

子1000eV计算

这个结果与实验有明显偏差。在

原子核外磁场中，洛伦茨力的作用增

强了光子散射，降低光子斥力对外做

功，导致波长漂移小于(2.9)的结果。

对于原子核的散射质量取 ，是

因为光子与核的斥力直接作用对象是

质子，原子核整体能否当作刚体难以

确定。当原子核的散射质量取2.32
时， ，这个结果与康

普顿实验符合，且2.32 的取值具有

一定的合理性。

当入射光子能量为1MeV，计算得

到的光子质量大于质子质量，难以解

释和验证。

从光子带电角度对康普顿效应的

物理意义补充3点， 

(1) X-ray是正光子，原因在于原

子核对其有显著斥力作用，对于质量

接近或大于电子的高速正光子，不可

能被电子在 处反射；

(2) 波长漂移 是光子损失动能，

产生速度改变的证据。光速漂移是光

子对外做功的结果，散射角显著影响

光速漂移；

(3) (对应光速漂移)近似为常数，

随入射波长 有一个小的变化。

2.4 负光子的散射与光速漂移

负光子也有类似的斥力场散射(反
射)。当负光子飞向电子，光子以斥力

持续对外做功，产生光速漂移，得到式

(2.11)， 为光子质量， 为电子质量

 
(2.11)

比较负光子与正光子的光速漂

移 ， 以 与 光 子 为

例，负光子的相对光速漂移略小。

负光子有更大的速度，且电子磁矩

更大，洛伦茨力较正光子大的多。

洛伦茨力的特殊性是改变光子动量

（方向）但不做功，负光子的速度

漂移是微小的。（2.11）只是作为与

正光子进行比较和讨论，没有准确

的含义。但负光子的光速漂移应该

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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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是所有的负光子速度都

等于光速常数，大量光子之间具有

速度分散性。这将导致等波长光子

折射率、反射角及轨道产生一定程

度的分散性，并影响长距离传输光

子在光速方向能量（光子数量）分

布随传播距离的变化。总体上，大

波长光子速度分散性小，短波长光

子分散性更大。光子速度分散性与

散射角有直接关系，当利用光子反

射特性时，保持反射角的一致具有

实际意义。发生于光纤之中的色散

或频谱展宽与部分光子动能损失较

大有关（反射的次数很多），降低

光纤通光孔径角和增大波长有利于

减小色散。

负 光 子 的 光 速 漂 移 也 是 可 以

观 测 的，由 文 献 给 出 的 拍 频 实 验

数 据 估 算 光 速 漂 移 的 量 值 。 参

与 拍 频 的 两 路 稳 频 激 光 和 ，

（6 .3×10- 11），

（大约1 0 - 9）， 经

历2次90度反射， 经历3次90度反

射。由于光速漂移的原因， 光速

下降更多，导致拍频增大。将 和

间的测量拍频与计算拍频之差，

作为3-2=1次90度反射对光速漂移

的贡献，计算得到光速漂移的相对

值为0.0295ppm，见表1，按照波长

精度光速漂移的扩展不确定度小于

0.01ppm。0.0295ppm与式2.11比较

小3个数量级，因此认为，洛伦茨力

对负光子的反射影响很大。有趣的

是，洛伦茨力的反作用力对电子自

旋有加速作用。

表 1 负光子光速漂移的计算

/nm /nm
计算拍频/ 

MHz
测得拍频 / 

MHz

632.99121257
(4.7361235361E

+14Hz)

632.991354
(4.7361224783E

+14 Hz)
106 (121.33+118.59)/2

=119.96

(119.96-106)/ 473612248=0.0295ppm

注：如果光速漂移改变光子空间频
率(波长)而时间频率不变，这个计算
将不成立。

3 力平衡结构与光子波长

粒子在空间上是彼此排斥的，在

原子内部低电势的电子与高电势的质

子占据各自的位置，它们之间存在力

的作用，力的平衡使得稳态结构能够

维持。按照牛顿运动定律，稳态的结

构需要力平衡为必要条件，这是认识

原子结构的一条途径。除了电子与质

子之间、电子与电子之间的平衡力，

光子之间固定的波长特征也象是一种

力平衡作用，通过力平衡的分析和计

算有利于认识结构特征。不计万有引

观察思考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3 (TOTAL 56) in 2022 20

力条件下，带电粒子之间，目前认识

到的有电力 ，磁矩相关磁力 、电荷

速度相关洛仑兹力 ，惯性力 。

3.1 自旋电子间的力平衡与结构间距

图2(a)，将自旋电子近似当作环

形电流，假设 ，忽略洛仑兹力

，电子与电子间的磁力服从安培定

律 ，磁场 是力平衡

条件下的电子间距， 是电子磁矩，

是电子半径，A是电子的中心截面

积， 是电子中心截面的周长， 是

真空磁导率， 是真空介电常数，自

旋电子间的磁力，(3.1)

electron

(a) 

electron

nucleus

(b) 

图2 (a) 2个电子间的电磁力平衡 
(b) 8个电子构成环形项链

           (3.1)

电子磁矩在 处的磁场强度，(3.2)

                     (3.2)

(3.2)代入(3.1)得到(3.3)，

          (3.3)

按照库伦定律，两电子的电力

为(3.4)，假定具有磁矩的粒子彼此

靠近时，磁力自动调整为引力(磁力

自组装)，二力平衡(3.5)

                          (3.4)

                                 (3.5)

(3.3) ,(3.4)代入(3.5)得到式(3.6)，

                             (3.6)

按 照已知 物理常数 对计算得

到， ，由 于 玻 尔 半

径(Bohr radius)， ，

所以认为 这种力平衡距离可

以反映原子结构的某些特征。需要说

明，自旋带电粒子的环形电流假设是不

完善的，计算结果只能看作近似值。

从力平衡的角度，电子有两种轨

道，在原子核自旋轴上或在绕核环形

轨道上。特别情况是8个电子在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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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外半径为 的轨道上，如同电子项

链。由 的尺寸计算， =0.069nm，

这个尺寸与原子尺度相当，好像原子

结构的骨架，图2(b)。在原子核的帮

助下，电子之间的平衡力还可以将

几个电子项链串联起来，成为一个

柱形的电子笼子，这是一个没有验

证的想象。

3.2 光子的波长与磁矩

光子是高速运动的带电q粒子，

除了库伦力 和自旋磁矩磁力 ，其

速度引起的洛仑兹力 是一个重要

的 影 响，按 照 毕 奥 - 萨 伐 尔 定 律，

。图3(a) 是光子间的电磁

力平衡，飞行负光子间洛仑兹力 与

库伦力 相等，

可见，在运动光子的速度垂直方

向 方向相反，大小相等，合力为

零。第三个力 可以是斥力也可以是

引力，不具有稳定结构。在光速方

向， ， 与 共同作用，当 与 的

方向相反，且 时，可获得稳定结

构(波长)。参照式(3.6)，由于光子磁

矩平行且不在一条直线上，磁场强度

，得到光子波长磁

矩公式(3.7)

                        (3.7)

  
photon

(a) 

0

5

10

15

20

25

0 1 2 3 4 5 6 7 8 9

mo-po

mo-λ

mo×1035

po×1027

l ×107

(b) 

图3 (a)负光子直线运动状态电磁力
与波长，(b)负光子的波长-质量-磁矩计
算曲线

由于光子的磁矩 未知，可以由

波长假设来计算光子磁矩。图3(b)是
计算的负光子波长 、质量 与其磁矩

的关系曲线。光子的磁矩与其波长

一样属固有属性，按照波长公式(3.7)
可以对负光子磁矩 与波长 或质量

间的关系进行计算，(3.8)

(3.8)

同样方法得到负光子磁矩po与质

量mo间的关系式，(3.9)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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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光子 ，其磁矩与波长和

质量有类似的关系。 和 分别是质

子的半径和质量，所以对应的常数Kp
不同，(3.10) 

(3.10) 

由(3.8)，(3.9)得到光子波长与其质量

的关系， 4.420438116E-
42，光子的波长与其质量的乘积是常

数。将正光子（ ）与负光子（ ）

统一考虑得到式(3.11)，光子质量、速度

与波长的乘积等于常数，这也是光子能

量公式的另一种表示。差别在于光子

质量取代了光子频率，光子能量的本质

是光子动能。光子具有角动量和速度，

因此具有动能。光子动能是可利用能量

的主要形式。

                                (3.11)

由前述假设和分析计算，可以归

纳光子与电子和质子属性的比较，见

表2。

表 2 光子不电子和质子的比较

粒子 电量 质量
荷质
比

磁矩
零电势初速
(等效真空)

电子

质子

负光子 λ

正光子 λ+

注：Kn=1.138E-31，Kp=1.628E-35， 

Ck≈ 23。

光子具有质量、电荷、磁矩、固

定的荷质比、初速度（光速），磁矩

系数 与波长无关。光子速度 和  
约定条件是零电势(与现有真空约定

等效，但有区别) ，负光子与正光子

速度差异很大。光子波长是与其电荷

量和磁矩相关的电磁力平衡几何参

数，光子波长作为其表征参数，可以

用来计算其它参数。光子波长、速度

与质量的乘积等于常数，光子频率是

与其质量等效的量。电磁力的作用与

能量转换是光子行为的共同机理。

3.3 光子轨道与黑体辐射

光子作为带电粒子，具有零电势

(等效真空)初速度 和 。光子进入引

力场，其速度将增大，可以在满足力

平衡条件的轨道上运动，就像储存在

货架上。

以负光子在原子核外轨道 运动

为例进行分析计算。光子电荷 ，光子

质量 ，光子磁矩 ，光子半径 ，轨道

磁场 （仅考虑质子磁矩作用以简化处

理），轨道半径 ，质子磁矩 ，电子半

径 。轨道运动必须满足力平衡条件，

即惯性力 、洛仑兹力 、磁矩磁力 和

电力 的合力为零，(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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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光子初速度是零电势条件下的常

量，

当负光子进入正电势区域，其

速 度 （动 能）会 增 大， ，令

，

光子加速过程，电力和磁矩力方

向相同，同时参与光子加速做功。

为 简 化 分 析，先 考 虑 电 力 单 独 做

功。增加的光子动能来自电势的变

化，以原子序数为 的核外的光子轨

道半径 描述势能 ，光子

动能的增加与势能变化相等，

        (未计磁力做功)

光子动能增量导致惯性力的增加

，

 (未计磁力做功) 

由于磁力做功与电力做功方式基

本一致，按照 电力与磁力做功

区间积分的结果，计入磁力做功，

得到关系式(3.13)

                   (3.13)

所以有

由(3.12)， 得到(3.14)

                   (3.14)

原子核与光子间的磁引力 和电

力

代入(3.13)得到

代入(3.14)得到

代入 , 得到负光子核引

力场轨道公式(3.15)，

       (3.15)

由负光子在原子核引力场的轨道

公式(3.15)，可计算负光子波长λ与

其绕原子核轨道半径 的关系，其中

光子电荷 ，光子质量 ，光子磁矩

，光子半径 ，电子半径 ，质子磁

矩 。取原子序数 等于1，20，50，
求解非线性方程，得到图4(a)(b)，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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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a) (b)原子核外负光子轨道

与波长，(c) 电子外正光子轨道与
波长。 (轨道色散)

同样的方法，可以计算正光子绕

电子回转的轨道半径 ，

         (3.16)

(3.16)是正光子在电子外引力场

的轨道公式。其中光子电荷 ，光子

质量 ，光子磁矩 ，光子半径 ，

质子半径 ，电子磁矩 ，轨道半径

。求解非线性方程，可计算特定

波长正光子在电子外对应的轨道半

径，图4(c)。

计算结果表明，图4(a)， (b )，
(c)，不同波长的光子分布在不同的

轨道上，波长增大其轨道半径相应

增大。在原子有限的空间内，从短

波长的紫外光到毫米以上的电磁波

(电粒子)都可以容纳其内。原子序数

改变，同样的轨道半径对应的波长

有明显差异，体现了不同原子独有

的谱线特征(原子光谱)。这种轨道排

列有很好的秩序，特定轨道选择那

些符合入射条件特定波长的光子(吸
收)，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稳态的力

平衡结构。光子诞生的时候，大小

彼此混为一团，方向凌乱，进入轨

道之后就按照大小严格分开排列，

井然有序。发射出的光子进入零电

势(等效真空)区域，其速度仍然保持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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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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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速常数 ，固定轨道只能发射固定

波长的光子。这种轨道随波长变化

的规律与色散现象有相同的机理，

可以认为是一种轨道色散现象。轨

道光子之间有空间排斥作用，同一

原子核外的光子波长不可能是连续

的。任意波长具有对应轨道，但同

一原子中相邻光子轨道间需要一个

间隔，同种元素大量原子的轨道光

子波长必然具有微小的分散性。所

以，原子特征谱线应该表现为小范

围的波长系列。

普遍存在的原子发光现象以及光

子的轨道飞行表明，光子可以储存

在原子之中。原子轨道光子的发光

与粒子相互强烈碰撞产生新光子的

发光有区别，可能强度不同，光谱

也不同。

温度是一种能量辐射现象，与

原子发光关系密切，可以认为温度

是 原 子 之 中 光 子 多 余 ( 尚 未 进 入 轨

道)的程度，高的温度表明材料当中

轨道外光子数量更多，向外辐射更

强。负光子轨道与电子轨道有排斥

关系，试图进入轨道的负光子容易

与电子发生斥力散射，导致轨道电

子减速或加速。减速的电子轨道变

小，加速的电子轨道变大。电子轨

道减小激发轨道光子，产生黑体辐

射。材料之中每个原子在周围原子

的支撑下处于平衡位置，原子核受

到多余负光子的碰撞冲击，将偏离

其平衡位置振荡。原子核的振荡改

变了其与电子轨道的间距，导致轨

道光子受激发射，同样产生黑体辐

射光谱。所以，黑体辐射是原子核

与电子轨道间距动态变小的结果。

吸 收 动 能 后 原 子 核 振 荡（包 括 共

振）导致轨道光子发射甚至轨道电

子逃逸。

大量原子之中，原子核与电子轨

道间距是分散的，有的处于平衡位

置，有的偏离平衡位置。间距偏离

平衡位置的幅值有一个分布，某个

偏离幅值的原子数量最多，对应黑

体辐射光谱的峰值波长，最大的偏

离幅值对应黑体辐射的最小波长。

材料温度升高，偏离幅值分散性增

大，产 生 更 短 波 长 的 轨 道 光 子 辐

射，黑体辐射谱的峰值波长变小。

多余负光子在原子间不断散射，

包括与原子核的碰撞，寻找适合的

轨道，在原子间不断选择，轨道吸

收光子与发射光子同时发生，直至

达到动态热平衡。材料当中轨道外

光子减少，原子核与电子轨道间距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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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性减小，材料温度下降。

推测原子发光主要包括两个途

径，一个是电性相反的粒子相互撞

击破碎产生新的光子，包括负光子

和正光子。另一个是轨道光子的激

发（包括轨道外光子的散射）。轨

道光子的辐射容易得到特征谱线，

粒子碰撞破碎会产生宽带谱线，这

两种谱线也可能同时混合发生。自

由电子的加速运动导致其外轨道正

光子辐射(轫致辐射)，但原子内部的

轨道电子几乎耗尽了满足辐射条件

的轨道正光子，所以轨道电子与自

由电子的发光特性不同。原子序数

的变化影响正光子和负光子的轨道

分布，形成原子特征谱线。光子轨

道边缘对应特征谱线。

带电粒子与原子相互作用会产生

新的粒子破碎（光子），以及轨道

光子的发射和轨道电子逃逸等复杂

过程。正光子对电子撞击可导致发

射轨道边缘的光子甚至电离。原子

核的振荡速度相对光子速度很慢，

可以将大量低能负光子的能量累积

起来，在当前振幅 (温度有关 )的基

础上继续增大幅值，发射更高能量

的光子。激光制冷可以理解为原子

核吸收大量动能导致轨道光子过度

发射。振荡原子核像秋千一样，其

动能吸收必然受激励频率的显著影

响。

正光子绕电子轨道飞行，正光子

与负光子的发光机制有差异。小波

长正光子质量很大（接近或超过电

子质量）难以被电子外轨道捕获(吸
收)，因此穿透能力会更强。

4 光的偏振

光子偏振特性源于每个光子磁矩

的空间唯一方向，大量不同磁矩方

向的光子混在一起可以构成线偏振

或椭圆偏振光。

光子是高速运动的带电粒子，运

动电荷在磁场中做向心回转运动，

，光子运动过程中其磁矩方

向 会 被 外 磁 场 扭 转 至 外 磁 场 方 向

（表现如同小的磁针），因此光子

的磁矩方向倾向与运动方向垂直，

表现出固有的偏振特性，图5。这样

的偏振属性，导致光子在外磁场作

用下发生旋光效应是必然的现象。

图5 负光子的偏振特性，红色箭头
表示自旋磁矩方向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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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力的作用与静电力作用有所不

同，因为所有负光子的荷质比是相

等的，静电场对不同波长的负光子

速度影响相同，所以源于电力的折

射率与波长无关。但光子磁矩与其

质量和波长具有非线性的关系，不

同波长光子的自旋磁矩受力对折射

率的影响不同，这是导致光子色散

现象的内在原因(详见 3.3 电力做功

与磁力做功的公式推导)，与光子的

轨道色散原因类同。

5 光子反射与折射

光 子 ( 带 电 自 旋 粒 子 ) 在 原 子 内

亚原子尺度引力场和斥力场的作用

下，其运动方向将发生改变。

由电子和质子构成的原子其内

部电势分布是极不均匀的，材料表

面和内部的电势分布在亚原子尺度

也是极不均匀的。反射与透射同时

存在的原因正是由于材料电势的不

均 匀 分 布（亚 原 子 尺 度），有 引

力场区域也有斥力场区域，图 6，
 。负光子在原子中心

正电势区域透射（折射），在原子

外围负电势足够大的区域反射（散

射）。与X-ray康普顿效应对应的散

射和折射区域刚好相反，正、负光

子的反射与折射表现不同。

电子可引起正光子折射，由于原

子当中电子的分布零散，折射规律

性不强。原子核可对正光子反射，

但它被电子包围，反射强度较低。

5.1 光子反射

负光子进入与其动能相等的负势

能区域时速度降为零，然后被该势

能发射回去，导致负光子反射（散

射）。正光子在原子核（质子）表

面附近可以反射，涉及复杂的原子

结构，且电子位于原子外围，导致

正光子的反射现象不同。

负光子的反射行为是其与电子相

互作用的结果，不考虑磁力影响，

电力做功且遵从能量守恒定律，经

动能-势能-动能转换而表现为反射现

象。图6，由于入射角 的原因，由

介质表面射向电子的动能只是光子

总动能 的一个分量，随入射角

增大这个分量 减小，使

反射变得更容易，相当于电子的反

射截面积增大。对应反射圆截面半

径 增大的系数是 ，式(5.2), 
反射面积增大的系数是 ，所

以反射率 与入射角 有确定的关

系，公式推导如下

零电势区光速 是常数，(5.1)

                        (5.1)



DISRUPTIVE TECHNOLOGY LETTERS ISSUE 3 (TOTAL 56) in 2022 28

观察思考

入 射 角 改 变 与 电 子 反 射 半 径

有关，(5.2)

               (5.2)

图6 正负光子在不同引力场与斥力

场区域的反射与透射（折射）

光子的磁引力与电力（对应电势

相关折射率）共同影响反射，设与

等效的磁力影响系数为

， ，代

入 ，得到(5.3)

              (5.3)

比较现有反射规律，图示折射率

和入射角相关两项反射系数如图7，
取经验值 （按照632nm激光

在空气-水界面的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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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图7 反射系数与折射率和入射角的关系

图7表明折射率与入射角对反射

系数的影响显著不同。结合现有物

理现象，可以认为S光的反射率主要

受入射角和固定折射率的影响，P
光的反射率受入射角与变化折射率

的共同影响。材料的折射率随光子

磁矩（波长）变化（见5.2详述），

同样受 P光入射角（磁矩方向）的

影响。图7(a)， =1在处，P光反

射率为零（应该是大于零的一个很

小值，因为原子半径是电子半径的

24000倍），入射角为布儒斯特角。

推测在这个入射和磁矩方向P光最容

易进入折射轨道。当负光子由光密

介质进入光疏介质，折射光的法向

速度分量会减速。随入射角增大法

向速度趋于零时，负光子飞行至负

电势区域，折射光转变为反射光，

产生全反射，此时光子轨迹具有特

殊性。由于带电属性相反的原因，

正光子与负光子的全反射分别表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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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截然不同的外反射和内反射。

反射角 由出射光子速度在两个

方向分量的比值确定，光子进入斥

力场再返回原电势区域，不计光速漂

移，两个方向的速度分量幅值都保持

不变，反射角与入射角相等，(5.4)

                                  (5.4)

负光子以电子为反射靶，正光

子以原子核为反射靶。电子与原子

核的外围势场强弱不同，运动方式

不同，空间分布不同，所以正光子

与负光子的反射特性有差异。作为

反射靶，原子核与电子相比，其线

速度和位置变化量都更小，所以正

光子反射光学成像有优势。人们一

直努力降低几何象差并取得不断进

步，但是衍射斑的存在限制了这种

努 力。所 以，降 低 衍 射 ( 与 折 射 相

关，详见6详述 )对成像质量的影响

是提高观测以及光刻分辨力的重要

途径。光子反射成像尤其是正光子

反射成像可能具有应用潜力。

5.2 光子折射

光子进入电磁引力场逃逸出射，

其飞行方向发生改变且具有很强一

致性规律的现象，就是光子折射。

边缘衍射也属于光子方向的改变，

显然受到引力场作用，可视为一种

特殊的折射。

折 射 率 约 定 ： 当 光 子 由 真 空

（零电势）进入一种介质，如果入

射角为 ，折射角为 ，折射率n是

入射角正弦与折射角正弦的比值，

。折射率也等于光子在介

质中的速度 与真空中（零电势）光

速 的比值，  (不是 ，因

为 )，(5.5)，(5.6)。

引起光子方向（动量）改变的力

包括电力和磁力，光子进入到入射前

的等势场区域后，尽管电力和磁力总

体做功都接近等于零，但产生了光子

飞行方向的改变。由于光子波长确定

其磁矩，磁力与光子波长有非线性关

系，对折射的贡献也随波长变化。原

子核电力对折射做主要贡献，其计算

比较简单，这里不考虑磁力影响，推

导电力折射率公式n，

图6，材料的折射率为，对应负

光子和正光子分别为 和 ，负光子

入射速度为 ，透射负光子速度为

；正光子入射速度为 ，透射正光子

速度为 ,  (正光子在核引力场不是

真正的折射，这里仍采用习惯的理

解 )；光子的电荷量为 ，质量 ，

电子质量 ，质子质量 ，透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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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正电势为U（图6中U2），所以

，

                         (5.5)

              (5.6)

进入正电势区域，负光子动能增

加，(5.7)

              (5.7)

进入正电势区域，正光子动能降

低，(5.8)

             (5.8)

得到负光子和正光子的电力折射

率如下，

           (5.9)

          (5.10)

由式(5.9)和(5.10)计算得到正光

子与负光子的电力折射率曲线，图

8。选择0-360kV作为假设的电势较

质子表面电势小一些，质子表面电

势的计算值是1728.649kV。

X 光（正 光 子）折 射 率 略 小 于

1 . 0，因 为 。由 公 式 可

知，X光子的速度在核引力场略小于

其在真空（零电势）中的速度。

上述折射率没有计入波长相关

磁矩作用力对光子动量的影响，因

此需要修正。设磁矩对负光子和正

光子折射率的贡献为 和 。磁

矩间的作用力总是倾向成为引力，

所以负光子和正光子总折射率 和

可表示为 ( 5 . 11 )。这只是定性描

述，定量结果需要进行光子轨迹计

算。现有折射率定义的不完整性是

明显的，因为没有包含材料的各向

异性，光子偏振方向和入射角的变

化。材料和波长是主要影响因素，

可以认为光子折射率与其轨道半径

显著相关。

图8是0-360 kV电势条件下计算的负光
子和正光子电力折射率

注：质子表面电势 的 计算 值 是
1728.648902kV

  (5.11)

计算看出，负光子和正光子的电

力折射率差异很大，正光子的折射

率 ，与实验事实是相符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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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机理同康普顿散射，是有波长

漂移的虚假折射。这种极大的折射

率反差表明了正光子与负光子折射

时动量改变的方向相反，X-ray的折

射特点表明其是正光子。

光子的折射存在色散现象，这是

光子的磁矩特性导致的。与3.3所描

述的光子轨道飞行机制类似，折射

率(轨迹)受光子波长与材料特性的显

著影响，其计算更加复杂。

边缘衍射是光子折射的一个特

例，方向偏折是它们的共同表象。

物体边缘存在一些不均匀势场区域

使得引力场折射得以发生，导致光

子传播方向的改变（绕射）。

6 光子干涉条纹与波动现象

原子核是由质子和电子为主体

构成的，它们之间的密度差异将近

70000倍，相互结合在一起，质心与

总体电荷中心可能不重合。原子核

具有自旋运动，当电荷中心与自旋

轴有偏心的时候，随原子核自旋，

其电荷分布中心是正弦波动的，导

致原子内部势场的周期波动，其角

速度是原子核的自旋角速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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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原子内的波动电磁场

原子内部的电场波动除了核的回

转 之外，电子的绕核回转也具有

类似的效应。由于轨道电子相对原

子核回转，电子带来的电磁场是随

电子回转 的角位置变化的，因此

产生周期波动变化的电磁场。总体

上，原子内部的周期波动电磁势场

是广泛持续存在的，各种因素叠加

产生波动影响，这是光子波动性表

现的内在原因。波动电磁场对光子

反射与折射的影响有差异，折射受

波动场的影响明显更大，与光学成

像有关，值得深入研究。

原子内部电磁势场如下，(6.1)，
是波动势场的角速度

                            (6.1)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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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子作为带电粒子其（折射）

运动轨迹会受到这个波动势场的显

著影响，产生相应的方向位置变化

，为简化描述，将 看

成简单的线性关系， ，

得到式(6.2)， 的时间积分 就是

大量光子的几何分布，图10。光强

就是一种简单的衍射分布，代表了光

子衍射斑的形成机制。

         (6.2)

衍射斑尺寸大小与势场的波动周

期无关，受电磁势场波动幅值的影

响。如果轨道回转电子是势场幅值

波动的主要因素，靠近电子轨道的

光子其衍射斑更宽。对于大波长负

光子，其折射率更低而离电子轨道

更近(离原子核更远)，所以衍射斑宽

度更大；同样原因，短波长光子其

衍射斑更窄。似乎没有理由认为衍

射斑的大小与波长成线性关系。

图10 穿越波动势场的光子时间积分分

布形成衍射斑

上述带电粒子衍射斑的形成，

是周期波动势场对光子流轨迹影响

合并时间积分的结果。这构成了一

切衍射的基础。所以，大量单光子

分别通过双缝形成干涉条纹并不奇

怪，不需要光子之间进行某种不存

在的约定。光子的波动性(绕射或衍

射)源自光程之中的电磁场波动，电

粒子不是波，但受波动势场的影响

而表现出“波”的特性。

对于双频激光的拍频现象给出粒

子行为的解释如图11所示，光子（粒

子）以圆斑表示，光波以谐波曲线表

示。光子在飞行方向周期排列，如同

光波的传播。波长不同的 和 混合

在一起，引起光子数量分布周期（拍

频）变化，这个拍频周期远大于单个

波长的周期，使得时间和空间分辨力

有限的光电管可以测到它。拍频以光

速传播，具有时间周期和空间周期。

这是利用多普勒效应，对移动速度积

分实现变化长度测量的基础。

观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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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波长相同的两束光子，其波

形分布不随位置改变，其干涉条纹容

易观测到。干涉条纹就是带电粒子(能
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周期规律分布，

与波动电磁场没有直接关系。

光粒子行为在统计意义表现出波

动现象，沿飞行方向排列的光子如同

空间传播的波，表现出幅值周期波动

和特定波长，也可以产生干涉条纹，

与现有波动理论是一致的(属于准确的

数学描述)。

7 结论

以电子和质子的广泛存在及其相

互作用，以及库伦定律、牛顿运动定

律、质量能量守恒定律等物理规律为

背景，基于经验，提出电子质子强烈

作用（碰撞破碎）产生光子（粒子）

的假说，得出以下结论：

在零电势(等效真空)区域，负光

子速度等于光学常数，正光子速度与

光速常数差异很大。光子的内在属性

包括光子速度、光子质量、光子电

荷、固定的荷质比、光子自旋磁矩。

光子磁矩与波长具有一定的非线性

关系，光子速度、波长与其质量的

乘积是常数，光子能量的本质是动

能。飞行的光子之间具有电磁力平

衡间距-光子波长。光子具有能量，

也是以光速传递能量的介质。带电

光子参与宏观导电过程，是导电速

度为光速常数的原因。电磁波与光

子具有相同的物理属性，是体积更

加微小的负光子（粒子）群。

光子以电磁力、惯性力平衡的方

式储存在原子内部的轨道中，负光子

绕核外轨道飞行，正光子绕电子外轨

道飞行，特定轨道对应一定波长的光

子，高能量短波长光子的轨道半径更

观察思考

图11 两波长光子飞行与双频光波拍频光强位置分布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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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思考

小。原子核和电子轨道的平衡位置因

粒子冲击而动态变化，光子轨道被原

子核或电子干扰导致轨道光子发射，

原子核或轨道电子受到带电粒子冲击

可导致轨道电子逃逸。带电光子与原

子相互作用产生黑体辐射现象。

带电自旋光子与原子不均匀波

动势场作用，是一切光学现象的内

在机制。宏观现象包括，反射、折

射、散 射、碰 撞、吸 收、干 涉 条

纹、衍射、偏振、旋光等等。边缘

衍射是折射的一个特例。影响这些

宏观光学现象的主要因素包括

(1) 正光子与负光子：正光子与负光

子的行为差异很大，X-ray是正光子；

(2) 光子波长及磁矩的影响：导致

折射色散和轨道色散，衍射斑宽度与

波长正相关； 

(3) 引力场与斥力场：散射(反射)
只发生在斥力场中，碰撞和吸收（进

入轨道飞行）只发生在引力场；斥力

场散射导致光子速度漂移；

(4) 原子内不均匀场及结构特征：

电子位于原子外围，反射规律强；原

子核位于中心使得折射现象显著；原

子内电子分布零散，使得电子对正光

子的折射规律不明显；

(5) 原子内部势场的周期波动：是

各种衍射现象的内在原因；

(6) 光子入射角，显著影响反射率

和光子速度漂移；

(7) 材料内部的磁场分布特征。

差异极大的电子和质子构成原

子，在亚原子尺度材料的微观势场不

均匀，导致透明材料光子反射与折

射共存的现象，以及康普顿效应。斥

力场的散射或反射引起光子动能损失

（光速漂移），负光子与正光子的反

射与折射行为差异非常大。与光子折

射不同，光子反射成像有利于获得更

好的成像分辨力。

色散的主要表现包括光子折射率

及光子轨道半径随光子波长变化。光

子自旋磁矩与其波长间的非线性关

系，是引起色散现象的根本原因。

光子是能量的关键载体和能量传

播工具，它的能量是动能，来自电子或

质子的势能，新光子的产生（正负粒子

的碰撞）和轨道存量光子的释放，可以

给获取和利用能源带来启示。

总体的结论是光粒子带电自旋符合

现有的物理规律。光子本性的认识将有

助于能源利用和测量技术的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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