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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积分的物理构建
从开普勒定律与万有引力定律出发，构建微积分体系并导出牛顿第二定律的初步尝试

冯廷龙

摘要
本文的写作源于笔者在寒假期间的一个想法：如果当年牛顿不是先发明微积分，创立牛顿定律再以开
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为基础导出万有引力定律，而是先凭借高超的实验手段（如扭秤）得出了万有引力
定律会怎么样？他能否在万有引力定律和开普勒三定律的启发下创造微积分，甚至导出牛顿第二定律?
基于这个问题，笔者进行了本文中的尝试。

已知条件
• 数学：基本的函数知识，极坐标，向量代数。
• 物理：以下四条定律。

开普勒第一定律 Ⅰ 𝑟 = cos = cos ，𝑟是行星
运动的轨道方程，太阳为极点，𝑎为半⻓轴，𝑏
为半短轴。

开普勒第二定律 Ⅱ 相同时间内行星与太阳之间的连
线扫过的面积相等。

开普勒第三定律 Ⅲ = const = 𝐾，𝑇为周期。
万有引力定律 Ⅳ 𝐹 ∝

1把文字公式化：开普勒第二
定律的数学形式

四个定律只有 Ⅱ 是文字形式（当然是因为没有
速度的概念），所以我们从这里入手。如何求扫过的
面积？当行星与太阳连线扫过的⻆度 Δ𝜃很小的时候，
扫过的小面积 Δ𝑆可以看成是半径为连线⻓度 𝑟扇形
的面积，即 Δ𝑆 = 𝑟 Δ𝜃，显然，面积和⻆度都是时
间的函数，那么，问题就是，怎样的 Δ𝑡，才能让 Δ𝜃
很小？

2运动会跳跃吗：假定连续性
显然，对于任何一个运动 Δ𝑡 = 0的时候，相应的

变量，比如⻆度变化量，位置变化量等一定是 0；但
是当 Δ𝑡很小很小的时候，Δ𝜃是不是也很小很小呢？
一般认为，没有会瞬移的东西，所以假定在时间间隔
很小的时候，相应的变量也很小，并把这种性质起个
名字，叫连续性。

3时间是否间断：定义连续性
现在我们尝试用数学语言描述连续性。我们刚刚

假定了运动是连续的，那么时间是连续的吗？至少在
经典时空观下，我们假定这一点是对的。那么，如何
描述时间的连续呢？我们先从一个时刻及其附近区间
开始。时间在 𝑡 附近连续，也就是说任意找一个时
间段 [𝑡 − 𝜀, 𝑡 + 𝜀]（其中 𝜀是任意给的正数），都可
以从这段时间中找到不同于 𝑡 的时刻。用符号描述
就是 ∀𝜀 > 0, ∃𝑡 ∈ {𝑡|𝑡 ≠ 𝑡 }使得 𝑡 ∈ [𝑡 −𝜀, 𝑡 +𝜀]。
显然，它等价于 ∀𝜀 > 0, ∃𝑡 ∈ {𝑡|𝑡 ≠ 𝑡 }使得 0 <
|𝑡 −𝑡 | < 𝜀。我们把它推广到整段时间上，只在前面
需加上「对于任给的 𝑡 」，即 ∀𝑡 , ∀𝜀 > 0, ∃𝑡 ∈ {𝑡|𝑡 ≠
𝑡 }使得 0 < |𝑡 − 𝑡 | < 𝜀。

有了描述时间连续性的基础，我们再来考虑如何
描述运动 𝜃(𝑡) 的连续性，先从 𝜃(𝑡 ) 附近开始。仿
照之前的描述，即任意找一个函数值区间 [𝜃(𝑡 ) −
𝜀, 𝜃(𝑡 ) + 𝜀]（其中是任意给的正数），都可以找到
在一个时间区间 [𝑡 − 𝛿, 𝑡 + 𝛿] 中的时刻 𝑡(≠ 𝑡 )
使得 𝜃(𝑡)在这个函数值区间之中。用符号描述就是
∀𝜀 > 0, ∃𝑡 ∈ [𝑡 −𝛿, 𝑡 )∪(𝑡 , 𝑡 +𝛿], 𝛿 > 0使得𝜃(𝑡) ∈
[𝜃(𝑡 ) − 𝜀, 𝜃(𝑡 ) + 𝜀]。稍加变换即 ∀𝜀 > 0, ∃𝛿 >
0 s.t. 0 < |𝑡 − 𝑡 | < 𝛿, |𝜃(𝑡) − 𝜃(𝑡 )| < 𝜀。前面加
上「对于任给的 𝑡 」，就描述了整个运动的连续性。

4要多近有多近：定义极限
回到 𝑡 时刻附近运动连续的文字定义，我们换

种更直观的说法：当 𝑡 非常接近 𝑡 的时候，𝜃(𝑡)非
常接近 𝜃(𝑡 )。给它取个名字，叫「𝜃(𝑡 )是在 𝑡趋近
于 𝑡 时的极限」。由于我们只是对 𝑡 时刻附近运动
的连续性换了种说法，所以它的符号表达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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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给极限创造一个符号，就有了

lim
→

𝜃(𝑡) = 𝜃(𝑡 ) ⇔ ∀𝜀 > 0, ∃𝛿 > 0

s.t. 0 < |𝑡 − 𝑡 | < 𝛿, |𝜃(𝑡) − 𝜃(𝑡 )| < 𝜀

把它一般化，𝜃(𝑡)在趋近于 𝑡 时的极限是 𝐴即可表
述为

lim
→

𝜃(𝑡) = 𝐴 ⇔ ∀𝜀 > 0, ∃𝛿 > 0

s.t. 0 < |𝑡 − 𝑡 | < 𝛿, |𝜃(𝑡) − 𝐴| < 𝜀

5到底有多小：无穷小亮相
有了极限，是时候对很小很小的 Δ𝜃 = 𝜃(𝑡+Δ𝑡)−

𝜃(𝑡)给个说法了。我们给很小很小的变量起个名字，
叫无穷小量，定义为以 0 为极限的变量。这样，我
们成功地使无穷小量的概念建立于严格的基础之上，
避免它成为「死去的幽灵」。关于无穷小的运算及阶，
就可在此基础上自然引出，故本文不再详述。

6「幽灵」之商：导数登场
让我们回到公式 Ⅱ。现已明确，Δ𝑆 = 𝑟 Δ𝜃 中

的 Δ𝑆和 Δ𝜃都是无穷小量。由于相同的时间内连线
扫过的面积相等，所以无论时间取多大， ≡ ，
当 Δ𝑡趋近于 0时当然也成立。关键是等式左边，
是什么？我们还是先取时刻 𝑡 来看。𝑡 附近这个式
子可以写成 lim

→
( ) ( )，直观地解释它就是在时间

越来越短时单位时间内连线转过⻆度趋向的固定值，
即时间趋近于 0 时⻆度变化量与时间变化量之商的
极限，我们把它叫做 𝑡 时刻瞬时⻆速度，也叫 𝜃(𝑡)
在 𝑡 处的导数。把 𝑡 扩展到整个时间范围，lim

→
也就是全过程的⻆速度函数，也即 𝜃(𝑡)的导函数。到
这里，分析学的基础已经建立，在此之上发展导数的
计算，向量导数，以至于速度加速度的概念，极坐标
系下速度加速度的表示等问题可以很容易地解决，故
本文不再详述。下面，带着全部的微积分知识进入物
理部分。

7由表象推本质：神奇的推导
由 Ⅱ

1
2𝑟

d𝜃
d𝑡 = 𝜋𝑎𝑏

𝑇
及

𝑎 = d 𝑟
d𝑡 − 𝑟 d𝜃

d𝑡

再由 Ⅰ可得
𝑎 = 𝜋𝑎

𝑇
由 Ⅳ（𝐺 是比例常数）

𝐹 = 𝐺𝑚𝑀𝑟

得
𝑎 𝑚 = 𝜋𝐾

𝐺𝑀𝐹

神奇的部分开始了，我们发现在这个情境下，力的大
小还没有定义，𝐺是一个可以任取的系数。考虑到对
太阳系内天体运动而言，太阳质量𝑀为一个常量，我
们可以定义 𝐺 = ，如此得出牛顿第二定律。到这
里，我们已经成功地从万有引力定律与开普勒定律这
两个唯象理论出发，创建了微积分体系，并导出了「不
那么唯象的」牛顿第二定律。也就是说，依照笔者的
思路，假若牛顿只是先用实验方法得到了万有引力定
律，他同样有可能依次建立经典力学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我们一直使
用引力质量，从未引入惯性质量的概念，却得到了牛
顿第二定律！用力的结构性定律导出牛顿第二定律，
同时还没有引入惯性质量，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值得认
真思考地问题。

结束语
上学期遇到了一个同学问我牛顿是怎么严格导

出万有引力定律的，于是我详细地推了一遍（⻅附录），
之后也就束之高阁。直到我看More is Different 这篇
文章 [2]，我觉得自己实在无法赞同更大尺度下的基
本定律只能由微观尺度的定律「解释」而不是推导。
我觉得我们可能只是缺少更强大的数学。那我们能否
从现有的物理出发，不那么突⺎地构建（猜出）一套
新的数学体系，甚至导出更本质的规律？我想起了牛
顿当年的工作，如果反过来可以成功吗？

于是我做了本文的尝试。整个过程中我尽可能
使自己「忘记」学过的微积分，只从物理直观出发
试图「合理」地猜出分析学大厦的基石。数学史的
相关记载十分有用，可以从一开始就避免牛顿莱布
尼茨走过的弯路——他们试图将微积分建立在无穷
小量而非极限和连续的基础上，而在多年徒劳的工
作后这一做法被后人抛弃。当然，尝试不能说是十
分成功，还是可以看到突⺎的地方和先入为主的影
子，不过作为闲暇时的游戏玩一玩还是极好的。

关于先贤们走过的弯路还可以再说两句。自微积
分创立以来，以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很多数学家都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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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从无穷小出发建立微积分（反倒是牛顿晚年时可能
意识到了这样做的问题，于是他的后期著作中试图回
避无穷小采用其他方法建立微积分的基础，但他并没
有成功），这符合我们的直觉，也符合物理与几何直
观，但是这种方法构建不出形式严谨的分析学，只是
便于所谓「理解」。推导矢量力学中的结论经常可以
用微元法近似，然后一本正经地说取趋近于 0 的极
限时即相等。但这里的微元，趋近，极限都只是模糊
的概念，因为它们是从无穷小出发得出的，不可避免
地掺杂了运动和直观。有些哲学家曾用所谓「对立统
一」来解释无穷小，这对于牛顿时代时而抛弃时而保
留的「幽灵般的」无穷小也许是合适的，但那个概念
已经被分析学摒弃了，数学的概念必须是形式化的。

附录：由开普勒定律与牛顿运
动定律严格导出万有引力定律
由开普勒第二定律

∀𝑇 > 0, 1
2 𝑙 × (d�⃗� × 𝑙) = 𝑆

即
1
2 𝑙 × (�⃗� × 𝑙)d𝑡 = 𝑆

两边对 𝑡求导，得

1
2 𝑙(𝑡+𝑇)×[�⃗�(𝑡+𝑇)×𝑙(𝑡+𝑇)]−

1
2 𝑙(𝑡)×[�⃗�(𝑡)×𝑙(𝑡)] = 0

即 𝑓(𝑡) = 𝑙 × (�⃗� × 𝑙) 为周期函数，周期为任意正
数。故

𝑙 × (�⃗� × 𝑙) = �⃗� , |�⃗� | = 𝜋𝑎𝑏
𝑇 (1)

从而 𝑙 × �⃗� = const，进而 𝑚(𝑙 × �⃗�) = const，⻆动量
守恒。故 �⃗�引 ∥ 𝑙。

以恒星为极点，取极坐标 𝑟 = (𝑟, 𝜃)。设 �⃗�引 =

𝑘𝑟 �̂�，现在要确定该式中的 𝑘 与 𝛼（即万有引力定
律）。由于极坐标下

�⃗� = d 𝑟
d𝑡 − 𝑟 d𝜃

d𝑡 �̂�

由牛顿第二定律，有

𝑘
𝑚𝑟 �̂� = d 𝑟

d𝑡 − 𝑟 d𝜃
d𝑡 �̂�

再由 (1) 得 𝑟 d
d = ，即 d

d = 。由开普勒第
一定律：

𝑟 = 𝑒𝑝
1 − 𝑒 cos𝜃 = 𝑏

𝑎 − 𝑐 cos𝜃

所以
d 𝑟
d𝑡 = −𝜋𝑎 (𝑎𝑟 − 𝑏 )

𝑇 𝑟
进而

𝑘
𝑚𝑟 = 𝜋𝑎

𝑇 𝑟

由开普勒第三定律，有 = 𝐾𝑀，即

𝑘𝑟 = 𝐾𝜋𝑚𝑀 ⋅ 1𝑟

故 𝛼 = −2，𝑘 ∝ 𝑚𝑀。由此推导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参考文献
[1] 卡尔·B·波耶.微积分概念发展史 [M].复旦大学
出版社, 2007.

[2] Anderson P W. More is different[J]. Science,
1972, 177(4047): 393-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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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ar Modelling Approach to Predicting the
Number of the Bike Rentals

付子初

1 Introduction

Business volume forecast plays a very impor-
tant role in the operation of a company or system.
It is related to the amount of investment and con-
struction scale, as well as the reasonabl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To make predictions, regression mod-
els are the methods that we can take into account.
Generally, regression models can be used for differ-
ent purposes: (i) to summarize data, (ii) to predict
the future, (iii) to do causal inference. In this re-
port, we will use linear regression to predict the to-
tal number of bikes rented in a particular hour of
Washington D.C. Bike-sharing systems.

2 Data Description

The dataset consists of rental, seasonal and en-
vironmental information for two years (2011 and
2012) of Washington D.C. Bike-sharing systems. It
is collected to predict the number of bike rentals
in a given hour given the environmental and sea-
sonal conditions for that hour. The dataset contains
17379 observations (each observation correspond-
ing to one particular hour) with 17 variables. The
variables of interest are shown in Table 1.

Here hr is regarded as a categorical variable be-
ca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rs and the num-
ber of bikes rented is not linear, and it should have
24 levels, here we set four groups to decrease the
numbers of levels.

In this analysis, the goal is to predict the num-
ber of bikes rented(cnt) with the other nine explana-
tory variables above. In other words, given a partic-
ular hour in a day with the seasonal and environ-
mental information, we aim to predict the number
of bike rentals in that given hour.

3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To begin with our analysis, we do a brief visual
exploration into the bike dataset. First, the univari-
ate distribution of each variable is drawn in order to
see whether we should transform the data or not. As
Figure 1(a) shows,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response
variable cnt is highly right-skewed. To meet the as-
sumptions of linear regression, we take log transfor-
mation to cnt. Now log(cnt) is our new response
variable.

Then, for the discrete explanatory variables, we
consider th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for response
cnt. The parallel boxplots (like Figure 1(b)) help
us to check whether the groups in each of these
categorical variables tend to have different number
of bike rentals. It is apparent from the graph that
the average level of bike rental numbers is greater
in clear or misty weather than in light or heavy
rain. Therefore, these categorical variabl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our analysis.

Next, the correlation matrix of the continuous
variables is calculated (Figure 1(c)).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response variable and other continu-
ous explanatory variables are not high, whichmeans
these explanatory variables do not have an obvious
linear relationship with cnt. And another observa-
tion is tha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emp and atemp
is close to 1, implying the problem of collinearity.

We also observe som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Figure 1(d),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of averages of each season(i.e., the dif-
ference of averages of the boxplot with same color),
we can see that WorkingdayYes for Latenight seem
to have less cnt than expected, which implies a po-
tential interaction between workingday and season.
These EDA observations wi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when modeling and interpreting our finding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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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variables of interest

Variable Symbol Description Type

season Indicates the season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categorical variable
hr Indicates the time of the day (LateNight (0:00-

6:00), Morning (6:00-12:00), Afternoon (12:00-
18:00), Evening (18:00-24:00))

categorical variable

holiday Indicates whether the day is a holiday (Yes) or not
(No)

categorical variable

workingday Indicates whether the day is a workday (Yes) or not
(No)

categorical variable

weathersit Indicates the weather of that hour (Clear (clear or
few clouds), Mist (mist + cloudy), LightRain (Light
Snow / Rain + Thunderstorm + Scattered clouds),
HeavyRain (Heavy Rain + Ice Pallets + Thunder-
storm + Mist, Snow + Fog))

categorical variable

temp Normalized temperature in Celsius continuous variable
atemp Normalized feeling temperature in Celsius continuous variable
hum Normalized humidity continuous variable
windspeed Normalized wind speed continuous variable
cnt The number of bikes rented by users for that hour continuous variable,

response

Figure 1: EDA plots. (a) top left, distribution of cnt. The distribution is positively skewed; (b) top right, par-
allel boxplots of cnt condition on weathers. Each level of weathersit tends to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cnt;
(c) bottom left, the correlation matrix of continuous variables; (d) bottom right, boxplots of workingday:hr.
There may be an interaction between workingday and hr.

Table 2: The full model

Model Terms # of regressors (including intercept)

model.full.noint season, hr, holiday, workingday,
weathersit, temp, atemp, hum, windspee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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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Model Selection

In this part, we aim to construct our predic-
tion models via model selection. Model selection
is the task of selecting a statistical model from a
model class, given a set of data (Ding et al., 2018).
In the sense of prediction, it is not true that the
prediction will be more precise if the model has
m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 bias might become
lower when adding new variabl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 variance will be higher, this is the so-
called bias-variance tradeoff. The goal of model se-
lection for prediction is to choose a model that of-
fers top performance in prediction[1]. The com-
monly used methods of model selection for predic-
tion in the sense of linear regress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groups: variable selection and shrinkage
method. The idea of the first one is setting a rea-
sonable searching method (like forward, backward,
stepwise and all subsets regression) and a criterion
(like AIC, BIC, Corrected-𝑅 , 𝐶 ) to select from a
model class. The second one is to perform a linear
regression while regularizing the regression coeffi-
cients towards zero. It can help us to decrease the
variance and thus gain better prediction, although
they will introduce a little bias. Both methods are
adopted to do the model selection based on our
dataset.

This part is divided into two subparts: model
selection without interaction terms and with inter-
action terms. We made this distinction because the
ways to deal with these two problems are differ-
ent. And obviously, it is more challenging to do
the model selection with interaction terms. Also,
the prediction might be better if we add interaction
terms.

4.1 Model Selection without Interaction
If we do not consider the interaction terms be-

twee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the full model is
shown in Table 2.

Both the shrinkage method and variable selec-
tion are used to do this and then the best one is cho-
sen by doing 10-fold cross-validation.

We first adopt two shrinkage methods-ridge re-
gression and lasso regression to do model selection.

Let X denote the standardized design matrix and y
denote the reponse(cnt),

�̂�ridge = argmin ∈ℝ ‖y−X𝛽‖ + 𝜆‖𝛽‖ ,

�̂�lasso = argmin ∈ℝ ‖y−X𝛽‖ + 𝜆‖𝛽‖ ,

where 𝜆 is a tuning parameter, we use 10-fold
cross-validation to choose 𝜆.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ure 2. The 𝜆 we chose for ridge regression
is 0.1065 and for lasso regression is 0.0016. The
minimum CV-MSE and the regressors we select are
shown in Figure 3. (Note that we have standardized
the variables so that they are on the same scale be-
fore we perform ridge and lasso regression.)

The searching method and the criterion should
be determined first to implement variable selection.
Here are some searching methods and criteria we
use in this analysis:

Searching methods: (i) all subsets regression:
It searches all possible subsets of the full model
and give the best 𝑘-variable model. However, the
drawback is that it is not computationally feasi-
ble to implement if the number of variables of the
full model is large. (ii) forward/backward regres-
sion: It adds/removes variables sequentially from
the minimum/maximum model(i.e., the model with
the smallest/largest number of variables in a model
class).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forward/backward
regression can select the best 𝑘-variable model.

Model selection criteria: (i) The squared multi-
ple correlation adjusted for degrees of freedom(Adj-
𝑅 ); (ii) Mallow’s 𝐶 statistics; (iii) The Akaike in-
formation criterion(AIC); (iv)The Bayesian informa-
tion criterion(BIC).

The number of regressors of the full model is 16,
which is computationally feasible, so we adopt all
subsets regression to gain the best 𝑘-variable model.
And then we use these four criteria above to choose
the best model.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ure 3.
As shown in Figure 3, the model selected by all sub-
sets regression with the BIC criterion has the least
CV-MSE among them and has the smallest number
of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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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hrinkage Methods plots. (a) top left, 10-fold CV to choose hyperparameter for ridge re-
gression; (b) top right, the shrinkage of coefficients in ridge regression, the broken line indicates the best
hyperparameter we found by CV; (c) bottom left, 10-fold CV to choose hyperparameter for lasso regres-
sion;(d) bottom right, the shrinkage of coefficients in lasso regression, the broken line indicates the best
hyperparameter we found by CV.

Figure 3: Model Selection without Interations. (a) top left, 10-fold CV-MSE for each method/criterion; (b) top
right, numbers of regressors in each method/criterion; (c) bottom, the variables selected by each method-
/criter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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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odel Selection with Interaction
As we observed in EDA,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s ma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prediction. It is natural to think about us-
ing the same methods as we did in the previous part
by just adding all the second-order interaction terms
between variables to the origin full model. But here
is a problem that this selection might violate the
Marginality Principle. The principle of marginality
says that it does not generally make sense to spec-
ify and fit models that include interaction regressors
but that omit main effects that are marginal to them.
If a model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marginality, it is
uninterpretable and not broadly applicable.

Existing methods for interaction selection can
be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2]: One-Stage
Joint Analysis and Two-Stage Procedures. One-
stage methods select the main effects and the in-
teractions simultaneously subject to hierarchical
constraints(the constraint of Marginality Principle).
They hierarchically treat the model selection, i.e.,
if a model chooses interaction term, it must in-
clude the main effects of this interaction. A lasso
for hierarchical interactions was developed by Bien
et al (2013). They used special reparametrization
and asymmetric penalties to enforce the hierarchi-
cal structure[2]. The computation is quite large and
it is computationally infeasible for large number of
regressors. Two-stage methods select the main ef-
fects and interaction effects at two separate stages.
There are two steps in two-stage methods: firstly,
select the main-effect-only model(i.e., model with-
out interaction) and denote the selected model by
M1; then add the interactions(children) of the se-
lected parents to M1, do the model selection and
gain the outcome M2. Two-stage methods naturally
hold the marginality principle in the final model and
ease the computation. But it still has some draw-
backs, 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discussion part.

Here we adopt a two-stage method to do model
selection with interaction terms. Note that we have
done step one in the previous part(model selection
without interactions). M1 here is the model se-
lected by all subsets regression with the BIC cri-
terion. The variables in M1 are treated as par-
ents(in other words, the minimum/maximummodel

in forward/backward selection). Then, we use for-
ward/backward with AIC/BIC to do the model selec-
tion and gain M2.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ure
4. (Note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o include the inter-
action between two regressors from the same cate-
gorical variable(e.g. seasonApr:seasonSum), so the
in-group interactions are deleted in advance. And
the product of workingdayYes and holidayYes is al-
ways zero, which is also removed.)

As shown in Figure 4, the model selected by
backward regression with the AIC criterion has the
least CV-MSE among them. So our final model is
bwd.aic, the CV-MSE of this model is 0.5072 (12357
for original scale, note we have transformed our re-
sponse.) and the number of regressors is 53. The
two-stage method guarantee our final model satis-
fies the principle of marginality naturally.

5 Model Diagnostics

Although the prediction is promising and the
final model we selected satisfies the principle of
marginality, we have to check whether the final
model meets the assumptions of linear models and
to detect the outliers, high-leverage and influential
observations.

Firstly, we check if the assumptions hold. (i)
linearity: as shown in the residuals vs fitted plot
(Figure 5(a)), the residuals spread equally and unpat-
ternedly around a horizontal line, it is a good sign
that there is no nonlinear relationship in the model.
We also use components plus residual plots to check
it carefully. They confirm the ”linearity” assumption
as well. (ii) normality: as shown in the normal Q-Q
plot (Figure 5(b)), the plot is still a good indication
that the residuals are likely normally distributed al-
though the distribution is a little light-tailed. We
also use t Q-Q plot (studentized residuals vs the-
oretical quantiles of 𝑡 distribution with degrees of
freedom 𝑛 − 𝑝 − 2) to check it further. The result is
quite similar to normal Q-Q. (iii) constant variance:
as shown in the scale-location plot (Figure 5(c)), the
residuals are spread equally and randomly along the
horizontal line, it is a good sign that the assumption
of homoscedasticity holds. One can also use ncvTest
and spread-level plot to check it further. A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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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Model Selection with Interaction. (a) top left, 10-fold CV-MSE for each method/criterion; (b) top
right, numbers of regressors in each method/criterion; (c) bottom, the variables selected by each method-
/criterion.

Figure 5: Model diagnostics plots. (a) top left, residuals vs fitted; (b) top right, Q-Q plot of standardized
residuals; (c) bottom left, scale-location plot; (d) bottom right, outliers, high-leverage and influential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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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pendence assumption, we will talk about it in
the discussion part.

The high-leverage, influential points and out-
liers are clearly shown in Figure 5(d). The top 5 in-
fluential observations are #31, #5637, #14132, #14154
and #14155. There are no obvious mistakes in these
five observations, so we choose to keep them when
fitting the final model.

6 Model Interpretation

In this part, we aim to interpret our results. Be-
cause it is not sensible to standardize dummy re-
gressors or interaction regressors, so we cannot just
standardize the coefficients of regressors in the final
model to see which regressors have larger effects on
the number of bike rented.

Given the coefficients of our final model(for ex-
ample, the coefficient for hum is -2.11472), we can
say that when holding other regressors fixed, the log
number of bikes rented in that hour will decrease
about two if the normalized humidity increases 1
unit. But this interpretation is not reliable. First, the
experiment here is not randomized controlled, we
have to consider other confounders. Second, model
selection we have done is not used to interpret or
do causal inferenc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e
should bear in mind is that the goal of our analysis is
prediction, instead of summarizing the association
or causal inference. Figure 3 and Figure 4 show us
that the CV-MSEs of these methods/criteria are very
close. Thus, the selected model might be simply the
lucky winner among a few close competitors. And
this tells us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our final model
might be quite unreliable and misleading.

As for statistical inference, if we do significance
testing after model selection, this will change the
way t-statistics should be interpreted. Thus, it does
not make sense to do regular inferences. One could
gain the confidence intervals of the estimated pa-
rameters by using the bootstrap to obtain an esti-
mate of the variance of the coefficients and using an
appropriate test statistic, but it is not our main goal.

7 Discussion

The first thing is about the drawbacks of the
two-stage method we used in interaction selection.
The interaction effects are selected only after the
selection of the main effects is accomplished. The
noise could be very high on stage one because we
treat interactions as noise. Thus there are a lot of
doubts about the validity of two-stage methods(for
example, Turlach’s counterexample[3]). We chose
the two-stagemethod due to the high computational
cost of the one-stage method. It might give us better
results if we use the one-stage method in our analy-
sis.

Second, we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the inde-
pendence assumption of our final model holds or
not. The dataset comprises a time series, so the
assumption of independence may be very wrong.
We adopt the Durbin-Watson test to check it, the
p-value is significant. Thus, it might be a poten-
tial problem when implementing linear regression
on this time series data.

Third, model diagnostics show us some out-
liers, high-leverage and influential points. There are
no obvious mistakes in these observations. Thus
these unusual points might indicate that the lev-
els of categorical variables we set may be inap-
propriate.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hr has 24 lev-
els, but to ease the computation, we classified them
into four groups(Morning, Afternoon, Evening and
Latenight). It might give us better results if we treat
hr as a categorical variable with 24 levels.

8 Conclusion

Overall, to predict the numbers of bike rented
in a given hour with corresponding seasonal and en-
vironmental information and to make sure our fi-
nal model satisfies the principle of marginality, we
used the two-stage method to do model selection
with interaction terms. A log transformation to
our response is adopted to meet the assumptions.
And then, we chose the best main-effects model by
adopting all subsets regression with the BIC crite-
rion. And next, the interaction terms are selected by
backward searching with AIC criterion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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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main-effects model. The cross-validation
MSE of our final model is 12357, which indicates lin-
ear regression models can help to predict bike-share
use.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prediction in
future studies, one can adopt a one-stage method
and increase the number of levels in categorical vari-
ables, or try to use othermodels like time series anal-
ysis or deep learning methods. The interpretation of
our final model is not reliable, if the goal is to pre-
dict and interpret, tree models will be a good way
because they are great in spotting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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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HC分子的蛋白质结构分析
在 2019-nCoV疫苗研制中的应用

陈泓宇

摘要
发现于 2019年底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在 2020年席卷全球，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及人员伤
亡，必将对人类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本综述聚焦利用MHC结构寻找潜在的抗原表位，以及进行新
型疫苗设计研发的最新研究进展。在 COVID-2019的蛋白质组中利用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建模等
多种方法，推测出与MHC分子结合程度较高的抗原表位，从而为蛋白质疫苗的研制提供方向。同时
讨论了MHC分子在 DNA疫苗等其他新型疫苗研制中的潜力，以及MHC分子在疫苗研制中的前景
与挑战。
关键词：MHC分子 2019-nCoV 生物信息学 免疫学 疫苗研制 蛋白质结构分析

1背景
2019年 12月，中国武汉确诊了因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而导致急性呼吸综合征的患者。此后该病毒在全
球范围内大规模爆发。截至 2020 年 6 月 27 日，全
球范围内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患者超过 980万例，
死亡近 50万例，其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超过 200
个国家或地区均受到了此次疫情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 2020年 1月 12日被世
界卫生组织（WTO）命名为 2019-nCoV，属套式病
毒目（Nidovirales）、冠状病毒科（Coronaviridae）、

冠状病毒属（Coronavirus），为 +ssRNA病毒。2019
新型冠状病毒为已知第 7 种可以感染人的冠状病毒
（其余六种为HCoV-229E、HCoV-OC43、HCoV-NL63、
HCoV-HKU1、SARS-CoV和MERS-CoV），并可引发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2019）。

新型冠状病毒由结构蛋白中的 S 蛋白上的受体
结合域（RBD）与位于人细胞表面的血管紧张素转换
酶 2（ACE2）结合，从而进入细胞。临床治疗除辅助治
疗外，仍在寻找并试验对该病毒具有较好靶向作用的
药物，如瑞德西⻙，但目前仍未寻找到治疗 COVID-
19的特效药。随着疫情在全球的扩散，感染病例的不

12



Journal of Zhufeng

断增多，尤其是危重症患者对医疗资源的需求远远超
出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供应能力。因此，在优化治疗
方案的同时，预防工作显得更加必要，而 2019-nCoV
的疫苗研制也成为防止疫情扩散，尽快结束疫情，最
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最关键途径。

自 COVID-2019 爆发以来，对该病毒的疫苗研
制工作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目前有超过 90种疫
苗在研发过程中，包括减毒活疫苗、灭活疫苗、病毒
载体疫苗、核酸疫苗与蛋白质疫苗等多种类型 [1]。
目前（截至 5月 21日）国内的疫苗研究进入临床研
究阶段的主要为减毒疫苗、灭活疫苗和重组疫苗。而
对核酸疫苗与蛋白质疫苗的研究因研发成本高，研制
技术不及传统疫苗成熟，尚未进行大规模的临床试验
阶段。但核酸疫苗与蛋白质疫苗因具有传统疫苗不具
备的优点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疫苗毒性小、免疫原性
高、疫苗可控性好、研制周期稳定等，且可能在癌症
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备受学者和制药公司的关
注。

2 MHC分子的结构与功能
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major histocompatibil-

ity complex , MHC）为一组决定移植组织相容性，并
与免疫应答密切相关的紧密连锁基因群。MHC表达
产物为MHC分子，人类MHC产物则特称为人类白
细胞抗原（human leukocyte antigen , HLA）。经典
HLA分为 I类分子与 II类分子。I类分子分布于所有
有核细胞表面，II类分子仅表达于特定淋巴组织中一
些特定的细胞表面。

HMC 是人体对疾病易感的主要免疫遗传学成
分。MHC分子与 T细胞表面抗原识别受体（TCR）的
功能密切相关。TCR 不能直接识别抗原表位，只能
特异性识别 APC或靶细胞表面提呈的抗原肽-MHC
分子复合物（pMHC）。因此，TCR识别 pMHC时具
有双重特异性，既要识别抗原肽，又要识别MHC分
子的多态性部分，即MHC限制性。只有当三者结合
紧密程度足够时，T 细胞才会产生相应的免疫反应，
从而激活特异性免疫应答 [2]。

人体内MHC有两种类型，分别表达于不同细胞
上并发挥不同作用。CD4+Th识别MHCII类提呈的
外源性抗原肽，CD8+CTL识别MHCI类提呈的内源
性抗原肽，此称为MHC分子的免疫识别功能。同时
MHC-抗原肽-TCL受体复合物可启动免疫应答并有
免疫调节作用。

HLA I类分子由 𝛼链和 𝛽2𝑚链组成，由 𝛼1、𝛼2、
𝛼3构成胞外段。远膜端的 𝛼1、𝛼2构成抗原结合槽。

抗原结合槽两端封闭，可容纳 8-10个氨基酸残基。II
类分子由 𝛼链和 𝛽链组成，由 𝛼1、𝛼2、𝛽1、𝛽2构成
胞外段。远膜端的 𝛼1、𝛽1构成抗原结合槽。抗原结
合槽两端开放，可容纳 13个以上氨基酸残基。HLA
提呈抗原肽时，依靠抗原结合槽与抗原肽互补结合，
并表现出一定的专一性和包容性（一种类型的 HLA
分子可以识别一群带有特定共用基序的抗原肽）[3]。

图 1: HLA I类分子（左）与 HLA II类分子（右）的
结构以及与抗原肽段的结合示意图

由此可⻅，MHC作为免疫反应中重要的一环，是
影响是否能够发生特异性免疫以及发生特异性免疫
强度的关键影响因素。而目前研制中的 2019-nCoV
疫苗，均是通过非致病的抗原来激发特异性免疫，从
而达到对该病毒的预防作用。因此，在寻找可能抗原
表位，以及设计蛋白质疫苗的工作中，通过对 2019-
nCoV蛋白质组中抗原肽与MHC分子结合能力的分
析，可以预测出可能的具有良好免疫原性的蛋白质结
构，或是对候选抗原肽进行筛选，减小临床试验的工
作量。

3基于MHC分子结构的抗原
表位的预测

随着生物信息学与分子生物学的高速发展，丰富
的基因、蛋白质数据库及分子建模预测工具为蛋白质
结构层面的分析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此次疫情爆发
之前，就已经有利用MHC对病原体抗原表位进行预
测，从而推进相关疫苗研制进展的成功先例。（如杜
氏利士曼原虫疫苗研制 [4]、乙型脑炎疫苗研制 [5]
等）。其主要核心方法为 In silico 的体外模拟方法，
即利用生物信息学方法，通过计算机计算预测，预测
与评价抗原肽与 MHC 分子结合的可能性与紧密程
度，从而为疫苗研制中抗原表位的选取进行筛选及提
供思路（如 Hu, Yan et al.利用神经网络对肽–MHC
结合预测的研究）[6]。

2019-nCoV 基因组大约有 3 万个碱基对，并考
虑到 +ssRNA的高突变率，寻找潜在的抗原肽无疑工
作量巨大。另一方面，HLA表面结构的 AF沟（肽结
合位点）由于 HLA氨基酸序列的多态性而可以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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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0 种抗原表位 [7, 8]。通过基于已知MHC分
子结构及病毒基因组序列，利用分子动力学进行建模
并通过神经网络分析计算，可以从病毒蛋白质组中筛
选出与MHC分子高亲和力的抗原肽段（Ratnadeep
Saha et al.[9], Ratnadeep Saha et al.[10]）。同样的，
该方法还可以预测特定位置点突变对 p-MHC 稳定
性的影响，从而帮助寻找对突变热点处突变不敏感且
对MHC分子具有良好亲和力的抗原肽段，为研制高
效且不易失效的疫苗提供了方向。

目前的在基于 MHC 分子结构的疫苗研制工作
重心（如 Santrupti Nerli.et al.、Alba Grifoni et al.、
B.Robso[11]、ZahraNoorimotlagh et al.[12]）主要集
中于构造与 MHC 分子高亲和力的抗原表位的物理
模型。通过分子生物学预测，在 2019-nCoV蛋白质组
中寻找可能的抗原肽序列和 MHC 高亲和力组合的
基本方法如下：首先需要知道 2019-nCoV的蛋白质
组或基因组序列及特定MHC分子（如HLA-A*02:01）
的蛋白质结构。根据选取的MHC分子特性，确定结
合抗原肽段的⻓度 k与结合锚定位，并在病毒蛋白质
组中滑动截取对应⻓度 k的肽段。利用比对工具，从
病毒蛋白质组中选取具有锚定位点对应序列的肽段，
从而选取出可能的候选肽段。利用建模工具，对候选
p-MHC复合物进行三维结构预测并计算出结合紧密
度并打分，从而获得可能与目标MHC分子高亲和的
抗原肽段（图 2）。目前常用的 p-MHC 建模工具为
RosettaMHC，对MHC分子结构数据主要源于 X-射
线衍射。

图 2: 在病毒蛋白质组中寻找与目标MHC分子高亲
和力肽段的一般流程 [13]

需注意在建模预测工作中，并不是将MHC分子
的所有结构均考虑在内，而是仅根据抗原结合槽的结
构进行预测，从而提高预测效率并合理减少噪音。但
应注意抗原结合位点之外的结构是否对抗原肽的结
合仍有一定的影响。

通过以上方法对大量候选肽段的结果分析，可以
发现一些高亲和力肽段的共有特点。这些肽段具有较
强的疏水性，且在锚定位 P2、P9上的氨基酸常具有
甲基化侧链 [13]。以上结果可以缩小比对范围，从
而提高筛选效率。

同时，考虑到MHC等位基因在人群中具有丰富
的多态性，现有研究基于不同MHC等位在人群中的
覆盖率来筛选可能的高效 T 细胞表位（Syed Faraz
Ahmed et al.）[14] 该实验中运用 IEDB（Inmmune
Epitope Database）提供的比对工具进行筛选。该工
具通过 MHC 等位基因在特定人群中的分布，估计
指定 T细胞表位在相应群体的覆盖率，从而反映该
群体中能对该表位产生免疫反应的人口比例。在该实
验中，首先利用此工具寻找并确定群体覆盖率最高
的 MHC 等位基因，并以此基因匹配寻找高效的抗
原表位。之后逐步添加其它较高覆盖率的 MHC 等
位基因，在此前筛选结果中进一步筛选出能与新加
入MHC等位高效结合的候选表位，以提高候选表位
的群体覆盖率。如此不断添加，直到候选表位的群体
覆盖率不再提高，即可筛选出具有最高群体覆盖率的
MHC相关的 T细胞抗原表位。

考虑到 2019-nCoV与 SARS-COV的同源性，目
前也有研究试图识别已在 SARS-COV 中存在的表
位。通过对比两种病毒的蛋白质组与已注释的 SARS-
COV的表位，从而推断 2019-nCoV的可能 T细胞表
位，再对这些抗原表位进行与MHC分子的亲和力分
析。如此能大大缩小比对范围，提高寻找到有效肽段
的成功率 [15]。

4讨论与展望
以上研究为新型疫苗的研制提供了有效的数据

支持，但仍具有一些进行深度研究与改进的空间。
通过对HLA的分子结构进行分析可⻅，𝛼𝛽TCRs

包含一个 𝛽转⻆以结合抗原，此处 CDR3𝛼、CDR3𝛽
与抗原肽的关键残基接触。该区域表面多富有极
性带电氨基酸，暗示离子键也可能参与到识别之中
（Santrupti Nerli.etc）。而目前的模型主要基于氢键、
范德华力与疏水作用来进行打分预测未充分考虑到
电荷作用对结合的影响，因此可通过泊松-玻尔兹曼
方程对电荷作用进行进一步评估，进一步阐明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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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及电荷因素的影响，比较其电荷识别特征。同时，
在电荷影响较为显著的区域，氨基酸极性改变的点
突变的权重应更为明显。

现有的有关MHC多态性的研究（如 Syed Faraz
Ahmed et al. 的基于 MHC 在人群中覆盖率筛选最
有效抗原表位的研究）多是根据已有的 MHC 等位
基因在特定群体中的统计学数据，采用覆盖率最高的
MHC等位基因来进行预测、对照，但这样会造成仍有
部分人群不能对选取的抗原表位产生很好的响应。同
时，由于此次疫情影响范围波及全球，对疫苗的研究
更应考虑到全球不同地区人口所具有的 MHC 多态
性，这需要更多进一步的研究，从机理上阐明MHC
基因中的突变是如何影响 MHC 分子与抗原肽段的
结合，或是针对不同地区的人口MHC基因库特征，设
计不同的疫苗。这也提示在疫苗的临床试验过程中，
不仅需要监测抗体反应的诱导的平均效果，还需要监
测不同患者 HLA 亚型背景下较早的 CD8 T 细胞对
特定抗原的反应，更加关注疫苗效果在人群中的差异
性与差异来源。

以上的预测结果均是基于信息技术进行建模预
测。现有多种建模预测工具，其给出的结果都不尽相
同。对于这些预测工具结果的精度，应当存疑并进行
验证。据 Marek Prachar等人的研究 [16]，通过体
外化学合成与诱导变性检验预测结果发现，在预测抗
原肽与 HLA结合时，主要的几种预测工具假阳性都
很高。这无疑为疫苗的研制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并
可能造成疫苗研制的失败。因此，仍需对现有的预测
工具进行算法上的改进，或开发更适用于 p-MHC分
子的预测工具。

基于 MHC 分子结构对抗原表位进行筛选与预
测，是未来疫苗研制的一个重要方向。通过此次对
2019-nCoV疫苗研制进展的分析与讨论，可以发现此
研究方法能够脱离传统疫苗活体选择的限制，运用较
为成熟的计算机建模技术与分子生物学理论，通过理
论模拟与计算筛选出可能合适的抗原表位，大大减少
了实验操作的工作量。同时该方法不仅能对已有候选
表位进行评分、排序和筛选，还能预测出可能表位的
结构特征。因此，随着建模技术与理论基础的进一步
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直接人工合成出具有最
佳免疫原性的理想抗原肽段，而无需从病毒蛋白之中
寻找已有蛋白。

目前此方面的研究多是利用病毒已有蛋白，根据
与MHC结合程度进行筛选。此种研究方向主要适用
于蛋白质疫苗的研究。核酸疫苗具有免疫反应完全，
便于构建多价疫苗、便于与自然感染区别、成本低，
可重复使用等蛋白质疫苗缺乏的优点 [17]，但往往

其免疫效率较低。因此可考虑通过MHC结构，设计
出能高效结合并激活免疫反应的核酸疫苗，充分发挥
核酸疫苗的潜力 [18]。

已有研究发现，MHC介导的细胞免疫在癌症发
展与治疗中有着关键的作用 [19, 20] 。因此，利用
MHC分子结构，可以设计出激活对癌细胞特异的免
疫反应的抗原，这有望在癌症治疗方面打开一条新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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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宇航动力技术发展与展望的综述
王孟瑞

摘要
本文基于⻜行器推进原理中的⻬奥尔科夫斯基公式，考虑推进器的比冲量大小，依次介绍了化学燃料
动力、离子推进、核动力、光子推进的原理和优缺点，并在最后对未来可能实现的曲速⻜行进行展望。
关键词：飞行器 推进动力 比冲量 曲速飞行

从古至今，人类一直对于天空有着无限的遐想，
对宇宙存有极大的好奇，因此人类也在不断尝试克服
地心引力、⻜向太空。从 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
地球卫星开始，人类正式开始了通过发射宇航⻜行器
来进行对太空的探索。宇航⻜行器有卫星、火箭、⻜
船等等，虽然它们的功能、材料构成、轨道设计等各
有不同，但所有的宇航⻜行器都将面临同一个问题：
推进动力问题。由最根本的牛顿第二定律，⻜行器需
要动力推进其加速到一定的速度，而宇宙尺度之大决
定了要想在尽量短的时间内探索到更远的天体，需要
尽可能高的⻜行速度。而宇航动力技术就是决定⻜行
器⻜行速度的最主要技术，想要在⻜行速度上获得提
升甚至质的⻜跃，便需要在宇航动力技术上进行改进
和变革。

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目前已由有的和未来可能
会发展的各种动力推进方式。顺带一提，在涉及推进
动力的问题时大多数文献偏好采用火箭作为对象，而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行器，即不局限于目前宇宙航行
所惯用的火箭载体，还包括⻜船或其他某种在未来会
实现的⻜行载体。

1推进原理
首先对⻜行器的推进原理进行探讨。目前，不论

是化学燃料推进、离子推进、核动力甚至光子火箭，
都是基于牛顿第三定律的反作用力原理进行推进的。
由动量守恒，⻜行器遵循的基本运动方程为 [1]：

𝑚𝑣 = (𝑚 + d𝑚) (𝑣 + d𝑣) + (−d𝑚)(𝑣 + d𝑣 − 𝑢)

其中以 m、v 分别表示 t 时刻⻜行器的质量和速度，
以 dm，dv 分别表示无限小时间间隔 dt 内⻜行器质
量和速度的增量，u表示喷出物质相对⻜行器的速度，
且假设推力远大于所受阻力，忽略阻力项。由上式化

简可得
𝑚d𝑣 = 𝑢d𝑚

积分便得到⻬奥尔科夫斯基公式：

𝑣 = 𝑢 ⋅ ln 𝑚
𝑚

其中 v为⻜行器最终获得速度（假设初速度为 0），𝑚
为⻜行器初质量，𝑚 为⻜行器末质量。

图 1: ⻜行器运动示意图

从⻬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我们可以看出⻜行
器能获得的最大速度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喷出物
质相对⻜行器的速度，⻜行器初末质量之比。想要
提升⻜行速度，主要就是这两个途径：提高推进剂
的喷出速度，也就是提高推力；尽可能大的增大⻜
行器初末质量的比值——也就意味着⻜行器所携带
的燃料质量要尽量大于⻜行器有效载荷质量。然而，
由于⻜行器初末质量之比的影响因子是对数形式的，
这注定了提高此项所获收益会越来越小。因此，如何
获得更高的推进剂喷出速度将是主要的研究方向。

2化学燃料动力
传统的⻜行器推进动力方式是通过化学燃料的

反应制造出高速气体喷流来使⻜行器获得推力的。衡
量推力大小的主要指标是比冲量 𝐼 ，它定义为单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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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质量推进剂产生的冲量：

𝐼 ( ) =
𝐹d𝑡
d𝑊 = 𝐹

𝑞𝑔

为重量描述的比冲量，其中 F 为推力，W 为推进剂
的重量（这里只表示质量乘以标准重力加速度 𝑔 ），
q为推进剂的质量流量。该比冲量单位为 s（秒）。

𝐼 ( ) =
𝐹d𝑡
d𝑚 = 𝐹

𝑞

为质量描述的比冲量，其中 m为推进剂的质量。该
比冲量单位为 m/s（米每秒）。两种描述的比冲量只
差一个比值 𝑔 ：

𝐼 ( ) =
𝐼 ( )
𝑔

质量描述的比冲量即为⻬奥尔科夫斯基公式中
的推进剂喷出速度 𝑢，因此我们的目标便是寻找比冲
量高的燃料。质量描述的比冲量与燃料有如下的关系
式 [2]：

𝐼 = 2𝐽(𝐻 − 𝐻 )

其中 𝐽为热功当量（公认值为 𝐽 = 4.1868焦/卡），𝐻 为
在燃烧室内的压力和温度下反应产物的焓（千卡/千
克），𝐻 为喷口出气体产物的焓（千卡/千克）。

在燃烧室内，比冲量与反应气体的温度的关系
是：

𝐼 = 𝑘 𝑇 ⋅ 𝑁 = 𝑘 𝑇 /𝑀

其中 𝐼 为燃烧室内的火焰温度，𝑁为单位重量火焰
气体的克分子数，𝑀为火焰气体的平均分子量，𝑘 、
𝑘 为常数。由上式可以看出，如果反应热高而产生
高的火焰温度，并且反应产物的平均分子量小，则比
冲量大。

下面以火箭为例介绍一下推进的原理：火箭发动
机点火以后，推进剂（液体的或固体的燃料和氧化剂）
在发动机燃烧室里燃烧，产生大量高压气体；高压气
体通过收敛扩张超音速喷管加速后高速喷出，对火箭
产生反作用力，使火箭沿气体喷射的反方向前进。固
体推进剂是从底层向顶层或从内层向外层快速燃烧
的，而液体推进剂是用高压气体对燃料与氧化剂贮箱
增压，然后用涡轮泵将燃料与氧化剂进一步增压并输
送进燃烧室。推进剂的化学能在发动机内转化为燃气
的动能，形成高速气流喷出，产生推力。

火箭所用燃料一般分为液态的和固态的。液态燃
料包括氢、甲醇、乙醇、高浓度水合肼、二甲肼、硝基甲
烷等，比冲量大约在 2500–4600m/s；理论上最佳液态

燃料为液态氢，其与液态氧混合燃烧可产生约 4400
m/s的比冲量，如用液态臭氧或液态氟来代替液态氧
可以再提高一定的比冲量。固态燃料包括硼氢化钠、
二聚酸二异氰酸酯、二茂铁及其衍生物等，比冲量大
约在 2000–3000 m/s。

图 2: 液体火箭发动机结构

对于化学燃料火箭，为了改善⻬奥尔科夫斯基公
式中增加燃料质量是以对数函数对速度进行提升的
低效率问题，需将火箭分为多级（事实上，以目前的
化学燃料比冲量，单级火箭所能获得的最大速度是很
难超过第一宇宙速度 7.9km/s的）。多级火箭就是把
几个单级火箭连接在一起形成的,其中的一个火箭先
工作, 工作完毕后与其他的火箭分开, 然后第二个火
箭接着工作,依此类推。火箭分级有串联式、并联式、
混联式，如图 3所示。多级火箭的好处就是在每一级
的燃料用尽后可以把该级的外壳抛弃，而减轻下一级
所负载的质量。

图 3: 火箭分级方式

下面将通过具体计算来体现多级火箭是如何提
高燃料利用效率的。合理假设火箭总质量中燃料占
80%，发动机部分占 10%，有效载荷占 10%（实际火
箭质量大概是这个比例）。则对于单级火箭，

𝑣单级 = 𝑢 ⋅ ln 𝑚燃料 +𝑚发动机 +𝑚有效
𝑚发动机 +𝑚有效

= 𝑢 ⋅ ln 5

对于多级火箭，以最常⻅的三级火箭为例，有效
载荷均在主级，假设燃料和发动机质量均分到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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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每级火箭的发动机质量为 m0，则每级火箭的
燃料质量为 8m0，𝑚有效 = 3𝑚 ，

𝑣三级 = 𝑢 ⋅ ln 3 ⋅ 8𝑚 + 3 ⋅ 𝑚 + 3𝑚
2 ⋅ 8𝑚 + 3 ⋅ 𝑚 + 3𝑚

+ 𝑢 ⋅ ln 2 ⋅ 8𝑚 + 2 ⋅ 𝑚 + 3𝑚
8𝑚 + 2 ⋅ 𝑚 + 3𝑚

+ 𝑢 ⋅ ln 8𝑚 +𝑚 + 3𝑚
𝑚 + 3𝑚

= 𝑢 ⋅ ln 6.6

代入氢氧燃料的比冲量 𝑢 ≈ 4400 m/s，得单级火箭
最大速度 𝑣 ≈ 7.1 km/s，小于第一宇宙速度 7.9 km/s，
三级火箭最大速度 𝑣 ≈ 8.3 km/s，超过第一宇宙速
度。

然而，虽然火箭分多级有助于提高燃料利用效
率，但由于每增加 1份载荷，火箭就需要增加 10份
以上的质量来承受，随着火箭级数的增加，使最下面
的一级和随后的几级变得越来越庞大，导致火箭无法
起⻜，因此多级火箭一般不超过 4级。而且，远多于
有效载荷的燃料质量是个巨大的消耗，甚至可以说是
浪费。最关键的是，采用化学燃料的⻜行器所能达到
的速度十分有限，只能达到 8 km/s左右，这对于宇
宙航行来说太慢了。因此，⻜行器的推进动力需采用
一些其他的方式才能在⻜行速度上有所突破。

3离子推进
为了获得比化学燃料更高的比冲量，即要使推进

剂能被加速到更大的速度，有一种方法就是利用电磁
场对带电粒子进行加速以获得高速推进剂，这种方式
就叫做离子推进。事实上，离子推进的比冲量可以达
到化学燃料的 10倍。

离子推进的大致原理就是先将推进剂电离，再利
用电场将离子加速喷出形成推力，同时向射出去的离
子束喷电子以使其呈电中性。下面以氙原子作为主
要推进剂的离子推进系统为例具体介绍其工作过程
[3]。该类离子推进器的主体结构如图 4所示，包括
推进剂贮箱、流量控制器、工质分配器、放电室、电控
装置等几个部分。电子由离子推进器的主阴极发射进
放电室，放电室两侧有电势差，目的是加速进入放电
室中的电子。电子在运动过程中与由氙贮箱进入放电
室中的氙原子进行碰撞，使其生成离子。放电室周围
有外加磁场，目的是聚集离子向放电室下游运动，不
让离子发生扩散。当离子到达屏栅极和加速栅极时，
离子被聚焦并且被加速喷出形成离子束，产生推力。
当离子达到预定速度被喷出后，中和器将发射等量的

负电子到离子束中，以使航天器表面呈准电中性，并
且确保离子束不会发生散逸。

图 4: 离子推进器放电室示意图

如前所述，离子推进的比冲量可以达到化学燃料
的 10倍左右——这意味着，要达到同样的速度，离子
推进所需的推进剂的质量 m离 与化学燃料的 m化 满
足：

10 ⋅ ln 𝑚离 +𝑚有效
𝑚有效

= ln 𝑚化 +𝑚有效
𝑚有效

即
𝑚离 = 𝑚化

𝑚有效
+ 1

/
− 1 ⋅ 𝑚有效

其中m有效指除推进剂外⻜行器的质量，称其为有效
质量。化学燃料推进剂的质量一般为有效质量的 10
倍左右，代入上式可得

𝑚离 ≅ 0.27𝑚有效

即离子推进剂仅需化学燃料推进剂约 2.7%的质量即
可达到同样的速度，由此可⻅离子推进极大的优势
就是可以免去⻜行器携带极大质量的化学燃料的浪
费问题；并且它可以给与⻜行器⻓期的推进，使得深
空任务成为可能。但其缺点是推进器的电功率有限，
它的推力非常受限，只有几十毫牛，这意味着虽然它
可以提供⻓久的加速，但其加速过程是非常缓慢的。
因此，目前离子推进主要被运用于航天器姿态精确控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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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动力
仍以火箭为例，核火箭有核裂变火箭和核聚变火

箭两大类 [4]。利用核聚变反应产生的能量作能源的
火箭，叫核聚变火箭，但由于受控核聚变反应还在研
究中，在过去的五十多年以及未来的二、三十年内人
类唯一能利用的核火箭是由核裂变反应提供能量的
核裂变火箭。核裂变火箭又可分为核热火箭、核电火
箭、混合核热/核电火箭、核裂变碎片火箭、核脉冲
火箭、核冲压火箭等。
4.1核热火箭

核热火箭是利用核裂变的热能将工质加热到很
高的温度，然后通过收缩扩张喷管加速到超音流而产
生推力的火箭发动机系统。其工作原理与液体火箭发
动机相似，所不同的是核热火箭用核反应堆取代了液
体火箭中的化学燃烧。图 5 为核热火箭的原理示意
图。工质氢流经反应堆后被加热，再经收缩扩张喷管
高速喷出。反应堆的控制棒用来对反应堆内中子流进
行控制，当控制棒插入时，中子流减少；当控制棒抽
出时，中子流增加。自持链式裂变反应的实现取决于
裂变产生的中子数与非裂变吸收及泄漏所消失的中
子数之间的平衡。

图 5: 核热火箭结构示意图

核热火箭具有推力大、比冲高、可多次启动等优
点。通常采用氢气作为工质兼冷却剂。氢气具有优良
的导热性能，在高温低压状态下容易离解为原子氢，

并吸收大量的热量，其导热性能可与金属材料相媲
美，是最好的冷却介质之一，同时由于其分子量小而
成为最优良的工质。

4.2核电火箭
核电火箭是将核反应堆裂变能首先转换为电能，

为电火箭供电，然后由电火箭产生推力的推进系统。

4.3混合核热/核电火箭
这种火箭首先利用核热火箭的高推重比使火箭

脱离星球引力，同时也可减少火箭的⻜行时间。然后
转为核电推进，再利用核电火箭的低推重比、高比冲
在行星间⻜行。该系统的电动力可以通过核热转换，
同位素转换或机械方式（涡轮发电）等将反应堆的裂
变能转换成电能。

4.4核裂变碎片火箭
核裂变碎片火箭是在核裂变过程中，产生的能量

碎片从核反应堆高速逃逸，从而产生推力。当原子裂
变时，所产生的「分裂碎片」速率达到光速的 3%，即
约每秒 9千公里。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
的乔治·哈普林等人设计了一种概念型的「分裂碎片」
反应堆，可以控制这些高速粒子。该反应堆类似于围
绕一圆柱形塔旋转的一叠「唱片」，每张「唱片」主
要由石墨构成，石墨上覆盖着钚或镅等放射性燃料。
当这些燃料旋转进入圆柱形塔时，与塔中的放射性物
质产生可控链式裂变反应。而施加于反应堆上的强大
磁场将「分裂碎片」束缚在一起向一个方向喷射，使
火箭的速率能提高到约每秒 1.8万公里，也就是光速
的 6%。

4.5核脉冲火箭
是指利用核弹爆炸来产生推力。核脉冲火箭将携

带大量的低当量原子弹，一颗颗地抛在身后，然后引
爆，火箭后面安装一个推进盘，吸收爆炸的冲击波推
动火箭前进。这种推进方式是十分危险的。

4.6核冲压火箭
为核热火箭设计合适的进气道和排气道，利用环

境大气作工质以取代通过管路从贮箱供给的推进剂，
那么核热火箭就成了核冲压火箭。

综上所述，利用核能为⻜行器提供动力可以拥有
比化学燃料大得多的比冲量和比离子推进大的多的
推力，是前往宇宙深空航行的极佳选择。但其存在危
险性大和技术难度高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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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光子推进
根据狭义相对论，任何物质的运动速度不能超过

光速，因此显然比冲量的最大值便是光速，而能达到
光速的物质便是光子，于是便有了光子推进器的设
想。光子推进器就是靠电磁辐射量子（光子）的定向流
产生推力的光子发动机。根据狭义相对论，质量和能
量相联系，质量可以转化为动能。因此可利用物质-反
物质湮没反应把质量完全转化为动能。正电子和电子
结合湮没产生两个或多个 𝛾射线（光子），质子和反质
子结合湮没产生两个或多个介子，这些介子不稳定，
很快衰变成电子或正电子和中微子。介子、电子和正
电子是带电的，在强电场作用下以等于光速或接近光
速的速度喷射，从而产生推力。

图 6: 光子推进器结构示意图

光子推进器的主要推进系统是一面直径达几十
平方千米的巨大凹面反射镜，如图 6 所示。发动机
工作时，将正氢和反氢引到凹面镜的焦点处，它们在
那里相遇湮灭，产生光子。向各个方向发射的光子，
经过反射镜的反射，形成一股向后喷射的光子流，它
们的反作用力推动⻜船加速⻜行。

虽然理论上光子推进器具有最高的比冲量，但以
目前的技术制造这样的推进器还有很多困难。光子
推进器的主要结构部件就是它的光子源，为了在光子
源中获得足够大的光压，需要有 50000–250000K的
高温，现代技术是无法解决如此高温的问题。光子推
进器需要制造大量的反物质，虽然目前已可以在实验
室制造出反质子，但其需要消耗的能量过于巨大，还
有储存和运输的问题。除此以外，制造和装配如此巨
大的反射镜也相当困难，且光子推进器如果在地球上
发射，其喷出的巨额能量会造成严重的危害，因此其
需要在太空中进行制造和发射，目前技术也尚无法做
到。光子推进器因其能量巨大，同样也具有极大的危
险性。

6曲速⻜行
前面所述的化学燃料动力、离子推进、核动力、

光子推进等，都是目前已经在使用的技术，抑或已有
完备理论设想但因技术困难无法实现的技术。为了提
高⻜行器能获得的速度，这些推进动力技术的主要着
眼点便是推进剂的比冲量。然而，也是显然易⻅的，
动力越大的推进器，其技术难度就越高，其危险性也
在剧增。在数十年、数百年内，这些推进动力技术将
是科学家的主要研究方向。但下面我将向更远的未来
进行展望。

以上所说的技术因受狭义相对论限制，⻜行器所
能获得的最大速度也是不能超过光速的。而人类的野
心是无限的，如果只能以光速或不到光速的速度进行
宇宙航行，前往离太阳系最近（4.22光年）的星系—
—半人⻢座 𝛼 星，也需要至少 4.22 年的时间，更不
用说想要探索尺寸十几万光年的银河系了。因此，要
想遨游到宇宙的各个⻆落，我们需要有一个能「超光
速」甚至「远超光速」⻜行的⻜行器。有人说任何物
体的运动速度不是都不能超过光速的吗？没错，但那
是狭义相对论对三维欧几里得空间的限制；在广义相
对论中是对局域坐标系的限制。如果空间曲率不再是
平直的，「超光速」就可能会被实现。因此，曲速⻜
行，就是通过改变空间曲率来实现「超光速」⻜行。

一种实现曲速⻜行的方法叫做阿库别瑞引擎
[5]：它把⻜船周围的空间进行严重扭曲，⻜船前方
的空间被压缩, 而后面的空间被拉⻓, 这样似乎不是
⻜船在动,而是空间在扭曲流过⻜船。在离⻜船非常
远的人看来, ⻜船的速度超过光速了, 实际上这是一
种表观超光速,也就是说仅仅是看起来超越光速，而
在⻜船参照系，一切正常，并未超光速⻜行，不违反
相对论。正如在宇宙暴涨时期，两个空间区域的分离
速度远远超过了光速,但是定域速度并未超过光速。

阿库别瑞采用了倒推的方式推导了阿库别瑞引
擎需要满足的条件：他先假定有一个能扭曲空间以让
⻜行器以任意速度⻜行的时空，然后再计算这个时空
对应的能量动量张量）。首先，考虑一个以时间作为
第四维度的时空中的类空超曲面，则时空间隔可表示
为

d𝑠 = −d𝜏 = 𝑔 d𝑥 d𝑥
= − 𝛼 − 𝛽 𝛽 d𝑡 + 2𝛽 d𝑥 d𝑡 + 𝛾 d𝑥 d𝑥

其中 d𝜏为固有时，𝑔 为时空度规。令 𝐺 = 𝑐 = 1，假
设⻜船沿笛卡尔坐标系中的 𝑥 轴运动，要得到一种
度规使⻜船被沿着依赖于时间的空间坐标 𝑥 (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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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地线推动。可提出一种满足这个条件的度规：

𝛼 = 1
𝛽 = −𝑣 (𝑡) 𝑓 (𝑟 (𝑡))

𝛽 = 𝛽 = 0
𝛾 = 𝛿

其中

𝑣 (𝑡) = d𝑥 (𝑡)
d𝑡 , 𝑟 (𝑡) = (𝑥 − 𝑥 (𝑡)) + 𝑦 + 𝑧 ,

𝑓 (𝑟 ) = tanh (𝜎 (𝑟 + 𝑅)) − tanh(𝜎 (𝑟 − 𝑅))
2 tanh(𝜎𝑅)

且 𝑅 > 0，𝜎 > 0。当 𝜎非常大的时候，注意到

𝑓 (𝑟 ) = 1, 对𝑟 ∈ [−𝑅, 𝑅]
0, 其他

于是，度规可写做

d𝑠 = −d𝑡 + (d𝑥 − 𝑣 𝑓 (𝑟 )d𝑡) + d𝑦 + d𝑧

图 7: 空间膨胀率 𝜃 图像

由于三维超曲面是平坦的，时空曲率信息包含在
外部曲率张量 𝐾 ，它描述了三维超曲面是如何嵌入
四维时空的：

𝐾 = 1
2𝛼 𝐷 𝛽 + 𝐷 𝛽 −

𝜕𝑔
𝜕𝑡

其中 𝐷 是 𝛾 的协变导数。代入 𝛼 和 𝛾 ，可得

𝐾 = 1
2(𝜕 𝛽 + 𝜕 𝛽 )

欧拉参考系中空间的膨胀率 𝜃 可以用 𝐾 表示出来

𝜃 = −𝛼𝑇𝑟𝐾 = 𝑣 𝑥
𝑟

d𝑓
d𝑟

图 7 展示了以 𝑥 和 𝜌 = (𝑦 + 𝑧 ) 为自变量的
𝜃图像（其中令 𝜎 = 8，𝑅 = 𝜈 = 1）。图像清晰的展
示了空间在⻜船的前方压缩，在后面膨胀。

欧拉参考系下的四维速度矢量为

𝑛 = 1
𝛼 1,−𝛽 , 𝑛 = −(𝛼, 0)

于是可计算爱因斯坦张量及能量密度

𝑇 𝑛 𝑛 = 𝛼 𝑇 = 1
8𝜋𝐺 = − 1

8𝜋
𝑣 𝜌
4𝑟

d𝑓
d𝑟

这表明了能量密度恒为负值，即需要暗能量。通过卡
什米尔效应可以获得暗能量，它是一种真空涨落的量
子效应，在一个两金属板实验中被观测证实，但其所
能产生的暗能量极其微弱，对实现曲速⻜行来说还远
远不够。

因此，曲速⻜行在未来人类能够制造并利用大量
暗能量的时候便有可能会被实现，届时人类在相当短
的时间内遨游宇宙四处将不再是梦；超光速往返运动
的同时，时空穿梭也可能会被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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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箍缩技术及其发展应用
柯春旭 樊一鸣 李奥晴 陈禹洋 马驰原

摘要
本文主要从研究背景、研究现状、存在问题、未来发展四个方面综合调研了 Z箍缩技术的各方面内容。
首先以时间为顺序，讲述了 Z箍缩技术的起源、发展、瓶颈以及突破；随后引出了 Z箍缩技术在强等
离子体 X射线源、模拟极端压力状态、稠密等离子体焦点、产生超强磁场这四个方面的研究现状；并
调研得出了 Z箍缩技术过程中等离子体不稳定、转换 X射线效率有待提高的问题；最后介绍了其在
武器物理方面、天体物理过程模拟方面以及数值模拟方面的未来发展方向。
关键词：Z箍缩 等离子体 X射线 应用

1研究背景
20世纪以来，全球能源短缺的问题越来越明显，

人们渴望去寻求一种可供⻓期使用的可利用能源，正
是在这种社会需求和学术背景下，可控核聚变聚变引
起了学术界的关注。这种产能方式不仅可以迅速产生
超大量的能量，而且可以供人类持续不断地使用（至
少在最近几十亿年内是如此），甚至可以说，一旦可
控核聚变实现，人类就可以实现无限生产力，再无能
源之争。那么，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可控核聚变？
那么，在科学家不断的研究过程中，便有人提出了 Z
箍缩的概念。

Z箍缩是电流流过柱形导体 (等离子体、导电物
质)产生⻆向磁场，该⻆向磁场作用于载流子从而形
成径向压力。当电流达到百万安培量级时，可产生巨
大的磁压力，用于约束等离子体或使物质向内加速、
碰撞，可获得高温、高密度的等离子体状态。20世纪
50年代中期，科学家们探索了利用脉冲放电箍缩等
离子体以实现可控热核聚变的可能性。此后，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便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蓬勃开展。当时，
早期受控聚变研究曾致力于微秒时间尺度、强电流、
氘等离子体的 Z 箍缩，并在 1952 年至 1960 年间研
究了直线和环面两种系统。

虽然相应的脉冲功率技术有较大的发展，放电电
流越来越大，但由于受到界面不稳定性现象的影响
(香肠效应 [1])和当时技术条件所限，未能获得较理
想的结果，并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进入低潮。然而
利用磁场压缩等离子体的研究却从未停止过，其方向
主要是强 X光源的产生和高能密度物理学 [1]。

Z箍缩的研究发展为快过程和慢过程两个方向。

所谓快过程，是电流脉冲宽度在几十至 300纳秒范围
内的过程，主要用于强 X光源的产生和应用。所谓
慢过程，是电流脉冲宽度为微秒级 (可达几微秒) 的
过程，主要用于驱动质量较重的金属套筒。

图 1: 美国圣地亚哥国家实验室 (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SNL)脉冲功率装置的发展历程 [1]

随着核禁试的到来，美国把 Z箍缩研究列入了
核武器库存管理计划 (包括快过程和慢过程)，特别是
从 1995年以后,由于负载结构从套筒变为丝阵，X光
辐射功率和产额不断取得突破，因而在全世界范围内
引起了极大的重视 [2]。

2研究现状
目前的 Z箍缩依靠轴向电流产生的磁压力，毫

克量级的等离子体套筒可以被加速至数百公里每秒
的速度，最后在轴线处碰撞、滞止，其动能热化为内
能。热化之后大部分能量通过软 X射线范围（0.1 10
keV）的辐射离开等离子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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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Z箍缩的主要过程 [2]

在多数情况下，等离子体套筒的 Z箍缩是以产
生这种 X 射线辐射为目的。除此以外，Z 箍缩方面
的研究还有稠密等离子体焦点、模拟极端压力状态、
产生超强磁场等。

2.1强等离子体 X射线源
通过大电流 Z 箍缩可以产生能量约百万焦耳

（MJ）、功率约百万亿瓦特（100TW）的X射线辐射，这
是目前在实验室环境下可以产生的最强等离子体 X
射线源。

此类装置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圣地亚实验室的
8MA 的 Saturn 装置和和 26 MA 的 Z 装置，其中
Z装置 Z箍缩等离子体辐射软 X射线总能量高达 2
MJ，峰值辐射功率达 300 TW，已成功用于磁驱动
惯性约束聚变、高能量密度物理等研究 [2]。

图 3: 美国 ZR装置

中国目前用于 Z箍缩研究的装置包括 1 MA 量
级的「阳」加速器、强光一号和 10 MA量级的聚⻰
一号装置，其中聚⻰一号装置辐射软 X射线总能量
已达 0.5 MJ，最高峰值辐射功率达 80 TW[3]。

图 4: 中国聚⻰一号 [3]

俄罗斯目前拥有 3MA的 S-300装置和 4MA的
Angara-5-1装置，辐射软 X射线总能量约 0.1 MJ，最
高峰值辐射功率达 6 TW，正在开展 50 MA 的「⻉
加尔」装置建设将用于 Z箍缩惯性约束聚变研究。

2.2稠密等离子体焦点
稠密等离子体焦点（dense plasma focus，DPF）也

是Z箍缩发展出来的一种类型。这类装置依靠电流鞘
向轴线汇聚时驱动的冲击波使氘氚气体加速和加热，
在最后的压缩阶段以类似于柱形 Z箍缩的方式，碰
撞滞止形成剧烈发射中子束的等离子体。等离子体焦
点装置单脉冲可以产生高达 10个中子。

图 5: DPF装置工作原理图 [4]

等离子体焦点装置主要由储能电容器组、高压开
关及 DPF放电室组成,其工作原理如图 3所示:首先
充电电源给储能电容器组充电 (一般几十 kV) ,电容
器充到设计电压后高压开关击穿,电容器上的电压立
即加到了内、外电极上,导致放电室中绝缘子沿面击
穿,并在其表面形成等离子体层。放电电流产生的强
磁场, 使等离子体层受洛仑兹力的作用而向上运动,
抵达内电极端部。最后一部分等离子体被压缩在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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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部上方而形成一根细柱 (即等离子体焦点)。由
于各种不稳定性, 导致聚焦柱的崩溃, 强烈地辐射出
各种粒子 (电子、离子、X射线和中子)。最后一部分等
离子体被压缩在内电极端部上方而形成一根细柱 (即
等离子体焦点) 。由于各种不稳定性, 导致聚焦柱的
崩溃,强烈地辐射出各种粒子 (电子、离子、X射线和
中子) [4]。

2.3模拟极端压力状态
固体套筒 Z箍缩可以将克量级的金属环状套筒

加速至数公里每秒到数十公里每秒，而且在加速过程
中表面或套筒的内部仍保持接近于固体的密度，当套
筒在轴线附近滞止后，会造成极高的压力，可达数百
万大气压，这为研究极端压力状态下材料的动力学行
为提供了手段。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洛斯阿拉莫
斯实验室的 Atlas装置。

2.4产生超强磁场
利用 Z箍缩产生的径向内爆等离子体可捕获和

压缩其内部的轴向磁场，这种方法有可能产生量级达
百兆高斯的受控脉冲磁场，利用这些磁场可以对材料
的特性以及量子电动力学的一些基本效应进行研究。

3存在问题
Z箍缩虽然是一种新兴的技术思想，但其原理已

经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与论证，因此 Z箍缩本身并不
存在什么很大的原理性的问题，更多的问题都出现在
应用层面。

3.1提高驱动源电能耦合至负载的效率
驱动源电能耦合至负载的效率低的问题在于电

磁场能量转换内爆动能效率不高，滞止时间压缩比较
低，容易滞止时刻磁流体力学不稳定 [7]。

在Z箍缩等离子体内爆动力学层面,以下问题还
有待进一步研究：

1)电磁场能量高效转换为内爆动能的机制与机
理,进而提高滞止时间的压缩比和聚爆品质 [8];

2)分析导致滞止时刻磁流体力学不稳定的成因
及减小不稳定性;

3) 提高离子温度, 获得高电离度 K 层辐射的方
法。

3.2提高 Z箍缩等离子体稳定性
在提高Z箍缩等离子体稳定性方面,需要重点研

究丝阵负载 [9, 10]的丝间形成薄壳层式内爆等离子
体与磁场向丝阵内部渗透的相互影响机制,内爆过程
中热斑和质量拖尾对等离子体不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提高 K层辐射与低能辐射比值的理论。研究「推进
层、致稳层、辐射层」内爆过程对减轻不稳定性,获
得高压缩比稠密箍缩柱的影响机理,内爆动力学 [11]
与辐射输出轴向不均匀性以及「拉链」现象与「雪耙」
致稳的形成机理;磁致 RT不稳定性发展导致的「空
泡」和「钉刺」结构对内爆等离子体轴向与⻆向不均
匀性的影响过程及抑制理论。

3.3提高 X射线转化效率
在现有技术背景下，轴线处形成的高温 K层发

射体与外围弥散低温冷等离子体的比例低 [12]，这
造成用于压缩的能量绝大部分被传递给外围的冷等
离子体，而这部分等离子体由于温度过低而无法发射
X射线，导致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输入的能量最终
被转化为 X 射线。因此，X 射线转化效率还有较大
的提升空间。

图 6: 轴线处形成的高温 K层发射体与外围弥散低温
冷等离子体的比例低 [2]

在Z箍缩驱动源能量高效转换X射线方面,需要
研究 Z箍缩等离子体的能量转换机制与产生 X射线
的辐射机理, 辐射不透明度 [13] 对辐射输出的影响;
提高轴线处形成的高温 K层发射体与外围弥散低温
冷等离子体的比例,增强 K层辐射份额。

4 Z箍缩技术的发展前景
除了聚变能源领域外，Z 箍缩技术还与武器物

理、实验室天体物理、数值模拟技术等领域有紧密的
联系，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许多与 Z箍缩相关
的尖端技术都对国防、高能密度物理、数值模拟等的
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世界
强国都对相关领域密切关注 Z箍缩技术具有广阔的
发展前景和广泛的应用。这部分将介绍 Z箍缩技术

25



Journal of Zhufeng

在武器物理、实验室天体物理、数值模拟三个方面的
发展。
4.1 Z箍缩与武器物理

限制核试验方式或爆炸威力，直至全面禁止核试
验，是限制核武器发展、促进核裁军和核不扩散的重
要措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一项由全面禁止条
约组织领导的、旨在促进全面防止核武器扩散与促进
核裁军进程，从而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约。我国
于 1992年 3月加入该条约，1998年 12月签署了附
加议定书。但与此同时，想要真正和平发展，保障国
家安全，不惧他国的核威慑，进行核武器的研究依然
是不可缺少的。在当今国际背景下，建立核武器物理
实验室模拟研究系统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炸药驱动、激光驱动和 Z箍缩驱动 3种类
型的驱动器手段彼此相辅。快 Z箍缩电磁内爆等离
子体的尺度、质量及可达到的压力、温度、能量密度
的范围正好介于前两种方式之间,共同形成了较全面
的核武器物理实验室模拟研究体系。炸药驱动和电容
器组件慢驱动器形成的是模拟武器初级的物理环境,
而快 Z箍缩和激光驱动器形成的更多是模拟聚变和
次级过程的物理环境 [14]。图 7 为 4 种类型高能密
度物理装置 (激光驱动惯性约束，Z箍缩驱动惯性约
束，基于电容模块的磁內爆，爆轰压缩)的应用背景,
给出了高能密度物理的点火边界。

图 7: 类高能密度装置应用背景 [14]

4.2 Z箍缩与实验室天体物理
传统的天体物理研究方法包括天体实测和理论

模拟，然而天文观测和理论模拟均有一定的局限性，
高能量密度等离子体在天体物理和激光等离子体物
理领域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利用实验室激光模拟
天体物理现象成为可能，即在地面实验室条件下对极
端天体物理现象进行重现和模拟。而以 Z箍缩装置
为代表的高功率脉冲装置可被用于高能量密度物理
的实验研究 [15]。

利用「聚⻰一号」装置可以在实验室开展天体物

理问题的研究，例如喷流实验，在环境中充入介质气
体，与生成的等离子体喷流进行相互作用，观察是否
能产生方向性的冲击波。如果能够产生稳定的此类激
波，可以进行模拟太阳⻛穿过周围介质产生冲击波现
象的研究，同时也可以对喷流的传播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 [2]。我国自主建造的脉冲功率装置和高能激光器
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工作，极大推动了实验室
天体物理研究的发展，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随着 Z箍
缩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其在实验室天体物理领域会发
挥更加显著的作用。
4.3 Z箍缩的数值模拟

Z箍缩 X射线辐射源以及 Z箍缩驱动惯性约束
聚变，涵盖了磁流体力学、辐射输运、原子物理、等离
子体微观不稳定性、强脉冲磁场下的输运机制等多物
理过程和复杂物理效应，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多尺度、
多物理过程，目前的实验平台还无法对聚变点火进行
直接的实验验证，数值模拟是研究 Z箍缩驱动惯性
约束聚变 (inertial confinement fusion, ICF) 物理问
题的重要手段 [16]。

自 2000年以来，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
所建立了专⻔的 Z箍缩理论和数值模拟研究团队，围
绕 Z箍缩辐射源物理和驱动 ICF技术路线开展了大
量研究。研制和发展了一维、二维辐射磁流体力学程
序，研究了驱动器与负载耦合、丝消融、先驱等离子
体形成、主体等离子体内爆加速和滞止辐射过程，分
析了辐射定标率、磁瑞利——泰勒不稳定性和⻆向不
均匀性变化规律，获得了辐射源的时空特性和能谱特
征。研究了利用 Z箍缩动态黑腔构型驱动 ICF的整
体物理过程，并对动能加载和直接驱动等技术路线进
行了初步探索 [16]。

可以预⻅的是，随着高性能计算领域的不断发
展，数值模拟技术也将更加完善，这将对 Z箍缩的
科学研究产生极大帮助，许多复杂的磁流体物理现象
得以进行数值分析。与此同时，由于 Z箍缩技术本
身潜力巨大，应用广泛，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
到相关的数值模拟程序的开发中，这也极大推动了计
算科学领域的发展。两者相互促进，具有广泛前景。

5总结
作为惯性约束聚变的一种方式，与激光惯性约束

技术相比，Z箍缩的能量转换效率（电能转换成X光）
较高，造价相对较低，总能量较高，具有鲜明的军⺠
融合特征，是主要核大国竞相发展的前沿科技领域，
Z箍缩技术的发展将有可能使诸如「Z箍缩聚变推进
器」等革命性的技术的实现成为可能，我们有理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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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这项技术将在 21世界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在许
多领域大放异彩，甚至会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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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求解涡旋电场的方法及若干思考
张春悦

摘要
电磁感应现象中的感生电动势是由涡旋电场产生的，涡旋电场沿一条闭合回路的第二类曲线积分的大
小（即感生电动势的大小）等于穿过该闭合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的变化率。但是涡旋电场强度在空间
各点处的值是多少？该如何求解？这是在电磁场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在初识涡旋电
场时迫切想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本文记述了作者两年多来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研究，主要运用了类比的
思路，从特殊到一般推出了由随时间变化的磁场求解涡旋电场的方法，并且进而推出了更一般的数学
公式。本文系作者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作品，水平尚浅，望方家指点。作者希望通过本文与其他同学分
享一点自己的思考所得，对自己也是一次进行科学创作的难得的历练。
关键词：涡旋电场 感生电动势 毕奥—萨伐尔定律 散度 旋度

1背景概述以及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穿过导体

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发生变化时，回路中会产生感应
电动势。这样的感应电动势分为两种：一种是由于导
体的运动而产生的动生电动势，可看成是由洛伦兹力
所引起的；另一种是由于磁场的变化而产生的感生电
动势，可看成是由涡旋电场所引起的。本文主要讨论
后者。

从通常的普通物理电磁学教材中可以了解到的、
同时也是初学者比较容易掌握的有关涡旋电场的知
识可以总结如下：

与由电荷激发的静电场不同，涡旋电场由变化的
磁场产生。静电场有散度没有旋度，为势场；涡旋电场
有旋度没有散度，不是势场。涡旋电场沿一条闭合回
路的第二类曲线积分的大小（即感生电动势的大小）
等于穿过该闭合回路的磁通量随时间的变化率，当回
路的正方向与磁通量的正方向满足右手规则时，二者
的符号相反。

其中最后一点，也即涡旋电场的环路定理，给出
了随时间变化的磁场产生涡旋电场时所满足的规律。
然而这个规律并不能告诉我们空间各点处的涡旋电
场强度是如何由变化的磁场所确定的，唯有当磁场在
空间的分布具有轴对称性时，可以运用这个规律求出
空间各点处的涡旋电场强度，一个很常⻅的例子是下
文所述的这个特殊情况：

磁场是匀强磁场，方向垂直于纸面（由于磁场是
无源场，磁场区域沿该方向应该是无限⻓的），不妨

取向内为正方向，其边界为圆形，圆的半径为 𝑅，如
图 1 所示。磁感应强度随时间均匀增大，变化率为
d
d = 𝑘，即 𝐵 = 𝐵 + 𝑘𝑡。

图 1: 特殊情况之一——圆形边界的磁场分布
对于这样的磁场产生的涡旋电场，其电场线是与

磁场边界共圆心的一组同心圆，由楞次定律判断涡旋
电场强度的正方向为逆时针，沿横向。由环路定理不
难求出全空间涡旋电场强度的大小：

0 ≤ 𝑟 ≤ 𝑅 时, 有𝜋𝑟 d
d = 2𝜋𝑟𝐸, 𝐸 = 𝑘𝑟

𝑟 > 𝑅 时, 有𝜋𝑅 d
d = 2𝜋𝑟𝐸, 𝐸 = 𝑘

(1)

所以 𝐸 =
𝑘𝑟, 0 ≤ 𝑟 ≤ 𝑅

𝑘, 𝑟 > 𝑅
(2)

在这个特殊情况中磁场的空间分布便具有轴对
称性，对称轴是过 𝑂点且与磁场方向平行的直线。对
此我们不禁要问：磁场在空间的分布以及其变化规律
可以是其他各种情况（前提是满足磁场本身的性质，
如 ∇•𝐵 = 0等），那在其他情况下涡旋电场在空间各
处的值（三个分量）该如何确定呢？其实我们心里非
常清楚：涡旋电场是已经被许多实验所证实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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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空间当中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它不仅可以作为非静
电力在导体回路中产生电流，更本质的是，它可以对
放入其中的电荷产生作用力（甚至于当涡旋电场随时
间发生变化时，其对应的位移电流会在磁场中受到对
应的安培力——这个问题仅是作者的一点想法，也许
涉及到电磁场的相互作用，在此仅用以强调涡旋电场
在空间各处的实在性，本文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从可操作性的⻆度来说，拿一个试探电荷放入涡旋电
场中的某点处，通过其受力情况便可以求出该点的涡
旋电场强度。由果溯因，空间各点处的涡旋电场强度
一定是可以由磁场的变化情况所唯一确定的，那么，
由变化的磁场产生涡旋电场的规律到底是什么？

2对特殊情况的研究
我们首先来研究特殊情况，这里的「特殊情况」是

指：磁场是匀强磁场，方向垂直于纸面（磁场区域沿
该方向是无限⻓的，理由同前），边界任意，磁感应强
度随时间均匀增大，变化率为 d

d = 𝑘，即 𝐵 = 𝐵 +𝑘𝑡。
第一部分阐述的圆形边界的磁场便是这样的特殊情
况之一。接下来我们研究一下「特殊情况之二」：边
界为正方形的磁场。

图 2: 特殊情况之二——边界为正方形的磁场分布

我们来试着找到这种情况下涡旋电场的解。由于
目前我们只求出了磁场边界是圆形时涡旋电场的解，
所以我们首先最容易想到的方法是：将正方形分解成
圆形，求出所有圆形边界磁场的涡旋电场，然后进行
叠加来求解总的涡旋电场。由于圆形在平面中不可以
密铺，所以只能在缝隙中用更小的圆来填充。算出每
一级圆形磁场的涡旋电场，构建级数，求级数的和即
可得到结果。

建立如图 3所示的直⻆坐标系，设圆 𝑂 的半径
为 𝑎，则正方形的边⻓为 2𝑎，以求原点 𝑂处的涡旋
电场强度 𝐸 为例：

第一级涡旋电场强度 𝐸 由圆 𝑂 内的磁场产
生：

𝐸 = 1
4𝑎𝑘,−

1
4𝑎𝑘 (3)

图 3: 用圆形来填充正方形（为使图形显得简洁，省
去了表示磁场方向向里的叉号

第二级涡旋电场强度 𝐸 由圆 𝑂 、圆 𝑂 、圆 𝑂
和圆 𝑂 内的磁场产生。

先写出圆心坐标：𝑂 ((3 − 2√2)𝑎, (3 − 2√2)𝑎)，
𝑂 ((2√2−1)𝑎, (3−2√2)𝑎)，𝑂 ((2√2−1)𝑎, (2√2−1)𝑎)，
𝑂 ((3 − 2√2)𝑎, (2√2 − 1)𝑎)。于是：

𝐸 = √ 𝑎𝑘,− √ 𝑎𝑘

+ √ 𝑎𝑘,− √ 𝑎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第三级涡旋电场强度 𝐸 由圆 𝑂 、圆 𝑂 ……内
的磁场产生，𝐸 的表达式会更加复杂。

从上述推演可以看出，该方法的计算过程太过复
杂，并且难以得出每一级涡旋电场的普适表达式（即
级数的通项），所以很难求出最后的结果。由于该方
法不具有普遍性而且实用性太差，我们在此暂时放弃
对该方法的研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级数一定
是收敛的（因为各处磁感应强度变化率的大小是有限
的，根据物理的实际情况，涡旋电场的大小不可能是
无穷大的）。

第一种方法并没有让我们求得结果（哪怕仅仅是
一个点处的场强）。在阐述第二个方法之前，我们先来
看这样一个问题：一条无限⻓载电流直导线，截面是
正方形，电流密度矢量 𝑗与截面垂直，其大小在截面
上均匀分布，试求出空间各点处的磁感应强度。相较
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求涡旋电场），我们对这个问题
（求磁场）更加熟悉一些，因为我们可以利用微元法
（也即：「分、匀、和、精」）来求解：在正方形截面上取一
个面积微元，这个面积微元对应一条无限⻓的极细的
载流直导线，而这样的载流直导线产生的磁场我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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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被积函数可以求出，于是，空间任一点处的磁
感应强度可由二重积分求出，具体论述如下：在垂直
于导线的横截面上建立直⻆坐标系，取面元 d𝑥d𝑦，由
于该面元可以无限小，所以以该面元为横截面的无限
⻓电流在其周围产生的磁场仅与面元的面积有关而
与面元的形状无关（这也正是我们可以用对称性比圆
形要差的矩形面元 d𝑥d𝑦进行积分的原因），这个元磁
场可以用公式 𝐵 = 表示出来，于是任一点处的
磁感应强度都可以通过对正方形区域积分来求出。通
过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启发是：
当面元无限小时，不必理会面元的形状对其在周围产
生的场的影响（或者说，由于面元极小，当取的面元
的面积相同时，其形状的不同对周围的场的值造成的
差别是更高阶的无穷小）。

通过将这个问题与我们原本要研究的问题作类
比，我们不难想到，可以对边界为正方形的磁场做类
似处理：在正方形截面上取面积微元，以该面积微元
为截面的无限⻓直区域中包括的磁场为元磁场，当面
积微元足够小时，不必理会其边界是不是圆形，可直
接取矩形的面元 d𝑥d𝑦，然后写出元磁场产生的涡旋
电场的大小（即被积式，这里需要用到涡旋电场的环
路定理，与用安培环路定理推导公式 𝐵 = 是类似
的），用二重积分计算空间任一点处的涡旋电场，以下
举一例来说明。简便起⻅，同时也为了使所选的点具
有代表性，计算正方形左下顶点处的涡旋电场强度。

如图 4所示，有

2𝜋𝑟 ⋅ d𝐸 = 𝑘d𝑥d𝑦, d𝐸 = d d

cos𝜃 = , sin𝜃 = , 𝑟 = 𝑥 + 𝑦
d𝐸 = d𝐸 sin𝜃 = d𝑥d𝑦
d𝐸 = −d𝐸 cos𝜃 = − d𝑥d𝑦

(5)

图 4: 求解 O点的涡旋电场强度

设正方形区域为 𝐷，

𝐸 = 𝑘
2𝜋

𝑦
𝑥 + 𝑦 d𝑥d𝑦

= 𝑘
2𝜋 d𝑥 𝑦

𝑥 + 𝑦 d𝑦

= 𝑘
2𝜋

1
2 ln 𝑥 + 4𝑎

𝑥 d𝑥

= 𝑘𝑎
4𝜋 ln 𝑡 + 4

𝑡 d𝑡

(6)

由分部积分法可得

ln 𝑡 + 4
𝑡 d𝑡 = 𝑡 ln 𝑡 + 4

𝑡 + 4 arctan 𝑡
2 + 𝐶 (7)

从而

ln 𝑡 + 4
𝑡 d𝑡 = 𝑡 ln 𝑡 + 4

𝑡 + 4 arctan 𝑡
2

= 2 ln 2 + 𝜋
(8)

其中由洛必达法则知 lim
→

𝑡 ln = 0，所以

𝐸 = 2 ln 2 + 𝜋
4𝜋 𝑘𝑎 (9)

同理得

𝐸 = − 𝑘
2𝜋

𝑥
𝑥 + 𝑦 d𝑥d𝑦 = −2 ln 2 + 𝜋

4𝜋 𝑘𝑎 (10)

所以原点 𝑂处的涡旋电场强度为

𝐸 = 𝐸 , 𝐸 = 2 ln 2 + 𝜋
4𝜋 𝑘𝑎(1, −1) (11)

其大小为

𝐸 = 𝐸 + 𝐸

= √2
4𝜋 (2 ln 2 + 𝜋)𝑘𝑎 ≈ 0.5095663196𝑘𝑎

(12)

本例的二重积分是反常积分（𝑂点为奇点），该反
常积分收敛。可以证明，若要求正方形内部某点处的
涡旋电场，其二重积分也是收敛的反常积分（理由与
之前级数收敛的理由相同）。有了该方法之后，空间任
一点处的涡旋电场强度均可以求出。在本部分所研究
的特殊情况下，当磁场边界为其他任意形状时，这种
方法都适用，因为只需要改变积分区域就可以了。比
如当边界是圆形时，我们可以用该方法计算出某点处
的涡旋电场强度，与第一部分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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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可以来验证该方法的正确性。如图 5所示，建立
直⻆坐标系后，以原点 𝑂为例:

图 5: 用圆形边界的磁场验证理论
圆形边界的半径为 𝑎，根据之前求出的结果，原

点 𝑂处的涡旋电场强度为：

𝐸 = √2
2 ⋅ 𝑎 𝑘

2√2𝑎
(1,−1) = 1

4𝑘𝑎(1, −1) (13)

𝐸 = 1
4𝑘𝑎, 𝐸 = −14𝑘𝑎 (14)

按照我们二重积分的方法，将上个问题中的正方形区
域 𝐷 换成圆 𝑂 围成的圆形区域，有

𝐸 =
||( , ) ( , )||⩽

𝑘
2𝜋

𝑦
𝑥 + 𝑦 d𝑥d𝑦

= 𝑘
2𝜋 d𝑥 𝑦

𝑥 + 𝑦 d𝑦

= 𝑘
4𝜋 ln 𝑥 + (𝑎 + √2𝑎𝑥 − 𝑥 )

𝑥 + (𝑎 − √2𝑎𝑥 − 𝑥 )
d𝑥

= 𝑘𝑎
4𝜋 ln 𝑡 + (1 + √2𝑡 − 𝑡 )

𝑡 + (1 − √2𝑡 − 𝑡 )
d𝑡

(15)

同理有

𝐸 = −𝑘𝑎4𝜋 ln 𝑡 + (1 + √2𝑡 − 𝑡 )
𝑡 + (1 − √2𝑡 − 𝑡 )

d𝑡 (16)

再结合（14）式，只需验证定积分

ln 𝑡 + (1 + √2𝑡 − 𝑡 )
𝑡 + (1 − √2𝑡 − 𝑡 )

d𝑡 (17)

的值为 𝜋。
由于需要验证的定积分的被积式太复杂，难以求

出原函数（甚至于被积式并非初等可积），所以我们
利用MATLAB程序进行验证。

编写被积式的函数文件，将该函数文件与计算
积分的程序保存在同一个文件夹以便调用，然后编

写程序，采用抛物形数值积分方法计算定积分。当将
积分区间 [0, 2] 分成 2000000 等份时，运行结果为
3.141592653395183，是 𝜋的近似值，相对误差小于
10 ，我们的结论得到了支持。

2*特殊情况下涡旋电场的解
的一个应用

如果有一个闭合导线回路，由随时间变化的磁场
提供的非静电力（涡旋电场力）在其中激发了感应电
流，则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我们容易求得整个
回路中的感生电动势，因为只需取一个以导线回路
为边界的曲面计算矢量场 − 对它的通量就可以
了。

图 6: 涡旋电场中的闭合回路
但仅知道整个回路的感应电动势往往是不够的，

有时还需要知道电势在闭合回路中的相对分布情况
（电势零点可任取），或者说，有时我们感兴趣的是
闭合回路上某两点之间的电势差。电势差可通过静
电场的第二类曲线积分求得，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知
道静电场在回路中的分布情况——涡旋电场在空间
各点处的值求解出来之后，这个问题便可以迎刃而
解了，这是因为：

𝑗 = 𝜎 𝐸静 + 𝐾 = 𝜎 𝐸静 + 𝐸旋

从而 𝐸静 = 1
𝜎 𝑗 − 𝐸旋 = 𝜌𝑗 − 𝐸旋

𝑈 = 𝐸静 • d𝑙 = 𝜌𝑗 • d𝑙 − 𝐸旋 • d𝑙

(18)

其中 𝐾 表示作用在单位正电荷上的非静电力，在这
里为涡旋电场，𝜎和 𝜌分别为构成导线的材质的电导
率和电阻率。

当我们掌握了有关导线闭合回路的足够多的信
息（形状参数、在磁场中的相对位置、材质的电导率的
分布情况等）后，∫ 𝜌𝑗 •d𝑙项容易求得（当导线足够
细时，可认为电流密度在导线截面上是均匀分布的，
𝑗 与 d𝑙同向，于是 ∫ 𝜌𝑗 •d𝑙 = ∫ 𝜌 d𝑙 = 𝐼 ∫ 𝜌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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𝐼𝑅 ，用感应电动势和总电阻可以求出电流，只要再
求出 𝑂𝐴段的电阻即可）。

∫ 𝐸旋 • d𝑙 项为 𝑂𝐴段上的电动势，由于 𝑂𝐴段
并不是闭合回路，不能用求 − 通量的方法求解
该段的电动势，只能对涡旋电场进行第二类曲线积分
（个别磁场对称性较高的情形除外）——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涡旋电场在空间各点处的分布情况是必要的。

前面第二部分已经找到了在特殊情况下求解涡
旋电场的方法，下面我们便将特殊情况下涡旋电场的
解应用于求解非闭合线路上的电动势。下面重述一下
特殊情况及其涡旋电场的解：

磁场是匀强磁场，方向垂直于纸面，取向内为正
方向，在纸面内建立平面直⻆坐标系，磁场的边界曲
线记为 𝐿，𝐿包围的区域记为 𝐷。磁感应强度随时间
均匀增大，变化率为 d

d = 𝑘，即 𝐵 = 𝐵 + 𝑘𝑡。则原
点 𝑂处的涡旋电场强度为：

𝐸 = 𝑘
2𝜋

𝑦
𝑥 + 𝑦 ,− 𝑥

𝑥 + 𝑦 d𝑥d𝑦 (19)

平面上任一点 (𝑥 , 𝑦 )处的涡旋电场强度为：

𝐸 (𝑥 , 𝑦 ) = 𝑘
2𝜋

𝑦 − 𝑦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

− 𝑥 − 𝑥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d𝑥d𝑦
(20)

当区域 𝐷 的边界满足一定条件时，可将该二重
积分化为累次积分（不满足条件时可以对区域 𝐷 分
块再进行积分）：

𝐸 (𝑥 , 𝑦 )

= 𝑘
2𝜋 d𝑥

( )

( )

𝑦 − 𝑦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d𝑦 ,

− d𝑦
( )

( )

𝑥 − 𝑥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d𝑥

= 𝑘
4𝜋 ln

(𝑥 − 𝑥 ) + (𝜑 (𝑥) − 𝑦 )
(𝑥 − 𝑥 ) + (𝜑 (𝑥) − 𝑦 )

d𝑥 ,

− ln
(𝜙 (𝑦) − 𝑥 ) + (𝑦 − 𝑦 )
(𝜙 (𝑦) − 𝑥 ) + (𝑦 − 𝑦 )

d𝑦

(21)

当 𝐷 的边界函数 (𝜑 (𝑥), 𝜑 (𝑥), 𝜙 (𝑥), 𝜙 (𝑥))较
复杂时，𝐸 (𝑥 , 𝑦 )的解析解往往难以积出来，从而无
法对 𝐸 (𝑥 , 𝑦 )进行第二类曲线积分来求解非闭合线
路上的感应电动势。那么，有没有其他方法来求解非
闭合线路上的感应电动势呢？

答案是肯定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将计算过程调

换一下顺序：之前我们是打算先利用基元场

d𝐸 (𝑥 , 𝑦 )

= 𝑘
2𝜋

𝑦 − 𝑦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

− 𝑥 − 𝑥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d𝑥d𝑦

(22)

积分求出 𝐸 (𝑥 , 𝑦 )，再对 𝐸 (𝑥 , 𝑦 )积分求解感应电
动势；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先求出基元场的感应电动势
（基元感应电动势），再在区域 𝐷 上对基元感应电动
势进行积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第二种顺序的优点
是，无需通过积分求解基元感应电动势——它的表达
式可以直接写出来：

dE = 𝛼
2𝜋𝑘d𝑥d𝑦 (23)

其中 𝛼 为非闭合线路对 (𝑥, 𝑦)点所张的⻆的弧度值。
这样做的理由是：区域 d𝑥d𝑦无限小，不必理会其形状
是否为圆形，将其产生的基元涡旋电场的电场线视为
同心圆（准确地说，应该是到区域 d𝑥d𝑦的距离比区域
d𝑥d𝑦的一维尺寸大得多的点处的电场线才可视为圆
形，只不过区域 d𝑥d𝑦无限小，其附近的点都满足这
个条件），并直接套用圆形边界的磁场产生电动势的
公式 E = ∫ 𝐸旋 •d𝑙 = 𝑘𝜋𝑅 (如图 7所示，对闭合
回路 𝑂𝐴𝑂 , 应用涡旋电场的环路定理，并注意到电
场线与 𝑂 𝐴 段和 𝑂 𝑂 段均处处垂直，即可得该式），
将圆形面积换成区域的面积 d𝑥d𝑦即可。至于张⻆ 𝛼，
用反三⻆函数即可表示，然后对 dE = 𝑘d𝑥d𝑦 进
行二重积分，即可得到非闭合线路上的感应电动势。

图 7: 推导感应电动势的被积式

下面举一例说明。如图 8所示，线段 𝐴𝐵表示所
置导线，计算其中的电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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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求解感应电动势

解：

𝛼 = arctan + arctan
dE = arctan + arctan d𝑥d𝑦

(24)
E =

,

𝑘
2𝜋 arctan 2𝑎 − 𝑦

4𝑎 − 𝑥
+ arctan d𝑥d𝑦

= (𝑥 − 4𝑎) ln 1 + 4𝑎
(𝑥 − 4𝑎)

+4𝑎 arctan d𝑥
= (16 ln 2 − 6 ln 5 + 6𝜋 − 16 arctan 2)𝑎
≈ 0.4088537462𝑘𝑎

(25)

容易得出，当导线不经过涡旋电场的有旋区域
（旋度不为零的区域，即有 − 场的正方形内部）
时，该电动势仅与 𝐴、𝐵 点的位置有关。

由于正方形区域的边界函数比较简单，我们试着
用先求出涡旋电场，然后再对涡旋电场进行线积分的
方法再算一遍：

𝐸 (𝑥 , 𝑦 )

= ln
(𝑥 − 𝑥 ) + (𝜑 (𝑥) − 𝑦 )
(𝑥 − 𝑥 ) + (𝜑 (𝑥) − 𝑦 )

d𝑥 ,

− ln
(𝜙 (𝑦) − 𝑥 ) + (𝑦 − 𝑦 )
(𝜙 (𝑦) − 𝑥 ) + (𝑦 − 𝑦 )

d𝑦

(26)

将正方形的边界函数和范围参数（𝑥 = 𝑦 = 0、𝑥 =
𝑦 = 2𝑎）带入，有

𝐸 (𝑥 , 𝑦 )

= ln
(𝑥 − 𝑥 ) + (2𝑎 − 𝑦 )

(𝑥 − 𝑥 ) + 𝑦
d (𝑥 − 𝑥 ) ,

− ln
(2𝑎 − 𝑥 ) + (𝑦 − 𝑦 )

𝑥 + (𝑦 − 𝑦 )
d (𝑦 − 𝑦 )

(27)

利用积分式

ln 𝑥 + 𝑎
𝑥 + 𝑏 d𝑥 = 𝑥 ln 𝑥 + 𝑎

𝑥 + 𝑏 +
2𝑎 arctan − 2𝑏 arctan + 𝐶

(28)

可得：

ln
(𝑥 − 𝑥 ) + (2𝑎 − 𝑦 )

(𝑥 − 𝑥 ) + 𝑦
d (𝑥 − 𝑥 )

= (𝑥 − 𝑥 ) ln ( ) ( )
( ) +

2 (2𝑎 − 𝑦 ) arctan − 2𝑦 arctan |

= (2𝑎 − 𝑥 ) ln ( ) ( )
( ) +

2 (2𝑎 − 𝑦 ) arctan − 2𝑦 arctan

+𝑥 ln ( ) +
2 (2𝑎 − 𝑦 ) arctan − 2𝑦 arctan

(29)
同理可得

− ln
(2𝑎 − 𝑥 ) + (𝑦 − 𝑦 )

𝑥 + (𝑦 − 𝑦 )
d (𝑦 − 𝑦 )

= − (2𝑎 − 𝑦 ) ln ( ) ( )
( ) −

2 (2𝑎 − 𝑥 ) arctan + 2𝑥 arctan

−𝑦 ln ( ) −
2 (2𝑎 − 𝑥 ) arctan + 2𝑥 arctan

(30)

用 (𝑥 + 𝑎, 𝑦 + 𝑎) 代替 (𝑥 , 𝑦 ), 相当于将正方形区域
的中心平移至原点，得到这种情况下涡旋电场强度的
解析解:

𝐸(𝑥, 𝑦, 𝑧) = 𝐸 , 𝐸 , 𝐸 , 𝐸 = 0
𝐸 = −(𝑥 − 𝑎) ln ( ) ( )

( ) ( ) −
2(𝑦 − 𝑎) arctan + 2(𝑦 + 𝑎) arctan
+(𝑥 + 𝑎) ln ( ) ( )

( ) ( ) +
2(𝑦 − 𝑎) arctan − 2(𝑦 + 𝑎) arctan

𝐸 = (𝑦 − 𝑎) ln ( ) ( )
( ) ( ) +

2(𝑥 − 𝑎) arctan − 2(𝑥 + 𝑎) arctan
−(𝑦 + 𝑎) ln ( ) ( )

( ) ( ) −
2(𝑥 − 𝑎) arctan + 2(𝑥 + 𝑎) arctan

(31)

在这里令 𝑥 = 3𝑎 后，做积分 ∫ 𝐸 d𝑦 即可得 E

，读者可以验证一下这样算出来的结果与之前我们得
到的结果是否相等。另外，𝐸 和 𝐸 的表达式非常复
杂，难以记忆，但我们不难看出其中有很多几何性很
强的⻓度因子（如 (𝑥 − 𝑎) + (𝑦 − 𝑎) ）和⻆度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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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arctan ），读者不妨试着将这些因子所表示的
⻓度和⻆度画在坐标图中，看看如何用它们表示涡旋
电场强度，也许会推出比较容易记忆的表达式，这倒
不失为一个有趣的工作。

求得 E 后，其相反数便是 𝑈 （这里目前只有
导线 𝐴𝐵，未成回路，自然没有电流），若导线 𝐴𝐵与
其他导线构成闭合回路，则结合相应的位置信息和电
阻信息后，便可以求出电流，得到 𝑈 的值，此处不
再赘述。

3推广到一般情况
至此，特殊情况下边界是任意形状的匀强磁场产

生的涡旋电场的计算，可以由第二部分的方法圆满解
决。但我们之前说过，磁场在空间的分布以及其变化
规律还可以是其他各种情况，那在普遍情况下涡旋电
场该如何求解呢？

其实从我们之前的类比中不难看出：无限⻓载电
流直导线（或者说，无限⻓匀强电流场）产生磁场的
规律和随时间变化的无限⻓匀强磁场产生涡旋电场
的规律是一样的（之前已经提到，无限⻓载电流细直
导线在与之相距 𝑟 处产生的的磁感应强度的大小为
𝐵 = ，将该式用于之前求解磁场的那个问题，有
d𝐵 = d𝑥d𝑦，d𝐵 = − d𝑥d𝑦，其中
𝑗为电流密度的大小，此二式与 d𝐸 = d𝑥d𝑦，
d𝐸 = − d𝑥d𝑦 形式极为相似）。由电流场求
磁场，在普遍情况下，我们有毕奥—萨伐尔定律；那
么在普遍情况下由变化的磁场求涡旋电场是否有一
样的规律呢？由一般可以推出特殊，但由特殊不能贸
然断定一般。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问题到底能不能由
特殊推向一般呢？麦克斯⻙方程组可以帮助我们在一
定程度上做出肯定的回答。麦克斯⻙方程组是一个在
各种情况下普遍成立的、精确表达了电磁场规律的方
程组：

∇ • 𝐷 = 𝜌
∇ × 𝐸 = −
∇ • 𝐵 = 0
∇ × 𝐻 = 𝑗 +

(32)

第二个方程给出了电场和磁场的时间变化率之
间的关系，第四个方程给出了磁场和全电流（传导电
流与位移电流之和）之间的关系，容易看出这两个关
系具有等效性，只是前者多一个负号。由于麦克斯⻙
方程组是在各种情况下普遍成立的，所以这两个关系
的等效性是在各种情况下普遍成立的，利用这个等效
性，我们进行如下推导（以下推导及后续说明均在真

空中进行，暂不考虑存在介质的情况）：
在真空中，毕奥——萨伐尔定律为

𝐻 = 1
4𝜋

𝑗 + d𝑉 × 𝑟
𝑟 (33)

下标 𝑅 表示积分区域为整个三维空间，再由 ∇×𝐸 =
− 及 ∇ × 𝐻 = 𝑗 + ，类比可得

𝐸 = 1
4𝜋

− d𝑉 × 𝑟
𝑟 + 𝐸静 + 𝐸 (34)

𝐸静表示静电场，有散度无旋度，由电荷产生；𝐸 为
可能存在的调和场，无散度无旋度。于是，涡旋电场
为

𝐸旋 = 𝐸 − 𝐸静 = 1
4𝜋

− d𝑉 × 𝑟
𝑟 + 𝐸 (35)

至于调和场 𝐸 到底存在不存在，存在的话应该如何
确定，按理说需要通过实验进行验证。如果 𝐸 不存
在或者说它始终处处为零，那么我们可以断定：

由随时间变化的磁场求解涡旋电场在全空间的
解的积分公式为：

𝐸旋 = 1
4𝜋

− d𝑉 × 𝑟
𝑟 (36)

至此，在普遍情况下，涡旋电场的求解问题已得
到圆满解决。

这里做两点说明：
（1）从理论上对认为 𝐸 不存在的合理性做出一

点说明：
涡旋电场的场源为 − d𝑉，将其置于柱坐标

系原点， − 沿 𝑧 轴方向，设其产生的基元涡旋
电场为（简洁起⻅，暂时省去下标「旋」 ）d𝐸 =
d𝐸 (𝜌, 𝜃, 𝑧)𝑒 + d𝐸 (𝜌, 𝜃, 𝑧)𝑒 + d𝐸 (𝜌, 𝜃, 𝑧)𝑒 。由于
系轴矢量，涡旋电场强度系极矢量，在镜像反射

变换（镜面与 𝑧轴平行）下，− d𝑉变为 d𝑉，
d𝐸的 𝑧方向分量 d𝐸 不变；然而考虑到在镜面两侧
− d𝑉产生 d𝐸的规律是相同的，d𝐸的 𝑧方向分量
应该伴随 − d𝑉改变方向，即有 d𝐸 变为 (−d𝐸 )。
综合这两个条件，唯一的可能是 d𝐸 (𝜌, 𝜃, 𝑧) ≡ 0。
现在我们在空间取一个闭合圆柱面，该圆柱面的轴
与 𝑧 轴重合，半径为 𝜌，圆柱的高可以适当小，小
到 d𝐸 在圆柱的侧面保持同号，根据涡旋电场的通
量定理，d𝐸对圆柱面的两个底面和侧面的通量之和
为零，由于 d𝐸 (𝜌, 𝜃, 𝑧) ≡ 0，所以 d𝐸 对两底面无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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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于是其对侧面亦无通量，加之 d𝐸 在圆柱的侧
面保持同号，唯一的可能是 d𝐸 (𝜌, 𝜃, 𝑧) ≡ 0。再考
虑到轴对称性，d𝐸 (𝜌, 𝜃, 𝑧) 与 𝜃 无关（事实上，系
统是否具有关于 𝑧 轴的轴对称性，取决于 d𝑉 的形
状，然而，由于 d𝑉的体积无限小，其附近的点都可
以认为与它相距很远，这时，系统的轴对称性便不会
因 d𝑉形状的不对称而产生破缺——本文前几部分的
论述已经不止一次地采用过这种思想了）。综上，有
d𝐸 = d𝐸 (𝜌, 𝑧)𝑒 ，d𝐸 的场线为以 𝑧轴为轴的圆环。

至此，d𝐸 的函数形式距离我们的目标形式

1
4𝜋

− d𝑉 × 𝑟
𝑟 (37)

仅剩一步之遥，目前来看，似乎只用涡旋电场的环路
定理就可以证明我们的结论。但在这之前，为避在免
应用环路定理时出现问题，我们需要阐明一点：孤立
的 − 是不可能存在 d𝑉的（或者应该说由于 d𝑉
在的边界处不满足 𝐵的通量定理，孤立的 (−𝐵)d𝑉不
可能存在，于是孤立的 − d𝑉也不可能存在），可
以认为它必然伴随周围的一个偶极场一同存在（这里
同样可以类比一下电流元产生磁场的情况，孤立的电
流元相当于一个随时间变化的电偶极子，即 𝑗 d𝑉 =
d
d ，它在周围空间产生偶极形式的 场，以使总场
𝑗 + 满足旋度场应有的连续性，其中 𝑗 仅局限
于 d𝑉 区域，而偶极形式的 弥散于全空间），对
d𝑉区域中的 − 场和周围空间的偶极形式的
场的叠加场应用环路定理，即得

d𝐸 = 1
4𝜋

− d𝑉 × 𝑟
𝑟 (38)

该式在全空间积分，即得我们的涡旋电场的解：

𝐸旋 = 1
4𝜋

− d𝑉 × 𝑟
𝑟 (39)

其中并无多余的调和项。
（2）有必要强调一下该式的适用范围：
当 ≠ 0 时， 旋 一般不为零，它会产生磁

场，与原磁场叠加在一起，从而我们一开始用来计算
𝐸旋的 可能就不对了（不为零的 旋 场产生的磁
场可能是恒定的，恒定磁场不影响 场， 旋 ≠ 0
时才会产生影响 的非恒定磁场，这时应要求产生
𝐸旋 的原磁场满足 ≠ 0，所以说，本段开头的条
件写 ≠ 0也许更好一些），这种情况下一般会产
生电磁波，情况变得复杂。所以说，这里计算涡旋电

场这个公式应该在 = 0 时使用，或者在它很小
时做近似计算（可以通过迭代来减小误差）。

在本文前两部分的特殊情况下，我们要求磁感应
强度随时间均匀增大，即 𝐵 = 𝐵 + 𝑘𝑡，就是由于这
个原因。

4更一般的数学表述
第三部分推出的公式为我们给出了求解涡旋电

场的方法，是有物理背景的，并且该公式与毕奥—萨伐
尔定律的表达式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下面，我们撇开
这个表达式的物理意义，单独考察一下这个表达式在
数学上能够告诉我们什么。且看这种类型的表达式所
联系的两个矢量场之间的关系：磁场强度与全电流场
𝑗 + 之间是矢量场与其旋度场之间的关系；涡
旋电场强度与磁感应强度的时间变化率的负值之间
也是矢量场与其旋度场之间的关系，这启示我们：如
果已知一个矢量场的旋度场，欲求该矢量场，上面这
个积分式便给出了一个方法，用数学语言描述如下：

矢量场 𝐴与 𝐵之间是一个矢量场及其旋度场之
间的关系，即有 ∇×𝐴 = 𝐵,现已知 𝐵，为将 𝐴在全空
间各处的向量值表示出来，需要将表示 𝐴的空间变
量与积分变量区分开，为此，在空间中建立两个直⻆
坐标系 𝑂 − 𝑥𝑦𝑧和 𝑂 − 𝑥 𝑦 𝑧 ，它们均为右手系，原
点重合，各坐标轴对应重合且正方向相同，矢量场 𝐴
用 𝑥, 𝑦, 𝑧坐标表示，即

𝐴 = 𝐴 (𝑥, 𝑦, 𝑧), 𝐴 (𝑥, 𝑦, 𝑧), 𝐴 (𝑥, 𝑦, 𝑧)
矢量场 𝐵 用 𝑥 , 𝑦 , 𝑧 坐标表示，即

𝐵 = 𝐵 (𝑥 , 𝑦 , 𝑧 ) , 𝐵 (𝑥 , 𝑦 , 𝑧 ) , 𝐵 (𝑥 , 𝑦 , 𝑧 )
已知 𝐵与 ∇×𝐴在空间各点处的向量值相等（即

当 𝑥 = 𝑥 ，𝑦 = 𝑦 ，𝑧 = 𝑧 时有 𝐵 = ∇×𝐴），那么，在
已知矢量场 𝐵 的情况下求矢量场 𝐴，𝐴的一个解为

𝐴∗ =
1
4𝜋

𝐵 × (𝑥 − 𝑥 , 𝑦 − 𝑦 , 𝑧 − 𝑧 )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 (𝑧 − 𝑧 )

⋅ d𝑥 d𝑦 d𝑧

(40)

其中矢量 (𝑥 − 𝑥 , 𝑦 − 𝑦 , 𝑧 − 𝑧 )与求解涡旋电场的公
式中的 𝑟对应，微元 d𝑥 d𝑦 d𝑧 与求解涡旋电场的公
式中的体积微元 d𝑉 对应。

在此我们将（40）式称为反旋公式，下面对反旋
公式做一下说明：

1. 在数学中由一个矢量场的旋度场求该矢量场需
要解偏微分方程，而反旋公式则直接给出了一
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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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积式中矢量场 𝐵用 𝑥 , 𝑦 , 𝑧 表示，积分时将
𝑥, 𝑦, 𝑧视为常量，积分的结果为关于 𝑥, 𝑦, 𝑧的表
达式；

3. 由于已将该式描述成了一个数学定理，所以矢
量场 𝐴和 𝐵应满足必要的性质，比如其各分量
在全空间有界、连续，必要时各分量的一阶偏
导数在全空间有界、连续等，另外由于矢量场
𝐵是矢量场 𝐴的旋度场，故 𝐵应满足旋度场的
性质，即处处散度为零；

4. 该式是从物理学中电磁场满足的毕奥—萨伐尔
定律中提炼出来的，毕奥—萨伐尔定律描述的
是电流场产生磁场的规律，由电流场通过毕奥
—萨伐尔定律在全空间积分可以得到磁场，这
个磁场在全空间处处散度为零，因此，由反旋
公式得到的矢量场 𝐴的解 𝐴∗ 也是一个无散场；

5. 反旋公式给出的 𝐴∗ 只是矢量场 𝐴 的一个合理
解，叠加上任意一个无旋场均是合理解（就如同
有势场的势函数之间可以相差任意常数一样）。

5二阶反旋公式
磁场永远是一个无散场，因此它可以表述成另一

个矢量场的旋度场的形式，这里的「另一个矢量场」
叫做磁矢势，磁矢势可直接由电流场求解出来，也有
相应的表达式。之前我们通过类比毕奥—萨伐尔定律
的表达式得到了反旋公式，在这里，通过类比由电流
场求解磁矢势的表达式，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数学公
式，具体推演如下。

由电流产生磁矢势的公式：

𝐴 = 𝜇
4𝜋

𝑗 + d𝑉
𝑟 (41)

以及在真空成立的公式:

𝑗 + 𝜕𝐷
𝜕𝑡 = ∇ × 𝐻 = ∇ × 𝐵

𝜇 = ∇ × ∇ × 𝐴
𝜇 (42)

可得：一般地，若向量场 𝐴，𝐵，𝐶 满足 𝐶 = ∇×𝐵 =
∇ × (∇ × 𝐴)，当矢量场 𝐶 已知时，矢量场 𝐴 的一个
解为如下积分公式：

𝐴∗ = 1
4𝜋

𝐶d𝑉
𝑟 (43)

为求出矢量场 𝐴∗的解析表达式（即将 𝐴∗用 𝑥, 𝑦, 𝑧坐
标表示），在空间中建立两个完全重合的直⻆坐标系
𝑂 − 𝑥𝑦𝑧和 𝑂 − 𝑥 𝑦 𝑧 （二者原点重合，对应的坐标
轴重合，正方向相同，且均为右手系），𝐴∗ 用 𝑥, 𝑦, 𝑧

坐标表示，即
𝐴∗ = 𝐴∗ (𝑥, 𝑦, 𝑧), 𝐴∗ (𝑥, 𝑦, 𝑧), 𝐴∗(𝑥, 𝑦, 𝑧)

𝐶 用 𝑥 , 𝑦 , 𝑧 坐标表示，即
𝐶 = 𝐶 (𝑥 , 𝑦 , 𝑧 ) , 𝐶 (𝑥 , 𝑦 , 𝑧 ) , 𝐶 (𝑥 , 𝑦 , 𝑧 )

其中 𝐶 ，𝐶 ，𝐶 这三个三元函数已知，则 𝐴∗在 (𝑥, 𝑦, 𝑧)
处的向量值为

𝐴∗(𝑥, 𝑦, 𝑧) =
1
4𝜋

𝐶 (𝑥 , 𝑦 , 𝑧 ) , 𝐶 (𝑥 , 𝑦 , 𝑧 ) , 𝐶 (𝑥 , 𝑦 , 𝑧 )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 (𝑧 − 𝑧 )

⋅ d𝑥 d𝑦 d𝑧
(44)

由于矢量场 𝐶 是矢量场 𝐴的旋度场的旋度场，即对
矢量场 𝐴 连续求两次旋度得到矢量场 𝐶，而上面这
个公式给出了由矢量场 𝐶 求矢量场 𝐴的合理解的方
法，我们不妨将其称为二阶反旋公式，而之前的反旋
公式可称之为一阶反旋公式。对由二阶反旋公式表示
的矢量场 𝐴∗ 求旋度，可以得到矢量场 𝐵 的合理解：

∇ × 𝐴∗ =
𝑗 𝑘

𝐴∗ 𝐴∗ 𝐴∗
=

∗
−

∗
+

∗
−

∗
𝑗 +

∗
−

∗
𝑘
(45)

由二阶反旋公式可得

𝐴∗ (𝑥, 𝑦, 𝑧)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𝐴∗ (𝑥, 𝑦, 𝑧)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𝐴∗(𝑥, 𝑦, 𝑧)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46)

于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 ∭ ( ) ( , , )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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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48)
所以

∇ × 𝐴∗ =

∭ (𝑥 − 𝑥 ) + (𝑦 − 𝑦 ) + (𝑧 − 𝑧 )
(𝑧 − 𝑧 ) 𝐶 − (𝑦 − 𝑦 ) 𝐶 +

[(𝑥 − 𝑥 ) 𝐶 − (𝑧 − 𝑧 ) 𝐶 ] 𝑗+
(𝑦 − 𝑦 ) 𝐶 − (𝑥 − 𝑥 ) 𝐶 𝑘 d𝑥 d𝑦 d𝑧 =
∭ , , ×( , , )

( ) ( ) ( )
d𝑥 d𝑦 d𝑧

= ∭ d ×

(49)
其中

𝑟 = (𝑥 − 𝑥 , 𝑦 − 𝑦 , 𝑧 − 𝑧 )，d𝑉 = d𝑥 d𝑦 d𝑧

即 𝐵 的一个解为

∇ × 𝐴∗ = 𝐵∗ = 1
4𝜋

𝐶d𝑉 × 𝑟
𝑟 (50)

矢量场 𝐵∗ 的旋度就是矢量场 𝐶，最后得到的矢
量场 𝐵∗的表达式与我们之前得到的一阶反旋公式的
形式相同，相互验证了我们的结论。

6后记
本文按照逻辑顺序阐述了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

知过程，从时间上看，毕竟已有近三年之久，在此期间，
作者阅读的材料不断增多，知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从后期阅读的一些材料中，作者也看到了在特殊情况
下（并非本文第 2、第 2*部分所述的特殊情况）通过类
比电流场产生磁场的规律来求解涡旋电场的题目（如
《奥赛物理试题选》（舒幼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78
⻚题 12和《电磁学通论》（钟锡华编著，北京大学出
版社）习题 8.3），这使作者对自己得到的结论有了
更充足的信心。现在来看，早期研究得到的结论也并
不算深刻——这大概就是知识带给人的进步吧——所
以说，本文所述内容也许并不能算得上是科学创作，
作者只希望通过这篇文章分享一点自己的思考所得，
也希望这篇文章能够让读者获得一些启发。

诚如前述，本文系作者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作品，
至于这篇文章写的好不好，有待各位读者的评说和指
正。加之作者水平有限、写作时间仓促，文中的错误
和不严谨的地方无可避免，恳请各位读者不吝指正，
也欢迎大家就此问题与我交流。
特别感谢

• 厦⻔大学苏国珍老师 对作者的早期研究结论
给予了肯定；

• 西安交通大学赵迪老师 对文章第 5 部分的公
式推导的正确性给予了肯定；

• 北京大学田光善老师 为作者解说了一些有关
电动力学的知识，给了作者一些启发。

作者信息

张春悦 西安交通大学物试 91班学生

37



Journal of Zhufeng

观往知来，查鉴校园共享单⻋
关于新型校园共享单⻋的探索研究
张誉月彭光宇关希源

摘要
本研究以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共享单⻋为例，通过访谈学校责任部⻔管理人员、美团单⻋企业主管、单
⻋运维人员等，从用户是否满意、管理模式是否合理、企业是否有足够实力等三个⻆度切入，尝试探
索回答校园共享单⻋兴起的背景、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以及是否具备全国推广的潜力。我们
尽最大努力摸底周转方式、理清产业脉络，尽可能全面地做出评估和预测，并得到这一新兴产业的改
进方案。

1前言
2017年，一种新型服务业务火遍中国大江南北，

曾迫使自行⻋、出租⻋等行业转型，被网友称为「新四
大发明」之一。它就是共享单⻋。可惜辉煌的场景没有
持续下去，共享单⻋经历了从兴起到衰落的历史。「管
中窥豹，可⻅一斑」，即便在方圆一公里的西安交通
大学兴庆校区，我们也⻅证了它的兴衰变迁。

然而，共享单⻋在交大校园内销声匿迹一年半
后，2019年 11月，美团校园共享单⻋——一种运营
模式区别于以往的新型共享单⻋出现了，校园里再次
可⻅随处骑着单⻋的身影。

我们把传统的单⻋称为「社会共享单⻋」，全称
「传统社会共享单⻋」；我们把出现在校园里的新型共
享单⻋（以美团单⻋为典型代表）称为「校园共享单
⻋」，全称「新型的校园共享单⻋」。为了探究校园共享
单⻋模式的特点、优势及其可推广性，本组成员通过
问卷调查了解同学们的使用体验，并访谈一线运维人
员、交大保卫处主任以及美团单⻋负责人，进行了关
于校园⻋模式的推广价值和发展持续性的社会调查。
我们主要想探究的问题有：新型的校园共享单⻋能否
持久？校园共享单⻋能否成为一种真正被同学们共享
的交通工具？个别学校的美团单⻋共享试验，能否推
向全国，进而成为引领⻘年一代绿色出行的理念呢？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行了校园共享单⻋为例的探索
研究。

2传统社会共享单⻋的背景
校园共享单⻋既然是在社会共享单⻋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那就很有必要了解社会共享单⻋的基本

情况。
共享单⻋是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而

发展出来的一种新型绿色环保的共享经济模式，它以
自行⻋为载体，以分时租赁为运营手段，并在全社会
各个区域中提供单⻋服务。共享单⻋和其他共享经济
一样，本质上都是通过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使其以
较低的价格提供服务。共享单⻋的初衷是鼓励人们低
碳出行以及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捷，这也是共享
单⻋的根本价值和意义所在。然而，纵观共享单⻋的
发展史，从 2015年在国内起源，到 2017年火爆全国，
再到如今共享单⻋行业进入洗牌重组发展阶段，整个
发展过程中并不顺利，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2014年，北京大学的戴威连同 4个校友，提出
「以共享经济 +智能硬件，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问题」
的经营理念，创立了 ofo共享单⻋项目。

2015年 ofo项目正式在北大开始运营，通过将
自行⻋机械锁绑定APP获取密码解锁的方式来提供
服务。同样是在 2015年，做媒体出生的胡玮炜和运
营大牛王晓峰，在北京创立了摩拜单⻋。2016年 4月，
摩拜单⻋正式在上海上线，凭借着其全铝⻋身、GPS
定位、二维码开锁等高科技手段，很快获得了大量的
市场。ofo和摩拜单⻋的出现带来了共享单⻋行业的
⻛口，一时间共享单⻋的品牌数量迅速增⻓。

为了吸引用户并抢占市场，共享单⻋各企业通过
获得的大量融资，开始不计回报、不计收益地向用户
提供福利，如免费月卡等。在这场「烧钱圈地」的⻆
逐中，ofo和摩拜获得了最终胜利。随之而来的便是
2017年共享单⻋行业的倒闭潮，大量的单⻋品牌如
悟空单⻋、町町单⻋、小蓝单⻋等成为了共享单⻋里
的「江湖过客」[1]。

2018年，在经历过各品牌巨头混战之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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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业进入了后期的洗牌重整阶段。共享单⻋企业
由于单靠低价租赁的运营方式难以收回成本，因此它
必须与其他互补性的业务一起才能实现其价值，于是
共享单⻋也难逃被大平台收购的命运。2018年 4月
3日，美团以 27亿美元收购摩拜并承担其债务，摩
拜单⻋改名为美团单⻋。ofo由于和滴滴、阿里一直
未能达成妥协，至今仍⻛雨飘摇。共享单⻋行业进入
了低谷期。2019年 7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全
国十个大城市对 ofo小⻩⻋的运营状况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ofo小⻩⻋在各个城市数量明显减小，
僵尸⻋多、损坏率高的情况较为严重，ofo被动退出
市场的局面或许已经无法避免 [2]。

从 2017年到 2018年，短短的两年间，共享单⻋
行业从高潮跌至低谷，这期间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
们注意。首先是在企业的运营维护方面，ofo和摩拜
为了争夺市场陷入了无休止的扩张和恶性竞争当中。
具体表现在野蛮式地投放单⻋、一味地追求数量，而
调度和维护能力与投放量不匹配，导致共享单⻋堵塞
人行道和盲道，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其次是单⻋技术
方面，对于共享单⻋技术上地投入决定了企业后期运
营维护的成本。拿 ofo举例，就单⻋质量而言，由于
ofo小⻩⻋制造成本低（一辆造价约 300元）、质量差，
导致在运营过程中小⻩⻋的故障率很高，路边许多小
⻩⻋都是损坏状态，这使得其维护起来成本较高；就
调度维护来说，ofo小⻩⻋密码开锁的方式较简单，而
且没有联网定位的功能，小⻩⻋被盗事件屡⻅不鲜，
这导致其维护起来很困难。相比之下，摩拜单⻋在技
术上要更胜一筹。

如今，共享单⻋行业已经从野蛮式发展转向了平
稳式发展，从粗暴式投放转向了精细化运营。2019年
11月，美团在西安交通大学兴庆校区引进了「美团
校园共享单⻋」并开始试运营。校园共享单⻋是指只
在校园这一闭合环境下运营的共享单⻋，出了校园电
子围栏的校园共享单⻋将无法使用。

3校园共享单⻋在交大——学
校的监管

社会共享单⻋刚出现时，西安交通大学校⻓王树
国表示：「希望单⻋也能进我们交大呀！」后来学校开
始出现一些 ofo小⻩⻋和摩拜单⻋，随着单⻋品牌的
增多、投放量的加大，共享单⻋逐渐进入了高潮。但
是由于运维能力跟不上，校园内报废⻋辆逐渐泛滥，
直到不知何时，各个大⻔前树立起了「禁止共享单⻋
进入校园」的牌子。此后校园里再也找不到一辆能用
的⻋子，直到最近，美团校园共享单⻋开始出现在校

园中。为了探究共享单⻋在交大的发展历程、了解学
校对共享单⻋在管理上采取的措施，我们联系到了交
大保卫处的何主任。从共享单⻋刚刚出现在校园到现
在，何主任一直负责共享单⻋的管理工作，通过访谈
我们获得了交大共享单⻋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资料。
3.1共享单⻋热潮

——2017年下半年至 2018年春季
社会共享单⻋出现之前，学校主动引进的只有政

府管理的「⻓安通」有桩自行⻋，但是学生使用较少。
2017年共享单⻋热潮中 ofo小⻩⻋和摩拜单⻋

突然大量出现在校园，出现的方式主要包括同学们自
己骑入学校，以及企业将单⻋送进学校，由此可⻅学
校方相当于被动引进了共享单⻋。

起初，共享单⻋很受学生们欢迎，甚至骑自己自
行⻋的同学都很少，到处都是骑共享单⻋的身影，校
方也就默认了这个现象。然而，当 ofo和摩拜开始野
蛮式生⻓后，学校出现了许多乱象：

1. 2017-2018 学年学校采用的跑操方案是每天
早上 6：30至 7：00在东南田径场打卡，同学们为了
到达田径场选择使用共享单⻋，导致每天早上可以看
⻅大量小⻩⻋堆积在东南田径场外的现象，几乎把主
路塞满了。「当时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成了早起去摆自
行⻋了。」何主任回忆道。

2. 由于交大的地势是南高北低，同学们都喜欢
骑下坡，不愿意骑上坡。这直接导致南部宿舍区常常
找不到⻋，而人流量较少的北部却⻋满为患。「那时
北部教学楼周围堆满了共享单⻋，早上东南田径场的
⻋还没摆完，紧接着上早课时同学们骑过去的单⻋又
可以围着楼转一圈了。」

图 1: 校园南高北低，⻋都集中在了红色区域
对于这种新生事物，学校也没有管理经验。为了

缓解单⻋大量堆积的现象，学校一方面与单⻋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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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量，规定了教学楼附近每天多少⻋、有多少运维人
员、怎么运维等等；另一方面提出「只能从里往外骑
⻋，不能从外往里骑⻋，而不够的⻋辆由运维公司往
校内运⻋」的方案。这就出现了各校⻔前树立「禁止
共享单⻋进入校园」的场景。后来，ofo公司破产，摩
拜单⻋被美团收购，两家公司的服务能力和水平都陷
入低潮。由于没有人员维护、外面的单⻋又不允许进
入校园内，于是，随着共享单⻋的热潮的消失，学校
内也越来越少⻅到共享单⻋的身影。

图 2: 共享单⻋在西交兴庆校区的热度

3.2「美团校园共享单⻋」新型单⻋模式
——2019年 11月至今

对美团校园⻋的引进，交大也是被动接受的。但
与之前的摩拜和 ofo相比，美团校园共享单⻋在管理
运营上要做的更加合理。为此，我们从学校的管理方
案中，总结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特点：

1. 数量严格控制
美团公司最初的目标是在交大校园内投放 500

辆美团校园共享单⻋。但考虑到单⻋的运维问题，学
校方要求先投放 300辆试运营，看看公司运维能否跟
上。「相当于处于一个试运行期」，何主任说。又考虑到
校园共享单⻋设有电子围栏，300辆⻋几乎不会被骑
出校园，校方便坚决不允许再有单⻋的流入，除非有
个别损坏或被骑出校园时允许公司进行补充。因此，
可以认为有且仅有 300辆⻋位于校内。

2. 运维人员固定，有利于优化摆放策略
据校方介绍，现在学校内有 4个运维人员，白天

主要负责通过三轮⻋运输单⻋并摆放，晚上九、十点
之后就使用货⻋运输。「最初的摆放效果依然比较混
乱，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运维人员逐渐掌握了
学校自行⻋分布的规律，情况就有了好转。目前整体
运维情况较为不错，校园内自行⻋摆放也比较整⻬。」

3. 校方严格监督
学校要求两个运维人员每天摆放自行⻋后拍照，

起初运维人员都是摆拍，后来被何主任发现，在何主
任的监督下，这种情况渐渐好转。为了维护校园环境
的整洁美观，运维工人按照学校方的要求负责摆放学
校的全部自行⻋，其中既包括公司的美团校园共享单
⻋，也包括学校学生自己的自行⻋。

4. 不允许其他品牌的校园共享单车进入校园

目前交大校园内只有美团校园共享单⻋一个品
牌，前些天哈罗校园共享单⻋也想进入学校，学校没
有同意。因为学校考虑一家更方便管理。

因此，现在的校园共享单⻋进入了一个相对平稳
的阶段，何主任对它非常有信心：「如果认真管理，应
该能管理好！根据美团校园共享单⻋的表现，我们可
以考虑下学期让他们增加到 500辆。」

4校园共享单⻋的运营规则
——运维的合理

从何主任那里我们了解到，除了学校的干预，企
业本身也制定了一系列方案保障校园共享单⻋的有
序运营，对运维员工也有规定和要求。在企业的规定
和学校的要求下，校园共享单⻋现在的运营模式具体
是怎样的？为了了解到详细信息，我们联系到了运维
人员徐先生和田先生两位专⻔负责交大兴庆校区的
运维人员，通过访谈，我们整理出来了一份运维档案。

对于摆放学校私人单⻋的要求，他们表示，摆放
其他⻋子也是方便自己。「如果只摆共享单⻋，学生
自己的⻋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不仅没有摆放效果，而
且后面来的学生过来一看这么乱，也就随便乱停了，
甚至都有可能放在路上。」如果单⻋处于摆放有序的
状态，后来者也会自觉将单⻋摆放整⻬。

当被问及美团单⻋是否会出一个系统，智能生成
某个时刻在某区域应摆放多少⻋、调走多少⻋时，徐
先生表示，第一，做到这么精确有难度，现在最高级
的只能做到定位；第二，没必要，共享单⻋有很大的
局限性，它只是一种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其初衷是
便捷，主要为方便学生在校园内的短程移动。改进系
统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和现阶段相比运维
人员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变化，得不偿失。第三，如果
只通过系统的派单统计来工作，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共享单⻋运维中流动性、不确定性较大，系统无
法精准地调度。

此外，他们也提出了现在出现的主要问题：转运
速度跟不上，需要的地方经常没有自行⻋，高峰期给
人感觉很混乱，人力有限。但对于公司来说投入更多
的人又划不来。「另外还有，自行⻋这个项目是个好
项目，大部分评价是好的，但有的觉得很麻烦、有的
反应自行⻋本身也有缺点。」两位运维人员会将意⻅
上报，他们表示，如果公司重视，肯定会想办法解决，
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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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背后的力量——企业的实力
结合上述工作，我们认为校园共享单⻋问题最关

键的因素在于企业，毕竟企业是发起人和主动推动
者，是内因，而学校和学生都是外因。为深入了解美
团校园共享单⻋在美团公司中的战略地位、运营现状
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通过访谈校园共享单⻋项
目西北地区主要负责人韩先生，不仅看到了美团公司
背后整体的战略和格局，也看到了公司对校园共享单
⻋项目的重视。

5.1战略眼光
美团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做校园单⻋等校园项

目的目的不在于盈利，而是为了丰富美团APP、丰富
互联网产品的应用场景，从而使 APP的客户粘合度
更高。它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能让用户终身受用、
多功能、全方位的产品，包括吃喝住行等，「成为每个
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必用的应用，并且让他终生受益。」

综上所述，吸纳校园这样一个运营环境，是美团
拓展产品影响力很重要的一步。美团还希望未来能和
大学生群体进行更多的互动，校园共享单⻋只是第一
步。「我们希望实现共赢，一方面扩大美团的影响力，
一方面给学生们带来优惠。」

5.2美团在校园项目方面的计划
校园共享单⻋可以说是美团开始校园项目的切

入点，后期美团还会与校方进一步合作，做更多的校
园项目，如创立公益性的教育基金会，资助有困难的
学生，如组织品牌宣讲、组织讲座、组织沙⻰活动等。

在校园项目方面，美团开始比较早，目前优势巨
大，现在的市场份额占了 50%以上。

5.3盈利情况
美团校园共享单⻋比美团单⻋已经优惠很多，比

如美团单⻋月卡 20元，美团校园共享单⻋月卡现 9
元。目前，校园共享单⻋项目不盈利，处于亏损状态，但
校园共享单⻋项目还将继续做下去，因为对美团来说
单个项目亏损不重要，⻓期的盈利拉新、提高客户粘
合度才重要，美团希望与客户能够保持⻓期的互动。

不过，校园共享单⻋最多只占共享单⻋ 10%的
部分，它和社会共享单⻋二者合起来是盈利的。

5.4校园共享单⻋和社会共享单⻋的区别
1. 管理上的区别
社会共享单⻋的投放模式是热点投放，校园共享

单⻋则是补充式投放。
2. 资产健康度上的区别

校园共享单⻋资产健康度更高，具体表现在：故
障⻋新增较少、周转快、使用率高；社会共享单⻋周
转慢、使用率低、故障⻋新增较多。

3. 运营精准度上的区别

校园共享单⻋可以做到更加精准的运营。社会共
享单⻋由于范围大、受众广，运营过程中会导致供需
不稳定、运营不精准的问题。而面对学生群体，通过特
定的校园共享单⻋可以做到精准细致的调度，如有可
能还可通过后台大数据分析出学生使用单⻋的规律，
进而给出具体的调度方案。

4. 运营成本上的区别

社会共享单⻋运营成本低；校园共享单⻋运营成
本高，需要安排专⻔的运维人员。

5.5推广开发校园共享单⻋的必要性
社会⻋运营不够精准，供需不稳定，无法满足学

校学生的使用。「想做某件事情，必须做到位。」社会
⻋的调度是很粗糙的，而对于校园共享单⻋美团会分
析数据，比如课间会固定向哪里骑，对校园中固有的
人群做固有的调动，与学校实际情况有更好的粘合。

比方说，前期需要做各种储备工作：项目测算，对
资产健康、回报率、人⻋比、⻋辆密度进行评估；运维
时运维人员是根据派单去工作，派单能精确到分秒，
运维人员必须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出现在某一个地方。

5.6美团单⻋的优势
据韩先生介绍，共享单⻋在大家眼里可能只是简

单的产品共享，但其实它的⻔槛非常高，并不是随便
一家公司都能做成这件事。美团在共享单⻋行业里的
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 在技术方面

美团公司有着先进的技术，可以实现精细化运
营。据了解，每个校园共享单⻋上的每一把锁都像我
们的智能手机一样，它会每年 365天、每天 24小时不
停地向我们发送实时数据，以及相关的试运营情况，
公司会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剖析，通过大数据决定
公司的运营策略。小的品牌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之
前扬州有所学校自发地想做这种项目，当时投了不少
钱，但半年后⻋辆都流失完了。「要有这么大的船，才
能承载这项业务。」

2. 在运营方面

美团在摩拜单⻋时期就积累了大量的运营经验
和数据。早在那个阶段就开始利用大数据研究共享单
⻋在不同闭合环境下推广的可行性，如工业园区和旅
游景区等。

3. 在安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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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的每次骑行都会在线生成一个保险单，为出
行保驾护航。

4. 在质量方面

⻋身使用的是航空材料，质量高，不易生锈，一
辆单⻋成本达 3000元。

5.7校园共享单⻋的推广
美团目前在西安市已与十多所 985、211大学有

合作。在全国不同地区，也都有运营，每块区域都有
相应的负责人。

在推广前期美团会对各个大学的具体情况进行
评估，判断其是否适合投放校园共享单⻋。对于不适
合投放的学校，原因一般在于数据测算、评估不过关，
比如面积过小、人数过少，此时使用普通共享单⻋就
足够了。

现在美团与交大处于试运营期，如果一切按现在
照常进行，将会在开学后与交大正式签订合约。

6市场的认可——学生的使用
我们通过网络问卷，对兴庆校区学生进行了关于

「校园共享单⻋使用现状」的调查。截至问卷发布后
72小时，共收到有效问卷 319份，其中基本涵盖了全
校各个年级。我们将得到的问卷结果分为四大部分：
使用现状概要、整体满意度、具体满意度、校园共享
单⻋运营方案。结合问卷结果，在消费者层面对校园
共享单⻋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结
论。

图 3: 调查同学年级分布

6.1调查结果
使用现状概要

1. 对于社会共享单⻋，绝大部分同学都使用过，
只有 12.85%的同学从未使用。使用过的同学中，对于
常⻅的单⻋种类都有涉及，如摩拜、ofo、哈罗、美团
单⻋、⻘桔。部分同学还使用过酷奇和共享电动⻋。

图 4: 使用过的共享单⻋同学中，使用过的单⻋种类

2. 对于美团校园共享单⻋，有近一半的同学使
用过，使用过与从未使用的比值为 4.2：5.8。

图 5: 使用过交大内校园共享单⻋同学的比例

3. 对没有使用过的同学，我们调查了他们没有
使用的原因，排在第一的是走路比较方便，不需要骑
⻋，占 6/10；第二位的是有自己的自行⻋；第三是不
喜欢共享单⻋、认为收费较贵；还有小部分同学不会
骑自行⻋。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了几个值得注意的原
因：不愿下载美团 APP、以及个别同学无法注册。

图 6: 没有使用校园共享单⻋的原因

同学们的整体满意度

1. 对使用校园共享单⻋的同学的体验进行调查，
17%的同学表示非常满意，71%的同学表示能基本满
足他们，也有 11%的同学觉得一般、需要改进的地
方很多，还有个别同学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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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同学们的整体满意度

2. 从大体上看，校园共享单⻋在同学中的认可度
非常高。超过九成同学赞成在校园里引入共享单⻋。

图 8: 赞成在校园里引入共享单⻋的同学比例

具体满意度

1. 关于校园共享单⻋分布是否合理，绝大多数
同学认为美团校园共享单⻋在校内分布较合理，一般
不会出现有需求时找不到⻋的情况。

图 9: 关于校园共享单⻋分布的合理性的满意度

2. 关于校园共享单⻋摆放是否整⻬，绝大多数
同学认为美团校园共享单⻋在校内摆放比较整⻬。

图 10: 关于校园共享单⻋摆放的整⻬性的满意度

3. 关于校园共享单⻋是否会出现阻碍交通的情
况，很多同学认为不会出现大量堆积、阻碍正常通行
的现象，约一半同学认为只有偶尔会出现，只有一小
部分同学认为经常会出现。

图 11: 关于校园共享单⻋阻碍交通可能性的满意度

校园共享单车的运营方案

1. 当问及是否知道校园共享单⻋不能出校⻔时，
有 7 成同学知道校园共享单⻋有区域限制。特别是
在已经使用过的同学中，有 10%的同学不知道校园
共享单⻋不能出校⻔，我们发现同学们对校园共享单
⻋的模式并不是十分了解。

图 12: 同学们所了解的校园共享单⻋政策

2. 关于取消押金、改用信用抵押金这一方案，约
七成同学表示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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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赞成取消押金同学的比例
3. 在价格方面，尽管美团校园共享单⻋相比于

社会⻋辆更优惠一些，绝大同学仍认为价格偏高，不
到四成的同学认为价钱比较合理，还有极个别同学认
为偏低。

图 14: 同学们对价钱的看法

6.2调查结论
1. 校园共享单⻋惠及⺠生的程度较高。在所有调
查的同学中，42%都曾使用过，说明校园内有
至少 4成的同学们享受过校园共享单⻋带来的
便利，受众广泛。

2. 校园共享单⻋在市场上认可度较高：
(a) 所有调查者中，九成同学希望校园共享单
⻋进入校园；

(b) 对于使用过校园共享单⻋的同学，89%的
同学表示非常满意或基本满足，只有 11%
的同学觉得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多或很不
满意。

(c) 没有使用校园共享单⻋的同学，90%是由
于不需要骑⻋、已经有⻋或者不会骑⻋等
客观条件，只有 10%是因为⻋辆本身。

3. 对于校园共享单⻋分布合理性、摆放整⻬性、
阻碍交通的可能性，九成左右的同学都表示满
意。（我们调查的同学中 90% 都使用过社会共
享单⻋，可以很好地将社会共享单⻋与校园共
享单⻋进行比较。）

4. 值得注意的是，校园共享单⻋分布合理性、摆
放整⻬性、阻碍交通的可能性这三个方面我们
都设置了四个层次的满意度选项，选择最满意
选项的依次有 16%、28%和 38%的同学，说明
对于阻碍交通的问题大家是最放心的，不会出

现之前⻋满为患的场景了；其次令人满意的是
摆放整⻬性，侧面体现出维护人员的努力；对
于分布合理性，看来还需要运维方继续了解校
园情况，逐渐完善。

5. 校园共享单⻋的政策宣传不到位，例如最基本
的不能出校⻔，即便是骑过校园共享单⻋的同
学中，仍有 10%的同学不知道。

6. 对于取消押金的政策大多数同学表示满意。
7. 校园共享单⻋系统本身需要进一步优化，因为
出现了个别同学无法注册的现象。

8. 尽管校园共享单⻋相比社会上的美团单⻋价格
已经调低，仍有近 6成同学觉得偏高。

7校园单⻋的可持续性分析
综合上述材料，我们认为校园共享单⻋的问题，

涉及到学生、学校、企业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在相互
制约的同时又互利互惠。只有三方的矛盾得以解决、
并且三方都从中受益，校园共享单⻋项目才有可能⻓
期发展下去。
7.1学生和校方的利益
学生的利益

1. 校园共享单⻋最大的好处是方便，即使有自己
的⻋，也不能做到「随时骑⻋、就地停放」。

2. 另一点就是价格相对社会共享单⻋便宜。按现
在月卡 9元的价钱算，假设使用最频繁的学生，
每月都骑、连骑 4年，花的钱为 9*12*4=432元，
也比市面上大多数自行⻋便宜。

据经历过 2017 年共享单⻋热潮的 16 级少年班
的同学回忆：「我们 16 级少年班刚开学时很少有买
自行⻋的，因为平时也不怎么自行⻋。除非有紧急事
情或者去距离比较远的地方，扫一辆共享单⻋就解决
问题了。」

反观现在入学新生，自行⻋需求量大大增加了。
我们采访了学校附近上海永久自行⻋行总经理金先
生证实了这一点：「共享单⻋热潮时买⻋的人确实少
了，影响还挺大的。但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学校的利益

1. 与学生的利益相关，方便学生，自然是学校的
心愿。

2. 减少学生私人自行⻋数量，使校园环境更加整
洁。

3. 解决学校的僵尸⻋问题。很多大学生买了私人
自行⻋，毕业之后自行⻋留在学校，没人处理。
有了校园共享单⻋之后，可以在方便学生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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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减少私人自行⻋的量，缓解僵尸⻋问题。不
过，也要认识到这是一个⻓期性的工作。

图 15: 学生、学校、企业三方的关系

7.2学生和校方对校园共享单⻋的作用
学生和学校，一个作为校园共享单⻋的消费者，

一个作为校园共享单⻋运营的平台，对企业有着以下
两个方面的需求：

一方面是稳定、精细化运营的实现。校园共享单
⻋项目，学生和校方最关注的是秩序，不能因校园共
享单⻋的介入反倒给学校带来了秩序上的混乱。现在
试运营期间，90%的同学表示满意，但目前运维人员
表示，依然有转运速度跟不上的问题出现。

另一方面是价钱的稳定。不能像以前的模式一
样，先「烧钱圈地」，然后再大规模涨价。

我们认为，以上两方面的实现取决于企业开展校
园共享单⻋项目的决心。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对韩
先生进行了二次电话访谈。
7.3企业的决心

通过再次采访韩先生，我们了解到校园共享单⻋
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在做校园共享单⻋项目前和项
目后，美团的拉新比提高了 60%以上！

即便后期拉新比没有怎么高、新用户的增⻓趋于
稳定之后，还会坚持这个项目。他说：校园里的学生
每年都会有不断的补充，如果我们的项目每年拉新的
指标趋于稳定，这是 OK的；如果我们的项目某一年
拉新出现了断崖或者忽高忽低的状况，我们会重新进
行业务梳理，找出问题所在。但是项目会持续下去，
因为我们的战略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当我们提到所担心的问题时，他表示：共享单⻋
行业已经从暴力投放转向了健康发展阶段，我们在运
维方面会做的更好，投入更多。⻋辆的保养和持续度
维护会更高。而且会吸收前⻋之鉴，前几年 ofo和摩
拜单⻋时期都是重视投放量，采取的是野蛮投放的策
略，供大于需，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之前的摩拜

相对于美团来说品牌的号召力小一些，运营没有针对
性，可能⻋辆的覆盖和密度都无法满足学生使用。

现在美团已经意识到学校和学生对校园共享单
⻋的作用，保卫处会定期给团队打分，⻋辆也会根据
学校提出的要求进行数量、运营上的整改。后期美团
还想跟学生会合作，让同学们进行打分。

至于美团目前打算把校园共享单⻋项目做多久，
韩先生说：「现在已有五年计划，以客户为中心是美
团的口号！」。校园共享单⻋是美团计划里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近五年肯定会做下去的！
7.4结论

经过所有实地的采访、调查、分析，我们认为校
园共享单⻋具有可持续性及推广价值。

从市场上看，校园共享单⻋方便了广大同学们的
出行，省去了购买自行⻋的费用。从平台上看，由于
校园共享单⻋暂不影响校园秩序，并且还维持学生自
己的⻋辆，学校是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从企业自
身看，企业有足够大的实力，有其他业务弥补这方面
的亏损，为了提高 app的粘合度决定⻓期做下去，而
且现在的业绩表现较好，有决心继续做大做好。

8建议
8.1同学们的建议

在调查的过程中，同学们给了我们很多建设性的
建议。我们将其整理为以下几点：

1. 对于价钱，很多同学表示在校园里骑⻋根本骑
不到 30 分钟，对于目前每 30 分钟 1.5 元的价
位，希望缩小起步价范围，降低起步价。

2. 对于优惠，希望像之前一样推出周卡月卡，或
者推出系列套餐。

3. 对于⻋辆分布，仍有很多同学表示分布不合理，
如：
(a) 彭康书院、仲英书院附近几乎找不到⻋。
(b) 有些地方靠近校⻔但其实用⻋频率并不
高，最好停放位置多选在离宿舍和教学楼
近的地方。

(c) 主楼相比中楼要少很多，而主楼却恰恰是
用⻋最集中的区域。

(d) 西一楼那边⻋比较多，但是宿舍楼⻔口一
般没有，主楼附近也没有。希望⻋辆摆放
更加便利。

有同学表示，如果增加整理频率，如在上课时
间在宿舍区投放一定⻋辆，在此基础上接受适
当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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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辆调度，校园共享单⻋的数量分布与时
间和地点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确定好校园共享
单⻋的分布密度，避免出现校园共享单⻋在特
殊时段过于拥挤。能及时把北边的⻋运到南边，
保持维护频率。

5. 对于停⻋区域，同学们希望可以划分校园共享
单⻋停⻋区域，平常会影响自己的自行⻋的停
放

6. 对于⻋辆本身，提高⻋子质量、优化用户骑乘
体验。

(a) 有同学表示软件对校园范围的识别有问
题，有时明明在校内却不能开校园共享单
⻋。

(b) 有同学表示希望可以临时锁⻋。
(c) 有的希望⻋篮子做得深一点，以及装东西
的篮子可以锁上。

7. 还有同学也希望能够把⻋骑出校外。
8. 也有同学表示不想下载 app，希望使用微信或
支付宝扫码，或者和微信合作，用小程序的形
式，不要硬性要求下 app。

9. 还有个别同学担心校园共享单⻋容易损坏，不
能获得定期维修。

10. 联校园网太慢了，尤其是在中楼，要是能用校
园卡打卡就好了。可以进一步结合学校，与校
园卡绑定，刷学生卡即骑行。

11. 继续做下去，规范化管理，加强推广宣传。

8.2我们给三方的建议
企业

1. 跟校方保持好合作关系，为美团提供坚实的基
础。

2. 可以考虑建立阶梯价位，当然以企业专业的财
政分析为主。

3. 对于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做好宣传工作，让更
多的同学了解。

4. 维护人员转运时，除了自己观察外，还应与同
学们多沟通。

5. 提高⻋子本身质量、改进个别软件问题。定期

维护软件，不要出现识别有误、无法联网、无
法开锁等问题。

6. 定期检查⻋辆状况，及时更换老损⻋。不要出
现之前「开锁了却发现不能骑」的情况。

7. 有问题及时解决，坚定地将项目完善好，勿忘
初心。

校方
1. 理解校园共享单⻋项目的不易，出现问题及时
提出，并配合企业整改。

2. 划定固定的校园共享单⻋摆放区域，给同学们
自己的自行⻋停⻋的位置。

3. 对于僵尸⻋，学校可以成立一个维修组，对⻓
期无人认领的「僵尸⻋」公示后，可以由学校维
修组维修，再供给其他有需要的同学使用。但
此项工作需要投入人力物力，也可以提供志愿
者工时，交给学生会。

学生
1. 自觉维护好校园环境，有序停放⻋辆，共同维
持校园秩序。

2. 爱护⻋辆，珍惜公共资源。
3. 做好监督工作、及时反馈使用体验和建议，让
企业更好地改进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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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s and Situation of Tim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Quarantine

汤清雨

Abstract
Quality and strategies of time management have been widely discussed and stressed especiall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nowadays. Our objective is to investigate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tim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uring the quarantine, summari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pose applicable advice. We use a simplified scale to obtain scores on each item evaluating different
factors that we hypothesized influence time management quality. We also asked several questions to
test participants’ awareness and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we have
concluded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quality and sense of time
control as well as sense of efficiency. We also found that current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s not satisfactory. Therefore, we concluded that college students
could improve time management quality by improving sense of time control and sense of efficiency and
trying specially designed applicants and other techniques.
Keywords: time management factors of time management techniques of time management

1 Introduction

Time management has become widely dis-
cussed under the context of modern society, as nu-
merous books are written and appliances are de-
signed to help people do scheduling. Understand-
ing what factors make efficient time management
and how to achieve it are important in order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study and work, especially for
college students, because it can effectively prevent
procrastination and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 and
other problems in modern society [1, 2]. As demon-
strated in Li. Q and Ma. L. Q’s research, sense of time
value,sense of time control and sense of efficiency are
thre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time man-
agement [3]. There have been studies that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tuation of time man-
agement of a group of people and the three factors
mentioned [4], using a scale specially designed to
identify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quality and the three factors in general, but few of
them focus on college students nor a specific time

period like the quarantine. We aim to make a de-
tailed research and give specific and applicable ad-
vi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ur research pays at-
tention to how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manage time during the quarantine, uses a table de-
signed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to evaluate stu-
dents’ performance and analyze the connection be-
tween the results and the three factors. We hypoth-
esize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 fac-
tors and the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previous research, but only find a positive corre-
lation between the two factors, sense of time control
and sense of efficiency,and the quality of time man-
agement. We also come up with several methods to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time management ability.
Our research includes three parts:

1. The result and data analysis of the investiga-
tion;

2. Analysis of how the three factors affect the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3. Advice for college students on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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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ethod

2.1 Participants
The participants consist of 59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50 of them are from the first
grade and 9 are from the second grade. All the par-
ticipants were selected randomly from QQ groups
of new-comer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n the
2019–2020 school year. The distribution by gender
was 42 males and 17 females. The ratio is accept-
able for the survey aims at providing evaluation of
specifically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All the participants needed to scan a code and pro-
vide basic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ir grades and
gender to give approval for us to obtain further in-
formation for the research.

2.2 Instruments and procedure
The ‘Survey star’ program (wenjuan.com) was

used to design, distribute and collect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 was designed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3, 4], with selection of questions adapting
to current conditions of college students. 8 ques-
tions were selected from the original scale to eval-
uate the condition of tim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Question one to seven
were to evaluate possible factors affecting timeman-
agement giving points from one to five, and ques-
tion eight was to evaluate the actual quality of each
participant’s time management.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sent out online to gather information and col-
lected within five days. Questionnaires completely
answered were treated as valid samples. Data pro-
cessing was performed with the software SPSS.

2.3 Analysis
The situation of tim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s analyzed from two
dimensions :

• Factors of time management;
•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Factors of time management
The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hreemain

factors and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mentioned
by Li. Q and Ma. L. Q’s research [3] is the basic of
our analysis. The three factors we evaluated are:

1. The sense of time value represents personal sta-
ble attitude and notion towards the value and
function of time, which is evaluated by ques-
tion one and two.

2. The sense of time control represents the ability
of taking action to manage one’s time, which
is evaluated by question three, four and five.

3. The sense of efficiency reveals one’s belief and
anticipation of utilizing time, which is evalu-
ated by question six and seven.

A general evaluation of timemanagement qual-
ity of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is ob-
tained by calculating the average score. Question
eight is used for comparing the evaluation with the
actual outcome.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The questionnaire also investigated students’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including tools,
books and courses that they found useful for time-
managing. The feedback is gathered and advice is
drawn based on it.

3 Results and Discussion

3.1 Factors of tim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on the quality and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obtained from 59 students randomly chosen from
online chatting groups. 50 of them are from the first
grade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9 are from the
second grade. 42 of them are male, while 17 of them
are female.

The raw scores of the scale designed based on
Huang Xiting and Zhang Zhijie’s Adolescent Dispo-
sition of Time Management Scale[4] are presented
in Table 1. The first and second items aimed at mea-
suring sense of time value, showing average scores
of 4.24 and 3.64 points. The third question evaluated
sense of time control, with an average score of 2.80.
The fourth and fifth descriptions were to measure
sense of efficiency, with 3.20 and 2.66 points in av-
erage. The items were rearranged randomly in the
original question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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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Scale of Assessment of Three Factors of Time Management

Items/assessment
Totally disagree

(1’)
Disagree

(2’)
General
(3’)

Agree
(4’)

Totally agree
(5’)

Average
Score

I think making good use
of time is very important.

2
(3.39%)

2
(3.39%)

4
(6.78%)

23
(38.98%)

28
(47.46%) 4.24

I think about the cost of time first
before I deal with things.

0
(0%)

9
(15.25%)

14
(23.73%)

25
(42.37%)

11
(18.64%) 3.64

I have the ability to balance
playing and studying well.

9
(15.25%)

14
(23.73%)

17
(28.81%)

18
(30.51%)

1
(1.69%) 2.80

I feel confident while
making plans.

6
(10.17%)

4
(6.78%)

25
(42.37%)

20
(33.9%)

4
(6.78%) 3.20

I actually distribute time of
studying and playing properly.

11
(18.64%)

14
(23.73%)

18
(30.51%)

16
(27.12%)

0
(0%) 2.66

Actual degree of
completion of my plans

12
(20.34%)

10
(16.95%)

21
(35.59%)

15
(25.42%)

1
(1.69%) 2.71

Our hypothesis predicted that there is a pos-
itive correlation among the three factors and the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according to Li. Q and
Ma. L. Q’s research[3].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nd value of 𝑝 are shown in Table 2. The result of 𝑝
test (sense of time value: 0.329 and 0.306, sense of time
control: 0.000, sense of efficiency: 0.000) reveals that
there was no apparent correlation between sense of
time value and the actual quality of time manage-
ment that was measured by the last item in Table
1, which appeared to refute our hypothesis. How-
ever, the data displayed positive correlations be-
tween sense of time control and the actual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and between sense of efficiency
and the actual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in the
level of 𝑝 = 0.01, which conformed to our hypothe-
sis.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Items and Actual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Items/assessment Statistical Indicators Value

I think making good use
of time is very importa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141

0.329

I think about the cost of time
first before I deal with thing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148

0.306

I have the ability to balance
playing and studying well.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667**

0.000

I feel confident while
making plan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560**

0.000

I actually distribute time of
studying and playing properl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0.653**

0.000

According to our investigation, improving
sense of time control and sense of efficiency could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We also
notice that there are high average scores of items
measuring sense of time value, b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ime management quality and sense of time
value is not apparently positive, which reveals that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think time management is
important, but not most of them make efforts in this
field as a result of their awareness of significance of
time management.

3.2 The awareness of time management

Figure 1 displays the frequency of making plans
during the quarantine. Almost half of the partici-
pants made plans every day. 5.08% of the partici-
pants said that they made plans only if it was near
the deadline or too much work was accumulated.

Figure 1: The Frequency of Making Plans during
TheQuarantine

Figure 2 reveals that 66.10% of the participants
never had discussion about time management with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during the quarantine,
which is almost two times of the number of partic-
ipants that had discussed about time management.
The awareness of time management might need to
be improved by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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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Whether Discussed about Time Manage-
ment with Others duringQuarantine

3.3 The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It is shown in Figure 3 that 38.98% subjects
thought that none of the popular techniques of time
management was helpful to them. Theywere able to
choose multiple options in this question, so the to-
tal percentage was more than 100%. The 𝑝 value of
Pomodoro Technique and Forest APP is 0.016,which
reveals that there is an appare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items in the level of 𝑝 = 0.05, which
implicates that applications designed for time man-
agement could benefit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with the percentage close to 20.34%.

We also asked about courses and books that
they found helpful for them. Only two partici-
pants submitted valid answers including Willpower
Instinct and How to Spend Each Minute.

Figure 3: Techniques of Time Management Helpful
to You

4 Conclusion

Our goal of this investigation was to discove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hree factors, sense of time
value, sense of time control and sense of efficiency,
and the quality of time management. We also took
an in-depth look in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ware-
ness and knowledge of time management of Xi’an
Jiaotong students during the quarantine. Our re-
search focused on a small specific group of students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during a specific time
period and gave applicable advice, including pay-
ing more attention to this topic, trying specially de-
signed applications to test if you belong to the group
that may benefit from them and changing your at-
titude to improve sense of time control and sense of
efficiency. A number of limitations of our investi-
gation could be improved by modifying the scale to
evaluate the three factors frommore dimensions, ex-
panding the volume of samples and usemore profes-
sional technique to process the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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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对社会治理影响的研究
侴雨宏

摘要
新媒体以其海量、多元的信息和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相结合的传播方式等有别于传统媒体的新性质深
刻影响乃至改变着网络社会和现实社会，带来了「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群体冲突」等诸多社会
治理上的挑战。同时，新媒体的产生也为社会治理打开了一扇窗，管理者完全可以利用新媒体对信息
传播的影响而改进治理模式。而新媒体环境下个人也需要做出改变。
关键词：新媒体 社会治理 社会心理 网络舆情 人际传播 大众传播

近十年来，互联网交互平台高速发展、智能手机
迅速普及，使得有别于传统广播、电视、报纸媒体的，
依托互联网和智能设备的「新媒体」融入国⺠生活当
中。而新媒体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以及传播效果等
诸多方面皆与传统媒体有所区别，甚至于大有不同。
这种不同导致了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同样需要
有所变化。因此，研究新媒体对于社会治理的影响就
变得格外重要，已然与社会的稳定和改善密切相关。

1新媒体的性质
正是因为新媒体相较于传统媒体有诸多性质上

的差异，所以，在新媒体出现后，暴露出了诸多与以
往不同的社会治理的问题。因此，理清新媒体的性质
是解决新媒体问题的先行条件。

1.1信息
信息泛滥

由于互联网时代，相比于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
报纸，受制约于播出时间、版面空间等因素，信息内
容十分有限，新媒体依托网络平台，其信息发布不受
时间约束、网络信息可以近乎无限多的保存。因此，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具有信息量巨大的特征。

信息多元

一是内容多元，即在新媒体平台，信息内容受到
用户需求的影响，而用户的需求上到时政外交，下到
游戏美妆，能够涵盖方方面面，因此，新媒体的信息
内容是多元化的，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二
是信息的形式多元，即相比于广播的声音信息、电视
的图像信息、报纸的文字信息，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的
内容可以综合视频、文字、音乐、图片等诸多形式。

信息茧房
当今出现了诸多新闻推荐的算法，这些算法能够

通过用户搜索的关键词来推断出用户的喜好和关注
点，进而为用户进行个性化的推荐。而这种算法会导
致用户被关进了某个相关内容的「信息囚笼」中。即人
们所看⻅的信息都是此前所看内容的相关分类，而除
此之外的信息在用户的视野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

新媒体环境下的信息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时间和
空间的约束，信息量也因此爆炸式增⻓。而从内容来
看，由于信息的发布所受的约束减少了，一些小众内
容也得以在新媒体中传播，进而使得信息多元化。从
形式上来看，多形式化的信息使得内容更加吸引人，
进而有利于信息传播。信息茧房与信息的「量」其实
是矛盾而统一的，正因为信息量的增加，信息的个性
化推荐才被迫切需要，但因个性化推荐产生的信息茧
房反而导致了信息的多元性被削弱。

但总而言之，新媒体的信息相比于传统媒体，开
放性大有提高。
1.2传播
交互性

Web2.0的特点即交互性。在传统媒体的传播过
程中，往往都是以大众传播为主 [1]，受众与传播者
有明显的区分，但是在新媒体中，不止是一些新闻平
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够轻松发声，轻松传播信息。
即不仅有传播者向受众发送信息，也有受众的信息反
馈向传播者，以及受众之间的信息交互。由于受众也
拥有了发声的能力，因此，在新媒体当中，笔者接下
来用「用户」一词替代之。
即时性

互联网大大提高了信息的传播速度。在新媒体的
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从发出到抵达地球的另一端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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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是同时的，因此，信息具有即时性。相比于传统媒
体从完稿和完审到印刷、运输，新媒体的即时性是巨
大的进步。

广泛性

由于互联网用户受众之广和互联网信息之开放，
一个人在新媒体平台上发的信息由于转发、推荐，往
往会被各式各样的人所看⻅，这就使得新媒体环境下
的信息在人际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是熟人之间的口
耳相传，还有与陌生人之间的交互。新媒体环境下传
播的最主要特征即是交互性，这一特征改变了传播的
模式，使其传播兼具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特点。而
即时性和广泛性使得传播在时空上均得已延伸。

1.3群体心理
群体的形成

相比于大众传播时，每一个受众像是存在于单独
的一个「隔间」当中，受众相互之间并没有过多的沟
通和联系，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交互性，接收信息
的用户与用户之间存在沟通与联结，这就使得相同观
点、相同立场的用户们自觉形成群体。

群体极化 [2]

在一个群体当中，每个人所发表的信息其观点和
立场是几乎一致的，这就导致了群体内的人不断接
受同一端的观点，而社会心理学表明，这些观点越极
端，往往就越容易被接受，久而久之导致整个群体极
端化。

群体失控 [3]

「雪崩中，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新媒
体环境下的群体的形成、匿名性等特征导致了群体内
成员的去个性化，进而自我察觉弱化，在这种情况下
就会有「法不责众」的心理产生，自身的行为责任被
转移到了群体上。人的行为会趋向于暴力、失控。而
在新媒体环境下，往往会造成网络暴力等事件。

沉默的螺旋 [4]

在一方声势极大的情况下，另一方往往会认为自
身是少数派进而选择沉默，最终大的声势更大，小的
声音更小，产生一种⻢太效应。而事实上，那些自认
为少数声音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是少数派，很有可能是
拥有某一观点的人选择立场的时间相对滞后且由于
多元无知效应相互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进而觉得自
己势单力薄。

新媒体环境使得诸多群体心理的效应在网络上
体现出来，容易给「赛博空间」造成乱象。

2社会治理的挑战
新媒体环境下，诸多的原有社会问题在网络空间

中被暴露、放大，除此之外，也会有一些在新媒体环
境下新生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为社会治理带来了新
的难题。
2.1网络暴力 [5]

网络暴力是自新媒体诞生至今最为常⻅的社会
治理方面的网络乱象，从 2006年的「铜须⻔」到 2020
年的「许可馨事件」，网络暴力经历十余年，未有消
退之势，反而随着网络的发达而愈演愈烈。

网络暴力的主要特征是道德审判（出发点）、人
身攻击（表现形式）、群体失控（宏观表现）。网⺠
自认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进而对理亏的当事人进
行道德审判，由于自身素质问题和群体心理的原因，
网⺠会开始从道德审判转向谩骂、侮辱等人身攻击，
而群体情绪持续升温最终失控，甚至于出现「人肉」
和把网络攻击转化为现实攻击等更加严重的行为。

网络暴力与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体心理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新媒体环境下的匿名性和群体的去个性
化是导致网⺠具有「法不责众」心理的重要原因；新
媒体环境下的群体极化是导致群体情绪升温和行为
逐渐极端的重要原因；新媒体环境下的一些无良自媒
体通过迎合网⺠心理，针对当事人写一些引导网⺠情
绪的文字，煽动网络暴力，这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

网络暴力对于社会的危害是显而易⻅的。
网络暴力伤害当事人。网络暴力是「多对一」的、

群体对个人的网络冲突。因而当事人经历的是成千上
万的谩骂、侮辱，更有甚者乃是人肉搜索 [6]、隐私曝
光、言语威胁甚至于现实中的威胁。当事人在其中最
常⻅的就是心理伤害，更有甚者乃至于抑郁、轻生。

网络暴力损害社会正义。网络暴力中，网⺠往往
是打着正义的旗号去进行道德审判。而事实上，当事
人对于网⺠来说，仅仅是情绪发泄的窗口。举道德之
公旗，泄一己之私愤，这便是网络暴力当中网⺠的实
际行径。这是对道德的抹黑和对正义的践踏。

网络暴力污染公共空间。随着网络与生活的联系
逐渐紧密，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一种「公共空间」。这
种公共空间其用途是网⺠们行使言论自由、知情权等
权力，自由讨论和交流，获取信息和娱乐的场所，并
不是极端群体的「武斗场」。因此，网络暴力从公共
空间的⻆度来说，是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滥用。

网络暴力侵害言论自由。在网络暴力的过程中，
会有一部分相对清醒的人体出异议，呼吁理性看待问
题，而这一部分人往往会被网络暴力群体当作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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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党」，进而对他们也进行攻击。本质上，这样
的行为是通过暴力手段禁止其他声音的存在，这是对
于言论自由的侵害，往大了说，是违宪。

网络暴力由于参与人数众多、人员分布过广、法
律不完善等原因，屡屡出现，⻓久以来未尝断绝。而
受害人从普通⺠众到知名明星，皆难免于此害。因此，
网络暴力当属新媒体时代的一大顽疾。

2.2网络谣言 [7]
谣言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东西，而自从有了网络以

来，网络谣言也就随之诞生。新媒体环境下，交互性
使得网络谣言的传播速度加快。而新媒体信息的多元
性也使得谣言看起来「真实」。

美国知名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 L·波斯特曼
于 1947年总结出的：R（谣言）=i（重要度）×a（模糊
度），而中国的著名新媒体研究学者匡文波在此基础
上提出：R（谣言）=i（重要度）×a（模糊度）×ia（信息的不
对称度，information asymmetry）[8]。信息的不对称
性指的是政府机构与公众之间掌握信息的情况对比。

笔者认为上段的两个公式的根本原因是恐慌心
理和帕斯卡赌注心理。在谣言公式中的「重要度」之
所以能够起作用，是因为越是重要的信息，越容易唤
起人们的危机感。而「模糊度」和「信息不对称度」则
使人产生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帕斯卡
赌注心理，模糊度和不对称度导致了⺠众无法了解事
件的本质，进而认为谣言中所描述的内容是有出现的
概率的，才会选择相信。譬如人⺠日报在疫情期间的
「双⻩连事件」，由于关乎生死攸关的「新冠病毒」，重
要性不言而喻，而人们既不清楚双⻩连作用于人体机
理，更不清楚新冠病毒的机理，于是纷纷选择购买。

但笔者在此也需要体出一点质疑。匡文波教授所
提出的公式中的「ia」与 G·W·奥尔波特总结公式中
的「m」是否是重合的内容。即模糊度这一因子是否
包含了信息的不对称性。

网络谣言对于社会的危害是要甚于网络暴力的。
网络谣言容易造成社会恐慌。网络谣言往往会夸

大其词，譬如近期北京疫情局部复发，微信群立刻就
有传言，说「北京已经沦陷」云云，这样的谣言会使
得本就不了解事情具体情况的广大⺠众误入歧途，加
剧不必要的危机感，使得整个群体被恐惧所笼罩。

网络谣言容易影响政府公信力。网络谣言中存在
相当一部分涉及政府管理的谣言，而一旦网⺠对这类
谣言信以为真，会带来⺠众对于政府的厌恶，激起⺠
众情绪，激化官⺠矛盾。久而久之，⺠众对政府不再
信任，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网络谣言容易危害个人。网络谣言中有一部分属

于生活类谣言，譬如某某⻝物致癌、某某⻝物不可以
和某某⻝物一起吃。此类谣言若听之信之，轻则影响
⺠众的正常生活，重则影响⺠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譬如疫情期间盛行的盐水漱口能够防止感染。除
此之外，还容易引发网络上的新老代际分歧乃至引发
家庭矛盾。

网络谣言主要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和帕斯卡赌
注心理进行传播，是谣言在网络环境下生存的一种新
的形式。网络谣言内容多样，危害有大有小、害人害
己。网络谣言虽然能够通过现今的技术手段找到谣言
源头，但由于其传播广、传播速度快，有时即使找到
了传播源也难以消除其危害。但是，由于⻓期的治理
和辟谣媒体的产生，谣言还是得到了相对有效的遏制
的。

2.3群体冲突
如果说上文提及的网络暴力是一种「多对一」的

网络冲突，那么群体冲突是一种「多对多」的网络冲
突。譬如疫情期间网路上国内网⺠与留学生群体之间
存在着数月的「剑拔弩张」；⻓久以来，网络女权主义
者和一些视之为「拳师」的普通网⺠之间存在着「论
战」甚至于「骂战」；关于《武汉日记》的问题上网
络上也分成了支持和反对两大阵营……

群体冲突从形式的⻆度，可以理解为网络暴力的
延伸，其性质上也是由群体极化等心理引发的暴力冲
突，而区别就是这种多对多的冲突，两方都有相当规
模的支持者。换言之，两派都会认为自己是有道理的，
因而某种程度上，议题本身争议性较大，正反双方都
能够有其相对正当的依据。所以，群体冲突从本质上
来讲，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群体冲突从性质上来看，具有持久性、间歇性和
发展性。

由于群体冲突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双方都具有
一定的道理，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容，如果没有明显
的外力和突发事件的深刻影响，两个阵营的存在是稳
定的，而这种冲突是难以消除的。冲突会持续相当⻓
的时间，该时间会以月或年为计量单位。

而群体冲突不同于短时间内爆发且一段时间内
消失的网络暴力，群体冲突不仅不是短时消失的，也
不会持久爆发。这种冲突往往是具有间歇性质的，在
平时，这种冲突只在局部小规模产生，而当发生大的
与议题相关的社会事件的时候，这种冲突就会集中爆
发。譬如网络女权运动的过程中，平时往往是一些「理
论辩论」式的小规模的讽刺与骂战，但发生了诸如家
暴、性侵以及明星子女冠姓等问题时，对该问题的讨
论就会掩盖过局部的小规模冲突，成为一段时间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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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矛盾点。
从发展的⻆度、从一个较⻓的时间段内去看待群

体冲突的话，群体冲突是会促进双方对问题的共识乃
至促进社会价值观一定程度上的改变的。譬如女权运
动尽管在网络上被冠以「拳师」等负面称号，但网⺠
对于女性权利等问题的思考在逐渐增多，对于平权、
尊重女性等口号的提倡也在日益增多。再比如尽管疫
情期间普通网⺠与留学生群体的冲突不断，「千里投
毒」、「崇洋媚外」、「依权仗势」等帽子被扣在了留学生
群体的头上，但随着人们对疫情期间留学生募捐等行
为的深入认知和对于留学生群体爱国行为的了解，双
方逐步和解，留学生群体逐渐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
这种群体冲突在⻓时间范围内达成共识，主要得益于
网络媒体的信息交互性，双方尽管骂战不断，但不乏
理性的辩论和追求共识的探讨，⻓久的探讨使得两个
群体之间的信息得到了充分的交流，群体之间逐渐相
互理解，即使仍有对立，双方也会吸收对方一边值得
认同的部分和反思己方不合理的一面。

群体冲突尽管很可能「声势浩大」但其危害相比
于上文的两项，要小很多。

群体冲突由于双方力量相当，很少有对于某一方
造成直接的伤害。但是，也会有相对隐性的危害，譬
如引发对「落单者」的网络暴力。譬如许可馨事件中
许可馨是普通网⺠与留学生的群体冲突中留学生一
派的一员，但由于其语言偏激过度，存在褥国言论，进
而触碰到了双方的底线，被留学生派的部分成员「抛
弃」，而遭到网⺠们的狂热攻击。

除此之外，群体冲突也存在扰乱公共空间秩序的
问题。譬如网络女权运动的网⺠有时会跑到普通的微
博底下评论相关内容，而对其有反感的一些网⺠也会
主动在评论区讽刺甚至提前讽刺女权运动的网⺠，因
此会把争论引向无辜者的头上，是对公共空间环境的
破坏，而一旦冲突升级，甚至会牵连当事人。

2.4⺠意创伤与塔西佗陷阱
如果说本章前三者是新媒体环境下网⺠自身造

成的，那么这一条通常来说是管理者自身造成的。
在某一新闻某一事件在新媒体中被提上议程后，

如果一件事情和⺠众的利益相关或触犯了⺠众情绪，
那么该事件往往会被热议。热议的结果即⺠众对于管
理者，即官方对事件的合理处理具有强烈诉求。如果
事件的处理结果令⺠众不满意，譬如洋人在华受到优
待、其犯事之后从轻处理等以及鲍毓⺠事件、许可馨
事件调查的烂尾等，那么即便事件的讨论一时间热度
下降，甚至于无人问津，在一段时间后，如果有类似
的事件爆发，⺠众会把该事件与之前的事件相联系，

会有「旧事重提」的行为。而⺠众情绪上，往往比前
一次的爆发更加激烈，更加迅速。在屡屡爆出的「洋
大人」一类新闻中，这种情况十分明显。这是⺠意创
伤后的二次应激反应，而⺠意创伤往往正是由于政府
有关部⻔媒体素养缺失、回应和处理不当造成的。

而除了⺠意创伤对于⺠众的伤害，还有塔西佗陷
阱对于政府的损害。塔西佗陷阱即当管理者被大家憎
恨的时候，不论他做一件好事还是做一件坏事，都会
被大家厌恶。

管理者在新媒体事件中如果治理不当，造成⺠意
创伤，看似是对⺠众的伤害，其实是在「自毁⻓城」。
当政府因为一次次治理失误造成公信力下降后，⺠众
将不会对其抱以任何期望，届时任何管理都将失效或
减效，换来的更多的只会是一片骂声。

笔者认为，社会治理对于管理者或者说政府，其
根本问题就是避免塔西佗陷阱。而治理的目标即减少
或消除⺠意创伤，从正面而言即让⺠众满意。

3社会治理的机遇
尽管新媒体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但硬币都有两

面，新媒体也一样。在新媒体为社会治理带来挑战的
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机遇。

3.1信息公开
3.1信息公开信息公开制度是我国维护个人对于

机关、单位信息了解权利的重要制度。而新媒体环境
大大提高了信息公开的便利程度。

新媒体环境下网络政务逐渐形成，各级政府和部
⻔大都建立起了自己的政务网站以及注册官方微博
等。截至 2020 年 4 月的统计 [9]，我国政府网站从
2016年 12月的 46305个精缩到 14474个，而网站首
⻚文章更新量从 2018年到 2019年增⻓ 34.6%。可⻅，
网络政务方面，政府在不断优化且逐年进步显著。

这种信息公开具有实时性和广泛性。即在网站发
布后即可被浏览到，且不论阅读者身处何地，只要有
网络，就能够阅读，传播效果相比于过去纸质等公示，
时效性和传播范围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譬如仝卓高考
造假事件，新华社一周连发两篇通告，从仝卓造假过
程到涉案人员的处分全部公示，截至 6 月 19 日 13
时，两篇文章阅读量均 10万以上，在看量合计近一
万。信息公示对于维护社会公正，安抚⺠心具有重大
作用。

3.2交互
新媒体环境下的交互性也可以成为新媒体环境

下社会治理的有利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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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新媒体事件的过程当中，如果政府或有关
部⻔需要介入，很有可能由于公信力等原因使得⺠众
对其产生误解。譬如认为政府在可以「打压舆论」等，
但如果通过交互性，在微博等平台表明态度，及时对
网⺠的疑惑等进行解释和对话，是很容易打消这种误
解甚至于为政府部⻔博得好感的。譬如疫情期间教育
部发出澳大利亚留学警告，随后新华社的公众号等官
方媒体紧跟了外交部华春莹女士对于澳大利亚反华
情绪问题的诸多举例，合情合理，令网⺠信服。

交互性能够及时收集⺠众反馈，即使做出回复，
是在事件中管理者把控事件走向所能够利用的的重
要性质。

3.3舆情大数据
随着网络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数据技术日趋

成熟。而这项技术也被应用在了网络舆情方面。
管理者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一些关键词的出

现数量、网⺠的阅览数等信息，加以一些合适的算法，
进而判定出一件事情的热度、网⺠情绪等诸多内容。
相比于与个体的交互和个人对于网络信息的主观感
受，舆情大数据能够更加全面而快捷地分析出一个网
络事件的发展状况，也能够促使管理者做出更加有效
的回应。

3.4实名管理
随着手机号码实名制和注册实名制的实施，网⺠

的信息逐渐完善。这种实名制能够增加网⺠的自我约
束和便利管理者的管控。

实名制，特别是能够体现个人身份信息的网络平
台上，能够促进个体的自我察觉，进而有效阻止个人
去个性化而造成的群体失控等效应，有效地抑制网络
上的群体乱象。

另外，实名制下，信息都在管理者一方存档，当
网⺠出现严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譬如传播谣言、
传播⻩赌毒信息等等，公安部⻔对违法犯罪人员的抓
获是更加便捷的。而这样的后果也使得网⺠对自身行
为有自觉的制约。

因此，实名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匿名性带来的危
害（但网⺠之间仍一定程度上相互匿名）。

4社会治理的改进方案
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的问题仍存在且顽固，

因此，笔者基于自身的学识、思考和研究，给出一些
建议。

4.1政府
政府作为社会的治理者，即社会治理的主要行动

者，对于社会问题，是需要主动且积极地作为的。
首先，政府应当把信息透明贯彻到底。
信息透明有利于提高公信力。政府透明会增加⺠

众对政府工作的认知，同时也可以打消对于一些政府
清廉问题的怀疑，这有利于政府的工作获得⺠众的支
持和信任。

信息透明有利于消除谣言。上文已经提到，谣言
公式 R（谣言）=i（重要度）×a（模糊度），谣言的重要性
取决于编造的具体事件，是难以被改变的，因此，要
消除谣言，需要变动的就是「模糊度」。政府的信息透
明有利于⺠众了解最真实且视⻆足够高的具体情况，
不仅能够打消对事件认知的模糊，还能够引导⺠众做
出正确的反应。

其次，政府应当有效合理地利用实名制。
一方面，实名制度有利于对网络违法犯罪者进行

有效制约，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实名制的优势，打击网
络违法犯罪；而另一方面，实名制有可能造成公共权
力的滥用，譬如信息的泄露和不合理的使用实名制查
找网⺠。因此，政府应当有足够的自我约束力，避免实
名制信息的滥用，使得网⺠有足够的匿名性，保证网
⺠合法上网和表达建议时具有足够的安全感和信心。

另外，保障言论自由和发挥舆论引导。
言论自由是公⺠的重要权利之一，而新媒体时代

大大提高了这种权利的使用率，新媒体平台使得爱国
和关心政事的网⺠能够有空间发表自己的看法，也使
得受苦受难的网⺠有处申诉。在言论不违法不犯罪，
不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如果因为管理者的个人喜
好或是一刀切的政策而简单粗暴地禁封，是违规，更
是违宪。不仅如此，也会招来网⺠的反感情绪，激化
官⺠矛盾。因此，言论自由这一权利是不应被轻易侵
犯和践踏的，政府作为管理机关，要做的首先是对此
权力的充分保障。

言论自由的充分保障是有好处的。政府可以从中
筛选出合理的建议，为务实建设「添柴加薪」；也可
以树立起良好的政府形象；还可以对⺠生⺠情有初步
的了解，为社会建设做出导向。

但是，由于网络言论难免于偏激和极端，政府应
当介入，但这应当是一种「软介入」。即充分利用新
媒体的传播优势和自身的权威优势，起到「教化」的
作用。通过发表对事件的评论等内容，引导网⺠用理
性、温和的方式去看待问题，提高网⺠对问题的分析
能力和新媒体素养，以此来改变新媒体环境下的网络
乱象。

最后，要自治和引导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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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时代使得话语权从权威到草根，⺠众的话
语权逐渐高过权威人士乃至政府。在此情形下，政府
如果使用相对强硬的手段来治理，会适得其反，会引
起众多网⺠的反对。除此之外，在用户数量众多的新
媒体时代，网络治理费时费力，管理上亿网⺠收效甚
微。因此，增加⺠间自治的比例而把政府自身放在「服
务」和「引导」的位置上，其效果会好很多。
4.2当事人、当事组织

对于在新媒体事件中涉事的当事人或当时组织，
最重要的事情即正向的反馈。

正向的反馈即顺应网⺠的诉求，表达相应的观点
和表现出态度。有时尽管网⺠并非理性，道德与否也
未可知，但在网⺠数量众多的情况下，当事的人和组
织做出正向的反馈是平息愤怒和减少自身损失的最
有效的方式。

譬如 2009年有网友发帖揭露常州环保问题，常
州环保局局⻓周斌找到该网友，送上奖励。该事件引
发热议，环保局⻓也获得网⺠的认同，问题也得到良
好的解决。

在譬如 2020年许可馨事件，许可馨在面对网友
对其道歉书的不依不饶时，被曝出言不逊，之后遭到
网⺠们更加疯狂的攻击。

正反馈是当事者能够平息网⺠情绪减少自身损
害的最为有效的办法。
4.3个人

尽管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治理问题大多数都是
群体的效应导致的，但是个人的正确的行为是能够避
免自身受到侵害以及为社会治理尽献微薄之力的。

首先，守法守纪。
守法守纪可以保障个人行得端坐得正，避免被人

抓住把柄，进而遭受网络暴力的侵害。
其次，保持理性和客观的态度去看待问题。
在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言论是能够影响人的价值

判断的。因此，要对网络言论有理性的认知，对于网
⺠的发言要有足够的判断力，经过足够的思考才选择
相信或不相信。对于事件也不可以只听一家之言，要
兼听，同时，也要考虑报道信息的选择性，把可能未
报道的情形纳入考量范围。对于任何意⻅领袖和媒体
的话都不要盲目轻信，要有自己的个人判断。

此外，少发言、理性发言。
网络发言是有⻛险的，如果立场与大众不相符，

很可能陷入一场网络暴力而遭到狂热分子的攻击。因
此，少发言，必要时候再发言，尽可能地在熟人之间
发言是有效避免⻛险的方式。

而不理性的发言则容易使自己成为加害者。不理

性的发言有可能使自己成为雪崩时的一片「雪花」，也
有可能为群体极化贡献了一份力量。

最后，提高自身学识水平。在新媒体时代，网络
信息往往是碎片的，非专业的（草根的）。碎片化是
由于网络阅读习惯和新媒体平台的发言制度引起的，
这一点使得人们的表达能力下降，阅读能力下降，心
态变得浮躁，对于事物只求表面的解释和结论性的内
容，并且选择自己愿意听从的去接受。而后者是由于
网⺠本身就是普通人，而网⺠的学历结构仅有不到 2
成为本科、大专及以上 [9]（19.5%），因此，网⺠中
绝大多数人对于事件的认知往往是片面的、草根的、
非专业的，更有甚者乃至偏激的、狂热的、极端的。
此类内容由于草根性，固然很好理解，但听之信之不
仅毫无营养可言，还会降低自身思考能力，减少自身
的理性程度。

因此，个人应当摆脱新媒体时代和网络时代的浮
躁气质，沉下心来从书本中，尤其是专业内容的书本
中获取养分，以此在广度和深度上提高自己的知识水
平，增加自身的文化素养。

当然，当自身的知识水平足够时，也可与选择用
自身的知识去影响他人，改变他人在新媒体时代对事
件的认知，为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添砖加瓦。

5结语
综上所述，新媒体环境下的社会治理挑战与机遇

并存，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群体冲突等新媒体环境
下的社会问题是新媒体的新性质与社会心理等方面
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管理者同样可以利用新媒体信息
传播的优良性质去对上述的诸多社会问题进行有效
治理。而对于个体而言，在新媒体环境下提高自身素
养、避免自己的行为导致社会问题是极其重要的。

社会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
化，这是历史规律。因此，并不能因为新媒体出现带
来了社会问题就否定新媒体积极的一面，每个时代都
有其相应的优与劣，新媒体亦如此。而对于社会问题
的治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需要抱以信心、做出
创新、勇敢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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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居⺠生活垃圾分类情况调研报告
李欢 罗佳媛 朱玉环

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生活垃圾随之大量产生，「垃圾围城」日渐成为大多数城市
面临的挑战。城市形象受到严峻挑战，进一步发展受到制约。为应对以上问题，同时贯彻落实可持续
发展战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西安市于二零一九年四月出台《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并
于二零一九年九月一日起正式实施。本次调研结合线下走访与线上问卷调研两种方式，以了解西安市
正式施行垃圾分类政策后五个月内的居⺠生活垃圾分类具体情况。通过对调研所发现垃圾分类实际执
行过程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国内外先进经验，为西安市垃圾分类工作的进一步实施建言献策。
关键词：西安市 居民 垃圾分类

1前言
1.1调研背景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形势

近年来，我国国⺠经济水平大幅度提高，全国大
多数城市都处于经济⻜速发展的关键阶段，以城市化
程度逐渐加速的态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
域均快速稳步向前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各城市
也向规模更大化、生产集中化、管理规范化、效率提升
化前进，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居⺠生活垃圾的种类多
元化、数量扩大化，「垃圾围城」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人
们越来越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作为城市发展的「产
物」，这些生活垃圾的产生对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起到
阻碍作用。由于当前的垃圾处理方式及技术并未达到
非常成熟的阶段，并且垃圾处理过程需要大量人力、
物力、财力，垃圾处理的难度是非常大的。据不完全

统计，几百个中国各大城市中，有近乎三分之二的城
市都面临着「垃圾围城」问题的考验，资源的利用率
得不到有效提升，环境污染的问题无法得到很好的解
决，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受到一定程度的阻碍。

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西安市也不例外。从增⻓速
度上来看，西安市近些年来生活垃圾量的增⻓十分迅
速。据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年均增⻓
率普遍处于 8% 到 10% 的区间之内，与此同时，城
市居⺠生活垃圾日产量的年均增⻓率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不断推进会出现相应更深层次的显著增⻓。从垃
圾处理方式上来看，西安市生活垃圾主要采用填埋与
焚烧的方式进行处理，但这些传统处理方式的弊端对
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经济稳步发展的态势起到
了极大冲击。填埋方式占用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对
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浪费；同时，垃圾填埋场的垃圾
渗滤液会对土地与水体造成生物性污染；此外，传统
垃圾处理方式产生的废气对于周边生活居⺠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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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也带来一定程度上的伤害。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
除了会对生态带来严重污染外，也会使资金与资源受
到一定浪费。有调查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中
超过三分之一的部分均为可回收物，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几类可回收物便是废旧塑料、废旧纸巾、废玻璃以
及废金属，按照如今较为简易的垃圾处理方法，我国
所有垃圾总量中被浪费掉的可回收资源价值竟高达
400亿现金 [1]。
「垃圾围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这些问题

无一不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
建设增设了一道难以跨越的⻔槛，各城市的城市形象
面临严峻挑战，城市进一步发展无形中受到这一生态
问题的隐性制约，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减量化、资
源化」处理迫在眉睫。
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

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科学发展观，进一
步控制西安市城市居⺠生活垃圾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污染，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垃圾分类工作的
号召，西安市市委市政府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将垃
圾分类工作重要举措予以高度重视，通过管理的科学
性、机制的⻓效性加速推进西安市市⺠垃圾分类行为
的习惯性，力争实现西安市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三化的实现。参考《中华人⺠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等多部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西安市结合
本市居⺠产生生活垃圾的实际情况对其行政区域内
所生产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处置等相关垃
圾处理管理活动施加相关规定，于 2019年 4月份制
定了《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并于 9月份起
正式开始实施。该部法规详尽地将城市居⺠生活垃圾
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大
类。《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实施社会监督员制度，将
有关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处置、服务等单
位从事者与城市管理部⻔直接建立有效联系，将不履
行垃圾分类义务的行为与个人征信系统有力结合，并
设置一定数目金额的罚款，以此来推动该部法规的有
效实施 [2]。

1.2调研目的
能否正确平衡经济、政治、生态、文化等各项指标

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城市是否具备可持续全面协调稳
定发展能力的前提条件。城市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问
题是当今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攻克的一个难点，也是
理应受到广泛关注与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其责任重
大、道路⻓远却又不可回避。在资源利用率上产生一
个质的⻜跃、在垃圾处理方式上形成一个新的突破，

这无疑对于城市的环境污染治理还是对于城市化过
程中已经形成的稳步前进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来说都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想使现有城市生活垃圾的处
理水平上提升一个高度，向着垃圾「减量化、无害化、
资源化」处理的实现上更近一步，就必须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西安市政府已经对此问题提出相应的理论
解决方案，制定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并开始施行。一
条未知的道路铺开在人们面前，其结果无人可以准确
预知。为了探究西安市最新出台的垃圾分类政策是否
能够扎根西安市本土，有力发挥引导、监督的带头作
用，进一步促进西安市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
本次调研决定围绕西安人⺠对垃圾分类的态度、了解
程度、政策实施成效等方面的垃圾分类现状展开，并
对该现状产生的原因进行系统分析，再结合国内外垃
圾分类的成功先进经验，最终得出结论，为政府进行
相关方面的政策调整以及社会管理提供一定程度上
的理论支持。

2调研内容和方法
2.1调研内容

根据西安市 2019年 4月份出台的垃圾分类相关
法规《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西安市市⺠
产生的生活垃圾均应实现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以及分类处置四个基本环节。本次研究将围绕这
四个方面，从西安市城市居⺠对于垃圾分类的态度、
了解程度、政策实施成效等方面着手，观察总结西安
市居⺠生活垃圾分类现状，并分析现状背后可能存在
的原因。结合国内外已经有一定成效的垃圾分类实施
措施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

2.2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取线下走访调查与线上问卷调

研相结合的形式，对西安市城市居⺠生活垃圾分类的
真实情况进行较全面的展示，为西安市垃圾分类的更
深入推行提供参考。

线下调查活动从以下几个小方向具体展开：实地
走入居⺠区，从受访者对于垃圾分类的态度、垃圾分
类早期在受访者居住环境周边所做的宣传、受访者对
垃圾分类政策及垃圾分类标准的了解程度、受访者所
在区域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成效以及受访者心中垃
圾分类的意义等多个方面，全方位、多⻆度地去探寻
目前西安市垃圾分类在投放环节的实际实行情况；运
用观察法与面对面访谈的形式，着重了解强制实施垃
圾分类后西安各居⺠小区是否真正有力地做到生活
垃圾按类别标识分类收集、分类运输与分类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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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扩大本次调研样本的普遍性、多样性与广泛
性，本次调研计划按照对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
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安区、
高陵区分区调研的方式，以居⺠小区为调研单位，将
居⺠小区划分为商品房、单位房以及回迁社区三种类
型进行探究。首先以相关新闻报道中所提及的问题进
行问卷设计，在进行线下走访调查后结合调查结果，
以线下走访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问题为中心，设计线上
调查问卷。除了上述提及的问题外，我们在问卷中新
增加了关于是否居⺠进行垃圾分类和不进行垃圾分
类的原因，从而找到如今垃圾分类政策可能遇到瓶颈
的普遍原因。与此同时，由于张海瑜在报道中从经济
学的⻆度通过重点研究城市居⺠在垃圾分类过程中
的支付意愿，提出「政府依赖型」现象 [3]，为探究
这种现象在西安市垃圾分类现状可能原因中所占的
比例以及该现象在西安市强制垃圾分类政策实施现
状中的适用性，调查问卷增设关于谁应当担任垃圾分
类的主体力量的问题。

最后，通过对线上问卷与线下实地走访得到的数
据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得出结论。

3调研数据及结果分析

3.1线上调研数据及结果分析

清楚地了解自 2019 年 9 月 1 日之后西安市居
⺠生活垃圾分类的具体情况对于西安市进一步实施
垃圾分类政策有着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在线上开展了
对西安市居⺠垃圾分类情况的调研，具体调研结果如
下。

图 1: 调查样本所居小区类型（𝑛 = 112）

图 2: 调查样本小区所在地（𝑛 = 112）

取样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的样本为在西安市居住一年以上
的西安市居⺠，有效样本数量总计 112 份，参与本
次调查的受访者基本情况如图 1、图 2(1)所示。

由图 1、图 2可知，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所居小
区类型主要为商品房，其小区所在地主要为碑林区、
莲湖区、未央区及雁塔区。

调查结果与分析

1)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态度与个人执行情况的分
析

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的态度与个人执行情况
对垃圾分类政策能否在西安市顺利全面施行有非常
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本次调查首先关注的问题。

对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的态度的调查结果⻅
表 1。表 1的调查结果表明，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
主要持支持态度，且支持率是非常高的，仅有一小部
分人持不支持或无所谓的态度。
表 1: 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态度分析表（n=112）

对垃圾分类的态度 人数 百分比
支持 106 94.64%
不支持 1 0.89%
无所谓 5 4.46%

对自 9 月 1 日起西安市正式施行垃圾分类政策
以来，居⺠对垃圾分类的个人执行情况的调查结果⻅
表 2。调查结果表明，约有四成的居⺠一直进行垃圾
分类，仅有 6.25%的居⺠一直不进行垃圾分类。这说
明，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尝试的范围广度是有的，
但是深度还有所欠缺，即「一直坚持垃圾分类」的人
数还不过半。此外，有一半的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
的执行过程都包括了分类阶段与不分类阶段。

(1) 值表示此图或表对应的有效样本量，图或表中百分比指占此有效样本量的比例，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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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执行情况分析表（n=112）

分类情况 人数 百分比
一直分类 49 43.75%
一直不分类 7 6.25%
偶尔分类 28 25%

刚开始分类，后来不分类 23 20.54%
刚开始不分类，后来分类 5 4.46%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安市居⺠进行垃圾分类和不
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我们在问卷中进行了调查。具
体调查结果参⻅图 3和图 4。

据图 3 所示，西安市居⺠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
原因为「自觉分类」与「政策要求」。其中「自觉分
类」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这表明西安市居⺠进行垃圾
分类的意愿是比较高的。「政策要求」也是一个重要
的原因，这表明垃圾分类政策对于西安市居⺠进行垃
圾分类有积极的作用，起到了督促作用。其次，「有
人监管」和「害怕罚款」也是居⺠进行分类的原因，
这二者其实体现的是政府和小区管理者的强制手段，
由此可⻅，强制手段对西安市居⺠进行垃圾分类有一
定的积极作用。

图 3: 西安市居⺠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𝑛 = 86）

据图 4 所示，西安市居⺠不进行垃圾分类最主
要的原因是担心「分好的垃圾后来会被倒在一起」，
这反映的问题其实是垃圾分类的后端处理存在的问
题会对垃圾分类前端工作的进行产生不利影响。后续
处理情况的如果不好，居⺠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会
受到挫伤。「分好的垃圾后来会被倒在一起」与「别人
不分类，我分类也没用」是居⺠选择最多的两项，这
其实反映了西安市居⺠不进行垃圾分类是因为在很
大程度上是担心自己对垃圾分类所做的努力会白费。
另外，有超过三成的表示「不清楚垃圾分类标准」，这
表明垃圾分类知识的普及率还需要提高。

图 4: 西安市居⺠不进行垃圾分类的原因（𝑛 = 60）

2)西安市居⺠小区垃圾分类现状的分析
自 2019 年 9 月 1 日起，《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西安正式进入垃圾分类的大潮
流中。了解在西安市正式开始垃圾分类之后的具体情
况对西安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开展有着重要的现
实意义，因此，本调查将西安市居⺠生活垃圾分类的
具体实施情况作为调查重点，具体调查的方面为西安
市居⺠小区在推行垃圾分类方面所采取的措施，调查
结果⻅图 5。

图 5: 西安市居⺠小区进行垃圾分类的措施（𝑛 = 112）

据图 5所示，从整体来看，绝大多数小区都对推
行垃圾分类采取了措施，仅有 2.86%的小区没有采取
任何措施，这表明，垃圾分类推行的范围的广度是有
的。在具体措施方面，有九成的居⺠小区将普通垃圾
桶更换为分类垃圾桶，居⺠小区对垃圾分类进行宣传
的比例也是很高的。但是，在日常监督方面，有专人
监管生活垃圾的分类的小区和要求小区住户在固定
时间扔垃圾的小区都只有两成。因此，由调查结果可
以得到，居⺠小区对于垃圾分类推行所做的工作是有
的，但是工作的深度和进一步的措施还是有欠缺，尤
其是在垃圾分类的日常管理方面。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安市居⺠小区垃圾分类宣传
工作的具体情况，调查小组对西安市居⺠小区进行垃
圾分类宣传的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图 6。
由图可知，西安市居⺠小区对垃圾分类的最主要的宣
传方式为「布置宣传栏」、「挂横幅」，超过一半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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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都是采用这样的方法。而进行「发传单」、「开宣讲
会」这类有人员互动在内的宣传方法所占比例不高。
由此可以得到，西安市居⺠小区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
主要以文字形式为主，人员互动形式为辅。

图 6: 西安市居⺠小区进行垃圾分类宣传的具体方法
（𝑛 = 112）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安市居⺠小区「四分类垃圾
桶」使用情况，调查小组对西安市不同分区的居⺠小
区使用「四分类垃圾桶」的情况和不同类型的居⺠小
区使用「四分类垃圾桶」的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调查，
调查结果⻅图 7和表 3。

图 7 对西安市不同分区居⺠小区使用「四分类
垃圾桶」情况进行了展示。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图
7仅对所对应问卷数量较多的分区进行了分析。由图
7可知，就总体来看，西安市居⺠小区总的「四分类
垃圾桶」的使用率为 92.86%，就具体分区来看未央
区、碑林区和莲湖区的「四分类垃圾桶」的使用率高
于总体值，其中未央区的「四分类垃圾桶」使用率是
最高的，高达 97.44%。而雁塔区和其他分区的「四分
类垃圾桶」的使用率低于总体值。

图 7: 西安市不同分区居⺠小区使用「四分类垃圾桶」
情况统计表（𝑛 = 112）

表 3: 不同类型小区「四分类垃圾桶」使用率统计表

小区类型 「四分类垃圾桶」使用率
商品房 95.50%
单位房 85.29%

回迁房或安置房 100%
总体 92.86%

表 3(2) 对不同类型的居⺠小区使用「四分类垃
圾桶」的情况进行了展示。由表 3可知，在本次调查
中，商品房和回迁房或安置房对「四分类垃圾桶」的
使用率是要高出总体使用率的，而单位房类型的小区
对「四分类垃圾桶」的使用率最低，为 85.29%，低于
总体值。这表明，在「四分类垃圾桶」的普及过程中，
单位房的「四分类垃圾桶」使用率相比其他类型的小
区而言较低。另外要说明的是，由于在本次调查所收
集问卷中回迁房或安置房的数量较少，其对应数据存
在的偶然性较大。
3)西安市居⺠垃圾分类关键点的分析

为了找到西安市居⺠垃圾分类的关键点所在，我
们在问卷中对居⺠心中的落实垃圾分类政策的最有
力措施进行了调查，我们设置了三个选项，分别为「居
⺠自觉进行垃圾分类」、「政府加大监管与处罚力度」
和「居⺠出钱雇专人管理」。这三个选项是分别从居
⺠自身⻆度，政府⻆度与中间人的⻆度出发设置的，
居⺠的具体回答结果⻅表 4。

据表 4显示，接受调查的居⺠心中的最有力措施
主要是「居⺠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和「政府加大监管
与处罚力度」，仅有不到一成的选择了「居⺠出钱雇
专人管理」。「居⺠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和「政府加大监
管与处罚力度」的选择率不相上下，这反映了在垃圾
分类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内部因素即居⺠自身的垃圾
分类意识和外部因素即政府的监督都是非常重要的。
表 4: 居⺠认为落实垃圾分类政策的最有力措施统计
表（n=112）

措施 人数 百分比
居⺠自觉进行垃圾分类 51 45.54%
政府加大监管与处罚力度 50 44.64%
居⺠出钱雇专人管理 11 9.82%

3.2线下调研数据及结果分析
为了确保调查的准确性，并且使本次调查所获结

果更为客观，我们在线下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小
区进行了走访。

(2)本表中的「四分类垃圾桶」使用率是指某一类型小区中使用「四分类垃圾桶」的小区数与此类型总的小区数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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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情况
线下走访的样本为不同类型的居⺠小区，共计走

访 13个小区，其基本情况如图 8、图 9所示。

图 8: 调查样本所居小区类型（𝑛 = 13）

图 9: 调查样本所居小区类型（𝑛 = 13）

由图 8、图 9可知，参与本次调查的小区类型主
要为商品房和单位房，小区所在地主要为碑林区和未
央区。
调查结果与分析

在本次走访中，调查小组主要关注的是小区内实
行垃圾分类的措施与具体执行情况。
1)对不同小区垃圾分类措施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走访的 13个小区中，使用「四
分类垃圾桶」的有 12个，占比 92.31%；有垃圾分类
宣传栏或宣传标语的有 10个，占比 76.92%；要求住
户在规定时间段内扔垃圾的有 3个，占比 20%。上述
走访结果表明，「四分类垃圾桶」的普及率是非常高
的，这一结果与图 3中显示的结果相一致。在宣传方
面，有垃圾分类宣传栏或宣传标语有 76.92%，这一
结果也与图 3 的结果大致相符合。要求住户在规定
时间段内扔垃圾的有二成的小区，这一结果也与图 3
的线上调研结果契合。
2)对垃圾分类具体执行情况的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走访的 13个小区中，有 12个

小区使用了「四分类垃圾桶」，占比 92.31%。但是调
查小组观察到，分类垃圾桶内存在混扔情况的有 10
个小区，仅有 3个小区的垃圾是分类之后再扔的。我
们对有垃圾混扔情况的小区人员进行了访问，据其回
答，其小区的垃圾在垃圾运送时会有人进行分类，但
调查小组在现场看到垃圾运送人员在运送垃圾时并
未对垃圾进行分类。

上述走访结果表明，「四分类垃圾桶」的普及率
是非常高的，这也与图 3中显示的结果相一致。但是，
真正用「四分类垃圾桶」进行垃圾分类存储的小区却
是非常少的。这表明，垃圾分类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
还是有较大问题的。

总的来说，在本次走访过程中，对垃圾分类执行
情况较好的小区仅有 3处，其中未央区 1处，雁塔区
2处。这三处小区的共同特点是小区使用「四分类垃
圾桶」，居⺠在家里会对垃圾进行分类并且小区对住
户的垃圾分类监管较严，会要求住户在规定时间分类
扔垃圾，并且有专人进行监管。另外，这三处小区均
为高档住宅小区，且其中两个小区位于雁塔区中经济
相对发达的高新区。这也表明，不同小区的垃圾分类
执行情况与小区的高档程度和所处分区有一定关系。

4先进经验分析
随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我国正在逐

步迈入垃圾分类时代。西安作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自 9 月 1 日实行居⺠生活垃圾分类以来，其实施效
果则是人们想要知道的关键问题。根据我们在西安各
小区的调研情况，垃圾分类在西安的推行过程遇到了
重重困难，推行现状并不乐观。在我们走访的 13个
小区中，进行垃圾分类投放的仅有 3处，其余 10个
小区都存在垃圾混扔的现象。

位于凤城九路的白桦林间小区是西安市垃圾分
类示范小区。小组对该小区的垃圾分类情况进行了居
⺠调查和定点观察，得知该小区采取定时定点扔垃圾
的方法。从小区居⺠的随机访谈中得知，该小区在垃
圾分类开展之前物业进行了垃圾分类的知识宣传并
组织居⺠进行问卷作答以检验居⺠的垃圾分类知识
掌握程度；该小区的知识宣传有印发关于垃圾分类知
识的小册子，物业派专人在小区内进行垃圾分类知识
宣传和讲解。在分类开始后，物业设有专人在扔垃圾
的时间指导监督居⺠将垃圾正确分类，在垃圾桶旁设
有洗手池以便居⺠在将错误丢弃的垃圾重新分类后
洗手。通过与小区居⺠的访谈，我们了解到该小区并
未设立奖惩措施，而是一直以引导监督的方式来落实
此次垃圾分类工作。位于雁塔区的中华世纪城和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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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林华府小区也较好的落实了此次垃圾分类，此两小
区采取的措施与白桦林间小区相似，也采取了定时扔
垃圾的方法且有物业进行监管。

在我们探访的回迁安置小区中，位于碑林区的安
仁坊安置小区，位于未央区的⻰府北郡和金府广场均
更换为了分类垃圾桶且在小区内部设置有宣传栏，但
通过对垃圾桶的观察以及居⺠扔垃圾的观察，我们发
现这些小区并未进行垃圾分类。而在对单位房的探访
中，碑林区的西安供电局孟家巷家属楼、中国石油陕
西销售公司家属院、交大三村，莲湖区的林业厅家属
院也均更换了分类垃圾桶且有宣传栏，分类垃圾桶中
的垃圾却仍旧乱丢乱弃。但在部分单位房，如交大三
村、林业厅家属院都设有回收可回收物的小⻩狗垃圾
分类回收箱。位于灞桥区的一印社区内并未设置分类
垃圾桶，但在该社区内设有废旧纺织物回收箱。

我们所线下调查的商品房中，未央区的鑫盛公寓
和高陵区的福锦花园，如上述的单位房和回迁家属院
一样，设置了分类垃圾桶以及宣传栏，但混扔现象仍
旧存在。

线下走访的总体调研结果并不乐观。因此，更需
要我们对现有的先进经验进行总结，对出现的问题进
行反思，用这些先进的经验与深刻的反思为垃圾分类
的在西安的后续推行助力。

4.1增强分类意识，社区机制先行
从上文对西安市垃圾分类示范小区的为推行垃

圾分类所实行措施进行分析可知：采取定时定点扔垃
圾的方法且设有专人监管是强制实行垃圾分类的一
条可行之路。

同时，国际上垃圾分类深入人心的国家也采取着
类似的方法。例如，日本的家庭垃圾回收是定时回收，
每一种垃圾都有确定的回收时间。错过回收时间就只
能等下一次回收时间。

只配套了垃圾分类的硬件而未将垃圾分类推行
下去，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因此，找到这些小区垃
圾分类失败的原因是通向成功的必经之路。既能节约
社会资源，也可以便于推行垃圾分类政策。

通过对该类小区的居⺠进行访谈，我们发现以下
问题：

首先，小区居⺠没有学习到正确的垃圾分类知
识。我们在采访安仁坊安置小区的居⺠时，小区居⺠
仍旧认为垃圾分类就是把可以变卖价值的可回收物
分出，其他都会当成生活垃圾处理。而当我们追问有
害垃圾如何处理时，该居⺠则说收垃圾的会将其挑出
来，扔到有害垃圾桶里。据我们观察结果，有害垃圾
桶里扔了满满的其他种类的垃圾，当垃圾回收⻋来回

收垃圾时，也只是将所有桶的垃圾都倒到一起，并未
出现该居⺠所说的挑拣有害垃圾的情况。

其次，小区物业未采取监管行动。安仁坊安置小
区的分类垃圾桶旁虽设有垃圾分拣台，可旁边的垃圾
桶中垃圾并未被正确分类。这种现象说明物业并未监
管居⺠的垃圾分类情况，也未采取有效的措施。

最后，部分小区如一印社区⻓期居住人员内独居
老人较多，宣传工作进行难度大。一印社区是纺织单
位的家属楼，该社区规模不小，楼房建造时间早，且
该社区内高龄独居老人居住较多。针对该类小区开展
垃圾分类宣传工作不易，即对独居高龄老人开展宣传
工作的难度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解决办
法：

其一，加大宣传力度。除了印发传单、张贴宣传
栏等普通宣传方法外，还可以通过社区垃圾分类知识
竞赛、互动式宣传等趣味性方式进行宣传；除此之外，
答题检测宣传效果也可以作为宣传环节中的重要的
一部分。针对老年群体，可以安排专人讲解等。

其二，物业加强监管。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在最初推行垃圾分类时，都有物业监管
督促。要改变居⺠⻓久以来的扔垃圾习惯，除了依靠
居⺠的自觉性，也应该依靠外部的监管。一位垃圾分
类工作开展良好的小区的居⺠表示垃圾分类并不难，
关键是要开始去做。

可行的物业监管方式有：
首先，定时定点投放垃圾，且有专人检查；
其次，设立电子垃圾桶，发放带有二维码的垃圾

袋，做到每袋垃圾追根溯源；
最后，奖惩措施激励。正确垃圾分类可得到奖励。

调研中我们发现即使在一些未实施垃圾分类的地方
也能看到「小⻩狗」回收箱（可根据回收物品种类及
数量进行支付）的正常使用以及拾荒者捡拾可回收物
的情况。这种现象表明在物质利益或心理利益的驱使
下，人们有更大可能性去实施。

在科技日新月异发展的现在，也有许多方法可以
帮助居⺠进行垃圾分类。这些方法在便利人们日常垃
圾分类工作的同时，也会间接减轻垃圾分类的监管工
作。

其一，在商品包装上简单标注商品包装属于哪一
类垃圾。日本超市的商品包装上会标注商品包装属于
哪一类垃圾，部分商品如牛奶盒在包装上会简单标注
包装的处理方法，便于居⺠进行垃圾分类。

其二，充分利用科技发展，设立电子垃圾桶。如可
以准确对应不同垃圾与种类的智能垃圾桶，可以在说
出垃圾名字或者检测出垃圾时显示出垃圾的种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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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垃圾桶的应用可以降低垃圾分类在老年群体中的
宣传难度，同时降低老年群体进行垃圾分类的难度。
4.2健全分类体系，多策推进分类

在西安市大部分居⺠区都未成功实施垃圾分类
的情况下，分类后的居⺠生活垃圾如何处理我们并
未获得资料。但可以获知的是，如果这些正确分类的
垃圾并没有进行妥善的处理，则会是对资源的极大浪
费，同时也会打击垃圾分类者的积极性。

上海市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实行一直为人们所关
注，也称为「史上最严垃圾分类」。上海垃圾分类的成
功推行是在政府的严格监管和居⺠的观念进步下共
同推进的。然而，如同西安的垃圾分类一样，上海垃圾
分类最初的难以有效推行也可归为两个原因：其一，
居⺠对垃圾分类积极性低；其二，居⺠起初高涨的积
极性被落后的垃圾分类体系所打击。

不可否认的是，上海市完善的垃圾收集、垃圾运
输和垃圾处理机制和在此机制下运行下产生的积极
效果对前期居⺠的垃圾分类起到了正反馈作用。

在日本、德国、日本、瑞典等国的垃圾分类工作
中，有效的回收体系一直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日
本⺠众深知垃圾回收一直是资源回收的重要部分，而
不只是表面工作。日本的包装材料也多以可回收物为
主，一般为纸袋、纸盒等，纸类、金属、玻璃、塑料
这些可回收物在其分类回收后，都能够各得其所，再
次发挥他们应有的价值。我们可能会随意丢弃一个坏
掉的苹果，却不会随意丢弃一个好的苹果。正是这种
垃圾回收体系，使居⺠充分认识到这些自己手上拿的
不是垃圾而是资源。

而我们可⻅的是西安的部分小区垃圾分类设施
不到位，生活垃圾处理厂和中转站如永乐路生活垃圾
压缩站并未对垃圾分类做出应有的响应。这样的现状
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垃圾分类的信心和热情。

因此，建立健全完整规范的垃圾分类体系，公开
透明的垃圾分类流程是推行垃圾分类的必要步骤。
4.3居⺠自觉为主，社区监管为辅

上海市垃圾分类在初期便制定了严厉的惩罚制
度和严格的监管制度。这样的制度在垃圾分类的初
期定然是必要的，但是⻓期以来便会浮现出许多的问
题。政府的执法力量有限，如果大部分居⺠都不参与
垃圾分类，则会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
垃圾分类虽然可以有政府强制执行的的监督，但主要
还是要靠居⺠形成垃圾分类的意识，从而自觉地进行
垃圾分类。培养居⺠垃圾分类意识是垃圾分类工作的
重中之重和⻓久之计。

日本的垃圾分类一直为人们赞赏，而从垃圾乱丢

的国家到一个垃圾分类优秀的国家，日本也经历了漫
⻓的过程。首先，日本的垃圾分类与其严明的法律不
无关系。到目前为止，日本设立了近二十部法律来保
证垃圾分类的正常运行。其次，日本⺠众对于垃圾分
类的意识则更是推行垃圾分类的重要一环。真正做到
了政府和⺠众各尽其责。

如今垃圾分类推行卓有成效的国家居⺠都有着
强烈的环保意识和垃圾分类意识，孩子们从小便被
培养垃圾分类的思想，人们有着以不进行垃圾分类为
耻的思想，严明的法律不再是规范大部分人行为的方
式，而只是惩戒偶然行为的方法，居⺠的自觉意识和
互相的道德监督才是规范监督人们的最好方法。由此
可⻅垃圾分类意识和环保意识在垃圾分类中的重要
性。

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初期，没有社区监管，人
们很容易产生侥幸心理而放弃垃圾分类。因此，社区
监督是垃圾分类开展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社区规
范垃圾分类的方法之一便是定时定点扔垃圾并有志
愿者进行检查，但随之也暴露的一定的问题。

首先，上班族可能会错过扔垃圾时间；其次，对
垃圾进行检查暴露了生活隐私；最后，大量的人力物
力的耗费。

我们可以让工作时间与扔垃圾时间不符的居⺠
将垃圾放在⻔口，志愿者再来回收这些垃圾来解决扔
垃圾时间的问题，但随之而来的是人力物力耗费的加
剧。因此，垃圾分类工作⻓久以来必然要靠居⺠的自
觉性。根据各地垃圾分类成功推行的经验与我们的调
查结果，一定时间后人们会习惯垃圾分类且认为垃圾
分类并不困难，这种自觉性是可期的。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很多人认为自觉进行垃圾
分类是有效实行垃圾分类的有效途径。从西安市垃圾
分类的现状来看（未实行强制监管下的垃圾分类情况
不理想），这固然是一种理想的想法，但这也部分说
明了人们认识到了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在垃圾分类工
作中的重要性。

因此，垃圾分类工作要以改变居⺠观念为主，以
强制垃圾分类为辅。前期加大社区监管力度，培养垃
圾分类习惯。

垃圾分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可
回收垃圾是资源浪费的主要部分，而有害垃圾如电池
等则是危害环境的主要元凶。

在垃圾分类没有完全落实的现在，逐步进行垃圾
分类也是可行之路。如先将有害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再
处理，将可回收垃圾通过推行「小⻩狗」等的可回收
垃圾换钱项目或者「爱心衣物捐赠箱」等可回收物公
益利用项目进行回收再利用。这种部分垃圾分类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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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可以作为实行全面垃圾分类的一个台阶，既解决了
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也可以更好更快的为公众所接
受 [4]。

5结论
对 2019 年 9 月 1 日西安市正式实施城市居⺠

生活垃圾分类政策以来的西安市居⺠生活垃圾分类
情况进行调研后，我们主要得到了西安市垃圾分类政
策实行过程中的居⺠个人执行情况与西安市居⺠小
区的执行情况，并且对垃圾分类的后续进行给出相关
建议。
5.1居⺠个人执行情况及建议

西安市居⺠对垃圾分类的支持度与个人执行度
之间有差距。西安市居⺠对西安市进行垃圾分类的政
策支持度高达 94.64%，但是自 9月 1日西安市正式
进行垃圾分类以来一直进行垃圾分类的居⺠人数还
不到支持垃圾分类人数的一半，并且有 50%的居⺠
表示其垃圾分类有分类阶段与不分类阶段。进一步的
调研结果显示，居⺠之所以不进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原
因是担心垃圾分类后续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会让他们
对垃圾分类所做出的努力白费。

因此，在以后的垃圾分类推广工作中，需要重视
垃圾处理的后续机制的完善，这对于促进居⺠进行垃
圾分类的积极性有重要意义。
5.2居⺠小区执行情况及建议

垃圾分类政策在西安市居⺠小区的推广的特征
是范围广但程度浅。

范围广主要体现在对垃圾分类进行推广的居⺠
小区比例高。调研结果显示，使用「四分类垃圾桶」
和在小区内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居⺠小区都占
到了接近九成，这表明垃圾分类政策确实得到了西安
市居⺠小区大范围地的响应。

程度浅主要体现在垃圾分类的日常监督方面，垃
圾分类投放的执行方面以及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方
面。首先，在垃圾分类的日常监督方面，有专人监管
生活垃圾的分类的小区和要求小区住户在固定时间
扔垃圾的小区都只有两成，大部分的小区在日常监督

方面没有采取措施。其次，在垃圾分类投放的执行方
面，在实地走访的 13个小区中有 10个都存在这着垃
圾混扔的情况。最后，在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方面，
西安市居⺠小区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主要以「布置宣
传栏」和「挂横幅」等这种文字宣传形式为主，「开
宣讲会」等这类有人员互动的形式较少。

因此，综合调研结果可知，西安市居⺠小区在进
行垃圾分类工作的时候主要进行的是像「放置分类垃
圾桶」和「布置宣传栏」这类的「一次性工作」，而很
少进行像「专人监督投放」这种的「⻓期工作」，这
边会导致垃圾分类工作的进行程度浅。

在西安市居⺠小区继续贯彻垃圾分类政策的过
程中，需要注重由「浅」入「深」。在垃圾分类的日
常监督方面要注重监督方式的创新，帮助居⺠养成垃
圾分类投放的习惯，最终达到「居⺠自觉为主，社区
监管为辅」的新状态；在宣传方面要注重人员互动，
调动居⺠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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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音
曹一

长啸自谓不凡，更有高啸在后。

——莫言《酒国》

进入冬天了。日子过得太快，像是刮走的冷⻛。
日子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总是期盼它快点过去的。可
一旦它真的远去，却又开始怀念。

尹忽又感冒了。独自一人离家，这在尹忽是从未
有过的。每个人都说，尹忽你看起来好高冷啊，像是不
⻝人间烟火。尹忽每次听到这样的话都只能默默在心
里苦笑。尹忽可一点都不高冷。她只是不太习惯在别
人面前表露自己而已。书读得太多，思考人生问题思
考得太多以至于尹忽觉得很多东西都不再那么重要。

是啊，什么事情有那么重要呢？与同学相约一同
出去没有那么重要，给父⺟打电话也没有那么重要，
许久没回家也不重要……可越是这样，尹忽越是觉得
自己不正常，就越是要伪装。于是结交朋友。于是每
天给父⺟打电话。⻓此以往，尹忽也不知道自己真实
想法是什么了。

前几天的暖阳与高温好像还触手可及，近得像是
眼前的水杯，还蒸腾着热气。可突然就成了现在这样
的寒冷天气。梧桐叶子早就开始掉落，铺在地上厚厚
一层，像是人们换下的轻薄的衣裳。天空一直都是那
样，灰白着，朦胧着，被尘埃颗粒污染得面目模糊。

快点刮大⻛吧。尹忽即使在感冒中也还是这样祈
望着。刮一场巨大的，像是拥有摧枯拉朽力量的大⻛
吧，把一切一切不美满的事物都从地面上清除，将它
们发配到了无人迹的外星球去吧。

终于又是周末了。周五时尹忽已经觉得嗓子不
适，多年以来的感冒经验在她头脑里给出了警告。可
尹忽依旧不以为意，还是放纵自己打了很久的篮球。

周五晚上，尹忽回到宿舍就再也不想要离开了。
宿舍温暖，连灯光都泛着温暖的明⻩。尹忽换上睡衣，
又在外面加上羽绒服，裹得严严实实的，吃着点好的
外卖与舍友一起看综艺节目。

好幸福啊，尹忽在心里对自己说。幸福就是这样
触手可及啊。

尹忽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高高地在天空滑翔的
一个，也许是一个气球吧，最最便宜的那种，一元钱
可以买到一大把。但这样的小小的幸福就让尹忽觉得

自己好像离地面又近了一步。一点一点……再来多少
个幸福我就可以脚踏实地地站在地面上了呢？尹忽在
心里默默衡量着自己与地面的距离，在脑海中召唤出
自己的心灵之家——尹忽把它叫做微月之地——那里
总是夜晚，一弯月亮挂在天上，像是拙劣的画家画上
的一个机械人偶的嘴巴，只有最最没有经验的画家才
会画出这样一板一眼横平竖直的作品。尹忽总是呆在
半空，像是半空中还有一层透明的玻璃地面，又或者
是脚下这层才是真正的地面，只是上帝开了一个小玩
笑，把地板装成了透明的。

尹忽踮着脚走几步，觉得很稳当，就放心大步地
向前走。走几步觉得有种迫切的奔跑的需要，尹忽就
开始奔跑。跑啊跑，⻛儿不断地低语，像是奔跑这个
动作开启了某个秘密的通道，将收音机的天线不小心
碰到了一个特殊的⻆度，收到了⻛儿们的交流频道。

跑啊跑，尹忽看到脚下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海的边
缘。尹忽跪下来，端详着脚下的大海。她看得到浪花
拍岸，像是刚刚学步的小孩扑向自己的⺟亲样奔向岸
边。她仔细的盘算着，估量着。

我还需要 25个幸福！尹忽确定了，从自己的微
月之地退出来，把注意力重新分配到眼前的米饭还有
明星上。

洗漱后睡觉，尹忽设定好闹钟，尽管心里知道自
己能够按时起床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尹忽细细地折叠
好衣服，把它们整整⻬⻬地码在床尾就像是摆放自己
心爱的书样。

尹忽躺在床上，心里却莫名有点难受。刚刚看到
的聊天记录还在她的脑海里一遍遍自己播放。有一点
喜欢的男生自己承认已经有了女朋友。这个打击尹忽
自己也说不清是大还是小。之前已经有人告诉过尹忽
他可能有女朋友，所以尹忽还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
知道了这件事的朋友大多安慰着尹忽。尹忽与舍友说
了几句，却立⻢觉得寡淡无味，就停下不说了。舍友
们很快掀出了新的话题，尹忽却失了谈兴，闭了嘴巴，
默默躺着，闭着眼。

收起了声音，一个人就像是失掉了存在的证据。
尹忽觉得刚刚好不容易靠近地面的努力瞬间化为了
乌有。无音，就像无垠的孤独般可怖。

第二天睡了一个饱觉，起床之后尹忽才发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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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失音了。一夜之间，尹忽的嗓子好像被谁偷去了
一部分。

现在我需要 27个幸福了。尹忽有些低落地想。不
想要出去到图书馆去自习。也不想冒着寒⻛到⻝堂去
吃早饭。只想要呆在温暖的寝室，恨不能呆到地老天
荒。

一串一串的思想，就像是一串一串的明珠缀连。
尹忽依旧不能忘怀，自己似乎是触手可得的幸福那样
迅疾地失去，尹忽甚至还来不及珍惜。尹忽失去了某
样东西，就像是北极的北极熊样，混混沌沌地，自己
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变。因为什么改变的不清楚，会带
来怎样地后果也不明朗，但总之是件坏事吧。尹忽想
着。

尹忽现在完全说不出话，鼻音重得掩盖了一切音
调起伏。我现在是个无音之人了，尹忽自嘲地想着。

无音也好啊，尹忽试着安慰自己。无音的话，就
不用再担心说出什么不该被说出口的话了。无音的
话，自己就真的会是世界上最最富有的人了——因为
我没法付出什么，告诉别人从而让他们得到什么，而
只能单方面地接受馈赠。

无音的话，就不用在话语被说出口后，焦急地盯

着那些脆弱的小泡，提着心吊着胆，期盼它们可以落
到地面上，踏踏实实地存在着，或是落在某个人的心
里。无音好啊。尹忽想着，终于有点说服自己了。没
有了声音固然会失去很多美好，但那些美好本就是易
碎而易失去的啊。无音之人，放弃了那美好，也同时
免于伤害。而伤害，才是世间的常态吧。

尹忽释然了，想，有女朋友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不管是因为运气不好还是什么，反正生活还是要继续
过下去的。就像是失去了声音的人，也还是要继续生
活在这个充斥着声音的世界上。

2018年 12月 16日星期日 23：48已熄灯

后记

这篇文章是很松散的思想的集合，描写的就是

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平常的片段：小小的普通的病

痛，小小的烦恼，还有小小的幸福。因为小小的病痛，

就幻想着如果没有声音，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自己说出

去的话不合时宜了啊，像是有了免死金牌，沉默得理

直气壮。也许你能在这篇小小的文章里看到自己的影

子。

旋律中的情感：表现与表达
陈泓宇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巴洛克主义音乐，再到宗教改
革盛行时的古典主义音乐，乃至近现代的浪漫主义与
⺠族乐派，音乐的地位、作用与形式都不断发生着变
化，也不断进行着传承。但音乐，作为一种高度感性和
抽象的表达方式，必定是和情感所紧密相连的。因此，
就音符本身去讨论各个时期音乐的异同未免单薄，想
要把握住不同时期音乐的特征，我们还需要听⻅旋律
背后那些不曾写在谱面上的那部分音乐，即去探究并
认识到作曲家表达了什么情感，以及怎样表达情感。

自文艺复兴以来音乐发展的三大时期中，就情感
而言古典主义音乐当为最冷漠的一个。这一时期对巴
洛克主义夸张而华丽的表现方式不仅给予了完全的
否定，更有矫枉过正之嫌。同时由于音乐的阶级中心
转移，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对音乐形式的工整、乐思的
明晰极其重视，却限制了情感发挥的空间。可以说，
这一时期是艺术界理性的觉醒与爆发，但正是蓬勃生
⻓的理性，限制了音乐中感性的发展。

浪漫，意为幻想、纵情、不拘小节。浪漫主义音

乐无疑是感性的巅峰。但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是否也具
有感性的色彩？⺠族乐派的情感又从何体现？这三个
时期的音乐在情感处理方面又有何异同？

谈及巴洛克主义音乐，第一印象无疑是华丽的装
饰音和羽管键上的通奏低音。许多人认为巴洛克主义
过分追求了形式上的华丽而失去了情感与内涵，但我
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片面。夸张的强弱对比和装饰
性音符的大量运用，正是使乐曲富于张力和表现力的
关键。巴洛克时期的音乐情感，重在表现而非表达。
情感的表现，是从客观环境的变化中感受情感，通过
对场景的描绘，来反映出特定的情感，类似于文学中
的寓情于景，是一种由外而内的体验。这种情感是共
性的，更加接近人的自然审美观。就如「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一般，无需过多描述内心所感，仅仅是对
环境的一种写实与艺术加工。但不可否认，这种环境
的描述却是具有感情的，并且具有特定的情感导向，
而这种特定的情感导向是和大众的生活经验与普遍
认知所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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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安东尼奥·维瓦尔第的小提琴协奏曲《四
季》 （Le quattro stagioni，Op.8/1-4）为例。不难
发现，其中的四部乐曲都极富有画面感，运用的大
量的拟声手法，模拟自然界四季的各种情境。不论
是春的⻦鸣与溪流，夏的闷热与疾雨，亦或是秋的
捕猎与丰收，冬的⻛雪与静谧，四季的特点均十分
鲜明。但这部作品不仅仅是对场景环境的单纯描写。
正是在这些情景化的音乐元素中，不同的季节和章
节旋律特点，给人带来了不同的情感体验。如春的
轻松愉悦、希望蓬勃，夏日的沉闷烦躁以及暴雨时
的激昂震撼，秋日打猎的喜悦、落日下草原追逐的
欢脱，冬日冰面行走的滑稽，雪夜饭后炉旁的静谧，
以及在暴雪中能感受到的抗争与生命力。这些情感，
无一是作曲家直接抒发出来的。相反，维瓦尔第通
过大量夸张而色彩鲜明的描写，引领听者去自己体
会，发掘这些情感。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浪漫主义音乐的情感以表达为主。浪漫主义以其
抽象性而闻名，其情感表达也是如此。浪漫主义音乐
的情感大多是个性的，由内而外的，它是对作曲者内
心的写照，而非基于特定场景的公共化的情感体验。
因此，不论是从作曲者还是听者的⻆度来看，此时的
情感都更加多样，也更具有差异性。

这一阶段的情感多是脱离了特定情境而独立存
在，是在一个广泛的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内心活动的直
接反映，环境只是帮助我们理解其情感内涵，或是产
生其情感的原因，而不再是情感得以表达的载体。例
如路德维希·凡·⻉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Sym-
phony No.9 in d minor，Op.125），全曲很难具体说
出写出了什么、描绘了什么场景，但却能很清晰地知
道，作曲家想要表现一个什么样的感情。也有部分作
品，是通过特定的情感去构成一种意境，从而形成一
种特定的情境，再通过对情境的描写简介表达感情。

其代表为印象派音乐，如阿希尔克劳德·德彪西的《月
光》（clair de lune）。这与巴洛克主义的基于情境表达
情感不同，这里情感不再是对环境的体验；相反，环
境是特定情感的产物。这种场景，往往不再是客观的
反映，而是一种想象，其蕴含的情感也与听者的审美
体验无关，而是作曲者事先赋予好的。这样的场景往
往具有朦胧的特点，没有清晰的线条与鲜艳的色彩，
而是一种氛围。体现在乐曲中，表现为节奏的自由化，
旋律的碎片化，以及强烈对比的消失。

同时期的⺠族乐派则在浪漫主义思想上更多继
承了巴洛克时期的特点。这一类型的作品具有鲜明的
画面感，善于通过描绘特定的情境去表达情感，类似
于巴洛克主义；同时也在情感最为强烈的部分直抒胸
臆，抛弃基于情境的间接表达，而采用更直接，更激烈
的方式，用呐喊一般的方法发泄情感。可以说，⺠族乐
派的作品同时运用了表现与表达两种方法塑造情感，
并灵活转变与运用，从而达到更为强烈的情感效果。
代表有西⻉柳斯的《芬兰颂》等作品。

以上的讨论，也大体让我们窥⻅了三个时期以
来，音乐中情感的发展历程。情感的获取源于对客观
事物的感知，这即是审美的形成。在这一阶段，我们
知道花儿是美的，阳光令人高兴，而雷雨将至的闷热
却使人烦闷焦虑。而当理性发展成熟之后，我们开始
认识自己，明白了主观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地位，
相信「我思故我在」。因此，我们对情感的获取不再
单纯是依赖外界，而是更加崇尚思考，通过内化的知
识，创造具有个性的情感。这一过程，是人的主观意
愿的不断发展。而⺠族乐派，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情景
紧紧结合，具有强烈的时代感，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激
发出群体的文化共鸣，体现出了时代命运与个人命运
相连的思想。

作者信息

陈泓宇 西安交通大学化生 9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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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学报》征稿启事
第四版

《珠峰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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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钱院学辅成员和钱院各班级积极分子组建编委
会（下属审稿部与编辑部），筹办《珠峰学报》，从整
个钱学森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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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学科。其定位是：完全由学
生主导、面向钱学森学院及全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
刊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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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栏⻚面（https:
//qyxf.site/zhufeng），打印版则在校内定点发放。

板块说明
我们主要按以下三大板块发布作品。

â 砥砺 发布同学们的科研、学术创新成果，是
《珠峰学报》的主要版块；

â 扬帆 分享同学们在校园生活方面的经验与体
会；

â 俯仰 展示同学们在学业之外的日常思考、感
受。

此外，在每一期中可能会安排不同主题的专栏，
以响应重大社会事件与活动。以下通过若干例子展示
各个版块接收的文章类型：
砥砺 Diving

. 科研训练、课外探究等的学术作品、学术写作
等；

. 学术文章翻译，或结果复现——需有相应的个人
评述、讲解；

. 具有一定深度的课程小论文与大作业；

. 关于自己所在学科前沿问题的报道、综述、思
考；

. 对所学课程内容、章节、体系的个性化解读；

. 简单应用课程知识思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扬帆 Sailing
. 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的参赛经历、经验分享；
. 出国交流的经历介绍、经验分享；
. 社会实践、课外文艺活动等的成果分享；
. 科研训练中信息检索、仿真工具、实验技巧等
的经验分享；

. 托福、雅思、GRE等标化考试的备考经验。

俯仰 Musing
. 文学创作、日常思考等内容；
. 对课程安排、课程教学方式、课余活动等的思
考、意⻅；

. 对身边优秀同学、老师的观察、记录与采访。

此外，我们还特别欢迎以下几类「特殊作品」：

. 以英文创作的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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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流程与要求
《珠峰学报》的主要征稿对象为西安交通大学全

体在校本科生。在确认个人信息后，我们也接受西安
交通大学毕业本科生、在校研究生、在校任教老师等
的投稿。不接受西安交通大学以外人员的投稿。

除纯粹的文学作品之外，要求所有稿件的作者使
用真实署名，并在提交稿件时附上自己的班级信息。
登载的文章默认采用 CC BY-NC 4.0协议授权，以保
护著作权利；如有特殊要求，请在投稿时说明。
稿件审理流程

1. 投稿请在每一期《珠峰学报》截稿时间前（各
截稿时间，请⻅《珠峰学报》专栏⻚面），通过
审稿总部邮箱 qianyuanxuefu@163.com 投递
邮件，将邮件主题设定为「珠峰学报投稿-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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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YYY」（填入自己的班级与姓名，多位作者可
只写一个），并将作品文件作为邮件的附件发
送。初步投递稿件时，请发送Word文档、PDF
文档等易于批注的文件格式。

2. 审稿 稿件提交后，经过审稿总部初审，将移
送至与稿件主题对应的学科审稿部⻔处理，进
入审稿流程；届时，您将会收到一份邮件，告
知您相关信息。

3. 修改 学科审稿人审理完成后，会将审稿意⻅
以文件批注的形式反馈给您；若您的稿件审理
意⻅为「需要修改」，则请您结合审稿人的意⻅
处理稿件，再次通过邮箱提交。

4. 接收 若审稿部⻔确认您的稿件已经完全合乎
要求，请您将最终的稿件以Word、LATEX等可
以编辑的格式提交到审稿总部，我们将把稿件
移送至编辑部排版、校对。

5. 编辑 在编辑部初步完成排版工作后，我们会
将稿件的排版初稿转发给您，征询您的意⻅。

6. 发布 在当期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将通过线上、
线下平台发布《珠峰学报》，并通过邮箱联系
您，进行稿件、礼品的发放。
在投稿周期中，请经常检查您的邮箱，与我们保

持联系！
学术诚信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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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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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参考文献原则上使用 GB/T 7714-2015 标准填
写（英文作品可以APA、MLA等国际通行引用
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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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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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审稿阶段退
回，无法发表于《珠峰学报》之上。

投稿奖励
作者的投稿在推动学术规范写作、科研知识推广

与实践经验分享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与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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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作品发放电子版稿件收录证明与
稿件补助，补助标准为：

â 在「砥砺」栏目发表的学术性文章，每面 25元；
â 其他类别文章，每面 15元。
â 作为礼品，我们将向每位入选的作者赠送一本
当期的纸质版《珠峰学报》。

封面征集
《珠峰学报》编辑部接收封面照片的投稿。要求

作品为原创，分辨率大于 2246×3286，其中主要内容
集中在作品中下方，并且照片清晰、明亮、积极向上，
具体可以参照《珠峰学报》以往的封面。如果您的照
片被《珠峰学报》编辑部录用为封面，您将获得 30
元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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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启事将实时发布于
https://qyxf.site/zhufeng/call-for-papers
你可以访问、收藏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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