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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Z

《珠峰学报》发刊词
尤佳睿

在钱院学辅的推动下，原由「钱学森书院自管委」

发行的《东经 101》与《珠峰报》等刊物，终以《珠峰
学报》的名号「复刊」了。与其说是「复刊」，不如说

是一次新的开始；因而，这里似乎也理所当然的需要

一份所谓的「发刊词」——一份昭示着黎明到来的宣
言，向所有未曾谋面的读者们描绘本刊的创立宗旨、

精神内涵与远大前景。

但是，作为刊物的负责人，我却对这样一项宏伟

的工程感到惶恐：落在纸上、广而告之的宣言，即是

不可磨灭的承诺，而这份承诺是否能由我们与我们的

后来者兑现？仅就创立刊物（或其他形式的宣传平台）

一事而言，全校范围内已经有过的尝试不在少数，它

们与读者的初次见面都足称「惊艳」；然而，对于大

多数的尝试而言，最难者在于坚持，这也正是今天难

再目睹这些精彩作品的原因所在。

坚持二字的意义，却又不限于刊物维护一事，而

是科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稍有科学文化素养之

人，必知科技与文化的创新进步绝无捷径；纵有化简

重复劳动的工具相伴，新知也仍然要从日复一日的砥

砺、琢磨之中诞生。对广大研究者而言，在基础研究

领域、科学创新高地与工程技术前沿，原创性思想仍

将是最为宝贵的财富；无论是期望着「灵光一现」的

创新灵感，还是在已有的结果上推陈出新、融会贯通，

都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与积累，需要从各个领域中无止

境的汲取养分，更需要有勇攀高峰的追求与超越现世

的寄托。以上种种，皆不是一时一刻能够得来的「快

餐」，要诀仍在坚持二字。

《珠峰学报》的核心精神——正如攀登珠峰一
样——便是「坚持」。这里的坚持，绝非不思进取的
重复劳动，而是在困难与瓶颈面前不畏惧、不妥协

的勇气。在我们身后等待着我们探索、发现与开拓

的广阔世界，其存在的形式与运转的规律在人类降

生之前便已形成，亿万年间周转不殆；既然如此，怎

能幻想以一两次、一两天的思索尝试，就叩开这未

知世界的大门？攀登者将要面对的，并非只有技术

上的困难与时间精力上的极大消耗，更有旅途的孤

寂、目标的混沌，希望与失望奏成的交响曲将始终

伴随左右；当前路漫漫，以至于看不见脚下的路时，

坚持已不再是一件循规蹈矩的「工作」，而化身成为

探索与冒险的代名词。如果坚持意味着「走出舒适

圈」，意味着牺牲生活种种次要方面而全心投入至事

业，那么还有多少人愿意将其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

幸运的是，在西安交通大学的发展历程中，已有

无数的前辈向我们证明：坚持并非不可能的事情。以

钱学森学长为代表的校友，在广大的科技园地中探索

开拓；穷尽毕生精力，促成科学、工程、教育诸项事业

的从无到有，为国家、民族的未来洒满光明。而随交

大西迁、扎根西部的老一辈交大师生，更是向世人宣

告：坚持可以从个人行为上升为集体事业，即使为此

付出的牺牲已令今人无法想象；他们的坚持，超越了

他们自己的生命，而熔铸成为「百年大计」中一个不

可或缺的部分，他们愿隐去自己的姓名而潜心浇灌西

部荒原上含苞待放的鲜艳花朵。身为西安交通大学的

学生，念及这些光辉的往事，我们也许可以抒发「再

续辉煌」的豪情壮志，可以用新的视角展望未来，但

有一点将贯彻始终：探索世界、勇攀科技「珠峰」的

关键，仍在「坚持」二字。

大学本科不过四年，转瞬即逝；然而其对于人生

目标与意义的价值，并不能仅用其时间上的跨度概括。

在名利与庸俗文化向校园袭来的时代里，惟愿诸位学

子以「坚持」为要，明了自己的初心所在，将种种无关

事务搁置一旁或排除在外，而以最多的精力注目于自

己所热爱的事业——无论这种事业，被当前的社会赋
予了多大的「意义」或期望，与当前社会的「热点」、「浪

潮」有怎样的联系。而《珠峰学报》则愿作同学们前

进之路上的一块垫脚石，成为诸位探索之路的启航之

港；我们并不追求刊物内容的「高精尖」，只求为钱

院内外的广大学子提供发表自己初步成果的「终南捷

径」，促成本校同学自主思考与探索能力的提升。我

们愿意为科创文化的培育作一排头兵、马前卒，但正

如开篇所提，这里并不能有斩钉截铁的承诺；我相信，

这项事业的成败与否，应留到未来去评判，而非于这

最开始的时刻。

科学世界中的险峰永远不会穷尽，眼前的「珠峰」

至多只会是人类探索未知历程中的一座小小的里程

碑。既然如此，我们更应鼓起勇气，以坚持不懈的精

神为可靠的向导，向这美丽而艰险的自然奇观前进！

多年过去，当你回望征途之时，愿《珠峰学报》

在其中留下些许印记，给予你些许帮助。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能动少 C71班学生，担任本
期《珠峰学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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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计划」就要敢攀珠峰
谢鹏程

相较于「基础学科拔尖计划」，我更喜欢用「珠
峰计划」来称呼这个在大家眼里几分高大、几分神秘
的计划。六年前的春节刚过不久，我通过努力和些许
聪慧结结实实地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和角色：从懵
懂的初中生，一跃成为了西安交大的少年班学生。如
果把经历人生比作阅读一本小说，那么两年后的又一
次大胆和坚定的抉择，则彻头彻尾地将我的人生之书
掀到了崭新刺激的篇章——数学拔尖班。没有开门见
山的直白，没有欲扬先抑的躲藏，我人生的高潮悄无
声息却又毫不掩饰地渐入眼帘。

1我要学数学
五年前，一位曾经的 Subway 店员向全世界展

示了一个侠客蛰伏后爆发的传奇——他就是卧薪尝
胆数十年后，在美国凭借「Bounded Gaps Between
Primes」一举震惊世界的数学家张益唐先生。而他也
给在大洋彼岸的我的内心里埋下了一颗数学的种子。

2015年 9月下旬，我在酷暑之中喜获交大数学
拔尖班和钱学森班伸来的橄榄枝，没有任何犹豫，我
选择了数学，直到现在，当时面试交流中我的那句「我
要学数学！我将来一定要成为一位有美妙灵魂的数学
家！」仍常常在我耳边回响。后来，我才认识到，我
那股子有些「naive」的勃勃斗志是攀登科学珠峰的
必备潜质。

2培养大师的「珠峰计划」
要想真正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仅

需要现在人们常提的「大国工匠」，思想和学术大师更
为重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想孕育出数学、物
理这些基础学科的大师，更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奋斗，
身处拔尖计划之中的我们更有感触。专业基础课全部
是由名师大家——李承治、丘维声、刘嘉荃等诸位老
教授们在三尺讲台上向我们这些莘莘学子倾其所学，
可谓「教者学者，其乐融融」。

乐归乐，爱归爱，拔尖计划在严格要求方面也绝
不含糊：一直以来，我们都实行全程动态淘汰选拔制

度。对于我们拔尖计划的学生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
的「进来了就高人一等、就拔尖了」这样肤浅的说法。为
了培养真正的科学大师，拔尖计划提供的是高平台、
宽视野，而绝非优福利；同时，它的大门也永远为兴
趣浓厚、基础扎实的有志少年敞开。

除此之外，数学拔尖班的「引进来、走出去」原
则，让身处大西北的我们受益匪浅：在这里，我们有
更多的机会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们的学术讲座，
向四面八方的大咖、牛人们学习经验和方法。而「引
进来」的前瞻战略，也使得我们更好地看到「领跑者」
们是如何跑的；自然地，我们的步伐也会奋力跟上。

3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山外青山楼外楼，没错！自古以来闭门造车者大

多似井底之蛙，常常连车轮子都造不出。这个亏我们
的「登山队长」可不愿意让我们再吃。因此，教育部和
学校大笔一挥，走出去！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遛
遛！于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在本科三年级开始了在国
际赛场上的较量。世界名校的大门一打开，情节开始
丰富，可是万变不离其宗，需要我们做的，仍然是脚
踏实地，时不时地仰望下星空。套改中国一句古话，
正所谓「强者自强」，这些年骡子和马的比赛一直在
继续，而评测结果多年来一致指向「马」，值得庆贺。
但更要继续「蓄力」，还是那句话，「百年树人」；厚
积薄发者，必先体味到「十年板凳冷」，才能真正做
到「文章不写一句空」。

书生默藏西北坡，不知天高地厚薄。

许身数学名淡泊，盼把珠峰险关过。

作者信息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在读研究
生，西安交通大学数学试验班 2019届毕业生，曾
任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学生会主席。2018年
获西安交通大学「优秀学生标兵」荣誉，多次被评
为「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共产党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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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和 L
大二暑期科研训练论文

牛嘉豪

摘要
本文首先探讨了从调和分析中发展出来的Hecke 𝐿函数，探讨了人们对 𝐿函数最关心的欧拉积、半纯
延拓和函数方程，以及特殊点的取值；由此，引出了 𝐿函数在密度定理和数域类数计算方面的重要应
用。然后，本文放眼现代数论，介绍来自代数几何的 Hasse-Weil 𝜁函数和来自 Galois表示的 Artin 𝐿
函数，以椭圆曲线为例，展现 Langlands纲领的内容，并介绍这套理论如何蕴含 Fermat大定理. 最后
介绍调和分析和表示论中的自守 𝐿函数并陈述 Langlands纲领的基本内容，以展望这一领域对二十一
世纪数学的深远影响。

𝐿函数和它的最重要的特例——𝜁函数，属于近
现代数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它们是一族定义在不同数
学对象上的「幂指数和」，但就像 Taylor级数在分析
中所展示的一样，这类函数深刻地联系了代数几何、
数论、表示论与调和分析的各种神秘现象。

从 Riemann 1859年引进被后人称为 Riemann
𝜁函数的对象并用其零点分布来刻画素数的分布，到
Dirichlet引进 𝐿函数并由 Hecke和 Dedekind的工
作推广到一般的数域上去，再到 Tate和Weil对其函
数方程的理解促成的Grothendieck建立起的 𝐿函数
与代数几何的联系，与 Langlands洞察到自守 𝐿 函
数和 Galois 𝐿 函数之间的深刻联系并提出举世瞩目
的 Langlands纲领。𝐿函数逐渐成为了现代数论甚至
是现代数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同时，我们对这
个对象的理解还远远不够；即便是最初的 Riemann
𝜁函数，也有着著名的 Riemann猜想尚未得到解释。
但即便如此，𝐿函数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无数美妙的现
象。

1经典 𝐿函数
经典的 𝐿 函数是在研究素数分布时引入的一类

定义在复平面的区域上的函数，它们满足所谓的欧拉
积，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并且其零点的分布可能具
有类似 Riemann猜想所描述的类似的性质。下面将
给出经典 𝐿 函数的定义，它们本质上都是在考察概
形在「有限点」处的阶的信息。

1.1 𝐿函数的定义与基本性质
定义1. 对数域 𝐾和其代数整数环 𝒪 ，

(1) 定义 Dedekind 𝜁函数：

𝜁 (𝑠) =
𝔞
𝑁(𝔞) =

𝔭∈Spec𝒪 { }
1 − 𝑁(𝔭) ,

其中 𝔞遍历𝒪 中的整理想，𝑁(𝐼) = #(𝒪 /𝐼)为理
想的范数，Spec𝒪 代表代数整数环中素理想全
体。第二个等号来自于 Dedekind整环的唯一分
解定理，这种形式的乘积表达式一般被称为 Eu-
ler积。

(2) 特别地，定义 Riemann 𝜁函数：

𝜁(𝑠) = 𝜁ℚ(𝑠) = 𝑛 = 1 − 𝑝 .

(3) 对任意的 Dirichlet特征 𝜒 ∶ (ℤ/𝑚ℤ)× → ℂ×，可以
定义 Dirichlet 𝐿函数：

𝐿(𝑠, 𝜒) = 𝜒(𝑛)𝑛 = 1 − 𝜒(𝑝)𝑝 .

附注 . (1) 在定义 𝜁 函数时,并没有考虑任何的收敛
性，故无穷求和和 Euler积的指标集不必是可数
集。上述定义可以推广到任意的代数簇或是概形
𝑋上去，定义所谓的算术 𝜁函数：

𝜁 =
∈| |

1 − 𝑁(𝑥) ,

其中 |𝑋|代表概形闭点的全体，𝑁(𝑥) = #(𝜅(𝑥))
为剩余类域的元素个数。取 𝑋 = Spec𝒪 时，就
会得到 Dedekind 𝜁 函数. 算术 𝜁 函数的另一个
重要特例是考虑有限域或其代数闭包上的射影
代数簇，它是解决著名的Weil猜想之关键钥匙。

4



J Z
(2) 经典的研究中，都会要求上述函数的定义域和值
域都为复数域，此时定义在 𝑠 ∈ ℂ,Re 𝑠 > 1时才
有意义；但在下面我们会看到，很多时候都可以
将这些函数亚纯延拓到整个复平面中。
但如果设法将Dirichlet 𝐿函数推广到数域上去，

将会困难很多，因为寻找有意义的特征并不是一件平
凡的事情。Hecke首先给出了一个利用局部整体的观
念定义的 𝐿函数。
定义2. 对数域 𝐾，固定其 Idele类群 𝐶 = 𝔸×/𝐾×上
的特征 𝜒 ∶ 𝐶 → 𝑈(1) (1)。定义 Hecke 𝐿函数：

𝐿(𝑠, 𝜒) = 1 − 𝜒(𝑣)𝑁(𝑣)

其中 𝑣遍历𝐾的有限素点（即代数整数环的极大理想
对应的赋值）。当 𝜒| ×(𝒪×) = {1}时，𝜒(𝑣) ∶= 𝜒(𝜋 ), 𝜋
为 𝐾 的素元，即其赋值环 𝒪 的参数化元素；否则，
𝜒(𝑣) ∶= 0。
附注 . (1)当 𝐾 = ℚ时，可以证明：由本原 Dirichlet
特征定义的 Dirichlet 𝐿函数和 Hecke 𝐿函数之间有
一个一一对应。

(2)由于这个定义的关键是 Idele类群而不是数
域 𝐾本身，所以完全可以将上述定义推广到整体域
的情形。本文为了简单起见，只讨论数域的情形。

1.2半纯延拓与函数方程
我们只关心那些具有某类刚性的 𝐿函数，具体来

讲是：那些满足半纯延拓的同时，具有某形式的函数
方程的 𝐿函数 (2)。下面将会看到，从数论研究中产
生的上述经典 𝐿 函数都满足这两条性质。本文将陈
述 Dedekind 𝜁函数和 Hecke 𝐿函数的结果，并着重
探讨由 Tate在 1950年的论文中使用局部整体方法
证明Hecke 𝐿函数的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的思路，其
余经典 𝐿函数的结果是它的特例；并且，这套方法被
视为现代数论的一个开端，为 Langlands纲领的产
生埋下了伏笔。

研究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首先要定义所谓的完
备 𝐿函数，它只是对函数做一个变换来对增长性做限
制，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让函数方程形式上变得简洁。
定义3. 对数域 𝐾 上的 Dedekind 𝜁 函数 𝜁 和 Hecke
𝐿函数 𝐿(𝑠, 𝜒)（其中 𝜒 ∶ 𝐶 → 𝑈(1)）：

1. 定义完备 Dedekind 𝜁函数：

𝜁 (𝑠) = |𝑑 | Γℝ(𝑠)Γℂ(𝑠)𝜁 (𝑠)

其中 𝑑 为域扩张 𝐾/ℚ 的判别式，Γℝ(𝑠) ∶=
𝜋 Γ( ), Γℂ(𝑠) ∶= 2(2𝜋) Γ(𝑠).

2. 定义完备 Hecke 𝐿函数：

𝐿(𝑠, 𝜒) = |𝑑 | 𝑓 Γ (𝑠, 𝜒)𝐿(𝑠, 𝜒)

其中：𝑣,𝑤分别遍历有限素点和无限素点;𝑓 =
𝑁(𝑣) ，其中 𝑛为使 𝜒(1 + 𝔭𝔫𝔳) = {1}的最小自
然数。

当𝑤为实素点，𝜒|ℝ×由映射关系 𝑟 > 0映为 𝑟 ，将−1
映为 (−1)（𝑒=0,1），定义 Γ (𝑠, 𝜒) = Γℝ(𝑠+𝑐+𝑒). 对于
复素点，𝜒|ℂ× 由映射关系 𝑟 > 0映为 𝑟 ，将 𝑧 ∈ 𝑈(1)
映为 𝑧 （𝑒=0,1），定义 Γ (𝑠, 𝜒) = Γℂ 𝑠 + | | .

有了这样的准备，我们可以来叙述这些函数的半
纯延拓和函数方程。
定理1. 𝜁 (𝑠), 𝐿(𝑠, 𝜒)分别为完备 Dedekind 𝜁函数和
完备 Hecke 𝐿函数,则有：

1. 𝜁 可以半纯延拓到整个复平面，在除 𝑠 = 1为
一阶极点外全纯，且满足函数方程：

𝜁 (𝑠) = 𝜁 (1 − 𝑠)

2. 𝐿(𝑠, 𝜒)可半纯延拓到整个复平面上，且仅在 𝜒
为平凡特征时才具有极点；此时存在纯虚数 𝑡，
使得 𝐿(𝑠, 𝜒) = 𝜁 (𝑠 + 𝑡)，并且 𝐿(𝑠, 𝜒)满足函数
方程：

𝐿(𝑠, 𝜒) = 𝑊(𝜒)𝐿(1 − 𝑠, 𝜒, |𝑊(𝜒)| = 1

𝑊为只与特征有关的函数。
附注 . 证明梗概: 本文仅介绍一下 Tate 改进后的证
明思路，具体的细节参考 [1, 2, 3, 4].

• 步骤 1：由于 Hecke 𝐿函数是有限素点上信息
的乘积，可以将证明约化到局部域的情形。

• 步骤 2：利用局部域上 𝐿函数的半纯延拓给出
整体域上 𝐿函数的半纯延拓。

• 步骤 3：证明局部域上的函数方程，进而证明整
体域上的函数方程。利用局部域上的调和分析，
可以构造一种 Schwarz函数空间，然后证明函
数方程的左边和右边都属于这个函数方程，再
证明这个函数函数空间作为 ℂ上的线性空间是
一维的。所以两者只差一个常数𝑊，再利用在
特殊点的取值来求出常数𝑊。

(1)也被称为 上的 Hecke特征。
(2)两者必须同时兼具，不然并不能得到一个好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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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被称为重数一的证明方法，在 Langlands纲领
中的很多其他问题也十分有效。

2一些应用
下面介绍 𝐿 函数在数论中的经典应用，包括密

度定理和类数公式，可以从中看出 𝐿 函数蕴藏着大
量的数论信息。

2.1密度定理
下面将陈述 𝐿 函数的性质所导出的一系列和算

术密度相关的定理，包括素理想的分布、素理想的分
解的分布等。即便从定理的陈述中难以看出和 𝐿函数
的联系，但这些结果都是依赖于上述 𝐿函数的半纯延
拓与函数方程才得以建立的；所以说，这两条性质是
这些 𝐿函数非凡的根本原因。
定理2 (Landau). 对于数域 𝐾，令

𝜋 (𝑥) = #{𝔭 ∈ Spec𝒪 ,𝑁(𝔭) ≤ 𝑥}

则有

𝜋 ∼ 𝑥
log 𝑥 (𝑥 → ∞)

附注 . 证明梗概：可以利用 Fourier 变换建立起
Dedekind 𝜁 函数的全部零点和素理想的分布的关
系来证明。参见 [1, 2]。
定理3 (Chebotarev). 对于有限Galois扩张 𝐿/𝐾，𝐺 =
Gal(𝐿/𝐾)，𝑋 ⊂ 𝐺为一些共轭类的并。令

𝜋 (𝑥) =
#{𝔭 ∈ Spec𝒪 ,Frob𝔭 ⊂ 𝑋,𝑁(𝔭) ≤ 𝑥}

#{𝔭 ∈ Spec𝒪 ,𝑁(𝔭) ≤ 𝑥}

其中 Frob𝔭为素理想 𝔭所确定的 Frobenius元的共轭
类，则有

𝜋 → #𝑋
#𝐺 (𝑥 → ∞)

这个定理蕴含着著名的 Dirichlet定理。
推论4 (Dirichlet). 给定互素的正整数 𝑁, 𝑎，设 𝑐为 𝑎
在 (ℤ/𝑁ℤ)×中的指数,令

𝜋 (𝑥) = #{𝑝 ∈ Specℤ, 𝑝 ≡ 𝑎 (mod𝑁)}, 𝑝 ≤ 𝑥
#{𝑝 ∈ Specℤ, 𝑝 ≤ 𝑥}

则有

𝜋 → 𝑐
𝜑(𝑁) (𝑥 → ∞),

其中 𝜑 为 Euler 函数. 进而有无穷多个素数 𝑝 满足
𝑝 ≡ 𝑎 (mod𝑁).

证明. 由于第 𝑁 个分圆域 ℚ 的 Galois 群为
(ℤ/𝑁ℤ)×，则素数 𝑝 满足 𝑝 ≡ 𝑎 (mod𝑁) 当且仅
当 𝑝在的 (ℤ/𝑁ℤ)× 中的 Frobenius元生成的理想包
含 (𝑎)，所以由 Chebotarev定理得证。

这些密度定理的建立都基于对 𝐿 函数零点分布
的信息，但对于零点分布还有很多未建立的理论。例
如，如果承认广义 Riemann猜想，则可以建立一系
列更精确的显示密度定理。下面仅以 Chebotarev密
度定理为例，来说明零点分布的重要性。
猜想1 (广义 Riemann猜想). 对数域 𝐾 的 Dedekind
𝜁函数 𝜁 的零点 𝑠，若满足 0 < Re(𝑠) < 1，则一定
有 Re(𝑠) = 。
猜想2 (有效 Chebotarev 密度定理 [5]). 对于有限
Galois 扩张 𝐿/𝐾，𝐺 = Gal(𝐿/𝐾)，𝑋 ⊂ 𝐺 为一些共
轭类的并。令

𝜋 (𝑥) = #{𝔭 ∈ Spec𝒪 ,Frob𝔭 ⊂ 𝑋,𝑁(𝔭) ≤ 𝑥}

其中 Frob𝔭为素理想 𝔭所确定的 Frobenius元的共轭
类，则有

𝜋 (𝑥) = #𝑋
#𝐺 Li(𝑥) + 𝑂 √𝑥(𝑛 log 𝑥 + log |𝑑 |)

2.2类数公式
由前面的介绍，Dedekind 𝜁 函数在 𝑠 = 1 处

有一个一阶极点，很自然的想法是求函数在该点的留
数。而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联系着数域紧密相关的
类数和单位群的信息，并被认为是数论最漂亮的结果
之一。
定理5. 设 𝐾为数域，ℎ为其类数，𝑅为其导子，𝑤为
其中单位根的个数，𝑟 为其实素点的个数，𝑟 为其复
素点的个数。则有以下两个类数公式成立：

(1) Res 𝜁 (𝑠) = 2 (2𝜋) ℎ𝑅
𝑤|𝑑 |

;

(2) Res 𝑠 𝜁 (𝑠) = −ℎ𝑅𝑤 .

3现代 𝐿函数
从经典的研究中看到，𝐿函数可以提供大量的信

息，并且将很多领域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应用依赖于
这些函数具有的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所以，寻找像
经典 𝐿函数这样具有”好”的性质（半纯延拓和函数
方程等）的 𝐿函数，成为了数学家的目标。但寻找这
样的函数和建立这些「好」的性质，是一件异常困难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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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众多数学家的努力，发现在代数几何、数论

和表示论中自然地产生了大量的 𝐿函数，但它们的性
质却不尽相似。例如，从表示论中产生的所谓自守 𝐿
函数，可相对容易地建立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但对
于代数几何和数论中的很多 𝐿函数，建立这样的理论
显得几乎不可能。不过，如果能建立起这些 𝐿函数到
表示论中产生的 𝐿 函数之间的对应，就可以得到相
应的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而 Langlands纲领正是
将这些 𝐿 函数联系起来的哲学，其构成了现代 𝐿 函
数研究的主要内容。

3.1从 Hasse-Weil ζ函数谈起
我们在经典 𝐿函数中引出了所谓的算术 𝜁函数，

而它最重要的特例是所谓的 Hasse-Weil 𝜁函数。
定义4. 设 𝑉为ℚ光滑的射影代数簇。由于 𝑉可以看
做整系数多项式方程组的零点集，可以通过模素数 𝑝
得到 𝔽 上的代数簇 𝑉；故可以定义局部 𝜁函数为 𝑉
的算术 𝜁 函数，而定义 Hasse-Weil 𝜁 函数为 𝑉 的算
术 𝜁函数。
命题6. 设 𝑉为 ℚ上的光滑的射影代数簇，则有

(1) 所有素数 𝑝的局部 𝜁函数的乘积等于某个常数倍
的 Hasse-Weil 𝜁函数；

(2) 对局部 𝜁函数，有计算公式:

𝜁 (𝑉, 𝑠) = exp 𝑁
𝑚 𝑞

其中，𝑁 代表 𝑉所确定的方程组在 𝔽 的𝑚次域扩
张中的解的个数。

利用上述命题，可以来计算椭圆曲线的 𝜁函数。
命题7. 设ℚ上椭圆曲线 𝐸 ∶ 𝑦 = 𝑥 +𝑎𝑥+𝑏使得等
式右边在复数域中无重根,可以计算其 Hasse-Weil 𝜁
函数 𝐿(𝑠, 𝐸)(3)：

𝐿(𝑠, 𝐸) = 1 − 𝑎 𝑝 + 𝑝

其中 𝑎 = 𝑝 + 1 − #𝐸(𝔽 ).

但椭圆曲线的 𝜁 函数是很难研究的，它的半纯
延拓和函数方程几乎是不可能直接找到。由于Hecke
的洞见，将其与相对容易研究的一类简单的自守形式
——模形式的 𝐿函数建立了联系。
定义5. (1) 定义在 𝑆𝐿 (ℝ)的离散子群 Γ上的权为 𝑘
的模形式，是一个定义在上半平面 ℍ 上的全纯

函数，满足对任意的 𝛾 ∈ Γ 𝑧 ∈ ℍ，𝑓(𝛾𝑧) =
𝑗(𝛾𝑧) 𝑓(𝑧)，其中的函数 𝑗 是将矩阵看成分式线
性变换后对映到分式线性变换的分母部分。

(2) 对正整数 𝑁，给定

Γ (𝑁) = 𝑎 𝑏
𝑐 𝑑

∈ 𝑆𝐿 (ℤ) 𝑎, 𝑑 ≡ 1(𝑁), 𝑁|𝑐

权为 2的模形式 𝑓(𝑧) = ∑ 𝑎 𝑒 ，定义其相
伴的 𝐿函数为

𝐿(𝑠, 𝑓) = (1 − 𝑎 𝑝 + 𝑝 )

可以看出，Γ (𝑁)上的模形式的 Fourier系数所
构造的 𝐿(𝑠, 𝑓)与Hasse-Weil 𝜁函数有着完全相似的
形式。但从模形式的角度出发，𝐿函数的解析延拓和函
数方程可以基于 Hecke的工作给出；如果我们可以
建立两种函数之间的对应，就可以得到 Hasse-Weil
𝜁函数的解析延拓和函数方程。Eichler和 Shimura
最先注意到这个现象，并证明了下面的结果。
定理8 ([6], Page 10). 对上述的权为 2的模形式 𝑓，存
在椭圆曲线 𝐸 /ℚ，使得 𝐿(𝑠, 𝑓) = 𝐿(𝑠, 𝐸 ).

他们猜测逆命题也是正确的，但证明将十分的困
难。他们把那些作为这种模形式对应的椭圆曲线 𝐸
称之为具有模性 (modular)。这种性质被发现可以用
来利用解决 Fermat大定理。
定理9 (G.Frey, Ribet: [6], Page 9). 对 𝑛 > 2的正整
数，方程 𝑥 + 𝑦 = 𝑧 没有非平凡整数解当且仅当
椭圆函数 𝐸 ∶ 𝑦 = 𝑥(𝑥 − 𝑎 )(𝑥 − 𝑏 )具有模性。

这个结果激发了 Fermat 大定理定理的研究浪
潮，最终由Wiles在 1995年解决，这个证明被蕴含
在下面这个结果中。
定理10 (Wiles, Breuil, Conrad, Diamond, Taylor: [7]).
所有的椭圆曲线都具有模性。

由此可以得到下面的推论：
定理11 (Fermat). 对 𝑛 > 2的正整数，方程 𝑥 +𝑦 =
𝑧 没有非平凡整数解。
推论12. 对所有的椭圆曲线 𝐸/ℚ, 𝐿(𝑠, 𝐸)都有解析延
拓和函数方程。

3.2关于 Langlands纲领
可以看到，将由代数几何和数论中自然产生的 𝐿

函数与表示论和分析中所谓的自守形式导出的 𝐿 函
数之间建立对应的哲学，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这正

(3)此处用 是为了与一般文献记号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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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Langlands纲领的目标。在介绍它的基本内容之
前，要先将构作两种更一般的 𝐿 函数，来自数论的
Artin 𝐿函数和来自表示论的自守 𝐿函数。
定义6. 设数域的扩张 𝐿/𝐾 及其 Galois 群 𝐺 上的表
示 𝜌 ∶ 𝐺 → Aut(𝑉)（其中 𝑉为有限维向量空间），定
义 Ar n 𝐿函数：

𝐿(𝑠, 𝜌) =
𝔭∈Spec𝒪 { }

𝐿𝔭(𝑠, 𝜌)

其中对所有在 𝐿中不分歧的素理想 𝔭，定义

𝐿𝔭(𝑠, 𝜌) = det(𝐼 − 𝑁(𝔭) 𝜌(Frob𝔭))

因为行列式是共轭不变的算子，所以在 𝜌(Frob𝔭)上
有定义。

下面陈述一些有关 Artin 𝐿函数的性质。
命题13 ([4]). 符号同上。设 𝜌和 𝜌 (𝑖 = 1, 2, ..., 𝑛)为
𝐺上的有限维表示。

(1) 如果特征标满足关系 𝜒 = ∑ 𝑎 𝜒 ，则有：

𝐿(𝑠, 𝜌) = 𝐿(𝑠, 𝜌 )

(2) 如果 𝜌为某个子群 𝐻 ≤ 𝐺 上的一维特征 𝜓的诱
导表示，则 𝐿(𝑠, 𝜌)与 Hecke 𝐿函数之间存在着对
应关系，且有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

从上述命题可以看出，Artin 𝐿函数在一维表示
时就变为Hecke 𝐿函数 (4)，而Langlands纲领旨在推
广这样的对应。Artin 𝐿函数的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
必须要建立在这样的对应上面。事实上，我们可以从
上面的对应得到更多：由表示论中的Brauer定理知，
所有的有限维表示的特征表都可以表示成一维表示
的有理系数线性组合，故由上述命题可以得到 Artin
𝐿函数都是半纯的。在表示非平凡的情况下，Artin猜
想这个函数必须是全纯的；这是数论中又一十分重要
的猜想，像 Fermat定理一样，是 Langlands纲领蓝
图下的一个棋子。
猜想3 (Ar n). 当 𝜌是非平凡表示，𝐿(𝑠, 𝜌)是全纯函
数。

为了建立起调和分析和表示论相关的 𝐿 函数理
论，我们要引入所谓的自守尖表示的概念，因为这个
概念比较复杂，下面只作陈述而省略对一些名词的解
释，这些性质是为了保证这样的自守表示可以有足够
好的性质得到具有半纯延拓和函数方程的 𝐿函数。

定义7 ([4]). 设有数域 𝐾 及其 Adele环 𝔸 = ∏ 𝐸 ，
其中 𝑣遍历 𝐾的全部素点，∏ 为对有限素点的限制
直积。对任意的约化代数群 𝐺，有 𝐺(𝔸 ) = ∏ 𝐺(𝐸 ).
固定交换群 (𝑍(𝐾)\𝑍(𝔸))×上的酉特征 𝜔，定义函数
空间 𝐿 (𝐺(𝐾)\𝐺(𝔸), 𝜔) 为平方可积函数空间，且其
元素 𝑓满足下列条件：
(1) 𝑓(𝑔𝑧) = 𝑓(𝑔)𝜔(𝑧), 𝑧 ∈ 𝑍(𝔸);

(2)
(𝔸) ( )\ (𝔸)

|𝑓(𝑔)| 𝑑𝑔 < ∞;

(3)
( )\ (𝔸)

𝑓(𝑢𝑔)𝑑𝑢 = 0.

其中 𝑈 为 𝐺(𝔸) 的任意抛物型子群（parabolic sub-
group）的幺幂根（unipotent radical），并且将 𝐿
(𝐺(𝐾)\𝐺(𝔸), 𝜔) 作为右正则表示的子表示称为自守
尖表示。
猜想4. 对任意的自守尖表示 𝜋，应当存在着局部 𝐿
函数 𝐿(𝑠, 𝜋 )使其对任意的 𝑣都是半纯的，且满足下
面形式的函数方程：

𝐿(𝑠, 𝜋 ) = 𝜀(𝑠, 𝜋 )𝐿(1 − 𝑠, �̃� )

并且有整体 𝐿 函数 𝐿(𝑠, 𝜋)，具有半纯延拓和函数方
程：

𝐿(𝑠, 𝜋) = 𝜀(𝑠, 𝜋)𝐿(1 − 𝑠, �̃�)

及 Euler积：
𝐿(𝑠, 𝜋) = 𝐿(𝑠, 𝜋 ), 𝜀(𝑠, 𝜋) = 𝜀(𝑠, 𝜋 )

此时称 𝐿(𝑠, 𝜋)为 𝜋相伴的 𝐿函数。
猜想5. 任意的 Ar n 𝐿 函数都是一个自守尖表示相
伴的 𝐿函数。

上述为 Langlands最原始的想法。第一条是像
Tate的工作那样建立与调和分析相关的自守 𝐿函数
的理论，第二条是建立起Artin 𝐿函数与自守 𝐿函数的
对应，进而可以以调和分析的方法研究处理起来极其
困难的Artin 𝐿函数。除此之外，Langlands还提出了
被称为 local Langlands猜想和函子性猜想。这些猜
想一起，形成了现代数论的一个大框架；在这个框架
下，众多像Artin猜想这样困难的问题可以直接得到
解决。除此之外，使用算术代数几何的语言，可以在所
谓的motives上定义一类Artin 𝐿函数和Hasse-Weil
𝜁 函数的共同推广——motives 𝐿 函数，进而 Lang-
lands猜想就是将算术几何中的motives 𝐿函数与调
和分析与表示论中的自守 𝐿函数联系起来。进一步，
在 Gerard Laumon 和 Vladimir Drinfeld 等人的工

(4)事实上这是 Artin互反律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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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用范畴化的方法引进了所谓的几何 Langlands
猜想，成为了几何表示论和算术代数几何的一个最重
要的课题之一 [8]。

𝐿函数在数学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 Lang-
lands 纲领外，其特殊点的取值和 Riemann 猜想、
BSD猜想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由 p-adic 𝐿函数
引来的 Iwasawa理论也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所以
可以这样讲：𝐿函数是二十一世纪数学中最重要的研
究对象之一，它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各个领域之间现
象的联系，指引着数学发展的方向。

𝐿函数为何如此神奇，可以联系如此之多的领域，
揭示如此丰富的现象？本人的理解是：𝐿函数来源于
幂指数和或者 Euler乘积，而它们本质上都是一些组
合的对象。数学——尤其是现代代数与几何学的发展，
依赖于两条路线：

• 第一条就是建立抽象的对应，如建立范畴结构、
抽象的表示，研究大图像下的对应关系等；

• 而第二条，就是要利用组合的方式将抽象的信
息表达出来，像同调代数，调和分析，有理同
伦论等。

而 𝐿函数正是一个十分理想的组合对象，它不仅自身
有着优良的性质，并且还联系着其他强有力的组合对
象（如 Etale上同调，局部域上的调和分析等），还
有着可以将组合结构与抽象对应相联系的强大属性
（Langlands对应的内涵）。

𝐿函数的研究的困难，也体现在两方面上。一方
面，组合对象的威力依赖于我们对抽象对应的建立和
理解，在 𝐿函数的研究中——尤其是 Langlands纲领
——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其基本的内涵。例如在整体
域的情形，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应该选择具有怎样性质
的 Galois表示对应到具有哪些特点的代数群的表示
上；所有已探索出来的条件都不能使人满意，所以深
入地理解这些代数与调和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十
分关键的 (5)。除此之外，如何将局部 Langlands的
结果提升到整体域的情形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困难的
问题，而这种局部到整体的过程，或许需要的是一种
更有力的几何语言。而第二种，就是我们对 𝐿函数本
身的性质的问题；比如，我们能否按照 Langlands的
猜想，利用调和分析建立起自守 𝐿函数的各种性质，
或是估计 𝐿 函数取值的分布情况。我认为除了更深
刻的分析学的研究，不断尝试 𝐿 函数与其他领域对
象的联系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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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on Spinors and Clifford Algebras
段森浩

摘要
In this note I irst compared two ways(1) of introducing the spin of the electron in to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In this comparison, one can easily see that Dirac’s method is more natrual
in physical meanings and reveals the necessity of the spin in describe atomic phenomena involv-
ing relativity. Both two ways lead us to spinors and Clifford algebras, so I also discussed some
properties of them in this note.

1 Introduction
The story beganwith a famous experiment by

Stern and Gerlach in 1922 showing that a beam of
silver atoms splits in two in a magnetic ield. Uh-
lenbeck and Goudsmit in 1925 proposed that sil-
ver atoms and the electron have an intrinsic angu-
lar momentum, the spin. The spin interacts with
the magnetic ield. And the electron goes up or
down as the spin is parallel or opposite to the ver-
tical magnetic ield [1].

The spin has never been considered in quan-
tum ield theory before the experiment. So all
the equations in quantum ield equation, such as
Schrodinger equation, can’t describe the spin of
the electron. After the experiment, scientists be-
gan tomodify the old equations to involve the spin
in them.

Among them, Pauli and Dirac did extraordi-
nary jobs. Pauli involves spin in to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through adding the rotation to the vector
by a direct sum of space. Dirac found that it was
a must for involving relativistic phenomenon into
Schrodinger equation to admit the existence of the
spin.

2 Pauli Spinor

We can regard the phenomenon of the spin as
a kind of rotation. So, to describe a rotating elec-
tron in a space needsmore than three parameters.

This inspires us to do direct sum on the vector
space ℝ and some space representing rotation.
We can irst consider an easier case, a case in ℝ .

2.1 Case in ℝ
In ℝ , we have a widely us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rotation. That is the unitary complex num-
bers. So, a natural thought will be taking direct
sum of the space of complex number and ℝ . But
ℝ ⊕ ℂ is not good enough for us to place every
physical matters in.

Firstly, the imagine unit 𝑖 has appeared in
Schrodinger equation, and has a different mean-
ing.

Secondly，suppose we choose {1, 𝑒 , 𝑒 , 𝑖} as a
basis for ℝ where 𝑒 , 𝑒 are the orthogonal basis
for ℝ , and we have two elements:

𝑎 = 𝑎 𝑒 + 𝑎 𝑒 + 𝑎 + 𝑎 𝑖
𝑏 = 𝑏 𝑒 + 𝑏 𝑒 + 𝑏 + 𝑏 𝑖

.

To make it an algebra, we have to introduce an
product for the space. To be natural, we use the
traditional product, then we get

𝑎𝑏 = 𝑎 𝑏 + 𝑎 𝑏 − 𝑎 𝑏 + (𝑎 𝑏 + 𝑎 𝑏 )𝑒
+ (𝑎 𝑏 + 𝑎 𝑏 )𝑒 + (𝑎 𝑏 + 𝑎 𝑏 )𝑖𝑒
+ (𝑎 𝑏 + 𝑎 𝑏 )𝑖𝑒 .

But (𝑎 𝑏 +𝑎 𝑏 )𝑖𝑒 and (𝑎 𝑏 +𝑎 𝑏 )𝑖𝑒 are not in
ℝ ⊕ ℂ, which is big trouble. We should ind an-
other space isomorphic to ℂ, and can result in the
a close product as well.

(1)A way by Pauli and the other by Dir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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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all the fact that complex numbers repre-

sents a rotation, and 𝑖means to rotate 90∘ counter
clock wise. So we can set 𝑖𝑒 = 𝑒 , and set 𝑖𝑒 = 𝑒
for the same reason. Multiply two sides of the
equation separately, so we have:

−𝑒 𝑒 = 𝑒 𝑒 .

And surprisingly we ind that with this relation,
(𝑒 𝑒 ) = −1. We can use 𝑒 𝑒 to substitute the
𝑖.

Now the problem is how to de ine a product
satisfying:

1. 𝑒 𝑒 = −𝑒 𝑒 ;

2. 𝑒 𝑒 = 𝑒 𝑒 = 1.

It’s not dif icult for us to ind the de inition

𝑎𝑏 = 𝑎 ⋅ 𝑏 + 𝑎 ∧ 𝑏

satisfying two conditions above. Now we inally
ind out our algebra, ℝ ⊕ ℝ ⊕ ⋀ℝ with 𝑎𝑏 =
𝑎 ⋅ 𝑏 + 𝑎 ∧ 𝑏. This is the so-called Clifford Alge-
bra 𝐶𝑙 . And for sure, we have 𝐶𝑙 ≃ ℝ ⊗ ℂ as an
algebra.

2.2 Schrodinger-Pauli Equation
It can be easily generalized fromℝ that 𝐶𝑙 is

ℝ⊕ ℝ ⊕ ⋀ℝ⊕ ⋀ℝ and de ine 𝑎𝑏 = 𝑎 ⋅ 𝑏 + 𝑎 ∧ 𝑏
as the product. And we can ind following corre-
spondences of the basis elements in Mat(2, ℂ) (2)

and 𝐶𝑙 :

Mat(2, ℂ) 𝐶𝑙
𝐼 1
𝜎 , 𝜎 , 𝜎 𝑒 , 𝑒 , 𝑒
𝜎 𝜎 , 𝜎 𝜎 , 𝜎2𝜎3 𝑒 𝑒 , 𝑒 𝑒 , 𝑒 𝑒
𝜎 𝜎 𝜎 𝑒 𝑒 𝑒

This can be condensed to 𝐶𝑙 ≃ Mat(2, ℂ).
Now it is prepared for us to involve the spin

in to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came from a famous equation in classi-
cal mechanics:

𝐸 = 𝑝
2𝑚 +𝑊.

Inserting differential operators for total energy
and momentum into above equation:

𝐸 = 𝑖ℏ
�⃗� = −𝑖ℏ∇,

which results in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𝑖ℏ𝜕𝜓𝜕𝑡 = − ℏ
2𝑚∇ 𝜓 +𝑊𝜓,

which is a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the
electron.

In an electromagnetic ield (�⃗�, �⃗�)with poten-
tials (𝑉, 𝐴),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becomes

𝑖ℏ𝜕𝜓𝜕𝑡 = 1
2𝑚 −𝑖ℏ∇ − 𝑒𝐴 𝜓 − 𝑒𝑉𝜓.

where −𝑖ℏ∇ − 𝑒𝐴 is essentially a generalized
momentum,

�⃗� = �⃗� − 𝑒𝐴

where �⃗� = −𝑖ℏ∇ and satisfy the commutations re-
lations:

𝜋 𝜋 − 𝜋 𝜋 = 𝑖ℏ𝑒𝐵 .

So, to involve the spin, we set �⃗� in the equa-
tion to 𝐶𝑙 . Then �⃗� is supposed to use the product
in 𝐶𝑙 . That is:

�⃗� = �⃗� ⋅ �⃗� + �⃗� ∧ �⃗�.

By the relation mentioned above, we came across
the equation:

𝑖ℏ𝜕𝜓𝜕𝑡 = 1
2𝑚 𝜋 ⋅ 𝜋 − ℏ𝑒�⃗� 𝜓 − 𝑒𝑉𝜓. (4.1)

where �⃗� = 𝐵 𝑒 + 𝐵 𝑒 + 𝐵 𝑒 . Then substitute the
matrix representation for 𝑒 , 𝑒 , 𝑒 in (4.1), and
we will get the conventional Pauli-Schrodinger
equation:

𝑖ℏ𝜕𝜓𝜕𝑡 = 1
2𝑚 𝜋 ⋅ 𝜋 − ℏ𝑒 �⃗� ⋅ �⃗� 𝜓 − 𝑒𝑉𝜓,

where �⃗� ⋅ �⃗� = 𝜎 𝐵 + 𝜎 𝐵 + 𝜎 𝐵 . And the wave
function now sends space-time points to Pauli
Spinors:

𝜓(𝑟, 𝑡) = 𝜓
𝜓

, 𝜓 , 𝜓 ∈ ℂ.

(2)The basis elements in Mat( , ℂ) are , , , , and is also called Pauli spin-matr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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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irac Spinor

Dirac spinor is found when Dirac trying to in-
volve relativistic phenomenon in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To illustate his idea, we start from the
equation

𝐸
𝑐 − �⃗� = 𝑚 𝑐 .

Inserting energy and momentum operators into
this equation, results in the Klein-Gordon equa-
tion:

ℏ − 1
𝑐

𝜕
𝜕𝑡 + 𝜕

𝜕𝑥 + 𝜕
𝜕𝑥 + 𝜕

𝜕𝑥 𝜓 = 𝑚 𝑐 𝜓,

which treats time and space on an equal footing.
But the Schrodinger equation

𝑖ℏ𝜕𝜓𝜕𝑡 = − ℏ
2𝑚∇ 𝜓 +𝑊𝜓,

treats time differently. To treat time in a same
way in two equation, Dirac in 1928 linearized the
Klein-Gordon equation. He replace the original
Klein-Gordon equation by a irst-order equation:

𝑖ℏ 𝛾 1
𝑐
𝜕
𝜕𝑡 + 𝛾 𝜕

𝜕𝑥 + 𝛾 𝜕
𝜕𝑥 + 𝛾 𝜕

𝜕𝑥 𝜓 = 𝑚𝑐𝜓.

The above Dirac equation implies that the Klein-
Gordon equation provided the symbols Γ satisfy
the relations

1. 𝛾 = 𝐼, 𝛾 = 𝛾 = 𝛾 = −𝐼,

2. 𝛾 𝛾 = −𝛾 𝛾 for 𝜇 ≠ 𝜈

By this Dirac soon realized that it was a must to
involve relativistic phenomenon into Schrodinger
equation that the spin are spinning. And he found
a set of 4 × 4-matrices satisfying these relations,
namely the following Dirac matrices:

𝛾 =
⎛
⎜⎜

⎝

1 0 0 0
0 1 0 0
0 0 −1 0
0 0 0 −1

⎞
⎟⎟

⎠

, 𝛾 =
⎛
⎜⎜

⎝

0 0 0 −1
0 0 −1 0
0 1 0 0
1 0 0 0

⎞
⎟⎟

⎠

,

𝛾 =
⎛
⎜⎜

⎝

0 0 0 𝑖
0 0 −𝑖 0
0 −𝑖 0 0
𝑖 0 0 0

⎞
⎟⎟

⎠

, 𝛾 =
⎛
⎜⎜

⎝

0 0 −1 0
0 0 0 1
1 0 0 0
0 −1 0 0

⎞
⎟⎟

⎠

.

In terms of the Pauli spin-matrices 𝜎 , the
Dirac gamma-matrices 𝛾 can be expressed as

𝛾 = 𝛾 = 𝐼 0
0 −𝐼

, 𝛾 = −𝛾 = 0 −𝜎
𝜎 0

.

Writing 𝑥 = 𝑐𝑡, the Dirac equation can be con-
densed into the form

𝑖ℏ𝛾 𝜕 𝜓 = 𝑚𝑐𝜓

where 𝜕 = . An interaction with the electro-
magnetic ield 𝐹 is included via the space time
potential (𝐴 , 𝐴 , 𝐴 , 𝐴 ) = ( 𝑉, 𝐴 , 𝐴 , 𝐴 ) of 𝐹
by employing the replacement

𝑖ℏ𝜕 → 𝑖ℏ𝜕 − 𝑒𝐴 .

This leads to the conventional Dirac equation:

𝛾 (𝑖ℏ𝜕 − 𝑒𝐴 )𝜓 = 𝑚𝑐𝜓

where the wave function is a column spinor, that
is:

𝜓(𝑥) =
⎛
⎜⎜

⎝

𝜓
𝜓
𝜓
𝜓

⎞
⎟⎟

⎠

∈ ℂ , 𝜓 ∈ ℂ (𝛼 =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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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结构疲劳的案例和预防
陈晓珂

1疲劳破环
工程实际中，结构中的某些构件承受随时间变化

的周期性应力，构件会在承受周期应力的过程中发生
断裂。这种现象称为构件的疲劳破坏。如火车车轴
的四点弯曲模型中，火车车轴承受的周期应力，就会
使其在杆件的中部发生突然断裂，造成不可估量的损
失。

由于疲劳破坏是突然发生的，很难对其做出及时
的处理和预防。因此，研究疲劳破坏的机理和现实案
例对研究预防材料以及结构的疲劳破坏十分重要。本
文先给出材料破坏的机理，并对材料破坏与结构破坏
分别给出对应的案例以及预防措施。（上图为汽车后
车轴的断裂情况）

2疲劳破坏的机理
构件发生疲劳断裂时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工作应力远远低于材料的强度极限，甚至低于屈
服极限。

(2) 无论塑形材料还是脆性材料的构件断裂，断裂时
没有发生明显的塑性变形。

(3) 疲劳断口呈现两个区域，光滑区域和粗糙区
域。（如下图）

经过长期研究发现，材料疲劳断裂的通常解释
为：在周期应力作用下，构件某处存在裂纹的地方会
发生应力集中现象，并在其萌生细小裂纹。随着应力
循环，裂纹逐渐扩张，这段过程便是上图光滑区域的
疲劳源处发生的过程。

在构件截面破坏到一定程度时，材料的强度和刚
度均大程度下降。在应力循环中，若突然出现大程度
的载荷，构件极有可能发生脆性断裂（见上图的瞬断
区）。疲劳寿命公式 [1]为：

𝑁 = 𝑁 + 𝑁

其中，𝑁 为疲劳寿命，𝑁 为裂纹萌生循环次数，𝑁
为裂纹扩展至断裂的循环次数。高应力应变疲劳下，
主要是裂纹扩展速度影响寿命；而在低应力疲劳条件
下，裂纹形成主要占寿命过程。临界尺寸为 0.05mm
~ 0.08mm。

总的来说，构件发生疲劳断裂的过程实质上是裂
纹萌生，扩展，断裂的过程。对于构件材料和结构的
设计均可以预防这一现象，我们接下来首先研究材料
疲劳的工程实例。

3材料疲劳破坏原因
上文说到，裂纹是发生疲劳断裂的根本原因，由

拉应力和应力集中使裂纹扩张。在高强度材料表面产
生的冶金缺陷，如夹杂，气孔，发裂，或者相界面错位发
生的应力集中使疲劳裂纹在低材料强度的区域发生。
非金属夹杂物是材料断裂的主要原因，如氧化物和硫
化物，盐类的不均匀分布同样对材料疲劳寿命产生巨
大影响。杂物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危害程度：

(1) 夹杂物的性质，大小和形状可能与构件机体不互
联，产生的裂纹和空隙形成应力集中。越靠近构
件表面，就越容易形成裂纹。

(2) 夹杂物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也对其材料抗压抗扭
性能产生影响。

(3) 夹杂物对钢的强度影响较小，但对钢的韧性影响
较大。尤其是对抗拉强度低，容易加工硬化的材
料，产生裂纹后疲劳极限不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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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金属材料疲劳断裂

金属疲劳断裂的影响为四种影响因素 [6]：

(1) 化学成分的影响尤为突出。单一金属材料的硬度
很大，而混合金属的材料疲劳性能也各有不同。
化学加工中的杂质会对疲劳寿命产生影响，上一
小节已经详细介绍，不再赘述。

(2) 表面状况对其疲劳寿命存在巨大影响。由于金属
疲劳裂纹在构件表面产生，工件表面的粗糙加工
和刀痕均会成为疲劳产生的关键部位。越光滑的
构件，疲劳寿命会越长。

(3) 环境影响。金属材料的活泼性质使其在某些极端
的环境下（如强酸，高温）工作时，疲劳寿命会
大大降低，零件的蠕变变形会加快，金属材料也
会受到腐蚀的影响，进而影响构件的疲劳性能。

(4) 表面残余应力。零件在加工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当外因消失后，内力以平衡状态残余
在物体内部。这些应力对于材料疲劳有着重要影
响，会产生不均匀塑变以及尺寸偏差，例如翘曲。

金属材料疲劳的预防措施主要有三种：

(1) 减小或者避免环境的影响，解决上文提到的腐蚀
环境。加入合金元素可以抵抗晶间腐蚀，或者镀
层涂漆也可提高材料对极端环境的抵御能力。

(2) 组织性能的改善。加入新的元素改善疲劳，保留
传统材料的某些优良特征，研发出新的针对性材
料组合为复合材料，可以改善疲劳寿命。

(3) 预先实验与定期检查。构件本身的气孔和夹层都
会对材料疲劳寿命产生影响，因此我们要尽量优
化加工工艺，使用现代化的检测手段（如 X射线
和超声验孔）排查构件中的危险因素，尽量及时
发现构件中的安全隐患并合理排除。图示为铝式
样的疲劳超声验伤 [2]。

3.2船用夹芯复合材料接头的疲劳裂纹
相对于金属材料设计而言，玻璃纤维复合材料在

船体的重要部位使用。不仅由于复合材料的优良韧

性，其轻便经济的特点也使其大受欢迎。但是复合材
料在船体应用的连接接头处容易出现应力集中，再加
上强度纤维为各项异性材料，在疲劳载荷的作用下会
呈现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以 [3]中的船用 L型连接件
为例，简要介绍复合材料的刚度失效和疲劳寿命。

材料破坏前期，复合材料会产生非线性的内部裂
纹和微空腔扩展。随机分布的裂纹会进一步扩展；随
着疲劳循环的增加积累，最终形成饱和状的缺陷密集
度增加积累，进一步形成宏观失效。

文献 [3] 中的 L 型连接件为船用框架顶甲板与
船舷侧的角形连接件。复合材料为夹芯复合材料板，
纵向复合材料加强筋，横向复合材料加强筋和圆弧肘
板。内部为泡沫夹芯。实验的疲劳寿命在2.581 × 104
次到 1.93 × 104 次。出现了两种断裂结果：第一种
为肘板内侧的裂纹贯穿，第二种为圆弧肘板侧面的反
向裂纹扩展。

断裂为四个阶段：蒙皮层泛白，纤维分层疲劳损
伤萌生；损伤层向周边扩展；外层纤维裂纹萌生，发
生纤维断裂损伤；最后为表面纤维破坏，试件完全断
裂。其刚度退化可分为缓慢退化和剧烈退化两个阶
段，缓慢退化为近似线性过程，急速下降为非线性随
机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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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破坏的发生，可以从纤维层入手，在肘板

内部加入高韧性的连接件；而L型悬臂可以使用抗拉
伸的复合材料，抵抗中心裂纹扩展导致的强度退化。

4结构疲劳简介
结构疲劳是指在交变载荷作用下结构中裂纹的

形成过程。疲劳和断裂往往结合在一起，不能截然分
开，断裂主要指裂纹的扩散过程。疲劳研究包括疲劳
分析和疲劳试验两个方面，主要内容是：交变载荷作
用下结构中裂纹形成、扩展的规律，带裂纹结构的残
余强度，估计结构寿命和设计延长寿命的方法。

结构疲劳损伤，是指由于重复荷载作用而引起的
结构材料性能衰减的过程，也就是上文材料疲劳中提
到的疲劳裂纹的发生、发展、形成宏观裂纹、发生破
坏的全过程。疲劳损伤与普通损伤的最大区别在于：
随着荷载循环次数的增加，疲劳中的损伤存在一个累
积的过程。

4.1桥式起重机疲劳裂纹
桥式起重机中金属结构是桥基的重要部分，破坏

来自于反复起吊受载后的疲劳破坏。存在三种裂纹受
载断裂形式 [4]：

桥式起重机主梁上最容易产生疲劳破坏的位置
均为焊接处，如跨中下盖板受拉位置，还有腹板与横
隔梁板之间的焊接处。在其裂纹附近，应力大小与其
同裂纹的距离负相关，且尖端处会发生应力集中。在
初期裂纹扩展较缓慢，超过裂纹临界尺寸或者临界应
力后，裂纹扩展将突然加速，是发生事故的主要阶段。
在桥式起重机日产检修和维护时应处理裂纹尖端发
生的应力集中，可阻止其进一步破坏。

4.2飞机结构的疲劳破坏
飞机工作过程中，不断重复进行起飞，飞行，降

落的过程，飞机结构将承受反复作用的周期性载荷，
疲劳载荷主要有：

1. 机体在飞行过程中的气动交变载荷。
2. 飞机机翼在不稳定气流中飞行受到的突变载
荷。

3. 起飞架和降落架承受的起飞降落的地空循环载
荷。

空难事故表明，飞机结构最容易发生疲劳破坏的部位
多为机翼，机身。

起落架事故是频繁发生的。影响起落架疲劳寿命
的主要因素，为焊接缝的位置和受焊接表面的粗糙
度。局部高应力是引发起落架破坏的主要原因。

机身结构主要为梁，蒙皮和加强筋。机身上存在
的 R角、铆钉使机身存在结构不连续的情况。事故
发现，机身主梁第一螺栓孔边的应力集中以及孔壁表
面的加工粗糙多为疲劳损伤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
较大的压铆钉力可以提高结构的疲劳寿命 [5]。

发动机破坏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涡轮盘和固定叶
片的传递功率过程中的疲劳破坏。情况复杂，主要包
括低循环疲劳、震动疲劳、接触疲劳、蠕变疲劳。低
循环疲劳为主要的疲劳模式，在长期承受振动载荷和
离心载荷的过程中会发生共振疲劳破坏，如气流引起
的激振力的激振频率与叶片的固有频率相同时，便会
发生震颤破坏。

疲劳安全寿命检查是保证结构安全的主要手段。
以飞机结构无裂纹寿命为设计目标，出现可检测裂纹
时，可认为飞机安全寿命结束。耐久性和损伤容限设
计也是弥补安全寿命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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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运动随机力的研究
及统计随机数假设检验

杨帆程煜陈震徐馨予刘子枫宋昊天

摘要
本文着眼于朗之万对布朗运动的描述,对于布朗运动随机力的性质进行了探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了利用布朗运动数值模拟来进行随机数假设检验的方法。本文利用 Python对花粉颗粒在随机力作用
下的运动进行了模拟，得到的花粉颗粒运动的 𝑥 符合经典理论。但改变满足高斯白噪声过程的随机
力分布的方差，发现体系的温度与随机力方差成线形关系，从而提出了温度影响花粉颗粒扩散速度的
具体微观机制。同时将该模型运用于统计学假设检验中，结果显示它较好的识别出了存在系统偏差的
随机数。
关键词：布朗运动随机力温度朗之万方程随机数检验

1引言
布朗运动理论诞生百年来，其发展已经渗透到细

胞生物、经济期权等诸多领域。其自身理论时至今日
也不断在发展和完善，比如分数布朗运动和反常输运
理论 [2],相对论条件下的布朗运动 [3].由此发展起
来的一整套较成熟的数学理论也足可以精确描述相
应的物理过程，比如与朗之万方程解有关的维纳积
分。然而对布朗运动的微观机理却缺乏一个直观，简
单的描述。

因此，本文由郎之万方程受到启发，不失一般性
地对随机力做高斯过程假定 [1, 2]，用「抽样检测」的
思想，避开对随机力方程的求解，不仅计算机仿真再
现了「皮兰实验」，而且还得到真实实验所无法得到
的微观机理，即温度—随机力分布方差相关关系。这
对于初学者初步理解布朗运动，及以后深刻理解相关
理论无疑大有裨益。

除此之外，将布朗运动的随机力以一组随机数序
列代替，可以明显检测出该序列的「定向漂移」的系统
偏差，而这对于确认比如一个物理实验中误差的来源
无疑具有实际意义，只有系统误差才有「定向漂移」，
所以借助此方法分析数据能让我们排除偶然误差精
确迅速找到系统误差。此方法的时间及空间复杂度有
待进一步探究 [5]，但由于其基于布朗运动，具有鲜
明的物理意义，使得许多布朗运动的理论能够为之所
用，与其他产生检验随机数的方法相比无疑具有发展
潜力，利用布朗运动理论进行「随机领域」的探究可
行性也已无疑 ( [1, 6]),这里我们又找到一个新方向。

2理论模型
本文首先重点给出了布朗运动所受随机力之所

以满足高斯白噪声过程的浅显的推导。然后提出本文
想要研究的问题——即温度如何影响颗粒扩散速度，
并给出了理论分析过程与猜想，同时详细解释了如何
利用 Python进行布朗运动的数值模拟。

2.1随机力满足高斯白噪声过程的解释
布朗运动的朗之万方程如式 (6.1)，其中随机力

是一个随机过程变量，其是否具有一定的分布以及具
有怎样的分布是问题的关键。

𝑚d 𝑥
d𝑡 = −𝛼d𝑥d𝑡 + 𝑓 (𝑡) (6.1)

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经典布朗运动理论中随机力应
当是一个高斯白噪声（GaussWhite Noise）,在此我
们提出自己的直观解释。

按照统计物理学的观点，布朗运动体系是一个温
度为 𝑇 的正则系综，那么其每一个微观态都应该具
有 𝑓 ∝ 𝑒 ( , ) 的分布密度，而花粉颗粒所受到的
随机力从物理本质上是由于颗粒周围的水分子密度
分布不均匀导致的，每一个微观态（即水分子分布位
置和运动速度的一个状态）都对应着一个布朗运动所
受的随机力。既然这些微观态是有分布的，那么布朗
运动的随机力就是有分布的。

那么它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分布呢？在此我
们给出一种推导。设其各个方向上分量的分布为
(𝑓 ( ), 𝑓 ( ), 𝑓 ( ))，我们认为随机力在三个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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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布是独立无关的。那么应该满足 (6.2)式关系：

𝑓( , , ) = 𝑓( )𝑓( )𝑓( ). (6.2)

同时随机力分布也应该是各向同性的，其力矢空间中
的概率分布密度应该只与其大小有关，故有 (6.3)式
成立：

𝑓( , , ) = 𝑔( ). (6.3)
在满足上式的基础上有 (6.4)式成立：

𝑓( )𝑓( )𝑓( ) = 𝑔( ) (6.4)

显然，能够满足这一形式的函数只有高斯分布函数，
即有

𝑓( ) ∼ 𝑒 (6.5)
故随机力在通常情况下满足高斯型分布。实际上，类
似的量还有气体分子速度分布，麦克斯韦在证明速度
分布时所用的假设和推导是类似的。

2.2温度影响颗粒扩散问题的提出
朗之万的理论模型主体如下所示。

𝑚d 𝑥
d𝑡 = −𝛼d𝑥d𝑡 + 𝑓 (𝑡)

1
2
d
d𝑡 (𝑚𝑥 ) − 𝑚�̇� = −𝛼2

d
d𝑡 𝑥 + 𝑥𝑓 (𝑡)

d
d𝑡 𝑥 + 𝛼

𝑚
d
d𝑡 𝑥 − 2𝑘𝑇

𝑚 = 0

𝑥 = 2𝑘𝑇
𝑡

在这个过程中最初的运动方程 (6.1) 式中不含
温度一项，那么温度又如何表现出作用呢？这个问题
很好回答，因为在朗之万的理论中还运用到了 (6.6)
式作为已知条件：

1
2𝑚�̇� = 1

2𝑘𝑇 (6.6)

正是由这个式子，引入了最终结果里的温度 𝑇。
如此便可很容易想到，温度的升高使得花粉颗粒速度
方均值增大，也就是说颗粒运动更加剧烈，扩散自然
会变快。但问题在于：随机力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花粉颗粒的运动状态完全是由于液体分子撞击
引起的，那么公式中颗粒速度的平方平均值恒定这一
特性也应该是由水分子的作用导致的 (1)。同时，如
果我们仿照朗之万的数学推导想要得到颗粒的运动
规律：

�̈� = − 𝛼
𝑚�̇� + 𝑓 (6.7)

�̇� �̈� = − 𝛼
𝑚�̇� + 𝑓�̇� (6.8)

d �̇�
2d𝑡 = −2𝛼𝑚 �̇� (6.9)

最后结果只能得到

�̇� = 0 (6.10)

这显然是错误的，因此由朗之万所列出的单粒子运动
公式的平均不能帮助我们得到 �̇� 的有关信息，颗粒
的 �̇� = 项不能够通过简单的理论计算求解出来，
𝑓与 �̇�并不是完全无关的。我们必须要通过计算机模
拟布朗运动进行大量计算找到规律。

3利用 Python进行花粉颗粒
的数值模拟

3.1基本编程思想
花粉颗粒的运动过程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可创

建三个数组，数组大小代表花粉颗粒数，其内部元素
分别为颗粒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三个数组内同一
下标的三个元素共同描述一个花粉颗粒。对应每个时
刻的加速度为合力除以质量，每个时刻的速度为上一
时刻的速度加上一个时刻的加速度乘 𝛿(𝑡)，每个时
刻的位移为上一时刻的位移加上一个时刻的速度乘
𝛿(𝑡)。对每一个 𝛿(𝑡) 时间段计算一次上述过程，对
𝑛 个粒子循环 𝑇 次后可得到 𝑇 时间所有花粉颗粒扩
散过程的信息。

3.2参数设定
根据皮兰所做的布朗运动实验数据，我们给出以

下模型基本参数：
表 6.1: 模拟参数设定

基本参数 设定值 单位
颗粒密度 1.19 × 103 kg/m3

颗粒半径 3.67 × 10 6 m
粘滞系数 1.14 × 10 3 Pa s
颗粒质量 2.464 × 10 13 kg

𝛿𝑡 1 × 106 s

上文已陈述布朗运动随机力遵循高斯分布。对于
初始的检验及原理探析，可设置其均值，为使得随机
力方均根值大于摩擦阻力，即使得总体过程中随机力
占主导，通过估算先行设置方差。

(1)当然，这仅仅只是初步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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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参数设置完毕后，给定三个数组初值便可开

始运行模拟。我们设定粒子从同一原点开始扩散，初
始加速度为 0。注意此时粒子群速度应与温度有关，满
足麦克斯韦分布与方程，设定粒子群初速度为高斯分
布的随机数组。设定完毕后，运行程序便得到扩散过
程模拟结果。

3.3结果分析与讨论
根据二中的数值模拟方法进行计算机模拟，并对

结果进行详细的分析。同时提出了利用布朗运动进行
随机数系统偏差检验的方法。

3.4模型的稳定性和参数选取的合理性
10000个粒子的选取是否是足够的？实际上我们

将不同粒子数选取时的模拟结果对比，发现在粒子数
选取达到 10000时，颗粒扩散速度以及不再变化，即
结果是比较稳定的。这里的模拟结果表现为 𝑥 −𝑡图
和 𝑣 − 𝑡图。

观察发现，随着颗粒数设定的增多，其扩散图线
趋于稳定，很好的符合了朗之万对于布朗运动的描述
结论；其扩散速度——即直线斜率——越来越稳定在
一个值。可以预见，即使在再增加颗粒数设定，也不
会使模拟结果稳定性发生变化。

图 6.1: 模拟结果稳定性随颗粒数增多而趋稳

3.5随机力方差与温度等因素的关系
为了近一步研究温度与随机力方差的关系，我们

根据 𝑚 ̇𝑥 = 𝑘𝑇将温度与随机力方差关系拟合出
来。发现其完美的符合线性关系（见图 6.2）。不同

颗粒数设定、不同时间长短设定、不同颗粒质量设定
下，其线性关系和比例系数不改变。

图 6.2: 温度与随机力方差的关系
我们继续研究在随机力方差给定的情况下，温度

与阻力系数 𝛼的制约关系。可以看到，二者有反比关
系。在这里我们绝不是说温度和阻力系数之间有着反
比关系，而是我们的程序只能控制随机力方差和阻力
系数的大小；即，要保持随机力方差大小一定，温度
和阻力系数应该满足怎样的关系。

图 6.3: 随机力方差一定时温度与 𝛼的制约关系
如图 6.3所示，上图为温度与阻力系数 𝛼相关关

系，从图中不容易看出具体关系来，我们做出温度 𝑇
与 1/𝛼的关系图线（下图）。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随机
力方差一定时，阻力系数 𝛼与温度成反比。由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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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得到了两个结论：即单纯考虑朗之万模型本身，
在阻力系数 𝛼一定时，随机力方差与温度成正比，在
随机力方差一定时，阻力系数 α与温度成反比。

我们可以自然的得出 (6.11)式的结论：

𝜎 ∼ 𝛼𝑇 (6.11)

随机力方差与温度和阻力系数成正比。在涨落耗散定
理中有着该结论的描述。

⟨(𝑡) 𝑓 (𝑡 )⟩ = 2𝛼𝑘𝑇𝛿(𝑡 − 𝑡 ) (6.12)

该式同时说明了随机力的方差关系和随机力的前后
时刻无关性。

3.6朗之万方程的回顾与解释
对这个推导过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进

行推导的已知条件不只是基于牛顿第二定律的粒子
运动方程，还有能量均分定理给出的式 (6.6)；该条
件是独立于式 (6.5)，最终结果式中出现的 𝑘𝑇 项也
是来源于这个条件。

用图解形式展示如上图。随机力在推导过程中虽
然是被消掉的存在，但是其强度大小（方差）直接影
响了颗粒的平均速度方均值，因而最终影响力颗粒扩
散。

3.7将该模型运用于随机数假设检验
生活中，我们总是期望某一系列数据理论上应该

服从左右对称的概率分布，也就是期望等于 0。如一
堆同一型号产品某一参数的数据，减去产品加工时
该参数理论上的期望值，应该服从左右对称的概率分
布；但如果分布不是左右对称的，那么说明加工设备
可能出现问题。或者，实验上测量同一个物理量多次
的数据减去他们理论上的数值，应该服从左右对称的
分布；但如果不是的话，说明实验存在系统误差。

图 6.4展示的是两个正态分布的样本数据，标准
差都是 1 × 10 9；左图的总体期望设定为 1 × 10 12，
右图总体期望则设定为 0。显然从肉眼上我们无法
看出区别。对两样本求期望也无法辨别，因为偏差
1 × 10 12在误差允许范围内。

图 6.4: 两个期望值不同的正态分布样本

若我们假设样本服从期望与方差为一定值的正
态分布。常规的假设检验方法为：

1. 根据实际问题，充分考虑并利用已知背景知识
提出原假设和备择假设；

2. 确定检验统计量 𝑍，在原假设为真时，导出 𝑍
的概率分布；

3. 确定拒绝域，并且确定拒绝域的形式，然后根
据给定水平 𝛼和 𝑍的分布，由概率确定拒绝域
的临界值，从而确定拒绝域；

4. 依据具体的抽样结果，求出检验统计量 𝑍的观
测值，根据得到的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与对原
假设做出拒绝或者接受的判断。
利用布朗运动模拟算法，我们可以利用布朗运动

来检测数据样本其是否有普遍的偏移。将为期望为 0
的总体中抽取 1000×10000个样本作为 10000个颗
粒在 1000个 d𝑡 内受到的随机力，模拟布朗运动后
得到 𝑥 − 𝑡 关系图。可以看到这是符合布朗运动的
理论，𝑥 −𝑡为线形关系；同理将期望为 1 × 10 9的
总体中抽取 1000 × 10000个随机数，进行同样的操
作得到右图，由于随机力「不再随机」了，而是整体
多了一个向右的趋势，故不再符合理论，成为了一条
曲线。通过这样的原理，我们可以检测随机数是否有
整体的偏差。

图 6.5: 随机数（随机力）有无系统整体偏差时的对
比（𝑥 − 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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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随机数的偏移非常小时，不能通过肉眼来看

𝑥 − 𝑡 是否线形关系，我们需要对所谓的线性关系
进行量化。很容易想到评判两组数据线性相关关系的
量是相关系数。多次模拟结果表明，模拟结果得到的

𝑥 −𝑡数组的相关系数是是稳定的，易于区分的（即总
体有无偏差对相关系数影响较大）。运动时间为 1000
个单位时间时，结果见表 6.2。

表 6.2: 不同总体期望值的样本对布朗运动的作用下 𝑥 − 𝑡线形相关系数

总体期望 2 × 10 10 1 × 10 10 5 × 10 11 2 × 10 11 1 × 10 11 0

相关系数 1 0.997609 0.999779 0.99982 0.999947 0.999953 0.999852
相关系数 2 0.996264 0.999778 0.99975 0.999885 0.999928 0.999951
相关系数 3 0.997015 0.999438 0.999724 0.999927 0.999971 0.999952

此外当运动时间增大时，有助于检测灵敏度的提
高，因为 𝑥 − 𝑡曲线偏离直线更大。表 6.3显示运动
时间为 10000个单位时间，与表 6.2对比可以看出相
同总体期望时候，线性相关关系与 1差别更加显著。

表 6.3: 运动时间为 10000单位时间时线性相关关系

总体期望 5 × 10 11 1 × 10 11

相关系数 1 0.999080 0.99972
相关系数 2 0.997883 0.999655
相关系数 3 0.998048 0.999859

4总结
本文基于最基础的布朗运动模型，利用数值模拟

的手段研究探讨了围观颗粒运动随机力在布朗运动
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这样的随机力导致了颗粒
扩散，同时温度这一宏观变量也是通过影响随机力这
一微观参量来决定颗粒扩散速度和性质的。通过将这
一模型运用于大数据检验，我们发掘出一定的应用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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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ies

李鑫

摘要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lean technologies of electricity generation
to meet the demand of reducing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storage will play a more and more
vital role in electricity networks. Moreover, the daily and seasonal variations in electricity con-
sumption which can be hardly predicted also raises great challenges on energy storage technolo-
gies. This paper presents a widespread description of energy storage systems by classifying them
into ive categories. The technical feature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of various types of energy
storage systems are discussed. In the end, a comparison and clear analysis among these technolo-
gies is provided.

1 Introduction

The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has grown
rapidly over the last few decades for which the
booming population and living habits should be
accountable. According to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2017), the gross amount of elec-
tricity generation in 2017 reached approximately
25500 TW h, of which natural fuels contribute
around 65% of global electricity generation. It is
predicted that world energy demandwill be more
than double in 2050 and more triple in the end of
21st century.(Luo, Wang, Dooner, & Clarke, 2015).
However, the ever increasing demand of electric-
ity generation can not only display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y but also raise great
challenges to the human beings.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problems which is caused by excessively
relying on the fossil fuels is tha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ave always been stably high leading to
the global warming, pollution, acid rain and some
other negative environmental effects. Therefore
preventive steps must be taken in order to reduce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mprove the envi-
ronment and to make sure we human beings can
always enjoy the convenience brought by the en-
ergy. We are working on it. Compared to the data
in 2012, the contribution of renewable fuels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in 2017 has increased about
5%. However, most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are intermittent such as solar andwindwhich can
cause unstable voltage. Scientists have devoted
themselves in inding viable solutions. Energy
storage system (ESS) is one of the most promi-
nent and promising technologies to balance the
variations in both load and generation.According
to Luo et al. (2015), “ESS technology refers to
the process of converting energy from one form
(mainly electrical energy) to a storable form and
reserving it in various mediums; then the stored
energy can be converted back into electrical en-
ergy when needed.” ESS technology can have vi-
able valuable functions due to its different work
mechanism and each speci ic way has its own fea-
tures displaying different emphasis. Some of the
shared functions are:

(1) “Meeting demand and reliability in grid’s
peak hours”(Zakeri & Syri, 2015).

(2) “Enhancing the reliability of renewable en-
ergy sources relieving the luctuation of volt-
age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lectric-
ity”(Palizban & Kauhaniemi, 2016).

(3)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ransmitting the
electricity to remote areas.

This paper gives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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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ESS. It aims to pro-
vide an updated picture of the state-of-the-art ESS
technologies including its technical features and
current development.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ologies, a clear and useful
analysis is given in order to help apply the tech-
nology for a speci ic application easily.

2 The global development
status of energy storage

system

According to DOE Global Energy Storage
Database(2016), the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global energy storage was about 167.24GW, ac-
counting for 2.9% of the worldwide installed
power. Pumped Hydroelectric storage and com-
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are the two fastest de-
veloping technologies in mechanical energy stor-
age. Pumped Hydroelectric storage contributes
about 96% of the global total energy storage ca-
pacity. 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rank
the top three in utilizing this technology. It was

predicted by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2016)
that by 2050, the installed capacity of global en-
ergy storage will reach more than 800GW and the
proportion of total installed power will increase
to 10%-15%. Therefore, there are great market
demanding in energy storage technology and the
more favorable policy will stimulate the develop-
ment of it.

3 Classi ication
ESS can be used inmultiple situations accord-

ing to its different features. Some of them can
be only selected in a speci ic situation and some
of them may have a wider frame in application.
There are several approaches to categorise ESS in
different terms such as durability, ef iciency, func-
tions. Among them,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and
approved method is based on the form of energy
stored in the system. As shown below in Figure
7.1 arranged by Palizban and Kauhaniemi (2016),
ESS can be classi ied into chemical, thermal, elec-
trical, electrochemical, mechanical, electrical en-
ergy storage.

Figure 7.1: Classi ication of ESS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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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Mechanical energy storage

Guney & Tepe (2017) classi ied mechanical
energy storage by working principal as follows:
pressurized gas, forced springs, kinetic energy,
and potential energy. Examples of mechanical
based energy storage systems include: lywheels,
pumpedhydro energy storage, compressed air en-
ergy storage.It is the most widely used technol-
ogy with many incomparable advantages. How-
ever, mechanical energy storage needs speci ic ge-
ographic environment, which poses great limita-
tion of constructing it.

Flywheel Energy Storage (FES)
The concept of using lywheel to store en-

ergy came out as early as 100 years ago but due
to the technical limitation, there was no break-
through inworking out the system in a longperiod
of time. In 1960s, NASA John H. Glenn Research
Center started to apply the lywheels on the satel-
lite as accumulator. Luo, et al. (2015) proposed
that a modern FES system is composed of ive pri-
mary components: a lywheel, a groupof bearings,
a reversible electrical motor/generator, a power
electronic unit and a vacuum chamber. There are
two types of FES: low speed (under 10,000 rpm)
and high speed (above 10,000 rpm). Low-speed
systems are much more popular in industry (Fer-
reira, Garde, Fulli, Kling, & Lopes, 2013). It has
the advantage of low maintenance, long running
longevity up to 20 years and very short response
time. However, it is short in storage capacity and
can be quite expensive.

Pumped Hydroelectric Storage (PHS)
PHS is the maturest technology of ESS at

present with a long history which has large stor-
age capacity and contributes about 99% of world-
wide bulk storage capacity (International Elec-
trotechnical Commission, 2011). Zakeri and Syri
presented that PHS is the only commercially-
proven, large scale ESS which has the advantages
of low running costs with long running longevity.
It stores energy by moving water between two
reservoirs of different elevation. During off-peak
electricity demand hours, the redundant electric-
ity is absorbed to pump water into the higher

level reservoir; during peak hours, the water can
be released back into the lower level reservoir to
generate electricity. However, PHS suffers from
long construction time and high capital costs due
to its strict requirements of geographical condi-
tions(Luo, et al., 2015).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CAES)

Compressing air into reservoirs (natural cave,
abandonedmine and settlement of submarine gas
storage tank) to a pressure of around 70 bar is
used to store electrical energy in the technology
called compressed air energy storage (Palizban &
Kauhaniemi, 2016). It uses the off-peak electric-
ity to compress the air into sealed containers and
this air is released to drive the turbine to gener-
ate electricity during peak period. It has high ef-
iciency up to 75% and an expected life time of
20–40 years which is a suitable option for large-
scale storage applications. However, this technol-
ogy remains a primary level due to its great initial
capital costs and slow response time.

3.2 Chemical energy storage
Chemical energy storage mainly uses the

chemical compoundswhichhavehigh energyden-
sity to store the electricity. The energy can only
be seen when the chemical reaction happens and
the compounds will be changed into other sub-
stances after the reaction. Guney and Tepe (2017)
indicated that chemical energy storage mainly
concentrates on hydrogen and synthetic natural
gas which have great potential of storaging large
quantities of electricity. In energy storage ap-
plication, several chemical compounds are be-
ing considered valuable which include: hydrogen,
methane, hydrocarbons, methanol, butanol and
ethanol (Aneke, & Wang, 2016). Among them,
hydrogen energy storage is considered the most
promising technologywhich is the shortestway in
the conversion because of its clean emission and
high energy density.
Hydrogen storage (HS)

HS is oneof themost popular chemical energy
storage which is storable, transportable, highly
versatile, ef icient, and clean (Aneke, & Wang,
2016). When combustion reaction happen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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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emission of it is waterwhich is quite environ-
mental friendly. Meanwhile, hydrogen has quite
large chemical energy of about 142kJ/kg which is
higher than the most chemical fuels (Niaz , Man-
zoor, & Pandith, 2015). For energy storage ap-
plication, off-peak electricity is used to electrol-
ysewater to produce hydrogen andduring the dis-
charge period, the stored hydrogen can be burnt
directly or used in fuel cells (Aneke, & Wang,
2016).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mak-
ing this technology commercially-proven. One of
the most signi icant problems is that the overall
ef iciency of it is not ideal, which means substan-
tial energy losses in application. Aneke and Wang
(2016) conducted a study aiming to ind out the
ef iciency of HS. They found that electrolysis have
an ef iciency of 60%. After transporting and com-
pressing for storage, another 10% energy losses.
The conversion from hydrogen to electricity has
an ef iciency of about 50%. Therefore, the overall
ef iciency could only reach approximately 30%.

3.3 Electrical energy storage
It is a technology using electric ield andmag-

netic ield to store energy which mainly includes
capacitors and supercapacitors, and supercon-
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 And these three
types of method are discussed in the following.

Capacitor and supercapacitor
Zakeri and Syri (2015) indicated that capac-

itors are the most direct ways to store electric-
ity which can offer short response time with high
ef iciency.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apacitors
are the electrical conductors gathering electric
charges. Capacitors are appropriate for storing
small quantities of electrical energy and smooth-
ing a varying voltage due to their features (Luo,
et al., 2015). However, the low energy density
limits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t and leads the de-
velopment of supercapacitors with electrochem-
ical double layer capacitors (DLC) and pseudoca-
pacitors as themain con igurations (Zakeri & Syri,
2015). The challenges still exist. Short discharge
time and high self-discharge losses have lim-
ited them to applications with shorter timescales
(Akinyele, & Rayudu, 2014). Though the super-

capacitors have larger storage capacity compared
to the conventional ones, they are still lack in en-
ergy capacity compared to other ways of storag-
ing. Thus, the most suitable application for it is
stationary.

Supercon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

In superconducting magnetic energy storage
(SMES), the energy is stored in magnetic ield be-
tween superconducting coils offering electricity
storage in a pure electrical format (Ferreira, et
al., 2013; Zakeri & Syri, 2015). The voltage is
stored after being switched to direct current with
a very low temperature (approximately −270 ∘C)
in order to avoid resistance loss (Palizban &
Kauhaniemi, 2016). Aneke and Wang (2016) ex-
plained that SMES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namely
superconducting coil/magnet, power condition-
ing system and cryogenically cooled refrigera-
tion. SEMS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 iciency,
low maintenance, rapid response time for either
charge or discharge. They also have a very high
lifetime. The disadvantages are the costs (both
capital and operating) and the impacts on mag-
netic ield (Ferreira, et al., 2013).

3.4 Thermal energy storage (TES)
Palizban and Kauhaniemi (2016) presented

that the thermal storage method is based on con-
verting the energy to ice or hot water. It changes
the electricity to heat in either low or high tem-
perature compared to room temperature. When
needed, the energy can be converted back by heat
engines or be used directly. Molten salt storage
and concrete-based systems are appropriate to
high temperature TES while low temperature TES
are exploiting the low temperature in a range be-
low 200 ∘C for cooling loads during off-peak hours
(Kyriakopoulos, & Arabatzis, 2016). The method
can be classi ied into three main processes which
are sensible heat storage, latent heat storage and
thermalchemical heat storage (Aneke, & Wang,
2016). There are many other thermal methods,
such as geothermal energy systems, solar thermal
energy conversion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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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keeps the
energy in active materials. The energy can be
converted directly into electrical energy when
the chemical reaction happens (Palizban &
Kauhaniemi, 2016). Among the electrochemi-
cal storage, batteries are considered an advanced
technique for storing electrical energy in electro-
chemical form and they are more ef icient com-
pared to other ESS inmany terms (Kyriakopoulos,
& Arabatzis, 2016). Kyriakopoulos and Arabatzis
(2016) believed that the rechargeable lithium ion
batteries (LiBs) are the most successful electric-
ity storage devices among batteries devices and
we have made it applied for large-scale commer-
cial appli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ield of mobile
phones.
Lead acid batteries

Lead-acid is the oldest and most commonly
used rechargeable BES for a wide range of appli-
cation which is available in large quantities and in
a variety of sizes and designs due to its low costs,
reliability, maturity level in technology, extended
life span and fast response(Akinyele, & Rayudu,
2014; Aneke, & Wang, 2016).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limitations because of its relatively low
cycling times (about 2000 times) and poorly low-
temperature performance (Ferreira, et al., 2013;
Luo, et al., 2015). Meanwhile, the negative envi-
ronmental impacts have posed restric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it.
Lithium-ion batteries

This technology is less than 40 years old and
the irst commercially used application appeared
in the early 1990s. (Akinyele, & Rayudu, 2014;
Zakeri & Syri, 2015). It is mainly applied for
portable devices and small appliances and it is
also employed in grid-scale, stationary applica-
tions. It has the advantages of high ef iciency and
energy density, relatively lowweight and low self-
discharge rate. However, it is very expensive for
large-scale application. The major drawback of it
is that it has a narrow range of operating temper-
ature and the high temperature will in luence the
life cycle (Ferreira, et al., 2013). Therefore, pro-
tection circuit is needed which will increase the

capital costs.

Sodium-sulphur batteries (NAS)
In 1967, the American company Ford in-

vented the irst NAS which was aimed to produce
power to electric vehicles. It needs to operate at
high temperature(about 300 ∘C) tomake sure that
the sodium is kept in the form of liquid which
leads to high reactivity. (Luo, et al., 2015; Pal-
izban & Kauhaniemi, 2016). The NAS are one of
the most proven technologies for large- scale ap-
plication due to its capability of providing quick
and precise response and high energy density and
ef iciency (Aneke, & Wang, 2016). The total in-
stalled capacity of it reached 845.3MW in 2014.
One of the drawback is that high operating tem-
perature is needed, which will increase the costs
of implementation and will discharge it indirectly.
(Palizban & Kauhaniemi, 2016).

4 Comparison

Every technology has its own unique features
which can meet the demand of some speci ic ap-
plication. It is hard to ind the best technol-
ogy reaching the ideal condition in every aspects.
Comparing these technologies can help us iden-
tify the features of them to apply them for suit-
able areas. Some terms re lecting thequalities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technologies are chosen to
be compared in the Table1 (Akinyele, & Rayudu,
2014; Aneke, & Wang, 2016; Luo, et al., 2015)

From Table 7.1, we can ind out that the
present large-scale commercial application tech-
nologies such as PHS, CAES all have medium to
high ef iciency. Relatively low ef iciency will raise
the costs and waste the energy. BES includ-
ing Lead-acid, Li-ion with less cycling require-
ments which has the discharge time of seconds
to hours are used for bridging power applications
(Akinyele, & Rayudu, 2014). Mechanical energy
storage systems usually have high cycling times
(more than 10,000) and long life time and the
cycle times of electrical energy storage, such as
CS, SCES, SMES, are normally higher than 20,000
which can decrease the costs of maintenance and
repla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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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7.1: Comparison of properties of storage technologies

Technology Power rating
(MW)

Discharge time Suitable storage
duration

Cycling capacity Life time
(years)

Round trip
ef iciency (%)

PHS 100–5000 1–24h+ Hours–months 20,000–50,000 40–60 70-80
CAES 5–300 1–24h+ Hours–months 10,000–30,000 20–40 50-89
FES 0–0.25 Milliseconds-15min Seconds–minutes 20,000+ ~15 85-95
TES 0–60 1–24h+ Minutes–months 5–15 30-60
NAS 0.05–8 Seconds–hours Seconds–hours 2500 10–15 80-90
Lead–acid 0–20 Seconds–hours Minutes–days 500–1000 5–15 70-80
Li-ion 0–0.1 Minutes hours Minutes–days 1000–10,000+ 5–15 85-90
SMES 0.1–10 Milliseconds-8 sec Minutes–hours 100,000+ 20+ 95-98
SCES 0–0.3 Milliseconds-60 min Seconds–hours 100,000+ 20+ 90-95
CS 0–0.05 Milliseconds-60 min Seconds–hours 50,000+ ~5 70

5 Conclusion
This paper irst analyses the global cur-

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ESS and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various types of ESS technologies
by classifying them into iv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processes of converting. By comparing their
different features in the terms of cycling capac-
ity, round trip ef iciency and so on, it is clear to
igure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m. Therefore, this will help us to ind out the
most appropriate technology easily when we face
to a speci ic application. However, this paper does
not paymuch attention in work principle and sys-
tem con iguration when describing the technolo-
gies. Though the ESS is developing rapidly, the
challenges including high costs and low ef iciency
still exists which can be good research questions
for the futur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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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八月未央
暑期交流心得感悟
刘腾霄

撰写这篇心得感悟之前，又重新浏览了一遍手机
里拍摄的一整个月的回忆，坐在寝室的桌前，如同几
个月前仍是坐在这里的我，小心翼翼却也无比激动的
填写着阿尔伯塔大学暑期交流的报名表。七月流火，
八月未央；尝试着将这一暑假的收获穿成线，连成串，
用文字记录下几千公里外的那些故事。

刚到达加拿大时，目之所及都足以让我们感到新
鲜与好奇。刚下飞机，就品尝到了当地最受欢迎的国
民咖啡品牌TimHortons，旅途的劳顿都溶解在了一
杯咖啡中，开启了一个月的学习生活之旅。阿尔伯塔
大学为我们规划了为期五周的课程，包含微分方程、
几何分析、机器学习等一系列讲座，最终由我们分组
进行课题研讨与答辩。

在机器学习课程结束之后，我们有幸聆听了计算
机游戏界的大牛、阿尔伯塔大学教授 Jonathan Scha-
effer关于AI游戏设计的讲座，AI的前世今生。Scha-
effer 教授为我们详细介绍了 AI 是怎样一步一步地
学会越来越复杂的游戏，并如何战胜人类职业棋手。
他带领的团队开发了历史上第一个在棋盘类游戏中
战胜人类的程序 Chinook，并培养了许多活跃在 AI
研究领域的专家。

图 8.1: 谷歌团队 David Silver深度强化学习讲座
最令人震撼的一场讲座，是由谷歌DeepMind团

队核心人物David Silver讲述的。从 AlphaGo到 Al-
phaStar，从仅学习单一的围棋游戏，到通过相同的
训练算法自主学习、能够胜任各类游戏，David的团
队甚至让 AI精通星际争霸，并战胜了国际冠军选手，
远超人们的想象。

在阿尔伯塔大学的这一个月，日常的讲座让我们
受益匪浅；同时，我们拥有了许多与名师面对面的机
会，尤其是顶尖的、只可能出现在期刊新闻中的学术
大牛。在最后的小组课题研讨与展示的一星期中，我
们真正地深入阿尔伯塔大学的学习环境中，真正地

享受学习的过程。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阅览室，书籍
陈列的颜色与霍格沃茨四所学院相互对应，安静而神
秘。图书馆里不仅提供了充足的个人学习座位，还有
小组学习室供我们探讨。

图 8.2: 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哈利波特阅览室

图 8.3: 生活照片与合影
除此之外，不得不提的就是我们的住宿起居，和

朋友们一起做饭一起生活。我们三五成群组成了做饭
小组，每天下午下课后，便去旁边的超市购买食材，
盘算着晚上的食谱。每晚对着手机上的菜谱教程，拙
劣的刀工、总是掌控不好的火候、散不掉的油烟以及
时不时就报警的烟雾警示器，伴随着欢声笑语，我们
竟也成功存活了一个月。挑战了第一次炒菜、第一次
煮粥、第一次给牛排按摩，每天晚上和朋友聚在一起
聊天、做课题、熬夜赶报告，再累再困，我们在一起，
就是向往的生活。有趣的灵魂相遇，身边一起奋斗的
小伙伴，带我们转校园的越南小哥，商场热情温暖的
华裔小姐姐，都是这一个月内闪闪发光的回忆。

夜晚埃德蒙顿的天空是粉色的，十点仍能看到天
边的残阳。离开的那天是凌晨四点，我们头一回见到
黑色静谧中的城市，黑夜中，谁也看不到谁的表情，大
家都望着窗外，聊着第一次见到这座城市时的样子。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计算机试验 7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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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生人的数学之旅
2019年夏赴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交流感悟

高旭帆

1简介
1.1地理概况

(a)夜幕降临

(b)北萨斯喀彻温河

(c)鸭子湖公园

(d)「体验埃德蒙顿」美食音乐节

图 9.1: 城市风景

埃德蒙顿是加拿大纬度最高的大城市，这里夏季
气候凉爽，风景优美，北萨斯喀彻温河穿城而过，两
岸绿草丛生。这里融合了全世界各大洲的文化，也孕
育着世界百强名校——阿尔伯塔大学。今年暑假，我
们化生试验班的五名同学有幸受邀来这里学习。

1.2校园感受
由于我们来访时正值暑假，学校里没有特别多的

本校学生，但仅凭学校的设施，还是可以一窥这里的
大学生活。

阿尔伯塔大学的图书馆是全加第二大科研类图
书馆，典籍浩如烟海（其中包括不少中文书籍），自
习条件优越，古朴的外观和现代化的内部设施完美结
合。馆内陈列着满足全校需求的座位、很舒适的椅子、
数量庞大的公用计算机、供不同专业使用的讨论室，
甚至还有跑步机、3D打印机等供师生使用。这着实
让我们开了眼界。

(a)图书馆 (b)自习空间

(c)公共计算机 (d) 3D打印机

图 9.2: 图书馆

学联楼里售餐窗口并不多，这是因为学生和老师
习惯于自带便当，而学校只是提供微波炉。因为北美
学校午休时间比较短，当地人午餐吃得不多，以防止
下午工作时犯困。楼内有许多沙发、座椅，供同学们
吃饭、工作、讨论问题和休息。除此之外，我们发现
他们宿舍楼内的餐厅还是比较多的。

(a)沙发区 (b)宿舍楼内

图 9.3: 用餐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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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体育中心颇具特色，他们的体育队已是学校

的文化标志之一。根据校园大使的介绍，这里的室内
体育场功能多样，泳池和健身房也很受欢迎。有趣的
是，期中期末考试时常在体育馆内举行。

2学习生活
2.1项目讲座

本次交流项目的课程以讲座形式进行。主管老师
之一Michael Li教授的第一讲是「解的稳定性」，这
是对我们学过的高等数学知识的一个很好的拓展，也
是后续课程的基础；Han教授把小波分析讲得非常清
晰，这像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大门；讲座涉及
了纯理论数学、几何研究与代数的关系、统计与商业
的光明前景；教授们还介绍了各种数学模型和证明，
不过真正去进行建模还是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讲座
也提到了化学和生物的知识：我终于从数学的角度了
解了「化学动力学」中「动力学」的含义，还了解了
复杂化学反应动力学模型的求解。

这些讲座描述了数学在各种学科中的应用，让我
们惊叹数学的重要性：无论什么专业都离不开数学，
无论什么专业的学生都不能停止数学的学习。但总的
来说，这些数学知识对我们非数学专业的一年级学生
来说难度较大，不过我们一直都在尽力听讲，从不会
缺课。

(a)平衡与稳定性

(b)浅尝动力学

图 9.4: 讲座剪影

教授们在课前就把 slides或者 notes发给学生，

学生可以在文档旁边直接做笔记；如果结合平板电
脑，手写笔记将更加灵活高效。国内的课堂大多做不
到这一点，但已经有使用平板的趋势。我们要跟上时
代的步伐，用科技助力我们的学习。

2.2思想拓展
主管老师讲到，也许这些知识我们很快就会忘

记，但他希望我们至少要学会一些能力。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谷歌搜索，相比于国内的搜索

引擎，谷歌的学术功能相当强大，几乎可以满足教授
们的日常需要；同时，国外的维基百科也要比百度等
百科更完善。他告诫我们，要时刻记得应充分利用这
样的优质资源。

第二，还要培养自己找资料的能力，做到「十分
钟之内能搞懂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概念」。这就要求
我们一方面了解所能获取的资源，同时要掌握检索的
技巧。

第三点就是多做 project，学会讲好 presenta-
tion。他表示我们的汇报相较往年已经有了进步，但
仍需向从小训练的外国同学学习。

另一位主管老师也强调了open-minded的重要
性。当今是学科交叉的时代，我们绝对不能钻进自己
的专业不出来，否则我们的用武之地将很受限制。这
也是我们化生试验班学生参加数学试验班交流项目
的原因——不仅仅是有利于日后参加各种竞赛，更是
因为生命科学的研究也需要大量的建模和数学知识。

学校还特意为我们举办了关于北美研究生申请
的讲座，这着实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在国内要依赖
留学中介，花费大量财力，而我们在这里可谓是获得
了第一手权威资料，对未来规划的蓝图也是越来越清
晰。GPA和英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我们更需要拓
展的方面是「体现创新能力的研究性工作」，并且能
诚实地陈述出来。还有两年多的时间，我们更要加倍
努力。

除此之外，学校还邀请了 AI computer game方
面的著名教授做讲座。他告诉我们：不用害怕 AI毁
灭人类，而是要期望它造福人类；AI只是发挥了计
算能力的优势，人类距离真正理解人脑的智能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也要敬畏科学技术及其迅猛的
发展速度。

2.3结题报告
我们最终选择了 optimal transport方法在DFT

理论中的应用作为题目。一方面是因为兴趣和能力的
考虑，但更是因为该理论在未来对物理和化学的学习
都非常重要。该理论是近几十年来物理学界的开创性
成果，而所用研究方法则源于数学和经济学，项目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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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自然也非常大。最终我们在教授还有学长学姐的帮
助下，经过几天的讨论，顺利完成了这一问题的展示。
在此期间，我们小组的成员在数学专业英语、演讲时
间控制、body language及小组合作上都得到了锻炼，
也得到了教授们的鼓励。

(a)记笔记时，用键盘敲公式
很不方便

(b)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图 9.5: 思想拓展

3生活体验
3.1社会实践

本次考察我们还肩负着社会实践的任务：调查猛
龙队夺冠对加拿大社会的影响。我们在商场随机调查
路人，在体育用品店观察，与餐馆的服务员交谈，收集
结果并分析得出结论。这次实践的主题很新颖，虽然
调查不够深入，但我们尽己所能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与外国人的交谈也是对英语口语的锻炼。

3.2食物&出行
我们每个人都要学的一个重要的技能就是做饭。

学校专门挑选了有厨房的宿舍，老师们还推荐了许多
当地美食。我们刚开始不适应，做的都是中式炒菜，
后来才开始慢慢尝试便当、三明治等。除了牛奶，这
里要推荐一下埃德蒙顿的牛排，原料易得，处理简单，

风格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制作过程中最关键的是
火候，老师建议我们先尝试medium rare（大约五成
熟），即牛排内部还是浅红色时出锅。随着餐桌上干
涩的牛肉块慢慢进化成鲜嫩多汁的牛排，我们的喜悦
之情也是难以言表。做饭成本会很低，不过为了一探
正宗的加拿大美味，我们也走遍了大街小巷的餐馆，
尽情地大快朵颐。

(a)自己做的牛排 (b)餐馆做的牛排套餐

图 9.6: 牛排对比

在周末的自由时间，我们去了市内的议会大楼、
博物馆、美术馆、唐人街等，还观看了业余冰球比赛。
我们还要感谢老师们为我们组织了两次野餐，这让我
们切实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广阔的草坪上不时传
来阵阵笑声，大家都玩的很开心。

(a)野餐食物 (b)野餐合影

图 9.7: 野餐

4总结
阿尔伯塔大学的中国教授们是希望能帮助更多

的中国学生来到国外接受更好的教育。我们要真诚地
感谢主管老师、志愿者们的热情接待和教授们的倾情
开讲，这一切就像阿尔伯塔的阳光，让我们感到暖意
涌上心头！

这次出行，让我意识到英语和数学等各方面能力
的短板，但也坚定了我出国留学的决心。我们一定不
负本校和国外老师的期望，艰苦奋斗，取得优异的成
绩，为国家科技进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作者信息

作者为西安交通大学化生试验 8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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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已成往事
2019年冬心理结课论文

祝启灏

摘要
数十年前，发展心理学家亨利·哈洛用恒河猴对母爱的依赖性试验震撼了世人，他第一次彻底阐释了
喂养以及接触安抚对幼体母爱依赖性的影响差异，明确指出爱和情感也是一种强烈的基本内在需要，
甚至比生理本能需要更加强烈。即使承受着巨大的伦理舆论压力，这项划时代的研究仍然影响了后世，
逐渐改变了人类对孩童的抚养教育行为，使爱与接触成为了教育的圣经。本文将详细阐述笔者对恒河
猴实验的相关看法、质疑与点评，以及在当代背景下「爱」对于人类心理发展的重要性讨论。

1实验引入和介绍

1.1背景介绍
爱是人类历史上永恒的聚焦，它是人类内心最本

真而质朴的表达。发展心理学家亨利·哈洛始终认为
婴儿与母亲（或者早期看护者）之间的亲密接触和依
恋经历是其在之后生活中爱的能力及与他人亲近能
力的重要基石。20 世纪 50 年代，在弗洛伊德主义
者和行为主义者坚定不移地认为爱是本能或生存的
附属品时，亨利·哈洛却发现，与饥饿和干渴一样，爱
和情感也是一种强烈的基本内在需要，甚至比前者更
加强烈而炽热。

1.2实验方法
代理母猴实验

亨利·哈洛选取了在生理学角度与人类非常接近
的恒河猴作为实验对象。在精心的人工抚养之外，他
制作了各种类型的代理母猴作为幼猴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陪伴者。其中，第一只母猴用光滑的木头做身子，
还包裹上了温暖的海绵和毛织物；胸前安装了一个奶
瓶，身体内还有一只温暖的灯泡，这无疑为幼猴提供
了舒适温馨的生长环境。第二只代理母猴外形与绒布
母猴基本相同，仍有能喂奶的「乳房」，也能提供热
量，只不过它由铁丝制成，在「接触安抚」的能力方
面远远不及绒布母猴。八只幼猴随机分成两组，分别
由绒布与铁丝母猴供奶喂养。

恐惧实验

亨利·哈洛在笼子里放入各种各样能引发恐惧的
物品，如上紧发条的玩具打鼓熊。观察并记录这些情
况下幼猴的反应。

旷场实验

哈洛把幼猴放进一个不熟悉的小房间里，里面放
着各种各样猴子感兴趣的物品或玩具。哈洛分别设置
了仅出现绒布母猴；仅出现铁丝母猴；两者都不出现
的情况。以此来探索幼猴在母猴在场或不在场的情况
下，适应和探索陌生环境的倾向性。

1.3实验结果
与当时流行的主流观点恰恰相反，母猴是否满足

幼猴的饥饿、干渴等生理需求并不是幼猴依恋母猴的
主要因素，而接触安抚则在幼猴产生依恋的过程中至
关重要。无论哪只母猴提供奶，所有的幼猴几乎整天
与绒布母猴待在一起。即使是由铁丝母猴喂养的幼
猴，只有在为了吃奶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离开绒布母
猴。同样，在遇到恐惧时，所有幼猴都会到绒布包裹
的代理母猴那里寻求安全感。在陌生环境的旷场实验
中，幼猴明显会在绒布母猴与各种物品之间往返，将
母猴看做安全之源。

2对实验的评价与质疑
2.1个人评价

在众多改变时代的心理学实验中，哈洛的母爱实
验无疑是最震惊笔者的一项。他使骄傲的科学主义者
彻底洗刷了对爱的刻板印象。他指出成功养育的关键
是接触安抚，而绝不仅仅是妇女的哺乳能力。甚至总
在孩童养育方面游离的男性，都可以在养育婴儿方面
产生相同重要且深远的影响。

2.2存疑与改进建议
对于人类而言，人类婴儿对母体产生依恋的进度

和过程远远比恒河猴更加缓慢和复杂。在时间跨度并

31



J Z
不一致的情况下，能否通过恒河猴间近几个月便产生
的依恋关系引申应用致更为复杂的人类群体？在实验
时间并不充裕、实验对象接近程度并不完全吻合的情
况下，恒河猴实验对象的选取显得较为特殊。

笔者认为，哈利在实验中需要用更严格的标准来
「制作」绒布母猴与铁丝母猴。笔者认为，仅仅做到
外形相同是不够的。试想：绒布母猴由绒布包裹，颜
色亮丽鲜艳，包裹完整，观赏性极高；而铁丝材料本
身灰暗阴沉，这会对恒河猴的接触选择带来或多或
少的影响。它们极有可能在接触之前就形成了差别
选择，自动趋于能带给它们积极心理暗示的绒布母猴
——这无疑削弱了「接触安抚」在实验中的影响程度。
哈洛应在做到外形相同的情况下，增加铁丝的密绕程
度，并选取与绒布同等颜色的铁丝，产生与绒布相差
无几的视觉效果。

3深度思考与感悟
当一次接触到「心理学」这个庞大系统的名词时，

同笔者一样，很多初识者的思维往往会陷入一个怪
圈：心理学是玄乎的、是神秘的、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是完全基于主观臆想的。其实绝不尽然，心理学的魅
力正是在于它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在于它对每一步实
验严谨性的孜孜追求，在于它对实验伦理永不背弃的
坚守，在于它对这大千世界里每一个物种的尊重与热
爱。

心理学最初心最本真的出发点，就是为这世上的
每一叶孤舟、每一个摇曳的心灵，提供最本真最纯质
的关心与关爱。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座孤
岛；心理学正是桥梁，它使每一个心灵之间都有了联
系的纽带，都有了可以喃喃细语的温存。

哈利实验问世之后，世界上掀起了对孤独儿童关
爱的热潮。越来越多的护士用生命的温度照顾着婴
儿，越来越多的父母用责任和担当支撑起了孩子的童
年；越来越多的社会有爱之士，通过捐赠或是领养，
尽一份绵薄之力。这便是心理学的魅力：它使随风逝
去的爱重新飘荡在人间。在越来越多的人感叹当爱已
成往事之时，哈利告诉我们爱永不是往事，它存在于
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无论现在的你，是在漆黑的角
落喃喃自语，还是引吭高歌。

心理学有着许许多多的分支，它涉及社会生活的
方方面面，但爱无疑是亘古不变的主题；爱永远是心
理学、永远是这个世界上的主旋律。在一副副躯壳之
下，爱和情感赋予了我们生动的灵魂。电影《海上钢
琴师》中的 1900，出生在大海，生长在大海，船员们
给了他无私的爱，大海赋予了他宽广的胸怀；他随海
而生，随海而逝。当爱已成往事之后，他仍然留于人

间，创造了经久不绝的震撼与感动。一对优秀的父母
会给予孩子最饱满的爱，一个最成功的教师会将爱洒
进每一个学生的心田；即使是一个最成功的驯兽员，
他也与动物心意相通，情合意投。同样，生活中任何
的事业或工作，成就的唯一方法便是以爱待之，以心
处之。

回溯每一个历史的瞬间，在风尘散去，记忆斑驳
之后，尚有余温存留。当爱已成往事之后，你是否会
坚守着心间的温柔？你是否会怀揣着希望吟啸天下？
深自缄默之后，你是否会声震世间？你是否会长谈何
妨吟啸且徐行，一蓑烟雨任平生？若这世界全部消散，
若所有的回忆都将遗忘，如果我注定要走完生命的轨
迹，在最后的边缘，是否会有爱长存于我心中？若爱
已是往事，我必怀揣之，常携之，以爱之名。

哈洛曾提到一名妇女，这名妇女听完她的研究报
告后，来到他面前说：「现在我知道我的问题到底出
在哪儿了，我就像是那只铁丝母猴。」现在我想问问：
你，是那只跌跌撞撞的铁丝母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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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量子波动速读」看伪科学
柯春旭

近日，各大网站被一种叫做「量子波动速读」的
新鲜玩意刷屏。首先传出的是一段视频：一群孩子人
手一本厚厚的书，并且都在反复做着一个动作——像
我们平常找夹在书里的书签一样，将书迅速地从第一
页翻到最后一页。而一旁的展架给这一迷惑行为做出
了解释：

图 11.1: 相关新闻报道中「量子波动速读」的海报

这是一种叫做「量子波动速读」的新型阅读方法，
运用「HSP高感知能力」进行阅读，能「1-5分钟看
完一本 10万字左右的书籍」，甚至还可以「完整复述
书中的内容」。这样一个荒唐可笑的「量子波动速读」
理论，却在网络上广泛传播，甚至还有的家长信以为
真，并且花大价钱让自己的孩子学习这种阅读方法。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谁都知道是假的」的伪
科学能传播到这种程度？类似「伪科学」又有什么特
点呢？

1借助高深的科学原理
纵观近些年那些曾经掀起大风大浪的伪科学理

论，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利用了一些
「高深的」、不为群众所知的科学原理。

上世纪末，一个小小的公交车司机王洪成，利用
当时公众普遍薄弱的化学知识，使用碳化钙、四氢化
铝锂导演了一出「水变油」的闹剧，甚至还用上了「常
温核聚变」这一现在想都不敢想的「专业术语」。现
在利用高中理化知识就能拆穿的骗术，在当时却大行
其道，甚至王洪成的「重大发明」还被《经济日报》
誉为「继传统四大发明以来的中国第五大发明」[1]。

进入 21世纪后，一些人将目光投向了知识水平
相对薄弱的中老年人，推出了各种功能「神乎其神」的
保健品，它们经过一些诸如「𝑛种草本植物精华」、「红
外分子共振」之类理化生知识的包装，有的能「延年
益寿」、有的能「包治百病」、有的甚至能让人「长生
不老」……

而如今的「量子波动速读」更是将这种手法用到
了极致：它将触手伸向了当下学术界的最前沿——「量
子力学」和「认知神经科学」。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这本是科幻圈中流传的

一句话，意思在科幻作品中，一但遇到解释不清的科
学问题，就用量子力学之类的前沿理论来蒙混过关，
一来读者不会费心费力深究这些晦涩难懂的理论，二
来可以显得自己的作品高大上 [2]。现在，这一说法
同样适用于「量子波动速读」，即使是学术圈中，也
很少有人能说清楚量子力学、认知神经科学是怎么回
事，更别说见到宣传海报的学生家长和网络上的吃瓜
群众们了。在刚刚听说「量子波动速读」这一人类迷
惑行为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哈哈大笑，嘲笑这个理论
是多么的荒唐，但笑着笑着，人们的心中不免产生了
一连串的问号：「万一它是真的呢？」、「万一现代科
学技术真的发展的可以让人几分钟之内就读完10万
字的书了呢？」…面对未知，人们总会抱着一种怀疑
的态度，而在这一遍遍地怀疑人生、怀疑世界的过程
中，有的人最终走向了真理的对立面。

2抓住人们的欲望
你想仅仅加两滴液体就能让水变成油，获得无尽

的资源与财富吗？你想简简单单地吃个药、睡一觉就
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吗？你想用更容易、更迅速的
方法获得知识、取得进步吗？

这是我们每个人再简单不过、却又遥不可及的欲
望，我们日思夜想，不过只是一笑了之。忽然有一天，
有人告诉你：「快看！往这杯水里加点『洪城基液』就
能把水变成油，还能着火呢！」（然后还真把「水」点着
了）；「听我的，你只需要每天吃三次这个『浓缩了 72
种名贵中药材精华』的胶囊，再在这个『运用十万年
火山岩制成的红外理疗床』上躺两个小时，你就可以
百病不侵，永葆年轻了！」；「科学的阅读方法可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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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人的一生，只要参加我们的『量子波动速读』培训
班，您的孩子就可以在五分钟内读完十万字的书，轻
松赢在起跑线上。」当让多年想都不敢想的好事变成
现实的机会近在眼前，再加上商家的职业营销：「不
就是花点钱么？用几万买你孩子的一生还不值么？用
钱能解决的事那叫事么？」总有人会相信，无论实现
的途径有多么荒唐，这就叫「愿者上钩」。

——「不试试怎么知道，万一呢？」

3每一个传播者的推波助澜
然而，无论伪科学看起来是多么的合情合理，无

论它用于包装的理论多么高深莫测，面对真正的科学
与实验事实，这些伪科学是不堪一击的，正所谓「谣
言止于智者」。

但是，有这样一群人，却将不堪一击的伪科学变
得强大无比：

他们过着再平常不过的生活：周内按时上下班或
上下课，周末完成一些额外的工作或者学习，很少有
人关注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却有渴望不平凡的心：努
力学习，努力工作，只为能出人头地，成为「榜样」；
努力在学生组织内付出，艰难地当上部长，只为别人
见面时的一声「部长好」；他们一有什么热点问题就
积极「蹭热度」，比如说在期中考试前，与其认真地
看书做题，他们更愿意拍一段所谓的「量子波动复习
法」发动态，尽管他们比谁都清楚这样没用，为的只
是那一条条点赞评论……

图 11.2: 在某大型视频网站上，「量子波动速读」相
关内容众多，其中大部分是在刻意模仿

他们很渺小，渺小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并不能改变
什么；他们又很强大，强大到有几十亿之众。他们就
是你、我，是你我身边的每一个生活在聚光灯边缘的
普通人。

可是，他们有错吗？他们出身平凡，却不甘平凡；
他们不相信伪科学，却以相信伪科学为乐。他们的行
为本身没错，但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风气，能带给伪
科学可观的流量时，伪科学便开始在这种风气里默默
成长，发展壮大。

在流量面前，错的永远不是贡献流量的个体，而

是促成「流量至上」原则的社会。

4总结
所以，今后在面对伪科学的时候，我们不能在欲

望的驱使下，被伪科学那看似合情合理的表象所迷
惑；而要在面对这些「天大的便宜」时，保持冷静的
头脑和客观的心，敢于质疑这些所谓的「权威」。与此
同时，即使面对那些我们一眼就识别出来的伪科学，
我们也不能抱着「蹭热度」的态度肆意模仿传播，而
要鲜明地指出：「大家不要相信它，它是错的！」毕竟
做为高水平知识分子，对于知识水平不如我们的人，
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是相对的权威，如果我们以「明知
是假的却还假装是真的」的态度对待伪科学，可能有
人会真的「误入歧途」。

附：伪科学 VS谣言
伪科学：伪科学（pseudoscience）是已经被实践

（包括科学实验）证伪、但仍然当做科学予以宣传推广
的理论假说或假设 [3]。伪科学是指据称是事实或得
到科学支持、但实际上不符合科学方法的「知识」。伪
科学是一些虚假的「科学」或者骗局，经常借用科学
名词进行装饰，但实际上与科学在本质上并无关联。

谣言：谣言是汉语词汇，词义有三：1.指没有事
实存在而捏造的话。2.没有公认的传说。3.民间流传
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 [4]。现在我们时常说的「网
络谣言」用的是第一种含义。

可见，伪科学是谣言的一个分支，是「利用科学
知识创造的谣言」。相对于其它种类的谣言，伪科学
具有客观性，不用担心主观因素的干扰，只需要有足
够的科学知识与相应的分辨能力就很容易辨别。

参考文献
[1] 韩 宝 忠.「水 变 油」 疯 狂 大 骗 局 的 破 灭

(上)(下)[J].人民公安, 2012(01):56-59.

[2] 汤华臻.荒唐岂止「量子波动速读」[N].北京
日报, 2019-10-18(007).

[3] 徐圻. 科学与伪科学的分野 [N]. 贵州日报,
2018-06-08(011).

[4] 吕叔湘、丁声树．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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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大学生法律素养问题探析
马博泓

摘要
为了探讨我校大学生法律素养状况及影响因素，本文作者采用网络问卷调查和归纳总结的方式进行调
查，得出我校大学生法律基础不扎实、法律意识有偏向性、法律实践能力不足的结论，并总结了我校
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影响因素。此外，作者还对我校法治教育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问卷调研，并提出了改
善意见。
关键词：依法治国大学生法律素养西安交通大学问题

大学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具有无限的
潜能，同时也肩负着历史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九大报告中对青年提出了殷切期望：「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中变为现
实。」作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大学生们更应为国家的
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习总书记也在十九大报
告中重申了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因而，作
为高素质、高文化的大学生群体，其法律素养水平问
题更应引起全社会足够的重视。

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并通过不
断地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近年来大学生
刑事案件频发，「校园贷」的出现说明目前我国大学
生在知法、守法、用法上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我校
作为 C9高校联盟中的一员，其学生可谓是精英中的
精英，更应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从而更好地在各个
领域中发光发热。因此，提升我校大学生的法律素养
水平可谓是势在必行。本文将根据大学生法律素养网
络问卷的真实数据进行分析，从而总结出当前我校学
生的法律素养问题及解决方案。

1法律素养的概念
法律素养，英文即 legal literacy，最初指的是法

律学校教授学生的像律师一样思考和交流的能力。随
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法律素养的广义定义逐渐产生，
其主要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包括了法律
知识、法律意识、法律观念和法律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而美国律师协会给出的定义原文是：“The ability to
make critical judgments about the substance of
the law, the legal process, and available legal re-
sources and to effectively utilize the legal system

and articulate strategies to improve it is legal lit-
eracy.”[1]译成汉语即为：「对法律的实质、法律程序
和现有法律资源作出批判性判断的能力，以及有效利
用法律制度和阐明改善法律制度的战略的能力，就是
法律素养。」因此，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养，不仅能
提高其知法守法用法的能力，还可以促进大学生参与
到法制生活中来，为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贡献力量。

2我校学生法律素养问题及探
析

2.1我校学生法律素养问卷调查
问卷的设计

本次调查的问卷在参考了文献 [2]、[3]的调查
问卷后共设计了 19道题目，内容主要包括法律知识、
法律意识、法律关注度以及对我校法律教育的看法四
大方面。
样本的具体情况

本次调查通过网上问卷填写的方式，共计获得问
卷105份，其中有效问卷104份，占全部问卷的99%。
样本的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从图 12.1中可知，参与本次调查的 104
人中，男生有 72人，占比 69%，女生 32人，占比
31%

图 12.1: 调查样本的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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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图 12.2可以看到参与此次调查学生的

专业以理工类专业为主，共 82人；法学专业 0人，除
法学外的文科专业 6人；体育类专业 1人；医学等
其他专业的学生共计 15人。

图 12.2: 调查样本的专业

2.2问卷具体情况
整体上讲，从问卷中体现出的我校学生的法律素

养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
大学生法律知识

足够的法律知识积累是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知
法、守法、用法的最基础保障，也是一个人法律素养
的最基本体现，因此问卷中考察了多部法律中的一些
基础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首先是关于宪法的两道问题。第一题为「我国的
根本大法为（）」，被调查者全部选择了「宪法」这一
正确选项；而第二题为多选题，着重考察了宪法的内
容，其具体结果如图 12.3所示。

图 12.3: 关于宪法内容的调查
由图 12.3可以看出，本题的三个正确选项，即

「我国的国体」「我国的经济制度」和「我国公民的基本
权利义务」，应答率分别为 99%，89%，96%。而三个
错误选项的应答率分别为：20%，24%，1%。综合来
看，大部分同学对宪法的内容了解较为透彻；但依然
有少部分同学会混淆宪法以及其他实体法律的内容；
极少数同学对我国的政治体制还不了解。

接下来是关于刑法的两道问题，具体考察了正当
防卫和紧急避险这两个社会上的热门话题。第一道题
主要考察了这两个行为的异同点，由图 12.4 可知，

%56的同学选择了「二者目的相同，但行为方式不
同，且均有损害其他利益的行为」这一正确选项，但
仍有%44的同学并不了解二者的区别。

图 12.4: 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区分

第二道题则通过多选题的方式考察了正当防卫
和紧急避险的具体规定（图 12.5），可以看出，83%的
学生对二者的限度有明确的认知，但是只有 57%的
人觉得「事后防卫」是防卫过当。此外，有43%的同学
认为任何情况下防卫超出必要限度都属于防卫过当，
这说明有将近一半同学忽略了刑法中「对正在进行行
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
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
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样的特殊
说明

图 12.5: 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法律规定

再之后是关于我国普通民事诉讼时效的问题（见
图 12.6），仅有 40% 的同学选择了正确答案：三
年，有 26%的同学选择了民法修改之前的两年，但
仍有34%的同学不知道这一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
常识。

图 12.6: 关于普通民事诉讼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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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题是关于我国法定结婚年龄的问题，由图

2-7可以看出77%的同学选择了「男性不早于22岁，
女性不早于 20岁的选项」，但仍有 23%的同学不了
解

图 12.7: 关于法定结婚年龄的调查

由此可见，我校大学生对法律知识有一定的储
备，但是仍不全面、不准确，尤其是对可能涉及自身
利益的法律常识掌握并不牢固。

大学生法律意识调查

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法律不仅要有知识储备，更要
有随时运用法律的意识，因此，法律意识也对法律素
养有着重要影响。关于法律意识的调查，情况如下:

首先是关于日常生活中索要发票的问题，根据图
12.8可以看出，仅有 35名同学在日常消费中有意识
的索要发票，占全体的 34%。发票不仅可以防止个
别商家偷税漏税，更是消费者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有
力证据和保障。但根据调查显示，大部分同学的维权
意识依然薄弱。

图 12.8: 关于日常生活索要发票的调查

其次是关于朋友间借款是否需要写欠条的问题
（图 12.9），可以看出 98名同学都认为「应该」，占
比高达 94%，仅有 6名同学选择「不应该」或「无
所谓」。因此，绝大部分同学在友情面前依然保持着
冷静的头脑，并且在借款方面有着很强的维权意识。

图 12.9: 关于朋友间借款的调查
第三个问题是：「当你得知某官员的儿子侵犯了

你的合法权益时，你会怎么办？」结合图 12.10中数据
可知，有 81名同学选择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占
全体的 78%. 这说明大部分同学面对有权有势的人
时依然不卑不亢，选择用法律解决问题，具有良好的
维权意识。

图 12.10: 关于官员儿子侵权的调查

大学生法律运用调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纵使一个人法律知
识储备再多，法律意识再好，不会运用也无济于事。
因此，法律的运用也是法律素养的一个重要内容。

第一道题是关于伪劣产品的问题（图 12.11）。在
购买到伪劣产品后，有 49名同学选择向有关部门投
诉并举报，占比 47%；23名同学选择与负责人协商
解决，占比 22%；30名同学选择视产品价格而定，占
比 29%；2名同学选择自认倒霉，占比 2%。

图 12.11: 关于假冒伪劣商品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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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近 7成的同学有着较好的维权意识；

但是，这些同学中有一部分没有选择拿起法律武器解
决问题。因此，有近一半多的同学不能很好的运用法
律解决问题。

第二道是只针对女生的一道题目：「当你在公共
场所遭遇「咸猪手」时，你会怎么办？」结果如图 12.12
所示：

图 12.12: 关于在公共场所遭遇「咸猪手」的调查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只有 6名同学选择忍气

吞声，快速离开，占比 19%；其余同学都选择寻找帮
助。这是一个好现象，但是只有22名同学选择了最好
的方式。向他人或巡警寻求帮助不仅可以保护自己，
还可以将加害者抓获归案。因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女
大学生有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法律运用能力。
大学生法律关注度调查

大学生对日常法律知识的关注程度不仅间接反
映其对法律生活的参与程度，还为高校如何进行有效
法治教育的问题提供了思路，从而更好地提升大学生
的法律水平。

第一道题目为：「你对日常生活中的法律知识的
关注程度是？」（图 12.13）只有 39名同学选择了「经
常关注」或「总是关注」的选项，近占总体的 38%。
这就意味着六成多的同学对日常生活中的法律知识
关注程度较低，也就间接反映了他们对法律生活的参
与程度同样较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公众重视的一个
现象。

图 12.13: 关于日常生活中对法律关注度的调查

第二道题目为：「您获取法律常识的最主要渠道
是？」，其结果如图 12.14所示，可以看出我校同学
获取法律常识的渠道十分广泛。这对于提升我校同学
的日常法律关注度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图 12.14: 关于法律常识获取渠道的调查

我校法律教育的看法
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高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

需要各大高校进行有效的法治教育，营造良好的法治
环境。因此，论文作者利用三道问题调查了同学们对
我校法律教育的看法。

由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思修）
这门课是大学课程中为数不多的系统讲述我国法律
体系及其具体内容的一门课，所以第一道题目询问了
同学们「你认为我校的思修课程能否满足你对法律知
识的需求？」这个问题，具体数据见图 12.15。

图 12.15: 关于我校思修课程中法律部分的调查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44%的同学认为我校的

思修课程不能满足自己对法律知识的需求，并且还有
26%的同学在思修课时没有认真听讲。因此，可以
看出我校的思修课在课程设置和趣味度等方面仍存
在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校开展法律讲座，你会
不会参加？」（图 12.16）有 70%的同学对参加法律
讲座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只有 19%的同学表现出
了消极的态度。由此可知，开展法律讲座将会是我校
法治教育的有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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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6: 关于我校开展法律讲座的调查
第三道问题是：「你认为我校当前的法律教育有

哪些问题？」结合图 12.17 中数据可知，我校当前
的法律教育有四大问题，分别为「重视形式而不重视
内容」「法律教育少，学校不重视」「讲座或课程太
多，活动太少」「法条内容枯燥，课程趣味性差」。此
外，有一名同学提出我校目前的法律教育与同学们的
所学专业无关，这也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因此，
可以看出在法律教育上存在较大的问题。

图 12.17: 关于我校法律教育问题的调查

2.3我校大学生法律素养现状
随着「依法治国」等法治理念的宣传和普法教育

的大力开展，我校大学生的法律素养水平有了明显的
提升，但根据问卷结果来看，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
问题。
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基础，但仍存在漏洞

目前来看，我校学生对宪法的地位、内容以及婚
姻法了解相对充分，对法律知识的了解渠道广泛，也
具有对法律学习的热情，这些情况是十分值得肯定
的。

然而，目前我校在法治教育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
问题。调查显示，我校大学生对实体法中的基础知识
掌握较好，但在相似法律名词的辨别和理解上存在问
题，例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此外，我校
学生对二者的法律概念的理解也与法条存在出入，说
明我校学生对一些较难的法律概念理解模棱两可，需
要有力的改善。我校大学生在一些与自身利益密切相

关的法律知识上掌握并不牢固，例如普通民事诉讼时
效的问题正答率仅有 40%。总而言之，我校大学生
的法律知识掌握较好，但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法律意识存在倾向性

从调查中得知，我校大学生在面对朋友借款和强
势方侵权的问题是都有良好的法律意识，要求按法律
法规解决问题。但是，在索要发票的问题上，大部分
同学的法律意识不强，说明我校学生在一些日常的习
惯性行为上的法律意识并不强。所以，我校学生更倾
向于在非日常行为中有意识的运用法律。

法律的运用具有选择性，且运用能力不足

美国著名大法官霍姆斯曾说过：「法律的生命不
是逻辑，而是经验。」[4]因此将枯燥的法律条款融入
生活进行实践才是我们学习法律知识的目的。而法律
的实践能力主要体现在知法、守法、用法的能力上。

从调查中可见，我校同学在面对人身侵害时可以
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然而，在买到假冒伪劣产品后，
只有不到一半的同学选择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可
以看出，我校大学生的法律运用具有选择性。

此外，在我校的某些课程的课堂上可以明显看出
实际人数与应到人数不符，这就说明翘课已经成为了
某些同学的习惯。试想一个学生如果连校规校纪都无
法遵守，他又有什么能力去守法、用法呢？因此，我
校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还有待大幅度的提高。

3我校大学生法律素养影响因
素简析

3.1家庭因素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无时无刻都在对

孩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对
一个人的成长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
统教育方式的落后等诸多问题，使得对孩子的法律素
养培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具体的影响因素如下：

传统教育方式的局限性

受应试教育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影
响，父母以孩子的学习成绩作为评价优秀的主要标
准，却忽视了孩子综合能力的培养，从而导致孩子在
未来的学习过程中未能做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也
违背了大学生的教育目标 [5]。传统教育方式的局限
性造成了家庭教育中法律教育的缺失，对大学生法律
素养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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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榜样作用的缺失

家庭中长辈们的一言一行，几乎就是孩子在以后
生活中的范本，因此，只有父母乃至于长辈们规范自
己的行为，树立良好的榜样，才能培养出有优秀道德
品质，良好行为习惯，和积极个性的孩子 [2]。然而，
现实生活中，父母、长辈们带着孩子公然闯红灯，随
意插队等现象时常发生。在受到这种错误示范之后，
孩子就会认为违规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从而对法
律法规产生错误认识。

3.2学校因素
作为大学生的管理与教育结构，大学承担着对大

学生进行法律教育的重任。然而，由调查问卷可知，
我校在法律教育上仍存在许多的问题，使得我校大学
生的法律素养培养效果不佳，具体影响因素如下：
学校不重视法律教育

只有当一个人、组织或机构对某件事情足够重
视，这件事情才有可能被做好。然而，从调查问卷中
可以看出42%的调查对象认为我校对法律教育不够
重视；还有 46%的调查对象认为我校法律教育只重
视形式不重视内容。这就体现出我校对法律教育缺乏
足够的重视。试想一个不重视法律教育的学校又怎能
培养出高法律素养的学生呢？因此，学校对法律教育
的不重视对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法律教育形式单调

丰富的教育形式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从而取得
良好的教育成果。然而，从调查问卷得知，56%的
被调查者认为我校法律教育形式不够丰富，会对我校
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
思修课程单调乏味，覆盖面不够

作为大学中唯一一门教授法律知识的必修课，思
修课程在大学生法律教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从调查
问卷中得知，我校思修课程存在法律覆盖面不够、课
程枯燥乏味的问题。

3.3社会因素
当前社会中，有些干部、官员「以权压法」；「人情

社会」也阻碍了法治建设的进程 [6]。这些无视法律
的不良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法治观，
导致大学生法律素养的缺失。

3.4自身因素
调查问卷中可以看出有26%的被调查者没有好

好学习思修课程。这说明我校部分同学对法律知识缺
乏足够的重视，导致了法律素养的缺失。此外，翘课

现象的普遍也说明我校部分学生缺乏法律法规意识。

4我校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策
略简述

4.1提升课堂质量，丰富教学形式
针对思修课程的问题，作者认为：我校首先应提

升思修课程的课堂质量。面对问卷中部分同学希望更
多法律知识讲解的意见，我校可以拓宽法律部分教学
的知识面，为同学们多讲解一些法律基础知识。而针
对课堂趣味性差的问题，我校可以丰富教学形式，多
一些小组讨论与实践活动，从而提高同学们对法律学
习的积极性。

4.2开展法治实践活动
除了课堂教学以外，法律素养的提升还需要大量

的实践活动。具体的活动形式可以为模拟法庭、法律
讲座、法庭进校园等等。例如去年11月雁塔区人民法
院在我校宪梓堂公开审理韩安水抢劫一案，让我校大
学生感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威严和神圣而不可侵犯；
同时也学到了有关刑法的基本知识。此外，有趣味性
的法律讲座更可以点燃同学们对法律学习的热情；而
模拟法庭则可以有效锻炼同学们的法律运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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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学报》征稿启事
（第二版）

《珠峰学报》编委会

1关于《珠峰学报》
《珠峰学报》的前身是创刊于 2017年的《珠峰

报》与创刊于 2018年的《东经 109》，均由西安交通
大学数学试验班自主管理委员会创办。在《珠峰报》
与《东经 109》两份刊物的主创人员即将毕业的背景
下，我们决心继续此项工作；以钱院学辅和钱院各班
级积极分子组成的编委会组建编委会，筹办《珠峰学
报》，从整个钱学森学（书）院乃至全校同学中征稿。
《珠峰学报》之名来自于构成钱院一部分的各基

础学科试验班所属的「珠峰计划」，但其覆盖范围则
延伸至整个学校。其定位是：完全由钱学森学院学生
主导、面向钱学森学院及全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刊
物。我们计划按以下三大板块发布作品：

扬帆 分享同学们在校园生活方面的经验与体会；
砥砺 发布同学们的个人研究、思辨与创新成果；
俯仰 展示同学们在学业之外的日常思考、感受。

期刊将由全校最顶尖的学生排版团队进行设计
与排版，同时发布电子版与打印版：电子版 PDF文件
直接发布于钱院学辅信息站（https://qyxf.site/），
打印版则将在校内定点发放。

2征稿说明
我们将在钱院内各个班寻找负责人，征集、审理

稿件；同时，对于尚无负责人的班级及钱院外的同学，
我们也欢迎直接通过我们的邮箱向我们提交稿件（见
下）。你可以从以下几类作品题材中任择其一，从现在
就开始创作，或直接提交你贮存未久的「得意之作」：
扬帆 Sailing

• 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的参赛经历与体会、经验
分享；

• 出国交流的经历介绍、经验分享；
• 托福、雅思、GRE等标化考试的备考经验；
• 科研训练的体会与经验分享；

• 大学生活中的体会、思考（例：「我在西安交大
的第一个月」、「大学第一年应当怎样度过？」）。

砥砺 Diving
• 已经完成其「使命」的、具有一定深度的理工
科课程小论文与大作业（理工科课程为宜）；

• 自主研究的成果汇报、总结 (1)；
• 关于自己所在学科前沿问题的报道 (2)、综述；
• 对于一些科学问题的思考，乃至对科学家故事
的感想等；

• 对课程内容、章节、体系的个性化解读（例：「从
运动学观点看待极限理论」、「线性代数知识结
构之我见」）；

• 对技术工具的介绍、指南（例：「如何自行搭建
一个在线博客」、「利用 ANSYS解决一道理论
力学问题」）；

• 类于《生活中的 ××知识》之小文章，简单应用
课程知识思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俯仰Musing
• 文学创作、日常思考等内容，不必与「科学」、「学
术」有太大相关性；

• 人文社科类选修课程的结课论文；
• 对课程安排、课程教学方式、课余活动等的思
考、意见；

• 社会实践、社会学调查等的成果分享；
• 对身边优秀同学、老师的观察、记录与采访；
• 文体活动的成果汇报与体会分享。

特殊作品

• 英文作品（如小论文）；
• 与他人合作的作品——请将所有作者一同附
上，并在提交作品前征得其他作者的同意；

• 将自己与他人内容相近的作品（如同一门课程
的结课论文）进行整合，最终提交一份作品—
—需附上所有作者的分工、参与度，并征得所
有参与者的同意。

(1)不宜提交已在其他场合正式发表的论文，这涉及到版权问题。
(2)需自主创作，而非对其他报道的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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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稿件格式
文件格式

• 如无特殊要求，请务必使用文本格式（包括
Word 文档格式）提交作品，尽量不要提交手
写稿或图片；如有特殊要求，请与我们协商，联
系方式见下。

• 推荐使用的格式：LATEX格式，或Markdown格
式（可附带 LATEX公式）。

• 关于Word格式：如没有格式要求（如加粗、加
斜），且无图表等复杂超文本对象，建议用 txt
纯文本格式代替Word格式提交作品。

• 图片文件：请单独将原图打包，作为附件提交。
文中引用图表时，应有相应的图表标题。

内容格式

本刊物要求：除了文学小品、生活感想等与学术
研究无关的作品外，所有稿件都应遵守基本的学术诚
信原则。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1) 使用真实署名，并在提交稿件时附上自己的班级
信息；

(2) 在使用他人的成果，以及自己的已发表成果时，
须详细注明出处，使用引用标记（引号、文体变
化等）明确表明对他人内容的引用。若在本次投
稿时使用之前已作为课程论文、大作业等已提交
过的作品，需说明之前的提交情况。

(3) 参考文献原则上使用 GB/T 7714-2015标准填
写 (3)，并建议采用 CNKI等文献工具直接导出
对应记录（而非自行撰写）。如文中仅引用了一
般性质的网络资源（如博客、日志、新闻等），可
以只用较为简明的方式标出引用，但需给出真实
有效的 URL及访问时间。

不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作品，将无法发表于《珠
峰学报》之上。如对其中具体的原则实施感到不理解
或难于执行，需要我们的帮助，请通过之后给出的联
系方式与我们沟通、协商。
作品模板

为了便于各位同学提交作品，我们给出不同文件
格式（Markdown、LATEX、Word、纯文本）的模板，它
们有助于你通过本刊物的各项征稿要求。请访问钱院
学辅信息站相关页面 https://qyxf.site/zhufeng/

，在页面上按提示获取相应文件。若打开页面后并未
下载，而是显示了文件的内容（并可能有乱码），请
直接在页面上右键选择「将本页面另存为」即可。

4提交方式与联系方式
如果你所在班级有对应的负责人，则请你直接与

负责人联系，与其沟通稿件的内容修改、排版与最终
的提交。

若你所在班级无相应负责人，请将稿件直接发送
至钱院学辅公用邮箱：qianyuanxuefu@163.com。我
们会通过邮件与你沟通稿件内容。

征稿信息、负责人名单与每期的截稿时间，将
在钱院学辅信息站对应页面（https://qyxf.site/
zhufeng）同步更新，敬请关注。

5奖励与报酬
我们承诺：将根据排版完成后的最终版面数，对

每一份发布于《珠峰学报》上的作品发放稿酬，标准
为：

• 在「砥砺」栏目发表的文章，每面 25元；
• 在「扬帆」与「俯仰」栏目发表的文章，每面
20元。

同时，我们将对每位入选的作者赠送一份打印的《珠
峰学报》，作为补充奖励。

因最终提交作品数量与最终刊物容量之关系暂
时无法确定，我们有可能将你的稿件留存至下一期发
布。如计划采取这种措施，我们将会事先通知于你，
并与你协商具体的解决方案。

6尾声
一学期很短，而大学生活的四年与之相比甚至还

要更短；在有限的时间之中，我们与你一样，追逐着
平凡而伟大的梦想。你的梦想，由你自己抒写；我们
的梦想，则需要与你一样的众多同学一同参与，一同
为之付出辛劳，并在未来一同收获丰硕的果实。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感谢你对

于《珠峰学报》与钱院学辅的支持，并祝愿你的远大
前程与《珠峰学报》一同起航，驶向无垠的天际！

《珠峰学报》编委会

2019年 11月 22日

(3)英文作品可以使用其他通行的国际标准格式撰写，如 APA、ML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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