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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绘四时景
李浠榕
容颜会老去，四季不会停。那些散碎在笔尖的光阴，寂静欢喜。
——陆苏
转眼间，我来到兴庆校区已而近两年时光，我的记忆似乎还停留在那个尚未褪去夏季余热的早秋，我怀
着满心喜悦踏进交大校园的那一天。静谧的夜晚，若是不慎失眠，脑海里便不由自主地跑马灯似的一张一张
飞过印有交大的四时景致连同我与交大的故事的书页。
落叶知秋，梧叶寄意。随着校内的梧桐叶由绿变黄，随着带着几分凉意的秋风落下，我逐渐适应了大学
生活。偌大的校园，在课间匆忙赶向下一节课的同学们加快着步伐，而我不禁驻足，拾起一片梧桐落叶，思
绪翻飞。林语堂先生笔下最爱的季节便是秋天，他说“其色淡，叶多黄，有古色苍茏之慨，不单以葱茏争荣”
，
最爱秋之成熟。而在交大的那一个秋，也是我们新生褪去稚气，自己管理自己，沉淀自己的时节。那段时间，
我是图书馆的常客。钱图的木椅有秋天的氛围，质朴自然，坐在图书馆温习功课时很能让人冷静而专注。以
新的心境迎接新的挑战，更映证着我们的成熟。
冬雪纷纷，梅衔深情。都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但我想对于交大的学子来说，冬天更是收获的季节，临
近考研，学校里的气氛便变得紧张起来，走进钱图四楼就可以轻易感受到考研大军的压力，蛰伏一年甚至更
久的努力将会在这一刻被证实。去年的考研也让人难忘，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本就剑拔弩张的气氛更加了一
份焦躁，我积极地参加了考研的志愿者，正是下过雪的第二天，还未到 7 点就已有考生早早到达考场，保卫
处的工作人员也积极工作，保证考生的正常出入。寒风刺骨，但学校无微不至的照顾无不能感受到交大的温
度。纪伯伦曾说：
“春天的花朵是天使们在早餐桌上所谈论的冬天的梦想。
”愿每一个奋力努力的成果在这一
刻，熬过寒冬，悄然发芽，我悄悄对着冬梅许下愿望。
春风送暖，醉樱蹒跚。春天，是交大最生机盎然的一个季节。气温回暖，春唤醒了冬的寂寥与沉默，世
界睁开了原本疲惫的双眼，一切在凛冽寒冬的缄默枯萎中诞生的悲伤的疑问，都交予春光里的片片芳菲来回
答。交大的樱花是附近的西安人不可错过的绝景，每年这一季节都会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赏花，将不同角度
的美景录入镜头之中。对于交大之春，更像是一个“出发”的春天。一年之计在于春，不管是即将毕业的学
生还是在籍生，都会对自己这一年做出新的计划，亦是一个“出发”。大一的春天，我与好友同去参观了西
迁博物馆，当年种下的樱树，如今已经怒放，对于那时的交大，是一个新的出发。天也醉樱花，云脚乱蹒跚。
在樱花盛放的今天，交大继承着那时的西迁精神，重新“出发”。
夏蝉阵阵，晴空万里。简媜曾把春天比作巨制的骈俪文，而将夏天比作绝句。夏天气候炎热，蝉鸣与绿
荫，晴空与荷香，正如凝练精巧的绝句一般，别有一番韵味。交大的夏之韵，含蓄而蕴藉，但只要你勇于探
索，就会发现其丰盈之美。去年的暑假我并没有休息很久，就返校进行大创竞赛的实验，每天早上很早起床
去赶开往创新港的校车。在大学之前我都觉得学校在寒暑假的时候就应是沉寂无人的，但大学不一样，假期
一样充实。车上有每天克忠职守的校车司机大叔，研究生的学长学姐，还有假期也得不断工作的老师们。在
假期的食堂吃饭的我还与另一个留在学校做实验的学长聊了几句，聊及工作生活或是目标梦想。故就算是名
义上的假期，交大人的生活依然丰富。所以说“芳菲歇去何须恨，夏木阴阴正可人”
，交大之夏还有更多丰
盈充实的事物等待你发现。
四时变换，不知不觉夜已破晓，新的清晨来临，我从梦的回忆中回到现实。走出宿舍，是朝阳迎面，上
课路上，樱花似雪般吹落。我意识到，又是一年春意浓，交大又长了一岁。回想起昨晚的梦境，亦是我所经
历过的现实，原是每一个交大人都手执画笔共同绘制的四时景色啊，而这张图画将会不断在一代一代交大人
的传承中愈发充实，愈发美丽。
所以，今天还能看到新的四时景吗？我想你心中也有答案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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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李浠榕

西安交通大学宗濂 001 班学生

交大校园里的天籁
张吉哲
作品简介
这篇文章记录了交大在 2022 年年初交大送学子过年返乡时，工作人员在寒夜用喇叭集合组织学生的故事，之后
又回忆了交大校园在这抗击疫情的 1 个月内出现的其他喇叭声：提醒同学戴口罩、提醒同学做核酸检测、提醒考
研同学做核酸有绿色通道⋯⋯这些声音反映出了交大防疫人员对学生的爱与关怀，反映出了交大人众志成城抗击
疫情的决心。因此，这喇叭声就是校园里的天籁，这种在交大人抗击疫情过程中凝聚的力量必将使得交大明天更
美好！

2022 年 1 月 22 日，早上五点钟，我被一阵喇叭声吵醒了。我并未因被吵醒而烦躁，反而觉得这喇叭声
愈发可亲。
“××× 到了吗？
”
、
“赶快集合，赶快集合！
”
、
“我们一会就发车”
，喇叭里的声音传入我的耳朵，我知道，这
是工作人员们在集合队伍送他们去车站。我也知道，我甜甜地睡了一夜，夜里返乡的学子们欣喜了一夜，工
作人员们也忙碌了一夜。静谧的夜色将喇叭声衬托的如此清晰，如此悦耳。我伸了个懒腰，开始认真地欣赏
这动听的声音。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志愿者拿着手电筒照明；辅导员借着手电筒的灯光查看名
单，举着喇叭点名签到、维持秩序；返乡的同学拿着行李，脸上漾出无法抑制住的欣喜；其余工作人员不停
在人群中走动，不断解决着同学们遇到的问题与困难⋯⋯我在温暖的被窝中似乎感受到了他们拿手电筒、拿
纸笔、帮同学们拿行李时手的瑟缩，似乎看到了他们的脸在冷风的吹拂下尽力的埋在围巾里，埋在衣领里。
喇叭声不断地传入我的耳朵，我的眼角湿润了。他们为了确保学生顺利返乡过个团圆年，不停地开会安
排各项事务，统筹各项信息，黑天白天似不知疲倦般连轴转。现在，他们又在拿着喇叭做着最后一项返乡工
作。他们心中始终考虑着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始终关注着政府和学校最新的安排，始终想着平时容易“马
大哈”的学生，确保这些学生也能准确知晓、填报各项信息，他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疲惫与饥冷、自
己的家庭和亲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不是吗？
楼下的喧闹声渐渐消失了，喇叭声也没有了。我知道这是工作人员们又送走了一批学生。我的脑海里出
现了疫情以来校园里的喇叭声：
“进入食堂请带好口罩、禁止堂食。
”几个志愿者守在食堂门口拿着喇叭指挥
着同学们有序进出食堂，防止人员的聚集；“起床，起床，起床床⋯⋯”志愿者们拿着喇叭放着洗脑起床歌
催促赖床的懒虫去做核酸检测以确保核酸检测不漏一人；
“考研的同学可凭学生证和准考证进入绿色通道进
行核酸检测”
，这句话让我在疫情笼罩的寒冬感受到了学校给予学生的爱与温暖。我们总是被他们保护、照
顾得很好，不是吗？
在这一个月里，喇叭声每天都出现在校园里，它是天籁。
阳春三月，又一轮疫情袭击了西安，志愿者、防疫人员迅速到岗，喇叭声又出现在了校园里。重又出现
在校园里的，还有在交大人心中结起的众志成城、团结抗疫、不落一堂课、不落一个实验的精神纽带。它把
每一个交大人的心灵连通，这种力量是对西迁精神最好的诠释，这种力量贯穿于交大 126 年艰苦创业的每一
个脚步，并将在之后的交大发展中继续展现出它强大的威力。交大人的这种精神，这种力量一定会让交大的
明天更美好！
作者信息
张吉哲

西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 001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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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的距离
王楷尧
作品简介
大学不仅是学习，更多的是经历。有些过程，因亲身经历而历久弥新。刚刚步入大学，我的上学期就已经足够精
彩: 优秀的班级，多元的课程，对自己的历练⋯⋯而线上音乐会的经历，则最令人难忘。通过此次经历，我看到了
西交老师对学生给予的最大支持，钱班同学团结凝聚的无穷力量。正是这些支持，使我们在疫情期间众志成城，
共克时艰。

一
“今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
冬日，一阵阵悠扬的歌声从校园东北角传来，似是要乘着凛冽的冬风传遍每一个角落。
“大家的表现都很好，如果疫情在可控范围内的话，我们钱班的结课音乐会将会如期举行！
”曹老师微笑
着说道。
每个人内心都有些许翻腾。线下直播，当众表演⋯⋯这对于在高中整日埋头书案的我们来说无疑将会是
一次新奇且难忘的经历。而对于担任宣传组组长的我，这其中的意义更是与众不同。一想到下星期我们小组
的海报、推送将传遍校园，我便有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梦幻感，心中的盼望不禁又平添了几分。
可是，事与愿违，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一切的节奏，原计划的表演也被取消。看着文件夹中的“音乐
会”字样，我只能无奈地笑笑。站在宿舍的阳台，我望向东北方向，那里现在也已经被关闭，紧锁着大门，封
闭着音乐。
我与音乐的距离，竟如此遥远。
日复一日的核酸检测，日复一日的复习备考。渐渐地，两周过去，音乐会也慢慢在记忆中褪色，直到那
个周三晚上⋯⋯
“同学们，虽然我们因为疫情不能线下组织音乐会，但我们三位老师商议后决定以线上音乐会的形式呈
现。楷尧，你先联系一下相关表演人员，看下他们的意见。”
看到这个消息，曾经的记忆涌入脑海，那份独有的悸动又再次出现。我立刻和各位表演同学取得联系并
询问大家对表演的意见。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地，大家的态度出奇的一致。纵使学业繁忙，纵使只有一天的
准备时间，大家都愿拿出十二分斗志，去迎接这迟来的音乐会。
和老师经过初步的交谈后，我也对这次音乐会的大致流程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最令我难忘的，确实简单
的一句话：
“这次音乐会的准备就交给你了，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我们钱班同学的执行力！”
当时已接近十点，而我原来的疲惫且突然一扫而空。冬夜，除了黑暗只有点点灯光。来到阳台，又望向
东北方向，我竟开始想象自己是一个对音乐不甚了解的指挥家，开始与幻想的“音符”交流。
不要温顺地走进那个良夜⋯⋯

二
忙碌的一天，忙碌而充实的一天。
群山苍翠，因细雨的朦胧而令人留连。至今，那一天的一切仍扎根在我的心田，无法忘却。
从早上开始，我便开始与各位同学交涉，确定其视频录制时间。周四大多数同学直到下午 4 点才讲课上
完，直到那时才可以开始录制，所以我们的准备就是一场与时间的竞速。而对于钢琴表演的同学，音乐课班
长则表示其宿舍的电子钢琴随时供同学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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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录制相关事宜安排妥当后，接下来便开始与宣传组同学交流修改原定海报、推送等细节。大脑也开
启了前所未有的高速运转，我需要同时与 30 多名同学交流，以防其工作没有达到老师既定要求。忙碌，但
没有慌乱，仿佛进行曲般慷慨激昂而有条不紊。各位音乐老师也为音乐会提供自己的表演项目，录制视频同
表演同学一起“登台演出”
。节目单一次次的修改，等到最后，节目竟比原定节目多出 5 个！同学们虽然都
在各自的宿舍，学校虽然被封闭管理，但一个个音符却跨越空间，将大家联结。

3 点 50 分一过，同学们便开始行动，一个小时内，就已经接近半数的同学将其表演视频发送给我。惊叹
于同学们超高执行力的同时，我也惊喜的发现大家的视频质量也十分过硬——有的同学甚至录起了 MV！而
有的同学在录制多个视频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抱怨，而是积极地参与。音乐的旋律漂浮在空荡的校园街道，
校园此时俨然一座“爱乐之城”。
晚上 10 点，同学们的视频基本已经传送完毕；接下来我便开始与主持人和 ppt 播放人员开始彩排。一
个小时匆匆而过，三位表演同学也对自己的演讲稿有了较为熟悉的了解。
正当这时，老师发现了一个表演节目的录制问题。正值深夜，和对应表演人员取得联系也较为困难。由
于自己对相关细节较为了解，同时也不想让同学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便申请对音乐进行剪辑修改。
那是我大一上学期睡的最晚的一次，也是最香的一次。

三
来到了验收时刻。
因为自己并没有表演节目，我个人反而比前几天都要平静的多，似是静静迎接着乐曲终章的到来。
全程进行十分顺利，虽然是视频，但同学们真挚的情感仍能穿过屏幕，安抚观众因疫情而扰乱的心情。
每一个视频过后，讨论区就会被刷一次屏，宣示着同学们洋溢的快乐。人们之间的距离因一个个表演、一句
句祝福拉近，“海内共欢聚，天涯若比邻”！
“下面我宣布，此次线上音乐会正式圆满结束！”随着主持人的闭幕，21 届钱班的音乐会也就此画上圆
满的句号。
这是一种力量，它连接了疫情期间的你我他，使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充满力量。
今天我仍能想起，那个冬天，那段回忆。
作者信息
王楷尧

西安交通大学智能钱 2101 班学生

斛叶
吴玘华
早入寒冬，絮雨稍晴，半落而雀依在枝头的梧桐叶静默地黄着，借由午间的光束撒下一丝又一丝的金。
清落的文治路拥盖着飞散下来的黄叶安然小憩。四大发明广场的磨制石砖反射了冬日暖阳馈赠给这片校园的
光与热，为它背后挺立的建筑又添了一抹亮色。
从窄缘的人行道转入砖墙隔出的小径，风声之外的惟是被踏松了的砖的咯噔声和浸过书香的芬芳。拾级
而上，环形的两条岔路交汇在铜制的雕像前，我伫立了片刻——晶润的光泽绝非雨的洗礼可以代劳、铭上的
黄花还在恣意绽放最后的娇妍。
倘这只是某一日的惊喜，我或许会惊诧，会因与某个人在这一刻心意的想通而嘴角上扬，正如某个清闲
夜里独临寒窗而逢着的初放昙花，乐其有依，心却无依。
于是我又想：钱老铜像应是日日擦拭的，黄花亦是某个有心的人儿撷来的一份心意；于是好像是得到了
某种肯定一般，我感到自己被一种家庭般的温暖氛围裹挟着。纵然一些学术的、科研的东西对我而言还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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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可方物，无以从亲身的角度去体会铜像之外的“钱学森精神”
，但是我想我触碰到了一些柔软的东西，
一些文字之外的东西，一些除却与脚下土地物理联系后显之弥章的感情。
“槲叶落山路，枳花明驿墙。”
寒风拂面，未享受久时的温暖氛围溜出了我的感官，却让我蓦地想起了这句诗。细思有些摸不着头脑，
音韵饱满的诗句里是这个文化里丰腴的乡土情怀。
我旋即回头，在走出些距离的地方再次望向那一片肃静中的澄光。
“该是多少人的心声呢？
”我一下子顿悟了，飞落的槲叶终究是驿路的匆匆过客，长久明亮的枳花才真正
属于这里。然而槲叶就只是槲叶，它不属于这里，也终归不会在这里留下一丝存在过的印记，人们来此，只
是看到扎根千载的万木参天，流替盛开百代的花芳叶圆。
槲叶如此，人亦何堪？顺着“钱老”的视线望去，四座主楼耸立相围，中间的 E 座从平台拔升，围成了一
座将要解答他世纪之问的巨大殿堂。人，终究不是听风摇摆、任意东西的叶，是理想驱使下的长帆行船，我
们的乡土情怀是对创造的渴望与尊重，是实现如今目之所及美好光景的千年夙愿。
我像是学到了什么，不是从那书籍充实起来的建筑里，却许是建筑灵魂似的铜像前。我不能确定，但我
知道那真切地存在着，游散在樱花西道、荡漾在文治彭康。
我也许不是那解决千年之问的一份子，但我起码也曾随着伟人的目光远望。冷气中打着旋的槲叶啊，今
日消散了我的身影，留存了永恒的光芒。
作者信息
吴玘华

西安交通大学越杰 2101 班学生

背景信息
取自西安交通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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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峰学报》征稿启事
《珠峰学报》编辑部
. 简单应用课程知识思考、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关于《珠峰学报》

扬帆 Sailing

《珠峰学报》是 2019 年由钱院学辅成员和钱院各

. 学科竞赛、科技竞赛的参赛经历、经验分享；

班级同学积极筹办的，
从整个钱学森学院乃至全校同

. 出国交流的经历介绍、经验分享；

学中征稿。2021 年春，
《珠峰学报》的征稿范围扩大

. 社会实践、课外文艺活动等的成果分享；

至全国重点高校的本科生，
以促进各个学校之间的学

. 科研训练中信息检索、仿真工具、实验技巧等

术与生活交流。
《珠峰学报》之名来自于钱院各基础

的经验分享；

学科试验班所参与的教育部人才培养计划——「珠峰

. 托福、雅思、GRE 等标化考试的备考经验。

计划」
，杂志的定位是：完全由学生主导、面向国内

俯仰 Musing

重点高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刊物，
以促进各兄弟院
校的学术与生活交流。
期刊将由全校最顶尖的学生排

. 文学创作、日常思考等内容；

版团队进行设计与排版，同时发布电子版与打印版：

. 对课程安排、课程教学方式、课余活动等的思

电子版 PDF 文件直接发布于钱院学辅信息站的专栏

考、意见；

页面（https://qyxf.site/zhufeng），打印版则在校内

. 对身边优秀同学、老师的观察、记录与采访。

定点发放。

投稿流程与要求

板块说明

《珠峰学报》的主要征稿对象为全国各重点高校

我们主要按以下三大板块发布作品，
文章可以是

的本科生。在确认个人信息后，我们也接受全国各重

中文或英文，且允许有多位作者。

点高校的在校研究生、在校任教老师等的投稿。

â 砥砺 发布同学们的科研、学术创新成果，是

除纯粹的文学作品之外，
要求所有稿件的作者使

《珠峰学报》的主要版块；分为「砥砺-自然」和

用真实署名，
并在提交稿件时附上自己的学校和班级

「砥砺-社科」两个子版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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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â 扬帆 分享同学们在校园竞赛、社团方面的经

稿件审理流程

验与体会；

1. 投稿 《珠峰学报》全年征稿。请通过审稿总部
邮箱 qianyuanxuefu@163.com 投递邮件，将邮
件主题设定为「
《珠峰学报》投稿：意向板块 +
文章题目」
（如「《珠峰学报》投稿：砥砺 + 有
关 xx 现象的研究」），在邮件正文中列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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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及您的常用的联系方式，如手机号码或

以响应重大社会事件与活动。
以下通过若干例子展示

QQ 等，并将作品文件作为附件发送。初步投
递稿件时，可发送 Word 文档、PDF 文档等易

各个版块接收的文章类型：

砥砺 Diving

于批注的文件格式。

2. 审稿及修改 稿件提交后，经过编辑和审稿人

. 科研训练、课外探究等的学术作品、学术写作
等；

员的审核，
将格式或内容修改建议反馈给您；若

. 具有一定深度的课程小论文与大作业；

您的稿件审理意见为「需要修改」
，则请您结合

. 关于自己所在学科前沿问题的报道、综述、思

审稿人的意见处理稿件，再次通过邮箱回复给

考；

审稿人员。同时，为尽快完成审稿流程，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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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请您在一周之内给出修改稿件的回

不符合以上基本要求的作品，
《珠峰学报》编辑

复。

部将不予处理。

3. 接收 若经多次修改后，稿件审理意见为「完
全接收」
，请您将最终的稿件以 Word、LATEX 等

投稿奖励

可以编辑的格式提交到审稿总部，编辑将进行

作者的投稿在推动学术规范写作、
科研知识推广

排版、校对。

与实践经验分享等方面具有重大作用与贡献，
我们承

4. 发布 在当期工作完成之后，我们将通过线上、

诺：将根据排版完成后正文的最终版面数，对每一份

线下平台发布《珠峰学报》，并通过邮箱联系

发布于《珠峰学报》上的作品发放电子版稿件收录证

您，进行奖励发放。

明与稿件补助，补助标准为：

在投稿周期中，请经常检查您的邮箱，与我们保

â 视文章内容与质量，中文每 2000 字 20 元到 30

持联系！

元，英文每 700 词 20 元到 30 元（上限每篇 150

学术诚信守则

元）。

本刊物要求：
所有学术类稿件都应遵守基本的学

â 作为礼品，我们将向每位入选的作者赠送一本

术诚信原则。具体而言，应做到以下几点：

当期的纸质版《珠峰学报》。

1. 在使用他人的成果，以及自己的已发表成果时，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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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期很短，
而大学生活的四年与之相比甚至还

次投稿时使用之前已作为课程论文、大作业等

要更短；在有限的时间之中，我们与你一样，追逐着

已提交过的作品，需说明之前的提交情况。

平凡而伟大的梦想。你的梦想，由你自己抒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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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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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但注意一篇文章中的参考文献格式需统
一）；建议采用 CNKI 等文献工具直接导出对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应记录（而非自行撰写）
。如文中仅引用了一般

感谢你对于《珠峰学报》与钱院学辅的支持，并

性质的网络资源（如博客、日志、新闻等）
，可

祝愿你的远大前程与《珠峰学报》一同起航，驶向无

以只用较为简明的方式标出引用资料，但需给

垠的天际！

出真实有效的 URL 及访问时间。

注：本启事将实时发布于

另外，
所有投稿作品均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https://qyxf.site/zhufeng/call-for-papers

观，积极正向的要求。

你可以访问、收藏这一页面。

《珠峰学报》招募启事
《珠峰学报》编辑部
筹办《珠峰学报》
，从整个钱学森学院乃至全校同学

关于《珠峰学报》

中征稿。2021 年春，
《珠峰学报》将征稿范围扩大至
全国重点高校的本科生，
以促进各个学校之间的学术

《珠峰学报》的前身是由西安交通大学数学试验

与生活交流。
《珠峰学报》之名来自于钱院各基础学

班自主管理委员会创办的《珠峰报》（创刊于 2017

科试验班所参与的教育部人才培养计划——「珠峰计

年）与《东经 109》（创刊于 2018 年）。2019 年，两

划」
，杂志的定位是：完全由学生主导、面向国内重

份刊物的主创人员即将毕业，
钱院学辅成员和钱院各

点高校同学的综合创新学术刊物，
以促进各兄弟院校

班级同学积极组建编委会（下属审稿部与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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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奖励机制

的学术与生活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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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期发表后，将统一对《珠峰学报》的各个成

子版 PDF 文件直接发布于钱院学辅信息站的专栏页

员发放工作奖励。

面（https://qyxf.site/zhufeng），打印版则在校内定

编辑

点发放。

编辑算作钱院学辅干事，出刊后发放工时，根据
出刊后负责文章数量统计，每篇文章 6-10 个工时，统

部门介绍

计好后提交给学辅负责人。

《珠峰学报》主要分为两个部门：编辑部和审稿

审稿人

人团，由一位主编和两位副主编管理。
《珠峰学报》仿

以一位审稿人负责的一篇文章为一个单位，
视工

照国内外期刊的运行惯例，
规定各个部门的责任及工

作质量，评出甲、乙、丙三个等级，分别对应发放 60、

作。

40、20 元，审稿但未接收折扣为 90%。西安交通大

编辑部

学本科在校生可申请将工资换算成工时发放。

编辑部的主要工作是监督稿件质量和排版，是

招募要求

《珠峰学报》工作的重点。作者来稿后，主编将文章
转发编辑，
每位编辑都需要将自己所负责的稿件进行

编辑部招募要求

以下流程：

欢迎西安交通大学所有在校本科生有志于与

初步检查来稿的格式及内容是否符合规范
编辑应初步检查格式及内容是否符合规范。
若格

《珠峰学报》一起成长、提升自身学术素养、文字

式有问题，如参考文献引用不当、图片不清晰、语句

修养、论文排版能力的同学加入编辑部，需提供信

不通顺等，需向作者提出初步格式修改意见；若内容

息：班级、学号及联系方式（QQ 及电话）
。会 LATEX

有问题，如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裁不符等，

排版的同学优先。加入编辑部后将统一组织排版、稿

需与主编协商后拒稿。

件处理规范等工作培训。

联系并督促审稿人检查内容

审稿人团招募要求
欢迎西安交通大学所有年级（本硕博不限）的同

待投稿文章的格式和内容初步符合规范后，
联系
一位与该文章相关的审稿人，询问是否有时间审稿。

学加入(1) ，需提供信息：学校、年级、联系方式（QQ

如果有，则将待审稿件转交审稿人，并监督审稿进度，

及电话）
、能够审稿的领域，以及本人在该领域的代

直至审稿流程结束。

表性文章一篇（课程论文、毕设论文或正式期刊论文

文章排版

等均可）。有科研工作经历的同学优先。
请有意向者，在 2022 年 5 月 1 日前，以「
《珠峰

若文章的审稿结论为「完全接收」
，编辑需按照

学报》招募-部门：姓名」为主题（如「《珠峰学报》

《珠峰学报》排版规范，使用 LATEX 对文章进行排版。

招募-编辑部：张三」
）
，将需要提供的信息发至《珠

审稿人团

峰学报》官方邮箱：qianyuanxuefu@163.com。

审稿人团的主要工作是负责稿件的内容质量，
是

后记

《珠峰学报》工作的核心。每位审稿人都应具备至少
一个领域的学术视野，在同意编辑的审稿邀请后，均

《珠峰学报》为同学们提供了难得的体验期刊工

需按照《珠峰学报》审稿规范，对文章进行审核，若

作流程的机会。加入《珠峰学报》
，无论是掌握 LATEX

不合格需联系作者反复修改，直至「完全接收」。

排版、熟悉审稿流程，还是与作者讨论文章修改意见，

主编和副主编

都对未来的学术工作大有帮助。

主编和副主编的主要工作是，制定《珠峰学报》
的运营规范，整理每一期《珠峰学报》的文章，同时

《珠峰学报》诚邀您的加入！

确保《珠峰学报》运营流程的实施。

《珠峰学报》愿同您一起成长！

(1) 注：
《珠峰学报》与大学生基础科学联合学术论坛保持合作。若非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也可通过参加该论坛的活动，经审核后加入
审稿人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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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基础科学联合学术论坛：回首，展望
大学生基础科学联合学术论坛理事会
辅导中心，由冯廷龙同学负责编写；

1 联合学术论坛简介

• 第二章德国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格物致知社，
由杨晨同学负责编写；

大学生基础科学联合学术论坛（以下简称“联合

• 第三章法国篇：中国科学院大学本科部团委，由

学术论坛”）的前身是 2020 年底由西安交大钱院学

尤梓羽同学负责编写；

辅、
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学生会以及中国科大格物致

• 第四章低地三国篇：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学

知社联合启动的校际合作活动“跨校理科论坛”
，
迄今

术学会主持编写；

已有来自西安交大、南京大学、中国科大、上海交大、

• 第五章北欧篇：南京大学匡亚明学院学生会主

中国科学院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多个学生组织加盟。
作

持编写；

为一个理科学术向的校际合作活动，
我们的宗旨是致

• 第六章英国篇：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学生会，

力于为散布于各校的有志于基础科学研究的同学提

由李欣同学负责编写；

供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
“交流互通、资源共享”是我

• 特别篇国际研究所：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学生学

们举办活动的重要主题。
联合学术论坛目前依托的网

术学会主持编写。

站平台为超理论坛合作版（https://chaoli.club/
index.php/conversations/inter-uni-forum）
，历

我们共收集了欧洲十余个国家共 29 所高校和

次活动的详情信息均公布于此版。

研究所的数学、
物理及其相关学科硕士和博士项目申
请信息，
在此后我们将继续组织定期更新飞跃手册的

2 回首过往

相关内容。链接如下：https://chaoli.club/index.
php/6978。

在过去的半年时光中，联合学术论坛蓬勃发展，

2.3 寒假讨论班

欣欣向荣，我们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规模，也举办了
更多的活动。

寒假讨论班是联合学术论坛策划在寒假进行的
线上活动，主要面向各校数学和物理专业的低年级

2.1 北京大学的加入

（大一大二）学生，内容限制在数学和物理学的基础

在上一届理事长的带领下，
我们与北京大学元培

课范围内，即：物理学科：分析力学、经典电动力学

学院取得联系，并积极探索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在双

与狭义相对论、热力学与统计力学、量子力学、广义

方的不懈努力下，我们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开展合

相对论、量子场论及其相关内容；数学学科：包括但

作，北京大学的同学也成为了理事会的一员，未来，

不限于抽象代数、实分析、复分析、泛函分析、微分

我们将共同努力，
一起为联合学术论坛的发展贡献自

几何、拓扑与流形、图论、微分方程、组合数学。

己的力量。

寒假期间，我们成功举办了寒假讨论班，主讲人

2.2 《欧洲留学飞跃手册》编写

为西安交通大学丰啸天同学、王敬媛同学，主讲内容

《欧洲留学飞跃手册》是由一份面向有意赴欧洲

为电动力学。活动受到了大家的广泛支持，赢得了广

留学的理科类专业学生的公开信息整理，
所有内容均

泛好评，参与讨论班的同学也表示受益匪浅，实为一

参考欧洲各高校官网等公开途径进行编写。
本手册的

场成功的活动！

目的是，
为准备赴欧留学的学生在申请信息的搜集上

3 展望未来

提供一定的帮助，将欧洲高校的信息集中，并制作了
相应超链接以便于读者查找。

联合学术论坛理事会已经完成了换届，
新一届理

在多所学校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完成了《欧洲留

事长为中国科大杨晨同学，在我就职的半年中，我将

学飞跃手册》的编写和整理，各学校分工如下：

继续与大家一起，努力建设联合学术论坛，并将我们

• 第一章瑞士篇：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书院学业

的活动办得原来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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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对外联络

3.1 《欧洲留学飞跃手册》修订

为了分担秘书长压力，
联合学术论坛理事会成员

在上一届理事长冯廷龙同学就职期间，
我们完成

新增一名外联专员，在每一届理事长的学校中选取，

了对《欧洲留学飞跃手册》第一版的编写工作，在未

单独换届、交接，他将负责联合学术论坛的对外联络

来的半年时间中，我们将对其进行修订，内容包括但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修订大学生基础科学联合学术

不限于：

论坛合作协定英文版，积极与境外高校取得联系等。
本届的外联专员由中国科大孙一鸣同学担任。

• 对原有信息的补充。新一年的申请季即将结束，
我们将汇总新的申请信息，并进行补充。

3.3 暑假活动
在联合学术论坛理事会各位同学的讨论中，
我们

• 对学科的扩展。此前我们主要编写了物理、数

暂定暑期活动为科研经历分享。

学方面的相关内容，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继

我们将邀请不同方向的各位学长学姐，
为我们介

续拓展，补充新的学科。

绍他们所做的科研方向，在这里，你可以初步领略到

• 学长学姐的经验。我们将邀请一些申请到欧洲

这一领域的风采，
你可以知道领域前沿的大佬们在做

学校的学长学姐，并设计一些具体的问题，请

什么工作，
你也可以了解到学长学姐做科研的心得与

学长学姐为我们分享他们的申请经验。

体会，你也可以与学长学姐讨论一些更具体、更学术、
更前沿、更深奥的科研问题。相信这将为你未来的选
择提供一个参考与建议。

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
《欧洲留学飞跃手
册》必然将越来越完善，将帮助到更多有意愿申请欧

衷心祝愿大学生基础科学联合学术论坛蓬勃发

洲的同学。

展！

文章速览
《珠峰学报》编辑部
该板块是部分作者提供的文章通俗介绍，旨在让读者快速了解论文的目标、结构、思路，快速定位到自
己感兴趣的文章详细阅读，并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论文，特展示于此。以下材料和照片均来自于论文
对应的作者。此外还有很多优质的文章供读者阅读。

1 遗传算法的简介
源论文：遗传算法在大数据中的应用
生物在自然选择中不断进化。一个个细微的突
变，以亿万年的时间尺度，在遗传与迭代中构造了这
个纷繁复杂的世界。而在计算机领域中，由 John Hol-

land 首次提出的遗传算法便是对这一过程粗略而灵
巧的模仿，
在组合优化、
机器学习、
信号处理、
自适应控
制和人工生命等领域被广泛应用。
其以现代计算机强
大算力为倚仗，
将生物进化过程中一代代的变异与淘
汰，模拟为了对数据结果的一次次重构与筛选。生物
几万年的兴衰沉浮被浓缩为计算机的几次循环迭代，
图 1: 陈昱杰，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颇为有趣。
笔者以自身浅薄的生物与计算机知识写出
此篇遗传算法的应用简介，希望能抛砖引玉，为诸位
带来一些有趣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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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联系方式

3 对于拉普拉斯兽的思考

QQ：1945125273
Email：jerrychan20182021@163.com

源论文：拉普拉斯兽对物理学科发展的象征意
义
决定论是一种非常古老的观点，
它认为世界受一

2 电滞回效应与电致伸缩效应

种普遍规律的制约，
世间一切变化都在这一规律下有

的探讨

迹可循。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
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
通过实验总结出牛顿运动定律，定量地解释了潮汐、
星体运动等自然现象。这些力学上的伟大成就，使得

源论文：探究 PZT 压电陶瓷的电滞回效应与电

科学家们企图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为力学现象，
把力

致伸缩效应

学规律看做是唯一普遍的自然规律，
并由此产生了机

电滞回效应与电致伸缩效应，
是两种典型的发生

械决定论。

在铁电体中的非线性行为，
前者的极化曲线称为电滞

法国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继承了这种观点，
他提出

回线，后者的形变曲线称为蝶形曲线。这两种效应之

了一种「妖兽」
，它在某一瞬间知道自然界中所有物体

间的原理又是相似的，前者受外加电场影响，后者受

的位置及其受到的作用力，且具有足够的计算能力，

外加力场影响。由于这种非线性行为十分复杂，寻找

就可以用简单的公式推演世界未来的变化。这一「妖

解析解不大现实，因此本文以 PZT 压电陶瓷为例，利

兽」可以说是机械决定论这一哲学思想的形象表述。

用 COMSOL 软件进行数值解的计算，在改变外加电

然而随着近代物理的不断发展，
这种思想在微观领域

场和外加力场等因素的情况下对这两种效应进行探

中受到不确定性的挑战，
在宏观领域也受到混沌现象

究。之后，在前面探究结果的基础上，用 Matlab 构

的质疑。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科学家在哲学上秉持

建模型，
探究了极化曲线能达到饱和极化所需要的条

这一观点，也无人能够否认「拉普拉斯兽」在物理学

件，得到的结果与真实实验的结果接近。

史上的重要意义。

图 3: 许禹睿，来自西安交通大学

图 2: 罗迪，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作者联系方式
作者联系方式

Tel：15027283747
Email：yurui.xu@foxmail.com

QQ：1844725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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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算法在大数据中的应用
陈昱杰
摘要
遗传算法作为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解的方法，已被广泛用于各研究领域，具有良好的
应用前景。本文结合大数据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引出遗传算法的应用价值，并总结了遗传算法的原
理和一般步骤，利用现有遗传学知识对其进一步改进提出了建议，最后介绍了遗传算法在大数据领域
中特征选择、资源分配及计算机网络优化领域的应用，为认识遗传算法在大数据中的应用方式提供了
良好参考。
关键词：遗传算法

大数据

算法优化

1 引言
当今时代，随着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每天都有
巨量资料不断在全世界产生，这些资料被称为大数
据，
利用传统的数据处理应用软件往往难以解决它们
的大或复杂。对这些大数据进行合理处理，从中获得
有用的信息以做出决策，
成为了各行各业进行产业升
级的重要手段。
目前对大数据的基本处理方法分为以
下四个步骤：

(a) 数据采集，采用多个数据库接受用户的终端数
据；

(b) 数据预处理，包括数据清理、数据集成、数据
变换、数据规约四个方式，将数据处理成结构

图 1: 遗传算法流程图

化的数据；

(c) 数据统计与分析，大数据价值产生与分析过程，
主要利用分布式数据库或分布式计算集群来对

2 遗传算法

存储于其内的海量数据分析和分类汇总；
遗传算法 (Genetic Algorithm，GA) 最早由美国

(d) 数据挖掘，创建数据挖掘模型的计算方法，通
过对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查找特点类型的模

的 John Holland 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该算法根

式和趋势，最终形成模型。分为聚类、关联、分

据大自然中生物体进化规律而设计，
是模拟达尔文生

类三种方式。

物进化论的自然选择和遗传学机理的生物进化过程
的计算模型，
是一种通过模拟自然进化过程搜索最优
解的方法。该算法通过数学的方式, 利用计算机仿真

在大数据的处理全过程中，
对算法的选择尤为重

运算, 将问题的求解过程转换成类似生物进化中的染

要，
这往往决定了解决问题所需的时间以及结果的价

色体基因的交叉、变异等过程。在求解较为复杂的组

值。本文将介绍诸多算法中模拟自然界生物进化的

合优化问题时, 相对一些常规的优化算法, 通常能够

遗传算法，
利用背包问题和生物学知识对其基本思想

较快地获得较好的优化结果。
遗传算法已被人们广泛

进行阐释，
并对其在大数据领域的应用进行简单的介

地应用于组合优化、机器学习、信号处理、自适应控

绍。

制和人工生命等领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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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

遗 传 算 法 的 基 本 运 算 过 程 分 为 六 步： 初 始 化

(Initialization)、适应性评估 (Fitness assignment)、
选择 (Selection)、交叉 (Crossover)、变异 (Mutation)、终止判断。本文将以数学建模中常见的背包
问题为例，逐步解释各步骤的原理和具体过程。

生物界在经过环境的巨大变动后，
剩下的优势物
种互相交配即可将自身保有的性状遗传给子代，
但由
于染色的自由组合与随机分配，
遗传的性状仍存在不
确定性。为了模拟这种不确定性，在遗传算法中，一
般以轮盘赌选择法随机选择个体保留其性状。
以我所

2.1 背包问题介绍

解决的背包问题为例，
每个个体在经过评估函数的计

背包问题 (Knapsack problem) 是一种组合优化

算后被保留性状的概率如下：

的多项式复杂程度的非确定性问题。问题可以描述
为：给定一组物品，每种物品都有自己的重量和价格，
在限定的总重量内，我们如何选择，才能使得物品的
总价格最高。它在 1978 年由 Merkle 和 Hellman 提

𝑅𝑒𝑠𝑒𝑟𝑣𝑎𝑡𝑖𝑜𝑛 𝑃 𝑟𝑜𝑏𝑎𝑏𝑖𝑙𝑖𝑡𝑦 =

𝐹 𝑖𝑡𝑛𝑒𝑠𝑠4
Sum(𝐹 𝑖𝑡𝑛𝑒𝑠𝑠4 )

(1)

自然界的选择压力很大，
因此笔者以阶层形式对个体

出。

的适应度和其能繁衍子代的能力做替代。
保留概率可

2.2 运算步骤

以计算每一个子代个体的初始性状，
但个体数的确定

初始化 ∗

到的最佳个体越接近理论上限。

则需按算力进行选择，理论上群体个体数越多，所得

(1)

这一步等价于生物基因的编码步骤。
真核生物的

交叉互换 ∗

遗传信息存储于染色体 (chromosome) 之上，这些遗
传信息被称为基因 (gene)，每个基因的表达与否直

在生物有性生殖形成配子的过程中，
同源染色体

接决定了生物体的性状，
也进而决定了生物体在特定

联会时会发生交叉互换现象，
即来自母本和父本的同

环境中的生存能力。遗传算法便是利用了这一机制，

源染色体的非姐妹染色单体的一部分会互相交换。
该

以背包问题为例，我们便可以把每个物品看做一个

过程极大的增加了生物个体性状的多样性。遗传算

基因，
基因表达与否便等价于物品是否被选中放入背

法中也通过交换每个子代个体的部分基因状态来模

包，用二进制的方式表示 (这是一种简化模式，实际

拟这一过程，
从而增加获取更优子代基因组合的可能

生物中基因的表达并非二元式，
而是会存在表达程度

性。

的差异)。所有物品的状态集合则可视为一条染色体。
在背包问题中，
初始化可认为是随机生成几种染色体
状态，每个染色体状态代表一个生物个体，这些个体
组成一个种群，这便是算法中的初始数据库。
表 1: 染色体示意图 (0 代表该物品在背包中，1 代表
不在)
物品 1

1
1
0

物品 2

1
0
1

物品 3

1
1
1

物品 4

1
0
0

图 2: 单点交叉示意图

染色体状态

1111
1010
0110

自然界中交叉互换为概率事件，并非必然发生，
理想重组率在 25% 75% 之间。因此在背包问题的代
码实现中笔者引入了概率函数对其进行简单阐释。

适应性评估

∗

生物学的最新研究表明，
交叉互换还会存在多点

在进化论中，
适应度指一个个体对环境的适应能

交叉的情况，
也就是非姐妹染色单体的两端部分同时

力。若环境的变化超出了该个体的适应度阈值，则该

发生了交叉互换，
这种重组的概率比单点交叉重组概

个体便会被淘汰，这便是物竞天择。遗传算法中将适

率低很多，但对生物体的影响更大。此外，交叉互换存

应度以评估函数的形式呈现，如在背包问题中，适应

在连锁不平衡 (Linkage Disequilibrium) 的现象，即

度则可设为背包所能承受的物品总重量和总体积。
当

在染色体上相临近的两个基因，
同时出现的概率会比

某个体 (染色体状态) 超出了背包的承受能力，该个

随机重组的概率要大。在后续遗传算法的改进中，可

体即被淘汰。

以加入对该现象的模拟应用。

(1) 此处以及后续几处带星号处均代表有对应的实现代码，请参见https://github.com/JerryChan2018/Genetic-Algori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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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因所控制，这一基本框架是合理而完备的。因此，
改造的思路应该着重考虑变异方式的改变，
而非改变
基因调控的类型。这里笔者根据所学遗传学知识，提
供三种改进思路。

3.1 简单序列重复 (Simple Sequence Repeat，SSR)

图 3: 多点交叉示意图

变异 ∗

简单序列重复有时又被称为微卫星序列

(mi-

下是不够的，
这与生物界近亲繁殖影响进化历程是类

crosatllites)，是指在 DNA 上某一短序列核苷酸重
复出现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 DNA 在复制过程

似的。因为种群的个体数是有限的，经过若干代选择

中出现滑动错配所引起的，也是生物体突变的主要

及交叉作用，
源于一个较好祖先的子个体将逐渐充斥

来源之一，在 DNA 鉴定领域有着重要应用。

如果只考虑交叉操作实现进化机制，
在多数情况

整个种群。这样，在经过一段时间后，种群将不再进
化，
所求得的最优个体依赖于初始个体而不能代表问
题的最优解。因此，在进化中，有必要加入具有新遗
传基因的个体，
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模仿自然界的生物
变异。自然界中生物的变异在某一代、某个个体上很
少发生，即使发生，也是局部细微的改变。然而，从
长远来看，变异却是必然而持续的过程。正是变异，
提供了不竭的进化源泉。
遗传算法的操作方法是在选
中的个体中，对个体中的某些基因执行异向转化。如
果某位基因为 1，产生变异时就是把它变成 0；反之

图 5: 简单序列重复突变示意图

亦然。
笔者在代码实现过程中也以变异率来模拟自然
条件下物质遗传信息发生变异的可能。

在遗传算法中，
也可利用这一机理对某一染色体
的部分基因 (即每个物品的状态) 进行重复，然后将
逸出的后续基因进行清除，
即可以获得新的染色体基
因组合。

图 4: 单点变异示意图

表 2: SSR 示意图

终止判断 ∗
自然界的物种进化随着环境的变化是无穷无尽
的，但在遗传算法中，我们的环境是一个固定值，因
此，随着迭代次数的增加，我们所生成的个体必然会
达到收敛，
也就是与所设定的适应度函数完美匹配的

原染色体

重复序列

重复次数

0100110010

011

3

重复后的序列

最终获得新序列

010 011011011 0010

0100110110

因此实际操作过程中，我们往往在连续几代个体的

3.2 插入与缺失 (Deletion-insertion polymorphisms，DIPs)

适应度函数不发生变化即默认其已收敛，
从而控制终

插入缺失变异是除单点突变外最容易发生的

情况。但具体的迭代次数由于其随机性并无法确定，

止，这一步便是终止判断。

突变类型，即单个或多个核苷酸对插入到了原有的

DNA 序列之中，由于其会改变基因的密码子序列，

3 基于生物学知识对遗传算法

对遗传信息的改变是最为巨大的。
在遗传算法中，
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一特性来增加

的改进设想

子代染色体的多样性。例如，若在使用中我们倾向于
若将遗传算法中的最终结果看做个体最终表现

子代更多的基因表达性状，
即可在染色体随机位置插

的性状的话，
遗传算法模拟的正是自然界中多基因控

入‘1’或‘11’基因，同样将逸出的后续基因清除，

制同一性状的过程，人类的身高、肤色等性状都由多

从而改变子代染色体中各基因表达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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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DIPs 示意图

征适应度，引导遗传算法的变异搜索，最终实现高效

原染色体

插入序列

插入位置

0100110010

11

3

插入后的序列

最终获得新序列

010110110010

0101101100

准确的大数据特征选择功能。
相较于其他的特征选择
算法，该遗传算法的准确度和稳定性都有较大优势，
且能显著降低大数据后续分析、处理的计算复杂度

[3]。

3.3 倒位 (Inversion)

4.2 云计算的资源分配
云计算 (cloud computing) 是分布式计算的一

倒位是染色体变异的一种，
是指染色体发生断裂
后，某一区段发生颠倒，而后又愈合的一类染色体。

种，指的是通过网络“云”将巨大的数据计算处理程

倒位指基因排列顺序发生部分倒转的一类突变，
一般

序分解成无数个小程序，
然后通过多部服务器组成的

出现的概率很低，在 0.05% 0.09% 之间。如果不打断

系统对这些小程序进行处理和分析，
得到结果并返回

关键基因，通常没有异常表型，但是在少数情况下可

给用户。云计算早期，简单地说，就是简单的分布式

能导致配子 (即精子或者卵子) 发生染色体的部分缺

计算，解决任务分发，并进行计算结果的合并。因而，

失和部分重复，
这种不平衡配子染色体核型在人类繁

云计算又称为网格计算。通过这项技术，可以在很短

衍中就可能会导致不孕不育、反复流产、胎儿畸形、

的时间内 (几秒钟) 完成对数以万计的数据的处理，
从

生育智力低下患儿等。

而达到强大的网络服务 [4]。

在遗传算法中，可通过选择某一染色体片段，将

在云计算系统中所有的存储、网络、内存、计算、

其顺序置换来得到倒位序列，从而模拟该变异过程，

IO 都是资源，这些资源都应该可以细粒度化分配。例

扩增子代可能性状。

如网络，可以限定某一个进程可以使用的带宽，可以

表 4: 倒位突变示意图

限制某一个会话的总带宽，
或者可以限制某一个用户

原染色体

倒位片段序列

倒位后片段

倒位后的序列

0100110010

011

110

0101100010

的总带宽，其他资源依次类似。
鉴于云计算系统必须考虑其各个节点上的负载
问题，
根据负载的变化动态地调度云资源是提高云计

4 遗传算法在大数据中的应用

算按需服务能力的关键。
蔡柳萍等人介绍了一种基于
遗传算法的大数据资源分配算法，
这种算法相比其他

由于遗传算法的整体搜索策略和优化搜索方法

主流算法，
对不同规模的问题均可以获得最优的资源

在计算时不依赖于梯度信息或其它辅助知识，
而只需

分配结果，且具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5]。

要影响搜索方向的目标函数和相应的适应度函数，
所

4.3 计算机网络优化

以遗传算法提供了一种求解复杂系统问题的通用框
架，它不依赖于问题的具体领域，对问题的种类有很

目前各企业的巨量用户信息往往都统一存储于

强的鲁棒性，所以广泛应用于诸多学科，这里介绍其

大型数据库中，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这些数据库的

在大数据中的应用。

硬件设备的安全可靠性已得到了良好保障，
因此目前
对计算机网络的优化通常在软件算法方向进行。

4.1 特征选择

由睿鹏介绍了利用遗传算法进行计算机网络优

特征选择是指从完整的大数据集 𝒟 中，基于相

化的方法。相较于其他算法，遗传算法不基于参数本

应策略选择出一个 𝑘 维的特征子集，并将该特征子

身进行操作，能很好的规避各类约束条件，适应性好，

集应用于后期的数据分析、处理过程中的过程。在大

并且其并行性的搜索原理能实现全局最优解搜索，
具

数据特征选择过程中，
一般认为有两类属性在大数据

有极大优势 [6]。

集中并不必要：a) 与目标数据不相关的属性；b) 相
对于目标数据而言，存在冗余属性。为了把这两类不

5 总结

必要的属性减到最少，
需要通过特征选择对大数据集
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应用，
是大数据分析和处理领域里

正如遗传算法的创造者 John Holland 在《Adaptation in Natural and Artificial Systems》一书中说的

非常重要的预处理方法。

那样，遗传算法本身模拟的便是大自然的不确定性，

进行精简。特征选择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领域都

张文杰等人介绍了一种基于遗传算法的启发式

是对自然过程的提取和概括。
自然因其不确定性而充

特征选择算法，
通过计算每个特征在同类最近邻和异

满魅力，
遗传算法也因其本身的不确定性而提供新的

类最近邻上的差异度，调整特征权重，再据此计算特

可能。相信随着人类对遗传机理的了解不断深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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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 PZT 压电陶瓷的电滞回效应与电致伸缩效应
罗迪
摘要
本文由在电磁学学习过程中发现的实际问题出发，利用 COMSOL 软件, 探究了 PZT 压电陶瓷的电滞
回线与压电效应中的一种——电致伸缩效应，在改变外加电场和外加力场等因素的情况下电滞回线与
蝶形曲线的结果，并且用 Matlab 探究了极化曲线能达到饱和极化所需要的条件。
关键词：PZT 压电陶瓷

电滞回效应

电致伸缩效应

电滞回线

蝶形曲线

2 正文

1 引言
在电磁学 [1] 的学习中，我们接触到了铁电体和

2.1 理论基础

压电体这两种电介质，
也同时知道了铁电体都是压电
体这一事实。铁电体的极化规律十分复杂，在一定情

压电材料简介

形下，铁电体的极化过程可以用一条闭合曲线描述，
称其为「电滞回线」
。对压电体而言，在发生机械形

压电材料是一种功能性材料，
能够实现机电能量

变时，在与形变方向垂直的两个面上产生异号电荷，

的相互转换，具有压电性、铁电性、介电性、电致伸缩

即「压电效应」
。但课本对这两个现象仅做了简单的

性、热释电性和弹性效应等性质。其中，
压电性是指压

介绍，并没有对现象做出解释。本文通过参考相关文

电材料在机械应力作用下能够产生电极化的现象，
对

献，在介绍 PZT 压电陶瓷内部结构的基础上，对其电

于非中心对称的晶体，
当晶体受到定向张力或压力作

滞回效应和压电效应的其中一种，即电致伸缩效应，

用时，能够使晶体产生垂直于应力在两侧表面的正、

做出了一定的定性解释。之后，通过使用 COMSOL

负束缚电荷；铁电性是指在压电材料结构中电荷的不

进行建模，以 PZT 压电陶瓷作为材料，形象直观的

对称性会产生自发极化现象，当材料施加外场时，自

展示电滞回效应与电致伸缩效应的现象，并用 Mat-

发极化的方向会发生翻转，
这个现象是造成压电材料

lab 对极化曲线能达到饱和极化所需要的条件进行更

迟滞特性的主要原因。
部分具有铁电性能够发生自发

深一步的研究。

极化的压电材料又称作为铁电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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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由能(3) ，使材料达到一种更加稳定的状态。在畴
变的过程中，
电畴会从高自由能状态转变为低自由能
状态 [7]。PZT 的电畴结构如图2所示。

图 1: 多晶压电陶瓷材料结构示意图

图 2: PZT 电畴结构示意图

PZT 压电陶瓷简介
作为铁电材料

温度高于居里温度 𝑇𝑐 时，晶胞为立方结构，钙

(当然也是压电材料) 的一种，

钛矿型材料为非铁电状态，即处于顺电相；当温度低
于居里温度 𝑇𝑐 时，晶胞为四方结构，此时钙钛矿型

PZT 压电陶瓷（锆钛酸铅压电陶瓷）的一般化学式
是Pb(Zrx Ti1-x )O3 ，这表示它是由铁电体PbTiO3 (𝑇𝑐 =
490∘ C)(1) 和反铁电体PbZrO3 (𝑇𝑐 = 230∘ C) 组成的固
溶体，属于钙钛矿型结构ABO3 ，是一种能够将电能
和机械能进行相互变换的功能性材料 [2]。

材料处于铁电相，具有铁电性，如图3所示。本文主
要讨论四方铁电相，不再讨论其他晶体结构。

压电陶瓷具有晶体性质，
其晶格结构是由空间上
不断重复的晶胞所组成的。
晶胞作为晶体的最小不可
划分单元，决定着晶体的对称性和各项性能。压电陶
瓷的晶胞是不对称的，因此可以发生自发极化现象。
一般情况下，
压电陶瓷中不同晶胞自发极化的方向是
随机任意的，若在材料中的一小块范围内，空间上相
邻晶胞的自发极化方向一致则可以形成电畴，
电畴之
间的界壁称之为畴壁，
而晶粒是由一组具有相同晶体
图 3: 晶胞立方相与四方相结构示意图

取向的电畴所组成。PZT 的模型如图1(2) 所示。

PZT 压电陶瓷一般分为硬 PZT 和软 PZT，这里

在图3中，钙钛矿型材料立方相的中心离子会向

的硬度指的是材料的去极化性而不是材料的机械硬
度。硬 PZT 掺杂受体掺杂剂产生氧 (阴离子) 空缺，
软 PZT 掺杂施主掺杂剂产生金属 (阳离子) 空缺，这

表面移动，使得晶胞内正负电荷中心不一致，从而产
生电荷分布的偶极矩，呈现出一定的极性。将这种在
一定温度范围内，
无外场作用下晶胞中存在的极化现

使得硬 PZT 相比于软 PZT 的自发极化程度更低，也

象称为自发极化，
中心离子位移的方向称为自发极化

即具有更低的迟滞特性和其它非线性特性 [3]。本文

方向。图3中的 𝑃𝑠 代指 (自发) 极化强度矢量。

中将用于 COMSOL 模拟的 PZT-5H 属于软 PZT，符
合本文模拟电滞回效应和电致伸缩效应的用途要求。

对 PZT 压电陶瓷电滞回效应与压电效应的

晶胞中心的正电荷离子可以向每一个面心负电
荷移动，因此对于三维晶胞来说，总共有六种可能的
位移方向。图4为四方晶格电畴的六种可能取向，
在压

理论解释

电陶瓷的一个晶粒中可能包含了所有六种可能的电

对于具有铁电性的压电陶瓷来说，
当外界作用了

畴。在外加电场或外加力场的作用下，电畴的取向会

足够强的力场或电场时，
晶胞的自发极化方向会发生

发生翻转，六种不同取向的电畴能够相互发生翻转，

翻转，这个过程叫做畴变，这种压电陶瓷也称为铁电

这个过程称为畴变。当去除外加电场和外加力场时，

陶瓷。
发生畴变的电畴的取向会与外场的方向尽可能

电畴不会翻转回原来的状态。
这意味着畴变是一个不

地保持一致。从能量角度来分析，畴变能够降低材料

可逆的过程，
这也是压电陶瓷非线性行为的主要原因

(1) 𝑇 指居里温度 (居里点)，是指磁性材料中自发磁化强度降到零时的温度，是铁磁性或亚铁磁性物质转变成顺磁性物质的临界点。
𝑐
低于居里点温度时该物质成为铁磁体，此时和材料有关的磁场很难改变。当温度高于居里点时，该物质成为顺磁体，磁体的磁场很容
易随周围磁场的改变而改变。
(2) 图1至图6均源自文献 [2]。
(3) 自由能 𝐺 = 𝐻 − 𝑇 𝑆，其中 𝐻 为系统的焓，𝑇 为系统的热力学温度，𝑆 为系统的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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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OMSOL 建模

[2]。

几何建模
在建模时，使用 COMSOL 材料包中自带的 PZT-

5H(Lead Zirconate Titanate) 作为材料进行建模。
通过文献 [4] 得到 PZT-5H 的相关属性如表1所
示。
表 1: PZT-5H 的材料属性
材料属性
𝑃𝑠
𝑎
𝛼
𝑐𝑟
𝑘𝑝

值

名称
饱和极化强度矢量
畴壁密度
域间耦合强度
极化可逆性
钉扎损失

0.425 C/m2
6.4 × 105 V/m
4.2 × 106 m/F
0.2
1 × 106 V/m

PZT 陶瓷的电致伸缩耦合系数随材料成分和温
度的不同而不同。通过查找文献 [5] 得到表2，该表

图 4: 四方晶格电畴的六种可能取向

给出了本例中使用的参考值。
表 2: PZT-5H 的电致伸缩耦合系数

通过理论推导 [7] 可以得到图5的电滞回线和

材料属性
𝑄11
𝑄12
𝑄44

图6的蝶形曲线。

值
3.579 × 10−2 m4 /C2
−5.335 × 10−3 m4 /C2
1.923 × 10−2 m4 /C2

在利用 COMSOL 进行求解时，使用了 Jiles–

Atherton 模型 [6]，该模型主要包含方程(1)—(6)。
方程(1)假定总极化强度矢量 𝑃 可以表示为可逆
部分 𝑃 𝑎𝑛 和不可逆部分 𝑃 𝑖𝑟𝑟 的和：

d𝑃 = 𝑐𝑟 d𝑃 𝑎𝑛 + (1 − 𝑐𝑟 )d𝑃 𝑖𝑟𝑟

(1)

对可逆部分 𝑃 𝑎𝑛 有方程(2)
图 5: 电滞回线

(2)

𝑃 𝑎𝑛 = 𝑃𝑠 𝐿𝐸 𝑒𝑓𝑓
𝐿 由 Langevin 函数(3)决定：
𝐿 = coth (

|𝐸 𝑒𝑓𝑓 |
𝑎
)−
𝑎
|𝐸 𝑒𝑓𝑓 |

(3)

实际电场强度 𝐸 𝑒𝑓𝑓 为：
′

(4)

𝐸 𝑒𝑓𝑓 = 𝐸 + 𝛼 𝑃 𝑖𝑟𝑟
′

方程(4)中，𝐸 为外加电场，𝛼 为域间耦合强度
𝛼 与一项和材料弹性张量相关的系数 𝐶 之和。
不可逆部分 𝑃 𝑖𝑟𝑟 由方程(5)决定：

d𝑃 𝑖𝑟𝑟 = max(𝜁 ⋅ d𝐸 𝑒𝑓𝑓 , 0)

图 6: 蝶形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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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有少部分电畴由于内在相互作用力而发生电畴取向
𝜁=

𝑘𝑝–1 (𝑃 𝑎𝑛

− 𝐸 𝑒𝑓𝑓 )

(6)

的翻转，这时以线性压电效应为主，在一个周期完成

实际的 PZT-5H 压电陶瓷一般以薄膜形式使用，
在几何建模时，执行器建为长 1.5 inch，宽 0.25 inch，
高 0.015 inch 的长方体薄膜。执行器上表面接地。在

后，极化完全退去，材料表现出线性行为。
当 𝑉max 稍稍增大但仍较小 (250V) 时，外加电场
强于矫顽电场 (图5中的 B 点)，此时电畴的取向重新
排列，畴变开始加速，极化强度和应变迅速增大。

研究外加电场的效果时，
下表面接上可以在 −𝑉max 和

当 𝑉max 继续增大到足够大 (>400V) 后，外加电

+𝑉max 之间周期性变化的电势。在研究外加力场的效

场越过电畴饱和点 (图5中的 C 点)，这时几乎所有的

果时，构建线弹性材料模型和电致伸缩模型，通过给

电畴都完成翻转。在电畴饱和点 C 点之后，几乎没有

执行器施加各种各样的大小的边界载荷来承受压缩

电畴能够发生翻转，线性响应又开始占据主体部分。

应力。几何建模结果如图7所示。

外加电场开始减小之后，
一开始绝大多数的电畴不会
发生翻转，它们的取向保持不变，电位移和应变的减
小呈线性。当外加电场达到反向矫顽电场 (图5中的 F
点) 后，反方向的畴变速度开始加快，电位移和应变
迅速减小，直到达到反向电畴饱和点。此后这一过程
随着外加电场的周期变化而周期变化。
外加电场下的蝶形曲线如图9所示。

图 7: 建模示意图

参数选择与研究
由于 COMSOL 在进行电滞回效应和电致伸缩
效应的模拟运算时的运算量非常大，为提高运行效
率，本文对这两个问题使用稳态研究，并采用参数化
扫描方法减小运算量。
对外加电场部分，
选择 𝑉max 参数分别为 100，
250，

400，600，1000，1600(单位为 V)。

图 9: 外加电场下的蝶形曲线
从图9中可以看出，当外加电场较小时 (<400V)

对外加力场部分，固定 𝑉max 为 1200V，选择力

时，
电致伸缩效应不明显 (不能形成很好的蝶形曲线)，

学负载参数分别为 0，-25，-50(单位为 MPa)。

而在外加电场较大时 (>400V) 时，电致伸缩效应明显

2.3 研究结果与简要分析

(能够形成很好的蝶形曲线)，这与前面的分析一致。

外加电场下的研究结果

外加力场下的研究结果
外加力场下的电滞回线如图10所示。

外加电场下的电滞回线如图8所示。

图 10: 外加力场下的电滞回线

图 8: 外加电场下的电滞回线
从图8中可以看出，当 𝑉max 很小 (100V) 时，只

外加力场下的蝶形曲线如图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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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论稳态曲线分别进行拟合，
得到连续函数用于计
算。若在某一外加电场下，两条曲线已经足够接近，
那么就可以认为该外加电场的值对应着电畴饱和点。
在此，
「两条曲线足够接近」定义为以初始极化曲线
为标准值，
理论稳态曲线函数值相对于标准值的误差
小于 5%。
对于初始极化曲线 𝑃1 ，本文所采用的拟合方
程(7)为
图 11: 外加力场下的蝶形曲线

1

𝑃1 = 𝑘1 𝐸 2 e−𝑘2 𝐸 + 𝑘3 𝐸 4 ln(𝑘4 + 𝐸)

从两张图中可以看出，随着外加力场的增大，极

(7)

拟合方程(7)中，使用 𝐸 2 项是因为在最开始的极

化强度和电致伸缩应变都逐渐减小。
这是因为外加电

化中，𝑃1 主要由一个导出结果为 𝐸 2 的方程决定 [7]。

场沿 z 轴正方向，而外加力场沿 z 轴负方向，两者方

使用 ln(𝑘4 + 𝐸) 项是因为达到饱和极化后，初始极

向相反。并且外加力场越大，继续增大力场所能抵消

1

化曲线的增长近似于对数函数。而 e−𝑘2 𝐸 和 𝐸 4 两项

的外加电场的比例越少 (在更深入的研究结果中，如

为经过实验后得到的比较好的缩放因子，
用于突出前

图12中看得比较明显)。

面两项在不同极化阶段的重要性。
原始数据与拟合曲线 (拟合的四个系数按顺序
排列的值分别为 0.3036，1.1753，0.1399，0.9849) 作
图如图13：

图 12: 更深入的电滞回线结果

2.4 使用 Matlab 对研究结果的进一步探究
通过对图8的观察，容易发现，不同外加电场下的
初始极化曲线完全一致，
且初始极化曲线位于电滞回
线 (图5中 I→J→D 段) 的上方。随着电滞回线的循环，

图 13: 初始极化曲线数据及拟合

极化曲线向着一条理论稳态曲线不断逼近。
对于外加
电场非常大 (如 𝑉max = 1600V) 的情况，可以认为没

对于理论稳态曲线，本文采用 𝑉max = 1600V 的

有逼近过程，
即认为极化曲线仅用一个周期就达到了

情况下第三个周期的极化曲线的数据，
由于此时没有

理论稳态曲线。从 𝑉max = 1000V 的情况也可以看出，

逼近过程，这一数据可以视为理论稳态曲线的数据。

只要外加电场足够大，逼近过程是非常温和的，极化

经过多次实验，
拟合效果比较好的方式为七次多项式

曲线仅用两三个周期的逼近就达到了理论稳态曲线。

方程(8)：

但对于外加电场较小 (如 𝑉max = 100V) 的情形，由于
开始时极化曲线与理论稳态曲线相去甚远，
这一逼近

𝑃2 =𝑚0 + 𝑚1 𝐸 + 𝑚2 𝐸 2 + 𝑚3 𝐸 3 + 𝑚4 𝐸 4 + 𝑚5 𝐸 5

过程将会十分漫长和复杂。
结合上文对电滞回线产生
机制的解释，想要使极化曲线的逼近过程较为温和，

+ 𝑚6 𝐸 6 + 𝑚 7 𝐸 7

需要外加电场越过电畴饱和点。

(8)

为了探究在上述 COMSOL 模拟的条件下，外
加电场达到多少时能够使极化曲线的逼近过程较为

原始数据与拟合曲线 (拟合的八个系数按顺序

温和 (达到饱和极化)，又由于 COMSOL 给出的数

排列的值分别为-0.0032，0.0532，-0.3615，1.2577，-

据为离散性数据，本文使用 Matlab 对初始极化曲线

2.3198，2.0019，-0.2327，-0.2560) 作图如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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吻合的电滞回线与蝶形曲线。

4. 结合模拟得到的曲线，进一步探讨了电滞回线
的形成机理，得到初步结论：要形成理论的电
滞回线，需要外加电场大于电畴饱和点；在考
虑电致伸缩效应时，外加力场在与外加电场方
向相反时会抵消外加电场的作用。

5. 使用 Matlab 对电滞回线的形成机理做了更深
一层的探讨，在拟合 COMSOL 的离散性数据
的基础上，简单计算了电畴饱和点的大致位置。

3.2 研究展望
图 14: 理论稳态曲线数据及拟合

在本次研究中，还有下列问题有待解决：

1. 对于蝶形曲线的形成机理，只是简单解释，没

使用 for 语句，根据前面的定义对电畴饱和点进
行求解，得到电畴饱和点为 𝐸𝑠 = 1.82MV/m，这与

有做出比较详细的解释。

文献 [8] 中「约 18kV/cm」的实验结果吻合的很好。
两条拟合曲线与电畴饱和点的图像如图15所示：

2. 对外加力场情形没有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在
参数选择上，由于建模时的限制导致没有讨论
外加力场与外加电场同向时的情况。

3. 在对理论稳态曲线做拟合时，使用了较为方便
使用，但没有物理意义的多项式拟合，而且拟
合效果一般，不如初始极化曲线的拟合那么好。

4. 电畴饱和点的计算方式只是笔者通过前面的研
究自行设定的，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结果
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其科学严谨性有待更深
一步的研究。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事实上，本次探究只是非
常粗浅的研究了这个问题，如果继续深挖，还会有很
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笔者也希望在日后能够更加深入

图 15: 两条拟合曲线与电畴饱和点

的研究这些问题。
从图15中可以看到，
电畴饱和点位于初始极化曲
线和理论稳态曲线的斜率开始急剧减小的位置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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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Bitcoin Price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Informer and CNN
施宇
Abstract
Since the birth of BTC in 2009, digital assets have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Bitcoin, one of the
cryptocurrencies with the best liquidity, has become a research hotspot for these years. As changes
in the price of bitcoin have great impact on cryptocurrency trading market, how to forecast its price
trends is considered a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former, an efficient long-term series forecasting
model, was proposed in 2020 based on the Transformer model. In our paper, we devise a new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model called Informers-CNN, which is based on Informer and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We firstly select 29 common indicators reflecting bitcoin price trends as our data set on the
minute-level time unit. We then train various models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 values, by adjusting
the two important hyperparameters of the Informer model–the input sequence length and the forecast
sequence length, thus obtaining a batch of prediction outputs. After processing these outputs, we stitch
them to form a three-dimensional matrix as the input for our CNN part, which takes future time series
value as the fitting object. Finally, we apply our model on the estimation of bitcoin price, and on
multiple prediction sequence lengths we compare them with common forecasting models. The result
shows our model has significantly better predictive effects in comparison.
Keywords: Bitcoin

Price predictio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coin’s two record-breaking falls in 2018 and 2021
have also dragged down the entire cryptocurrency
market. Due to the huge volatility of the prices of
cryptocurrenci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becoming interested in studying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Bitcoin price, thus forecasting how it will change in the
future.

1 Introduc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ramatic surge in Bitcoin
price has aroused a lot of people’s interest. Since
breaking 20000 dollars in 2017, the price of Bitcoin has still kept rising drastically; in fact, it has
reached approximately 59000 dollars a piece until
April, 2021. The exponential growth rate has led
to its huge gains that no other financial investment
can attain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However, Bit-

The prediction of the trend of Bitcoin price is
a common concern for cryptocurrency traders. If a
trader can know the trend of price in advance, t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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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 be able to make long or short trades (margin
trading, which is supported by many exchanges) to
attain great profits, whether the price goes up or
down. Holding long or short positions has become
easier ever since CBOE introduced Bitcoin futures
in December, 2017.

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 predicting the price of
cryptocurrency in the form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found that random forests and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have a weak advantage in price prediction. Additionally, Livieris(2020)[7] used an integrated learning method to predict the price of multiple cryptocurrencies and their ups and downs.

Then a question follows: can the Bitcoin price
be predicted? Does the 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EMH) still hold in the Bitcoin market? As in
an efficient market, all the inform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asset price[4], it is infeasible to predict how
the price will change in the future. The efficiency
of the Bitcoin market has been studied by many a
scholar in the past few years: Urquhart(2016) gave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the efficiency of the Bitcoin market, along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Bitcoin market is not weakly efficient, yet its efficiency
is gradually diminishing over time; Yang Xuan et
al.(2019)[13] pointed out that the Bitcoin market
conforms to the adaptive market hypothesis, and
the market efficiency index is constantly changing;
Nadarajah et al.(2017)[8] believed that the Bitcoin
market is weakly efficient in most sample spaces ,
through multiple weak form valid tests.

In this research, our goal is to establish a new
Bitcoin price prediction model. Different from other
studies that use daily closing prices as their forecasts, we choose price data at the minute level for
forecasting. We do this in consideration that in
today’s cryptocurrency market, the average asset
holding period is hardly more than just a few minutes when implementing the algorithms to trade, especially in high-frequency trading. Moreover, we
use 29 indicators to measure the price data in a comprehensive wa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the forecast results. In addition, we also attempt to predict
the Bitcoin price of multiple time intervals in the future, rather than just the price of the next time interval, which helps us better assign trading strategies
and grasp the long-term trend of Bitcoin price.
In order to build our new Bitcoin price prediction model and make it perform as well as possible, we devise a neural network model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ones.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er model[12]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prediction capabilities, but it has problems
of secondary time complexity, high memory usage,
and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he ”encoder/decoder”
structure, which makes it hard to be directly applied in time series prediction problems. Therefore,
Haoyi Zhou et al.(2020)[14] devised a LSTF model
on the basis of Transformer, that is, the Informer
model. The Informer model achieves good results
on the LSTF problems, so we employ it as the basis
of our model.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
is a variant of multi-layer perceptron(MLP). It reduces the number of weights by local connection
and weight sharing, thus reduc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and mak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easier.

Most of the studies above were based on common statistical tests, which rejected the null hypothesis of weak efficiency in the Bitcoin market through
statistical tests. However, they neither provided
a clear pricing model or a prediction method, nor
demonstrated that excess returns may be obtained
through applying certain continuous trading methods.
Researches on the prediction of Bitcoin price
mainly focu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performances of traditional time series prediction
models in the Bitcoin market, and most of them
only used the closing price of Bitcoin for prediction, rather than introduce other features that reflect Bitcoin price. For instance, Duan Gege(2021)[3]
used the ARIMA model to predict the daily closing
price of Bitcoin from 2013 to 2016; OthmanAHA
et al.(2020)[10] applied the symmetrical volatility
of Bitcoin price and combined the technique of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 to predict the closing price of Bitcoin; Akyildirim et al.(2021)[2] studied the performance of a variety of common ma-

Moreover, CNN supports the direct use of
images as the input of the neural network,
which avoids the process of feature extrac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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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re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recognition algorithms.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perform our prediction task, with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btained from multiple training processes in determining the hyperparameters of the
Informer model, we build a new time series prediction model—Informers-CNN,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former model and combines CNN. Then we
make predictions of Bitcoin prices with our new
model, and compare and analyse our estimation results with Informer and other common time series
prediction models like ARMA, ARIMA and so on.
The rest of the paper is organized as follows:
the first section introduces the data we use in the
research and our preprocessing; the second section demonstrates our new model—Informer-CNN,
which we use to predict Bitcoin price; the third section shows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model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its prediction results and
that of other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models, and the
fourth section is the summary.

Open Price, which refers to the Bitcoin price at
the beginning of a time period, while Closing Price
stands for that at the end of a time period), the highest price, the lowest price, Closing Price, Bitcoin
transaction volume (USD denominated), USD transaction volume, weighted pric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est price and the lowest price; along with
21 other indicators including five returns with different lag levels(from 1 to 5 lag lengths), weighted
moving average,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between
weighted moving averages of different lag lengths,
the sum of prices for different lengths of time,
and so on. To select these indicators, we referred
to the technical indexes selected by Kara(2011)[6],
Guresen(2011)[5] and other researchers in conducting similar researches regarding predication of asset prices. Explanation of some indicators are as
follows: Average true range(𝐴𝑇 𝑅) is calculated
through the following formula:

2 Data and Preprocessing

where 𝑀 𝐴(𝑇 𝑅, 𝑁 ) refers to calculating the
moving average of 𝑇 𝑅 for the length of 𝑁 time units,
that is, the average price of the past 𝑁 time periods,
and 𝑇 𝑅𝑡 in the 𝑇 𝑡ℎ time period is computed as:

𝐴𝑇 𝑅 = MA(𝑇 𝑅, 𝑁 )

2.1 Index Data
In our research, we collect Bitcoin transaction
data in U.S. dollars from BitStamp Exchange. With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between two acquisitions—
15min, 5min and 1min, we obtain three data sets.
These data cover a time period from November 30th,
2020 to March 22th, 2021, and we use each price at
the end of a time interval as a forecasting object. Below, we take the data set of a 15-minute time interval
to clarify, as is shown in Figure 1.

𝑇 𝑅𝑡 = max(𝐻𝑖𝑔ℎ𝑡 − 𝐿𝑜𝑤𝑡 , 𝐻𝑖𝑔ℎ𝑡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1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1 − 𝐿𝑜𝑤𝑡 )

(1)

(2)

where 𝐻𝑖𝑔ℎ, 𝐿𝑜𝑤, 𝐶𝑙𝑜𝑠𝑒 are the highest price,
the lowest price and closing price respectively. Relative Strength Index(𝑅𝑆𝐼 ) is calculated as:
𝑅𝑆𝐼 = 100 −

100
1+

MA(𝑈,𝑁)
MA(𝐷,𝑁)

(3)

When the price goes up, we have:
𝑈𝑡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1 , 𝐷 = 0

(4)

and when it goes down, we have:
𝐷𝑡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1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 , 𝑈 = 0

Figure 1: Bitcoin Price Curve

(5)

For price return,We have the following formula:

We use 29 indicators to predict the Bitcoin price
in the next time bar. Basic indicators include 8 characteristics in total: the starting price(professionally,

𝑅𝑒𝑡𝑢𝑟𝑛𝑖𝑡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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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rate of change(𝑅𝑂𝐶 ), We have:

𝑅𝑂𝐶𝑖𝑡 = 100 ⋅ (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
− 1)
𝐶𝑙𝑜𝑠𝑒𝑡−𝑖

(7)

In addition, the Stochastic oscillator can reflect
the momentum effect in the Bitcoin price, and its
calculation formula is as follows:

𝐾 = 100 ⋅

𝐶𝑙𝑜𝑠𝑒 − 𝐿𝑜𝑤
𝐻𝑖𝑔ℎ − 𝐿𝑜𝑤

Figure 2: Autocorrelation Graph and ADF Test
We draw an autocorrelation graph and perform
the ADF unit root test, getting a 𝑝 − 𝑣𝑎𝑙𝑢𝑒 of 0.0000.
The null hypothesis of a unit root being rejected,
the test is passed and the bitcoin price sequence after the differential processing is a stable one. Then
we do a basic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n all indicators
used in this study, and perform unit root tests on the
original data and the first-order difference data. The
first-order difference of all indicators have passed
the ADF unit root test.
Considering the large volatility of Bitcoin price,
we take the natural logarithm of the closing price
(𝐶𝑙𝑜𝑠𝑒) of each time period, and then make a firstorder difference. We have:

(8)

𝑆𝑡𝑜𝑐ℎ𝑎𝑠𝑡𝑖𝑐 𝑜𝑠𝑐𝑖𝑙𝑙𝑎𝑡𝑜𝑟 = MA(𝐾, 𝑁 )

Finally, 𝐶𝐶𝐼 (Commodity Channel Index),
which is a reflection of the average price deviation,
calculates the average degree of interval deviation
in the condition that the price and the fixed interval
are already known. It is calculated as:

𝑇 𝑃 − 𝑀𝐶
𝑀 𝐷 ⋅ 0.015
𝐻𝑖𝑔ℎ + 𝐿𝑜𝑤 + 𝐶𝑙𝑜𝑠𝑒
𝑇𝑃 =
3

𝐶𝐶𝐼 =

(9)

𝑀 𝐶 = MA(𝐶𝑙𝑜𝑠𝑒, 𝑁 )
𝑀 𝐷 = MA(𝑀 𝐶 − 𝐶𝑙𝑜𝑠𝑒, 𝑁 )

𝑛𝑒𝑤 𝑐𝑙𝑜𝑠𝑒𝑖 = log(𝑐𝑙𝑜𝑠𝑒𝑖 )−log(𝑐𝑙𝑜𝑠𝑒𝑖−1 ) = log(

𝑐𝑙𝑜𝑠𝑒𝑖
)
𝑐𝑙𝑜𝑠𝑒𝑖−1

(10)
Moreov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our neural network model, simultaneously speeding up the convergence speed and shortening the
training time, We centralize all 29 indicators,We
have:

All indicators used in our research are shown
in Table4(1) . Besides, explanations and calculation
formulas of all technical indicators can also be found
in Achelis (1995)[1].

𝑛𝑒𝑤 𝑣𝑎𝑙𝑢𝑒𝑖 =

2.2 Data Preprocessing

𝑣𝑎𝑙𝑢𝑒𝑖 − E(𝑣𝑎𝑙𝑢𝑒)
√D(𝑣𝑎𝑙𝑢𝑒)

(11)

3 Forecasting Model

From Figure 1, we can see the Bitcoin price in
this period is roughly on a rising trend and is an unstable sequence, so we consider performing a differential processing on it.

In our study, combin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 we build a new time series prediction model based on the long-term series prediction

(1) This table can be seen at https://github.com/shiyu-coder/Research-on-Bitcoin-Price-Prediction-Model-Based-on-Informer-and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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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Informer. Then we make predictions of
coin prices with our new model, and compare
analyse our estimation results with Informer
other common time series prediction models
ARMA, ARIMA and so on.

Bitand
and
like

𝑄𝐾 ⊤
𝐴 (𝑄, 𝐾, 𝑉 ) = Softmax ( √ ) 𝑉
𝑑

where 𝑄 ∈ ℝ𝐿𝑄 ×𝑑 , 𝐾 ∈ ℝ𝐿𝐾 ×𝑑 , 𝑉 ∈ ℝ𝐿𝑉 ×𝑑 ,
and the probabilistic form of the 𝑖𝑡ℎ 𝑄𝑢𝑒𝑟𝑦’s selfattention coefficient is:

3.1 Informer
Recent studies show that the Transformer
model[12] has the potential to improve prediction
capabilities, but it has problems of secondary time
complexity, high memory usage, and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the ”encoder/decoder” structure, which
makes it hard to directly apply Transformer in time
series prediction problems. Therefore, Haoyi Zhou
et al. (2020)[14] devised the Informer model on
the basis of Transformer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on the long-term sequence prediction (LSTF)
problems. The Informer model uses stacking selfattention computing layers as the main body, and on
the whole still adopts the “encoder decoder”structure, as is shown in Figure 3.

𝐴 (𝑞𝑖 , 𝐾, 𝑉 ) = ∑
𝑗

𝑘 (𝑞𝑖 , 𝑘𝑗 )
𝑣 = 𝔼𝑝(𝑘𝑗 ∣𝑞𝑖 ) [𝑣𝑗 ]
∑𝑙 𝑘 (𝑞𝑖 , 𝑘𝑙 ) 𝑗

(15)
The time complexity of self-attention operation
is 𝑂 (𝐿2 ), and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of self-attention operation results satisfies
the long-tailed distribution. By properly extracting
a few of the dot product pairs that produce the main
contribution, the calculation amount can be greatly
reduced with a small loss of accuracy. Informer
adopts the sparsity of 𝑄𝑢𝑒𝑟𝑦—𝐾𝐿 Divergence measure to design the ProbSparse self-attention oper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formula of the sparsity of
the 𝑖𝑡ℎ 𝑄𝑢𝑒𝑟𝑦 is:
𝐿𝐾

𝑀 (𝑞𝑖 , 𝐾) = ln ∑ e
𝑗=1

The whole prediction problem is defined as follows, and the input data at time 𝑡 is:
(12)

Correspondingly, the forecast output data has
the following form:
𝑡
𝑦𝑡 = {𝑦1𝑡 , ..., 𝑦𝐿
∣ 𝑦𝑖𝑡 ∈ ℝ𝑑𝑦 }
𝑦

𝑞𝑖 𝑘⊤
√ 𝑗
𝑑

𝐿

1 𝐾 𝑞𝑖 𝑘𝑗⊤
∑ √
−
𝐿𝐾 𝑗=1 𝑑

(16)

The first item of the formula is the LSE form of
the dot product of 𝑞𝑖 for all 𝐾𝑒𝑦s, that is, taking the
logarithm of the sum of the exponents; and the second item is their arithmetic mean value. Through
this sampling method of ProbSparse, the time complexity of self-attention operation can be reduced to
𝑂 (𝐿𝑙𝑜𝑔𝐿).
In the encoder, for further extract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data, we apply Self-attention Distilling to give higher weight to the dominant features,
as well as creating an adjusted self-attention feature
mapping in the next coding layer. The self-attention
distillation process from layer 𝑗 to layer 𝑗 + 1 is as
follows:

Figure 3: Informer Model Structure

𝑥𝑡 = {𝑥𝑡1 , ..., 𝑥𝑡𝐿𝑥 ∣ 𝑥𝑡𝑖 ∈ ℝ𝑑𝑥 }

(14)

(13)

The input form of the traditional self-attention
calculation mechanism is (𝑄𝑢𝑒𝑟𝑦, 𝐾𝑒𝑦, 𝑉 𝑎𝑙𝑢𝑒), and
we perform a scaled dot product on the inputs, that
is:

𝑡
𝑋𝑗+1
= MaxPool(ELU(Conv1d([Xtj ]

AB

)))

(17)

where [⋅]𝐴𝐵 contains operations such as multihead ProbSparse calculation.MaxPool is the max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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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m pooling algorithm. After performing onedimensional convolution of 𝐶𝑜𝑛𝑣1𝑑 on time elements, we employ 𝐸𝐿𝑈 as the activation function.
In the decoding layer, Informer uses a standard
decoder structure, which consists of two identical
multi-head self-attention layers. The input vector is
in the form:
Figure 4: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Structure
The input to this network is 𝑋

∈

(𝐿𝑡𝑜𝑘𝑒𝑛 +𝐿𝑦 )×𝑑𝑚𝑜𝑑𝑒𝑙
𝑡
𝑡
𝑡
𝑋𝑓𝑒𝑒𝑑
_𝑑𝑒 = Concat (𝑋𝑡𝑜𝑘𝑒𝑛 , 𝑋0 ) ∈ ℝ

ℕ∗𝑖×𝑜×𝑜 .Considering that the output of the convo-

(18)

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n our study is required to
fit a sequence satisfying the standard normal distribution, the 𝑡𝑎𝑛ℎ function is used as the activation
function to enable the CNN to output a negative
value, and the expression is:

In the decoding layer,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Masked Multihead Attention, Informer avoids the
occurrence of autoregressive situations. Finally, the
prediction result is output through a fully connected
layer. Informer takes mean square error (𝑀 𝑆𝐸 ) as
the loss function.

tanh(𝑥) =

sinh(𝑥) e𝑥 − e−𝑥
=
cosh(𝑥) e𝑥 + e−𝑥

(19)

The 𝑡𝑎𝑛ℎ activation function takes (0, 0) as the
symmetric center, and has a faster convergence rate
than the 𝑆𝑖𝑔𝑚𝑜𝑖𝑑 activation function. For an input
of dimension 𝑖 ̄ × 𝑗 ̄ × 𝑟,̄ and a filter span of 2𝑘 + 1,
the kernel function of the entir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an be expressed as

3.2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 variant of
multi-layer perceptron (MLP), is a deep neural network with a convolutional structure. It reduces the
number of weights by local connection and weight
sharing, thus reduc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network and making the optimization process easier.

𝑋̃ = 𝐾 ⊛ 𝑋 =

∑
𝑟∈ℕ∩[1,𝑟]̄

[

∑
𝑝,𝑞∈ℤ∩[−𝑘,𝑘]

(20)

𝐾𝑘+1+𝑝,𝑘+1+𝑞 𝑥𝑖+𝑝+1,𝑗+𝑞+1 ]

̄
𝑖∈ℕ∩[1,𝑖],𝑗∈ℕ∩[1,
𝑗]̄

We insert an adaptive average pool in front of
the first fully connected layer of the network. As
long as the input and output tensors are given, the
adaptive average pooling can automatically calculate the size of the kernel and of the stride. Given the
𝑘𝑒𝑟𝑛𝑒𝑙_𝑠𝑖𝑧𝑒, 𝑝𝑎𝑑𝑑𝑖𝑛𝑔, 𝑠𝑡𝑟𝑖𝑑𝑒 and the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size
of the input tensor), the output tensor size can be
determined by the following formula:

This advantage is more obvious when images
are used as network input. CNN supports direct
use of images as input of the neural network, avoiding the process of feature extraction and data reconstruction in traditional recognition algorithms. As
a multi-layer supervised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CNN mainly extracts data features through the convolutional and the pooling layers in the hidden layers. Finally it outputs the result through the fully
connected layer.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In our study, a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is
designed as a part of the complete prediction model,
whose structure is shown in Figure 4.

=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 2 ∗ 𝑝𝑎𝑑𝑑𝑖𝑛𝑔 − 𝑘𝑒𝑟𝑛𝑒𝑙_𝑠𝑖𝑧𝑒
𝑠𝑡𝑟𝑖𝑑𝑒 + 1

According to the formula above, w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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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ournal of Zhufeng

𝑘𝑒𝑟𝑛𝑒𝑙_𝑠𝑖𝑧𝑒 =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 2 ∗ 𝑝𝑎𝑑𝑑𝑖𝑔)
− 𝑠𝑡𝑟𝑖𝑑𝑒 ∗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 1)
𝑠𝑡𝑟𝑖𝑑𝑒 = ⌊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𝑘𝑒𝑟𝑛𝑒𝑙_𝑠𝑖𝑧𝑒 =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 𝑠𝑡𝑟𝑖𝑑𝑒 ∗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𝑠𝑖𝑧𝑒 − 1)
𝑝𝑎𝑑𝑑𝑖𝑛𝑔 = 0

(22)

Figure 5: The Average Error and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Informer Model with Different
Values of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The whole network has four convolution layers
and three fully connected layers, which ensures the
network’s ability to extract features of the input image and simultaneously avoids excessive parameters
and a hard convergence caused by too many layers.

3.3 Informers-CNN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Informer, we find the
two hyperparameters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the length of the
input sequence length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the length of
the output (predicted) sequence,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prediction accuracy of the model. By
adjusting the values of the two hyperparameters,
we predict the Bitcoin price with this data set, in
which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takes three values of 20, 40 and
60,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takes 10 values ranging from 1
to 10. Thus we obtain 30 different Informer models
through training. The average error of these models’ outputs and the accuracy of their predictions for
ups and downs (whether prices will rise or fall in the
future) are shown in Figure 5.

Figure 6: Overestimate and Underestimate Errors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Informer Model with Different Values of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It can be seen from Figure6 that there is no obvious law of overestimation and underestimation errors for the model, given different parameter values. Therefore it is not easy to choose the best parameters through these two errors, which,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also reflects the difficulty in determining these two hyperparameters of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Since several models of different parameter selection need to be trained to determine the hyperparameters of the Informer model, then, can we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se prediction results
to help us make better predictions? The answer is
yes! In our study, we devise the Informers—CNN
model. Based on multiple Informer models with different values of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we fully
exploit their result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end of the time series, thus improving
the prediction effect.
Suppose an Informer model of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𝑖,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𝑜, whose prediction vector is
𝑑 𝑜
𝑌𝑖𝑜 = {𝑦1 , ..., 𝑦𝑜 ∣ 𝑦𝑗 ∈ ℝ 𝑦𝑖 }, shortened for 𝑌𝑖𝑜 =
[𝑦1 , ..., 𝑦𝑜 ]. Let’s consider the set of values for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From the figure, we can see with the lengthening of the forecast sequence, the average absolute
error roughly increases,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prediction for ups and downs gradually falls. However,
it is hard to determine a method of quickly finding
the model with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average error and prediction accuracy, in any prediction task
using Informer. According to real experience,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train multiple models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 selection and compar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so as to select the best performing one.
The comparison results of the overestimated average error and the underestimated average error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shown in Figure 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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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𝑖1 , ..., 𝑖𝑞 ∣ 𝑞 ∈ ℕ∗ }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𝑜1 , ..., 𝑜𝑝 ∣ 𝑝 ∈ ℕ∗ }

where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The output sequence
of the CNN is the final prediction sequence of the
whole model, and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the model
is shown in Figure 8.

(23)

When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𝑖𝑗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𝑜
𝑜𝑘 , our prediction result is 𝑌𝑖𝑗𝑘 = [𝑦1 , ..., 𝑦𝑖𝑗 ].
Then we splice all the vectors of prediction results:{𝑌𝑖𝑜𝑘 ∣ 𝑖 ∈ {𝑖1 , ..., 𝑖𝑞 ∣ 𝑞 ∈ ℕ∗ }} when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𝑜𝑘 , and we have:

𝑍𝑜𝑘

⎛
⎜
⎜ 𝑜𝑘
=⎜
𝑌𝑖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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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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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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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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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𝑜𝑘
⎝𝑦𝑖𝑞

1

0
( 𝑜𝑘 ) ...
𝑌𝑖𝑞−1
⋯

0
⎛
⎞⎞
⎜
⎟
⋮ ⎟
⎜
⎟
⎟
⎜
⎟
⎟
⎜
⎟
⎟
⎜
⎟
0
⎜
⎟⎟
⎟
𝑜𝑘
⎝𝑌𝑖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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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 ⎟
⎟
⎟
𝑜𝑘
⋯ 𝑦 𝑖1 ⎠
1
⋱

We superimpose the matrix 𝑍𝑜𝑘 on the third dimension, and we obtain a three-dimensional matrix
𝑀:
𝑀 = (𝑍𝑜1

𝑍𝑜2

⋯

𝑍𝑜𝑝 )

𝑝×𝑞×𝑞

Figure 7: the Color Image Formed After Processing
Matrix M When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3,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10

(25)

Suppose the matrix composed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t time 𝑡 is 𝑀𝑡 , then the time series prediction
problem is transformed into the following problem:
the input sequence is 𝑋 = {𝑀1 , ..., 𝑀𝑛 }, the output sequence is 𝑌 = {𝑦1 , ..., 𝑦𝑛 }. In particular, when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3 is 3 and the values in 𝑀 are scaled
between 0 and 255, the matrix 𝑀 can be viewed as
an image, as is shown in Figure7.

Figure 8: Informers-CNN Model Structure

Different color blocks on Line 𝑖 of Figure7 represen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Bitcoin price in the
𝑖’th time interval of the future for models with different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models with different values of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re similar, but there remains differences. Thes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redictions of the 𝑖’th time interval by models with different parameters and between the predictions of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by
the same model) can be synthesized and extracted
by the CNN to give better prediction results.

For the CNN, each input matrix is a splicing of
prediction results of future Bitcoin price by different Informer models at a certain point in time. We
use CNN to lear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diction results by different Informer models at different times,
rather than process the time series, so we perform a
shuffling on the training set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effect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overfitt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model,
we divide the data set into different modules of
training set, verification set and test set, as is shown
in Figure 9.

We take the matrix 𝑀𝑖×𝑜×𝑜 as the input of the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mentioned above, to
output a prediction sequence of length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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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to the end of the original network structure, and used log-likehood loss function as the loss
function. Under the dichotomy problem, the loss
function is expressed as:

𝐿(𝑌 , 𝑃 (𝑌 ∣ 𝑋)) = −

(27)
Suppose Informer(𝑝,𝑞 ) stands for the Informer
model whose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𝑝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 𝑞 ; we
train the model above and make forecasts with it,
and compar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Bitcoin prices
in the first time interval. All the data of the Informer
model are shown in Table2(3) . We use the mean absolute error (𝑀 𝐴𝐸 ) as the evaluation index for the
accuracy of numerical prediction of Bitcoin price.
Among these models with different hyperparameters, Informer(20,2), Informer(40,2) and
Informer(40,5)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MAE, while Informer(40,4), Informer(60,1) and Informer(60,4) have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Forcast
accuracy of rise and fall. Table3 shows the comparison in their prediction results of Bitcoin price in
the first time interval with other models. Suppose
Informers-CNN (𝑝,𝑞 ,𝑘) stands for an Informers-CNN
model with a tensor of 𝑝 ∗ 𝑞 ∗ 𝑞 as the input of CNN
and a predicted sequence length of k as the output.
From Table3, we can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gure 9: Partitioning of Data Sets

4 Experimental Result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4.1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entire experimental environment of our
study is carried out under PyTorch, and all sets of
hyperparameters in the Informer model are listed in
Table1(2) except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In order to better compare the prediction effect,
we also introduce common time series prediction
models, such as ARMA, LSTM, Logtrans, Reformer
and LSTM.
For the prediction of the value of Bitcoin price,
we select mean square error (𝑀 𝑆𝐸 ) as the loss function of the Informer model, and MSE and mean absolute error (𝑀 𝐴𝐸 ) respectively as the loss functions
of the Informers-CNN model and the calculation formulas are:
MSE =

1 𝑚
∑(𝑦 − 𝑦𝑖̂ )2
𝑚 𝑖=1 𝑖

1 𝑚
MAE = ∑ |𝑦𝑖 − 𝑦𝑖̂ |
𝑚 𝑖=1

1 𝑁
∑(𝑦 log𝑝𝑖 + (1 − 𝑦𝑖 )log(1 − 𝑝𝑖 ))
𝑁 𝑖=1 𝑖

• We employ the 𝑀 𝐴𝐸 of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Bitcoin price in all models as our evaluation standard. As we operated differential and
centralized processing on the closing price of
Bitcoin, the 𝑀 𝐴𝐸 of our model’s final prediction is roughly between 0.3 and 0.6, which is
relative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paper’s
results. In fact, the 𝑀 𝐴𝐸 obtained by other
researchers is usually in the range of 0.1 and
0.2, but this is mainly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our preprocessing of the data. Therefore, here
we only consider the comparison between values of 𝑀 𝐴𝐸 , rather than the value’s intrinsic

(26)

For the prediction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ces,
we treat it as a binary problem. We added Softmax

(2) This table can be seen at https://github.com/shiyu-coder/Research-on-Bitcoin-Price-Prediction-Model-Based-on-Informer-andCNN
(3) Table2 and Table3 can be seen at https://github.com/shiyu-coder/Research-on-Bitcoin-Price-Prediction-Model-Based-on-Informerand-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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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ing.
• The Informers-CNN model achieves significantly better results in mean absolute prediction error than other models.Take LSTM, in
comparison, the 𝑀 𝐴𝐸 of the Informers-CNN
model decreases by 56.06%, 56.14% and 55.73%
in the best case respectively, in three data
sets of different time intervals. Even compared with the Informer model, our model has
respectively 47.33%, 48.10% and 48.27% less
MAE.This, from another perspective, also verifies that the model can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series in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prediction effect on the basis of this. In addition, for
CNNs with inputs of small matrices like 𝑀 (for
our matrix 𝑀𝑖×𝑜×𝑜 , 𝑖 and 𝑜 are usually small
values, for instance, the values selected in our
study generally are not larger than 10), how
to better apply the characteristic information
of the input matrix by designing the network
structure specifically is also a direction of our
future studies.
• Our model ha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accuracy of forecast accuracy of rise and
fall compared with LSTM, and a relatively
great progress compared with Informer. Considering that the Informer model does better
in extract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time series
than LSTM and ARIMA models, it has a higher
accuracy rate in predict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future prices. Moreover, the combination of
CNN further improves the accuracy, leading to
an increase of 13.07%, 13.48% and 13.50% in the
three data sets respectively.
• The combination of CNN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prediction results, which also indicates
that common time series prediction models are
still insufficient in extracting and exploring
the features of the time series with a lot of
noise and increased volatility, such as the price
of Bitcoin and other digital assets. Through
the convolution process, we can better integrat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multiple models
and explore the hidden features of time series,
so as to provide better prediction results.

Take Informer(20,1) as comparison,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Informers-CNN (3,10,1) are shown in Figure10.

Figure 10: Comparison of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Informer(20,1) and Informers-CNN(3,10,1)
We do an operation on the prediction results
which is opposite of the data preprocessing, thus
getting the prediction of the real Bitcoin price, see
Figure 11, where the upper part is the predicted price
curve and the real price curve, while the lower part
is the histogram of each moment’s forecast error.
From the image, we can see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real price, the prediction result of our model is
much better than that of the Informer model.

Figure 11: Comparison of forecast results on real
bitcoin price
Another advantage of the Informers-CNN
model is that it can predict for multiple time intervals in the future. Take the model Informers-CNN
(3, 10,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we set the value of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from
1 to 10 and we consider forecasting Bitcoin’s closing price for up to 10 intervals in the future. The
reason why the length of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is set at most 10 is in consideration of InformersCNN(3, 10,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In this model, the length
of the longest prediction sequence in the Informer
module is 10. As CNN is only used for further convolution and processing, in order to get better outcom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prediction results of the Informer model, we set the length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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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ngest sequence it can predict to be the length
of the longest input(existing) prediction sequence,
which is 10 here. Take the 15min data set as an example, the prediction results are shown in Table5
and Table 6(4) .

from 12 to 20 minutes. Plus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the CNN model which costs around half an hour,
the total time for training the complete InformersCNN model is approximately 8 hours, far exceeding the model’s forecast time scale which is in minutes. This is a problem and unless we apply multiple GPUs to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process and extend the time interval for the model’s update, it is
still hard to make true application of it. Therefore,
how to quickly and dynamically update the model
parameters will be a major focus of our future research.

It can be seen from Table5 and Table6 that the
Informers-CNN model still has a certain accuracy
in predicting the Bitcoin price in multiple time intervals in the future, but the prediction effect gradually deteriorates when the time between the prediction and the current moment gets longer. The
reason, for one part, is that with the growth of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there is less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ediction price of this time interval in the input of CNN; for another part, as 𝑝𝑟𝑒𝑑𝑙 𝑒𝑛 increases,
the overall prediction effect gets worse. When the
𝑝𝑟𝑒𝑑𝑙 𝑒𝑛 increases from 1 to 10, the predicted MAE
of the price in the first time interval increases from
0.3268 to 0.3984, while the accuracy rate of judging
whether price will rise or fall decreases from 86.97%
to 81.27%. In addition, the model tends to have a relatively good prediction effect on the price of the last
few intervals in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which enlightens us to select a corresponding length of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time between
the prediction and the current moment, so as to obtain the best prediction effect.

4.2 Parameter Sensitivity Analysis
In the univariate setting, we use a 15-minute
data set to carry out sensitivity analysis on some
key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As is mentioned
above,suppose Informers-CNN(𝑝,𝑞 ,𝑘) represents the
input matrix in the CNN module is 𝑀𝑝×𝑞×𝑞 and the
output is a model with a sequence length of 𝑘. The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parameter in the Informer module will
take corresponding subsets from {10, 20, 40, 60, 80}
according to the size of 𝑝 (for instance, when 𝑝 =
3,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will take {10, 20, 40}). Similarly, the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of the Informer module will take corresponding subsets from {5, 6, ..., 10} based on the size
of 𝑞 . We take the 𝑀 𝐴𝐸 which predicts the Bitcoin
price of the first time interval as the indicator.

Taking Informer(20,5) as a comparison, the prediction results of Informers-CNN (3,10,5) for the
next five time intervals are shown in Figure12.

Figure 13: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Parameters p, q
and k
Parameters 𝑝 and 𝑞 : Fix 𝑘 as 5. As can be
seen from Figure13𝑎, the prediction error decreases
rapidly with the increase of 𝑞 , indicating that the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of the Informer module plays a grea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rediction effect, because
the longer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is, the more sequence features CNN can obtain. Similarly, with

Figure 12: Comparison of the Predicted Results of
Informer(20,5) and Informers-CNN(3,10,5)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other models, we
have a relatively longer training time. Under the
configuration of the laboratory in our study, the
time required to train an Informer model ranges

(4) This table can be seen at https://github.com/shiyu-coder/Research-on-Bitcoin-Price-Prediction-Model-Based-on-Informer-and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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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crease of 𝑝, the prediction error also decreass.
However, since 𝑝 reaches 3, the decrease of MAE
becomes very limite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𝑝 on the prediction effect begins to
weaken after 𝑝 reaches a certain value.

its effect on prediction of Bitcoin price.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Informers and combining the CNN, the
model is able to forecast the Bitcoin price at multiple
moments in the future, meanwhile achieving a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MAE. In addition, this model
can better reflect the changing trend of the time series and has a relatively good performance in predicting the rise and fall of Bitcoin price.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the two key parameters 𝑖𝑛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and 𝑜𝑢𝑡𝑝𝑢𝑡_𝑙𝑒𝑛 in the Informer module are difficult
to determine, this model can make comprehensive
use of the training results in the process of determining the best parameters of the Informer model,
thus making a better performance.
Finally, we carry out a sensitivity analysis on
the important parameters of the model, finding that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the model is insensitive to
the parameter 𝑘,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arameter 𝑝 on the prediction effect begins to weaken after
reaching a certain scale, and setting the parameter 𝑞
twice or larger than twice of the length of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is a more stable choice.

Parameter 𝑘: Fix 𝑞 as 10. As can be seen from
Figure13𝑏, the prediction effec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k, but when 𝑘 reaches a certain scale, the
increase of MAE will not be obvious with the increase of 𝑘, . Therefore, this model can predict the
value of multiple time intervals in the future and simultaneously ensure a certain prediction accuracy.
Also, it can be found in the figure that when p increases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rediction effect of
the model will not increase significantly.
Finally, for real application of the model, how
should we appropriately select values for the hyperparameters? First, in actual problems, the length
of the prediction sequence that the model outputs
is usually know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specific
problem. When we have determined the prediction
length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how do we set the values of the
two key hyperparameters 𝑝 and 𝑘?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above, we believe that for the prediction
task with a prediction sequence of length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we set 𝑝 = 2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and 𝑘 = 𝑝𝑟𝑒𝑑_𝑙𝑒𝑛, and set 𝑞 as
small as possible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the model
has a good prediction effect. Under such circumstance, we may reduce the complexity and training
cost of the model to the maximum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guaranteeing it has a good predi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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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陶瓷材料的力学性能
柯春旭
摘要
本文主要对纳米陶瓷材料的高硬度、高强度与韧性、低温超塑性、良好的高温强度以及抗蠕变能力这
四个具有明显优势与特色的力学性能进行了介绍、归纳与分析。简要介绍了纳米陶瓷材料的特点以及
主要研究倾向，将不同结构类型或强化方法的纳米陶瓷材料与传统陶瓷材料作为结构材料的主要力学
性能进行对比，得出了纳米陶瓷材料在结构领域的优势。分析总结了细晶强化和第二相强化对纳米陶
瓷材料相关力学性能的强化机理。最后依据纳米陶瓷材料的力学性能，调研分析了其可能的并且具有
明显优势的应用领域。
关键词：纳米材料

陶瓷材料

力学性能

增韧补强机理
颗粒与基体晶粒的尺度与分布关系分为纳米-纳米型

1 简介

(图 1-a)，晶内型 (图 1-b)，晶间 (图 1-c)，晶内-晶间
复合型 (图 1-d)[3]。这些不同类型的纳米陶瓷材料在
具有一定共性的同时，
在一些特定场合展现出相当的

纳米陶瓷是指晶界宽度、晶粒尺寸、缺陷尺寸和

各性，有着各自的应用领域。

第二相分布都在纳米量级上的陶瓷材料，
在力学上具
有独特的性能。
纳米陶瓷材料按照组成成分可以分为
纳米单相陶瓷 (细晶强化) 和纳米复相陶瓷 (第二相强
化) 两个大的类别 [1, 1], 纳米复相陶瓷又可按照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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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同时在常温下具有超塑性，高温下具有较强的硬
度与抗蠕变性能。这些特性让其在机械加工、航空航
天、国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1]。

2 纳米陶瓷的主要力学性能
2.1 高硬度
陶瓷材料具有极高的硬度，其硬度往往在 1500

HV 以上，部分使用特定化学成分粉料的特种陶瓷硬
度可接近金刚石，
远高于合金钢等金属结构材料的硬
度 [6]。而陶瓷材料的力学性能主要由其中的晶相决
定，
纳米陶瓷材料在晶相的化学成分上与传统陶瓷并
无区别，因此其也具有极高的硬度。
图 1: 纳米复相陶瓷的四种类型 [3]

除此以外，由于纳米陶瓷的晶粒非常细小, 受到

关于纳米陶瓷的制备，
首先通过一定的物理或化

细晶强化的影响，
其硬度可以达到相同成分的非纳米

学方法得到纳米级粉体, 然后对其进行加压成型, 最

陶瓷的 5 倍以上，如在 100 o C 下，纳米 TiO2 陶瓷和
普通 TiO2 陶瓷的硬度分别为 1300 kgf/mm2 和 200

后通过某种烧结方式使其变致密 [1]。由于纳米陶瓷
具有纳米级的微观结构，材料组成结构更加致密化、

kgf/mm2 (1) [1, 7]。同时由于纳米陶瓷的晶粒分布均

均匀化，缺陷得到了有效控制，改善了陶瓷材料的性

匀且致密，有效减小了陶瓷中玻璃相的比重，加之第

能, 提高了其使用的可靠性。更为重要的是，纳米陶

二相纳米粒子的加入可以提高玻璃相的熔点，
也可以

瓷通过细晶强化增加了其强度与韧性，
克服了传统陶

抑制陶瓷中晶界的滑移，
这使得纳米陶瓷在高温下也

瓷材料脆性大、强度差、难加工等致命缺点，改善了

具有相当高的硬度。

陶瓷作为结构材料的使用性能 [1, 2, 3]。同时纳米陶

2.2 高强度与高韧性

瓷引入的超塑性或良好的高温力学性能也使其受到

传统陶瓷是脆性材料，其冲击韧度、断裂韧度都

人们的青睐 [1]。
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纳米陶瓷材料的相关理论

很低，
这主要是由于陶瓷材料在制备的过程中不可避

已经趋于成熟。就力学性能而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免地会产生气相以及裂纹等。
而粉料和晶粒的超细化

在通过掺杂并研究纳米陶瓷的强化机理，
对其力学性

是陶瓷强韧化的根本途径之一，
因为随着粉料与晶粒

能进行进一步优化上。王昕等 (2000) 就纳米复合陶

尺度的减小，陶瓷烧结体中气孔、裂纹的尺寸、数量

瓷增韧机理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纳米复合陶瓷韧性增

和不均匀性得到了最有效的控制 [6]。与此同时，由

加是主晶界强化和晶粒分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6]；刘

于纳米陶瓷具有较大的晶界界面, 在界面上原子排列

含莲等 (2003) 对纳米陶瓷材料的增韧补强机理进行

无序，在外界应力的作用下很容易发生迁移，因此展

了总结，
认为纳米显微结构对陶瓷材料的强化存在晶

现出优于普通陶瓷的延展性与韧性 [1, 12]。

粒细化，形成「晶内型」结构，微米晶粒的潜在纳米化

对于通过第二相强化的纳米复相陶瓷，颗粒增

效应，影响基体晶粒形状四种典型强化模式 [7]；浦

强、裂纹偏转和晶粒拔出是最主要的增韧机制 [1]。根

毅杰 (2015) 利用 FEM 方法，对纳米陶瓷及纳米陶瓷

据 Niihara 等的报道，当 SiC 的含量为 5 % (体积分数)

基复合材料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分别讨论碳纳米

时,Al2O3/SiC 复相陶瓷的抗弯强度从单相 Al2O3 陶

管、
纳米颗粒及其协同作用对陶瓷材料补强增韧效果

瓷的 300～400 MPa 提高到 1 GPa，经过 1300 ℃ 热

的影响 [4]；桂凯旋 (2013) 对 ZrB2 基纳米超高温陶

处理后其抗弯强度可达 1.5 GPa，材料的断裂韧性提

瓷复合材料的制备及性能进行了深入研究，
利用纳米

高幅度在 40 % 以上 [8]；张延峰对纳米 Ni3 Al/Al2 O3

颗粒具有烧结活性高的特性实现了 ZrB2 基超高温陶

复合陶瓷的中强化相 Ni3 Al 的配比与陶瓷强度的关

瓷的低温烧结 [5]。

系进行了实验研究，结果如图 2 所示。可以看出，随
着强化相 Ni3 Al 比重的增加，陶瓷材料的抗弯强度和

总而言之，
纳米陶瓷材料的力学特性在于其在保

断裂韧性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14]。

有传统陶瓷材料高硬度的同时，
具有较高的强度和韧
(1) kgf，力单位，1

kgf=9.8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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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相 Al2 O3 相比, Al2 O3 /SiC 纳米复合材料中没有蠕
变裂纹产生 [13]；在 Si3 N4 /SiC 纳米复相陶瓷中因
蠕变产生的空洞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大小上都明显
小于单相 Si3 N4 中的空洞 [14]。这说明纳米第二相
掺杂物有效抑制了材料蠕变过程中裂纹或空洞的产
生，是材料高温强度改善的重要原因之一。
需要注意，
极精细的掺杂第二相纳米粒子并不能

图 2: 不同纳米 Ni3 Al 配比的复合陶瓷的抗弯强度与
断裂韧度 [14]

改善材料的高温蠕变抗力，
只有当基体晶粒大小达到
合适的晶粒尺寸，
且有大量第二相纳米粒子存在于其

2.3 低温超塑性

晶界时，蠕变抗力及韧性才会得到很大改善(2) [22]。

超塑性是指在拉伸试验中, 在一定的应变速率
下, 材料产生较大的拉伸形变 [9]。陶瓷的超塑性是
由扩散蠕变引起的晶格滑移所致，
与晶粒尺寸的三次
方成反比。普通陶瓷是一种脆性材料，在常温下没有
超塑性，很难发生形变。原因是其内部滑移系统少，
错位运动困难，错位密度小。只有达到 1000 o C 以上,
陶瓷才具有一定的塑形 [1, 3, 9]。
而对于纳米单相陶瓷而言，
每当其晶粒尺度减小
一个数量级，扩散系数会提高三个数量级，因而扩散
蠕变速率较高，因而在低温下表现出超塑性。Wana-

nuruksawong 等在 1300 o C,300 MPa 下，通过放电
等离子体烧结 (SPS) 成功地制备了致密的纳米晶氮
化硅 (Si3 N4 ) 样品。该纳米陶瓷样品在 10−3 ∼ 10−2
s−1 的高应变速率下表现出超塑性变形，在变形样品

图 3: 纯 Al2 O3 陶瓷和掺杂氮化硼纳米管 (BNNTs)
的复合陶瓷材料弯曲强度随温度变化的曲线 [15]

中未观察到显著的显微结构变化，
且在大变形后没有
出现明显的损坏 [10]；Jin Li 等在对使用闪光烧结技
术制得的纳米 TiO2 陶瓷的研究中发现，纳米 TiO2 陶

除此以外，
纳米陶瓷本身较小的玻璃相比例以及

瓷在室温下就可发生塑性形变, 在 180 o 下塑性形变

掺杂粒子对玻璃相的强化作用，
都会提高纳米复相陶

可达 100 %[11]；国内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也发现, 纳

瓷的抗高温蠕变性能 [12, 15]。同时，纳米陶瓷较好

米 3Y − TZP 经室温循环拉伸试验后, 样品的断口区

的均匀性也可以有效减小因不均匀导致的材料的应

域发生了局部超塑性形变, 形变量高达 380 %, 并在

力集中，对材料的高温强度起强化作用。

断口侧面观察到了大量的滑移线 [12]。

2.4 良好的高温性能

3 纳米陶瓷的强化机理与方法

不同结构类型的纳米陶瓷其高温性能表现出很
大的差异。在上一节所述的纳米单相陶瓷中, 其在通
常情况下呈现出良好的超塑性；但对纳米复相陶瓷,

3.1 细晶强化

由于纳米掺杂粒子对基体晶粒内部位错移动以及基
体晶粒沿晶界滑移的阻碍作用, 使得整个材料的抗蠕

通过细化晶粒而使材料强度提高的方法成为细

变性和高温性能均得到明显改善。

晶强化，其强化机理是通过细化晶粒，增加材料中的

比 如， 唐 耿 平 等 采 用 热 压 的 方 法 制 备 了

面缺陷，即晶界与亚晶界的数目，达到提高材料强度、

SiCp − Si3 N4 纳米复相陶瓷。其室温、高温力学性能
比氮化硅单相陶瓷有较大的提高, 断裂韧性分别为
11.78 MPa ⋅ m1/2 和 14.69 MPa ⋅ m1/2 (1350 o C), 抗弯
强度分别为 934 MPa 和 696 MPa(1350 o C)[19]；同
(2) 详细原因见

硬度、塑性和韧性的目的。这是因为细晶粒受到外力
发生塑性变形可分散在更多的晶粒内进行，
塑性变形
较均匀，应力集中较小；此外，晶粒越细，晶界面积
越大，晶界越曲折，越不利于裂纹的扩展 [6]。

3.2.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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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陶瓷材料晶粒尺度与强度的关系 [6]
图 5: 第二相纳米粒子对裂纹的强钉扎作用 [6]
对于纳米陶瓷而言，
其纳米尺度的晶粒可以将面
缺陷的比重显著提高，由此达到了细晶强化的目的。

诱发穿晶断裂

图 4 展示了陶瓷材料晶粒尺度与强度的关系，可以

裂纹沿晶界扩展引发的断裂称作沿晶断裂，
裂纹

看出，随着晶粒尺度的减小，陶瓷材料的强度逐渐提

穿过晶粒内部扩展而引发的断裂称作穿晶断裂。
穿晶

高并接近理论强度。

断裂时的断裂能远高于沿晶断裂能，
因此诱发穿晶断
裂是使材料增韧补强的重要机理之一。
掺杂第二相纳

3.2 第二相强化

米粒子的加入强化了晶界，
裂纹尖端遇到掺杂第二相

当在陶瓷基材料中掺杂 SiC, BNNTs 等在烧结过

纳米粒子产生偏转，产生穿晶的趋势；同时晶粒内的

程中不与陶瓷基体材料发生化学反应，
且具有较高硬

掺杂第二相纳米粒子产生的拉应力形成众多的亚晶

度与熔点的纳米粒子时，
这些纳米粒子会以弥散的细

界，促使裂纹穿晶扩展 [7, 28, 29]。在晶界强化与晶粒

小微粒的形式均匀分布于基体相 [6]，对陶瓷基体起

削弱的共同作用下，断裂的扩展由沿晶转变为穿晶，

到第二相强化的目的，
从各个角度对陶瓷基体起到强

从而达到提高材料强度和断裂韧性的目的。

化作用。主要有对裂纹的强钉扎作用、诱发穿晶断裂、

抑制断裂过程中的位错运动

抑制断裂过程中的位错运动这几个方面 [7]。

当纳米陶瓷材料发生断裂时，除了裂纹的扩展
外，在玻璃相中还存在着剧烈的位错运动，这一位错

对裂纹的强钉扎作用

运动会进一步增加材料的不均匀性，引起应力集中，

当初始裂纹沿主晶界扩展时遇到晶界纳米相, 无

进一步促进裂纹发展。而加入第二相纳米粒子对晶

论主裂纹穿过或绕过高硬度的强化纳米粒子都要消

界起到了桥联作用，阻止晶界滑动，可以有效抑制这

耗部分断裂能, 通过这种能量消耗，裂纹就会被“钉

一位错运动，起到颗粒增强的效果，提高材料的强度

扎”而阻止其扩展。邵刚勤等对 Si3 N4 /SiC 纳米复合

[6, 29]。

陶瓷体系进行了相关总结, 并发现处于 Si3 N4 晶界上

4 纳米陶瓷材料的应用

的纳米 SiC 阻止裂纹沿晶界扩展使材料强度和抗蠕
变性能提高, 复合陶瓷的弯曲强度在 1400 o C 时仍未
明显下降，超过 1000 MPa,1500 o C 时的弯曲强度仍

4.1 纳米陶瓷涂层

有 900 MPa[24, 25, 26]。

即使经过了细晶强化和第二相强化的补强增韧，

可见，第二相纳米粒子越细，裂纹绕过纳米粒子

纳米陶瓷材料在韧性上仍与合金钢等金属材料存在

或穿过纳米粒子所需额外消耗的能量就越小，
对沿晶

一定差距。
而为了克服陶瓷材料韧性不足的这一固有

界的裂纹阻碍作用就越小。可见，为了达到最佳的强

缺陷，纳米陶瓷涂层就成了解决问题的新思路。通过

化效果，
需要对掺杂第二相纳米粒子的尺寸进行深入

热喷涂，等离子喷涂等方法，将纳米级的陶瓷粉料喷

研究与控制。Nekouee K A 等通过火花等离子体烧结

涂至构件表面，
并使其在构件表面熔融形成一层致密

(SPS) 方法制备了完全致密的 𝛽−Si Al ON/Ti N 复合
材料，纳米粉体具有低于 155 nm 的平均粒度。机械
性能评价表明，通过添加微尺寸 TiO2 , 获得了 14.6
GPa 的硬度和 63 MPa/m2 的断裂韧性的最佳机械性
能 [27]。

的纳米陶瓷涂层 [30]。这样，构件的表面在获得了纳
米陶瓷材料优异的硬度与耐磨性的同时，
主体受力结
构仍保有金属材料的韧性。因此现阶段，纳米陶瓷材
料最广泛的应用在涂层与包覆材料方面 [1]。
王铀等在对热喷涂纳米结构 Al2 O3 /TiO2 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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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

的研究中，发现纳米结构 Al2 O3 /TiO2 涂层与基体的
结合强度较微米结构的涂层的提升了 1～2 倍；而加

陶瓷基复合材料具有高比强、高比模、高可靠性、

入纳米级稀土微粒使纳米结构 Al2 O3 /TiO2 陶瓷涂层

耐高温以及轻质等优异性能, 已成为航空、航天、能源

的耐磨性大幅度提高, 与现有微米结构涂层相比, 耐

等领域理想的高温结构材料。采用 C/SiC 和 SiC/SiC

磨性可提高 4～8 倍 [31]。由此可见，纳米陶瓷涂层

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备液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室, 可以

相较于传统涂层的综合力学性能有了显著提高，
同时

减轻发动机结构质量, 提高发动机工作温度, 简化发

除了力学性能外，纳米陶瓷涂层还具有抗氧化、耐腐

动机结构设计, 从而大幅度提高发动机整体性能 [1,

蚀、耐高温、吸波等其它优异的物理化学性能，可以

37]。

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件表面防护的领域。

德国 DASA ( EADS ST 前身) 采用液相渗硅反应
烧结 (LPI) 技术制备出多种规格液体和固体火箭发动

4.2 刀具材料

机 C/SiC 推力室。其中，10 N 双组元卫星发动机推力
室经 400 个热循环试车考核后 (累积工作时间 50 h),

随着制造业的发展，
数控机床和加工中心的加工
能力获得极大提高，并不断向高速、高效率加工发展，
从而对刀具材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传统的高速钢逐

无明显的热老化和热腐蚀现象。DASA 结合缠绕成
型技术和 PIP 技术制备出 400 N 卫星远地点发动机

C/SiC 复合材料推力室。该推力室在室压 1 MPa 下累
计完成 34 min 的热试车考核, 其壁温达到 1277−1577
o C, 考核后无明显的结构和外形变化。综合性能有了

渐难以满足。
由于纳米陶瓷材料自身极高的硬度以及
在高温下良好的热硬性与抗蠕变性，
使得其在使用过
程中的蠕变变形和自身磨损变形得到了有效控制，
拥

很大的改善。

有更高的切削可靠性和加工精度，
同时也拥有更长的

除此以外，航空发动机、高超声速飞行器等对材

使用寿命 [32]。

料高温性能有着较高要求的领域也能看见纳米陶瓷

石增敏等对以纳米复合 Ti(C, N) 基金属陶瓷

的身影。

为原料的刀具的切削性能与由硬质合金钢制成的

5 总结

TY − 15, TN − 20 进行了对比，发现在切削不同材
料时，纳米复合 Ti(C, N) 基金属陶瓷刀具均在耐久
性上展现出一定优势，在切削正火以及退火态的 45
# 钢时，纳米复合 Ti(C, N) 基金属陶瓷刀具的使用
寿命较合金钢刀具提高了 5 − 10 倍 [33]。同时也发
现纳米复合 Ti(C, N) 基金属陶瓷刀具在存在冲击的

纳米陶瓷材料相对于传统陶瓷而言，
受细晶强化
和第二相强化的影响，
内部缺陷的尺度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
第二相纳米粒子的加入则有效抑制了内部裂纹
的扩展与自身的形变，
使得纳米陶瓷材料在继承了传
统陶瓷材料优良特性的同时，
获得了其它的优良力学

非连续切削场合的耐久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说明

性能，主要包括：

其韧性仍有提升空间，但是综合来看纳米纳米复合

Ti(C, N) 基金属陶瓷刀具相较于合金钢刀具仍具有
明显优势 [32, 33, 34]。

1. 进一步提升了传统陶瓷材料的硬度；
2. 相对而言优良的强度与韧性，一定程度上克服
了传统陶瓷材料高脆性的固有弊端，提高了其

4.3 装甲防护材料

作为结构材料的使用性能；

3. 低温超塑性，使得陶瓷材料的加工性能得到提

纳米陶瓷材料极高的硬度使得利用其制作防护

升；

材料成为了可能。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成功研制了

4. 良好的热硬性与抗蠕变能力，为纳米陶瓷材料

第一代复合装甲——乔巴姆装甲，采用了钢—陶瓷—

在刀具与高温材料方面的应用打下了基础。

钢的复合结构，
使得主战坦克的防护能力有了质的飞

这使得纳米陶瓷材料获得了更广泛的应用领域，

跃 [35]。随后，随着纳米技术的发展，纳米陶瓷材料
逐渐取代传统陶瓷，
成为了性能更加优异的复合装甲

在表面涂层、机加工刀具、装甲防护、航空航天领域

材料。

都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

除了坦克装甲外，
纳米陶瓷也被用作舰船防护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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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普拉斯兽对物理学科发展的象征意义
——兼对相关物理学史的梳理与讨论
许禹睿
摘要
本文从牛顿力学定律的提出出发，分析了拉普拉斯兽背后的两种重要思想：世界的各种运动是力学运
动；物质无限可分。并阐述了拉普拉斯兽提出的具体过程及其在哲学上内涵的机械决定论。以哈密顿为
例，介绍了在拉普拉斯兽提出以后科学家对于牛顿力学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本文分析了机械决定论与
统计物理学的观念在偶然性以及不可逆过程上的矛盾。并从波函数的统计解释与不确定性原理入手，
介绍了近代物理研究在微观领域对机械决定论的否定。并初步介绍了庞加莱、E. 洛伦兹等人对混沌现
象的发现与研究，借此说明在宏观层面上拉普拉斯兽趋于消亡的原因。最后，本文尝试借助托马斯·库
恩的「范式」理论，梳理了拉普莱斯兽有关的物理学史，并讨论了拉普拉斯兽的存灭对于物理学研究
的意义：拉普拉斯兽在微观领域中的消亡，就意味着物理学科在微观领域研究「范式」的转换，也意
味着量子物理这一研究微观世界的新的常规科学的建立。而一个以「混沌」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新「范
式」的建立，或将为人们认识宏观世界提供新的途径。
关键词：拉普拉斯兽

机械决定论

哈密顿方程

不确定性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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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拉普拉斯兽的提出与完善

1 拉普拉斯兽的「生老病死」

拉普拉斯的具体表述

1.1 拉普拉斯兽产生的物理背景

在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发表约 100 年
之后，拉普拉斯兽开始逐渐进入科学家的思考范畴。

牛顿与经典力学

这只妖兽首先在 1763 年被意大利天文学家博斯科维

从 16 世纪开始，自然科学开始在欧洲大陆重焕

奇发现 [2]。后来，法国著名的力学家拉普拉斯对此

生机。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以及笛卡尔等人相继

做了长久而深入的研究，并于 1814 年发表了《哲学

在自然科学的探索中取得卓越的成就。
站在前人的基

的概率短论》一文。他将他的研究成果表述为：
「我

础上，牛顿在 1665—1666 年发明了微积分，提出了

们应当把宇宙的现在状态看作是它先前状态的效果，

运动、光和引力的学说，并于 1687 年出版了《自然

随后状态的原因。暂时设想有一位神灵，它能够知道

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奠定了经典物理学的基础与

某一瞬间施加于自然界的所有作用力以及自然界所

方法。

有组成物各自的位置，
并且它能够十分广泛地分析这

牛顿在物理学上的伟大成就，
从以下三个方面促

些数据，那么，它就可以把宇宙中最重物体的运动和

进了拉普拉斯兽的产生：

最轻的原子运动，均纳入同一公式之中。对于它，再
没有什么事物是不确定的，未来和过去一样，均呈现

• 牛顿建立了严整的经典力学体系，从中得出了

在它的眼前 [3]。」

一个严格的、量化的力学因果性表述，使人们

在拉普拉斯看来，一切事物的运动都是确定的，

在原则上有可能用严格的力学规律对物体的运

服从着牛顿运动规律。
尽管他本人也是一个研究概率

动做出完善的解释和预言 [1]。

问题的数学家，但是他却在物理上否认存在偶然性。

• 牛顿继承并发展了伽利略的实验思想，强调理

他认为所谓的偶然性只不过是人们对真实原因无知

论与实际的联系。科学家希望能够在观察和实

的表现，
并且将随着人类的知识范围的拓宽而逐渐减

验的基础上得出理论，也希望所得理论能够解

少，直至在真正的科学面前消失。

释乃至预测现实生活中物质的运动与变化。这

由此可以归纳，
拉普拉斯兽实际上是一种自然观

也是拉普拉斯兽产生的动机之一。

的表现。因为其将世界的各种运动归结为力学运动，

• 牛顿使用了严谨的数学语言来描述他所提出的

所以其是机械的；因为其认为物质的运动、变化存在

理论。微积分方法的引入，使科学家能够定量

因果上必然的联系，否定随机与偶然，所以其是决定

地研究物理问题，尤其是研究物质状态随时间

的。人们称这种自然观为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 [4]。

变化的问题。这也是拉普拉斯兽产生的重要条

事实上，在拉普拉斯兽诞生后的整个十九世纪

件之一。

里，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为之吸引。他们进一步
地拓展了牛顿力学理论，
使得拉普拉斯兽的形象在科

原子论与质点模型

学面前更加栩栩如生，而哈密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要解释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
除了需要牛顿的力

哈密顿方程与哈密顿原理

学理论之外，还需要研究物质的组成。最早尝试给出

在实践中不难发现，要弄清质点系的运动情况，

这一问题的解答的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德谟克利特，
他
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坚不可摧，是永

需要对大量的质点建立方程并求解。
质点之间的复杂

不变化的物质最小颗粒；它们的组合就构成了各式各

相互作用以及质点数量的增多会使方程的求解变得

样的物体。

极为困难。

不知是否参考了德谟克利特的思想，
牛顿也将物

面对这个困难，
哈密顿首先对多质点系统进行了

体简化为质点以便研究。建立质点运动的二阶微分

简化，把考察的系统限定在保守系中。其次，哈密顿

方程，
方程的解是一个包含了质点运动全部信息的函

把每一个质点的位置和动量当作是两个独立变量来

数。对于一个较大的物体，可以将其分割成若干个质

考虑。在一个三维空间中，描述质点运动状态的除三

点，求解所有质点的运动方程，得到这个质点系的运

个位置状态外，还有三个动量变量。对于有 𝑥 个质

动情况，也即这个物体的运动情况。以这一思想为基

点的系统，就有 6𝑥 个变量来描述其运动状态，我们

础，物理学家建立了理论力学，原则上可以使用牛顿

称这些变量所构成的函数为哈密顿函数。

定律来刻画整个世界物质运动的图像。至此，孕育拉

由哈密顿函数，可以导出一组一阶的哈密顿方

普拉斯兽的两种思想已趋完备。

程。这个方程是一阶的微分方程，在求解的过程中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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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到物理量的一阶导数而不涉及二阶导数。
又由于

后果的联系，有着决定性的秩序 [6, 7]。更有一些大

位置变量与动量变量的时间导数是所有位置与动量

胆的猜想家据此推断：拉普拉斯兽或许就存在于高维

的给定函数，
方程的求解相对于单纯的牛顿运动中的

空间之中。

方程而言将会简单很多。也就是说，如果知道了系统

1.3 拉普拉斯兽的消亡

的初始的动量和坐标的值（即系统的初态 𝑌 (𝑡0 ) ）
，也

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

就知道了动量和坐标对时间一阶导的值（𝑌 ′(𝑡0 )）就

上文从牛顿力学到拉普拉斯兽的演绎在逻辑上

可以计算出一小段时间 d𝑡 之后的系统的运动情况：

是完全自洽的，
因此拉普拉斯兽从经典物理的角度难
𝑌 (𝑡0 + d𝑡) = 𝑌 (𝑡0 ) + 𝑌 ′ (𝑡0 ) ⋅ d𝑡

(1)

以证伪。
但是同一时代统计物理学的研究成果却与拉
普拉斯兽的存在相矛盾。

把计算出来的结果当作下一次计算的初始值，
代

19 世纪，科学家在研究蒸汽机的过程中建立了

入上述公式，
即可得到 𝑌 (𝑡0 +2d𝑡) 时的运动状态。
重复

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
当人们最初研究大量微观粒子

这样的过程，可以得到哈密顿方程的数值解。这表明，

所组成的宏观物质时，人们就发现，相比于牛顿力学

若已知系统的位置与动量的初始值，
通过哈密顿方程

定律，概率论规律更能够描述这些微观粒子的运动。

可算得系统任意时刻位置和动量取值，
即获得系统在

建立热传导数学理论的 J.B.J. 傅里叶就指出，牛顿力

任一时刻的运动状态。
把这一处理多质点系统的思想

学理论不适用于热力学。

扩大到整个宇宙，那么只要宇宙的初始条件给出，原

1850 年，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总结出了热力
学第二定律。1865 年，他又引入了「熵」的概念把热力

则上可以计算出宇宙未来的情况。

1843 年，哈密顿又提出了哈密顿原理。在粒子

学第二定律表述为「熵增原理」
：系统经绝热过程由

开始运动到结束运动的过程中，
定义粒子动能与势能

一状态达到另一状态熵值不减少。这一原理说明，自

的差（拉格朗日函数）对时间的积分为作用量，即：

然界中存在不可逆过程。但是拉普拉斯断言，在计算

𝑡1

𝑆 = ∫ 𝐿d𝑡

力足够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现有状态推算过去状态。

(2)

这二者无疑是存在矛盾的。

𝑡0

波函数的统计解释与不确定性原理

其中 S 表示作用量，L 表示拉格朗日函数。

在 1923 年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后，薛定谔与

则哈密顿原理可以表述为：
一个粒子在其运动的

1926 年 1 月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关于波动力学的文章，

过程中会选取使作用量取极值的路径，
即作用量的变
分为 0：

𝑡1

𝛿𝑆 = 𝛿 ∫ 𝐿d𝑡 = 0

并陆续给出了薛定谔方程以描述微观粒子的状态随
时间的变化规律：

(3)

一维薛定谔方程:

𝑡0

如果将宇宙看成是由无数个粒子组成的，
那么宇宙的

ℏ2 𝜕 2 Ψ(𝑥, 𝑡)
𝜕Ψ(𝑥, 𝑡)
+ 𝑈 (𝑥, 𝑡)Ψ(𝑥, 𝑡) = 𝑖ℏ
2𝑚 𝜕𝑥2
𝜕𝑡

运动符合使作用量取极值的情况。因此，哈密顿原理

三维薛定谔方程:

理论上讲，宇宙中的所有粒子都遵守这一原理。

−

无疑又是拉普拉斯兽的证据之一 [4]。
此外，对于哈密顿方程，哈密顿采用了一种变换，
用空间维数的扩大，换得研究对象的单一。哈密顿方

−

(4)

𝜕Ψ
ℏ2 𝜕 2 Ψ 𝜕 2 Ψ 𝜕 2 Ψ
( 2 +
+
) + 𝑈 (𝑥, 𝑦, 𝑧)Ψ = 𝑖ℏ
2
2
2𝑚 𝜕𝑥
𝜕𝑦
𝜕𝑧
𝜕𝑡

(5)

程用三个位置变量和三个动量变量来描述一个粒子

定态薛定谔方程:

的运动，那么在六维空间中，就可以用一个点来表示
这个粒子的运动状态，称这个空间为相空间。如果在

−

三维空间中有 𝑛 个粒子，那么对应的相空间就是 6𝑛

ℏ2 2
∇ Ψ + 𝑈 Ψ = 𝐸Ψ
2𝑚

(6)

薛定谔方程的解表示德布罗意波，也称波函数，

维空间。
在相空间中只需要一个点就可以表示三维空
间中 𝑛 个粒子的运动状态，也就是整个系统的运动状

用符号 Ψ 表示。薛定谔希望这些连续的波函数能够

态。原本由哈密顿方程来决定的系统变化，转化为由

直接表示电子的某种物理意义，这样，这一由他创立

相空间中点运动的矢量场来决定。
一旦系统开始的状

的方程就使得物理学拥有了一个包括连续场和波在

态确定了，后续的状态也就会连续地被这个场确定。

内的坚实基础。在这一基础上，微观粒子也需要服从

这一事实似乎也表明，
任一状态的存在都存在着前因

确定论的因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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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玻恩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 Ψ 是一个复

拉斯兽完全消亡于物理世界之中。

数，但是所有可观察的物理量都必须用实数来表示。

1879 年，法国物理学家庞加莱在研究三个物体

进而他提出：电子波函数的平方代表在某给定地点找

的动力学问题时发现，这个系统无法精确求解。他原

到电子的概率（几率密度）
。这一定义化解了波动图

先认为，
在这个系统中描述每个物体运动的方程都是

像和粒子图像的对立，也使得他的解释，即波函数的

已知的，因此每个物体的运动就应当是可预言的。但

统计解释，得到了多数科学家的认同 [8]。

是研究表明，每个物体的运动轨道十分杂乱，无法画
出各个物体的运动轨道。1903 年，庞加莱在《科学

几乎是同一时间，
海森堡受邀来到柏林大学讲述
他的量子力学。
演讲结束后他的量子力学受到了爱因

与方法》一书中描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他的猜想。

斯坦的质疑：量子力学拒绝考虑原子中电子的轨道，

他认为：在这样的「三体」问题中，系统自身就蕴含

而事实上可以观察到云室中电子的径迹，
这是与量子

了某种混乱，
并且这种混乱会在系统演变的过程中表

力学不相容的。受爱因斯坦的启发，海森堡开始思考

现出来。后来人们将这种混乱称为混沌。

如何用已知的数学形式来描述云室中的电子径迹。

庞加莱第一个揭露了「三体问题」的极端复杂性，

围绕这个问题，
海森堡发现云室中的径迹并不是

但是他以及他同时代的人并没有能够很好地给出解

具有明确位置和速度的一条无限细的线，
在云室中看

答。但是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计算机的快速发展，科

到的电子径迹远宽于电子直径。他进一步思考，如果

学家的目光又重新投向了这类需要求解非线性方程

从「只有能用量子力学的数学方程式表示的那些情

的复杂系统问题。

况，才能在自然界中找到」这样的基本原则出发，所

19 世纪 50 年代，美国气象学家 E. 洛伦兹在选择

能获得的最佳准确度是什么呢？他随即进行了一番计

数值天气预报方程时，
将含有几千个变量的方程简化

算，得到了不确定性原理：

为了只含有 12 个变量的方程组，给出初始数据，让

Δ𝑥Δ𝑝 ≥

ℎ
4𝜋

计算机进行数值运算。但是，由于初始值的舍入误差

(7)

被不断放大，方程的解的误差也很大，以至于出现了
非周期震荡。1961 年，他又将方程组简化为三元方程

对于这一不等式，海森堡自己是这样解释的：
「在

组，但是所得到的数值解仍然不具有周期性。1963 年，

位置被测定的一瞬，即当光子正被电子偏转时，电子

他在《大气科学杂志》上以「确定性的非周期流」为

的动量发生一个不连续的变化，因此，在确知电子位

题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混沌对机械决定论自然观的冲

置的瞬间，
关于它的动量我们就只能知道相应于其不

击成果。这标志着一门新科学——混沌学的诞生。混

连续变化的大小的程度。于是，位置测定得越准确，
动量的测定就越不准确，反之亦然。
」不确定性原理表

沌学的创立是物理学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后的又
一次革命，洛伦兹也被誉为「混沌学之父」。

明：同时严格确定速度和位置的数值是不可能的，它
们的数值准确度有个下限，
这是一条自然定律 [9, 10]。
尽管对于量子力学，
本文仅从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在混沌学创立之后，
人们陆陆续续又做了很多的
实验，试图解释混沌的真相。例如，在 1981 年，几位
天体力学家研究了所谓「有限制的平面三体问题」，

与不确定性原理这两方面揭示了它的冰山一角，
但是
它在微观世界对于机械决定论的毁灭意义已然明确。
尽管量子力学中体系的变化服从薛定谔方程，
似乎使

即将一个小质量的天体和两个等质量的大天体限制
在一个平面上运动．
当小天体在两个大天体的中垂线
上摆动若干次以后，它的行为变得随机起来，人们再

微观粒子也服从某种确定的因果论，
但是波函数的几

也无法预测它的位置、速度及回归的时间．对于这样

率性质使得量子力学对决定粒子运动状态的物理量

的系统，运动是完全有确定的微分方程来描述的，然

不能做出确定的预言，而只能给出取值的几率。而不

而其系统内部却出现了混乱，
产生了所谓自发性混沌

确定性原理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质：量子

[11, 12]。

力学不允许粒子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
也就是

必须注意到，混沌现象中最终表现出来的随机

说，
前文提到的哈密顿方程的六个状态变量不可能同

性，
是系统内部自发的，
而不是外部的。
也就是说，
混沌

时确定，
这也就导致拉普拉斯兽不可能生存在微观世

的产生不是因为系统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 而是来自

界之中。

确定性系统内部的随机性，所以称为内在随机性。同

庞加莱、E. 洛伦兹、混沌与非线性系统

时需要注意到，这种内在随机性是系统的宏观性质，

如果说统计物理学只是引发了人们对于拉普拉

这是其和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的不同所在。
这些随

斯兽的怀疑，
量子力学在微观世界否定了机械决定论

机性高度依赖于初值，
几乎不可能对这些随机进行预

的话，
那么二十世纪混沌现象的发现几乎最终使拉普

测，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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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讲，拉普拉斯兽在微观领域中的消亡，就意

2 思考：拉普拉斯兽与物理学

味着物理学科在微观领域研究范式的转换，
也意味着

科的发展

量子物理这一研究微观世界的新的常规科学的建立。
相比于微观领域的量子物理，
物理学家们对于宏

2.1 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简介

观领域中的混沌现象的研究要迟滞很多。在宏观层

纵观拉普拉斯兽的整个「生命历程」
，我们不难

次上描述运动流体的许多非线性方程本身都是纯确

发现，无论是它的诞生、成熟还是逐渐消亡，都与特

定论的方程，不含有任何外加的随机因素。但是它们

定时代的重大科学发现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引入美

究竟能否反映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湍流现象，
即十分

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解读拉

紊乱无规的运动状态，
这一直是物理学面临的一大难

普拉斯兽在物理学史上的意义。

题。而人们对于混沌现象的认识，不仅质疑了宏观世
界中的机械决定论，更唤起了解决湍流问题的希望。

1962 年，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出版了《科

我们完全可以期望，
混沌学科成为另一部分简单定律

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提出了科学哲学中著名的「范

允许的显著行为图式 [14, 15]。也就是说，随着科学

式」理论。
「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
段时间里为一个科学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与解答。

家对于混沌现象的更深入的研究，
混沌现象的本质有
可能像原子结构中电子的运动一样被简单地描绘。
无

也就是说，
「范式」就是某一学科的学者们所共有的信

论是决定的还是概率的，
这样的一个结果都将会让我

念、标准和基本的研究方法，它包含了认识论、方法

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入。

论、世界观、价值观和学科的理论框架等。
「范式」的
形成，是一门学科成为成熟的独立科学的必要条件。

因此，
我们不能够因拉普拉斯兽的错误本质就轻

而新旧「范式」的更替则意味着学科理论和学科观念

视其在物理学史上的重要意义。毫不吝啬地说，拉普

的革新。据此，他提出了科学发展的一般图示：前科

拉斯兽的存亡在一定意义上就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

学 → 常规科学 → 反常 → 危机 → 科学革命 → 新

步。其诞生，表明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从单纯的猜想

常规科学 [13]⋯⋯

和哲学推理进步到了科学验证和量化描述的高度。
而
其消亡，又表明物理研究从必然进入到了偶然，从简

2.2 物理学科发展的讨论

单进入到了更高层次的复杂。

将这个图示借鉴到物理学科中，
牛顿力学原理就

3 结论

可以视作经典物理时期常规科学的「范式」
。它包含
了用实验来验证推导、
用数学方法来量化的方法论以

由「世界上一切的运动都是力学运动」和「物质无

及物质无限可分的世界观，
并指导了后世经典物理的
发展。拉普拉斯将世界上的一切运动视为力学运动，

限可分」这两大思想出发，
拉普拉斯提出了他的「拉普

认为一切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必然的因果律。
这一

拉斯兽」
。他将世界上所有的变化归结为力学运动，他

观念就是在牛顿力学定律这一「范式」的指导下的必

认为所有的运动存在因果上的必然联系，
这种自然观

然结果，也是被 18、19 世纪的物理科学共同体所认

被称为机械决定论的自然观。在拉普拉斯的基础上，

同的自然观，是在哲学角度对这一「范式」的补足。

哈密顿提出了包含三个位置变量和三个动量变量的

而后续的哈密顿等人的工作，也是在这一「范式」下

哈密顿方程，给出了追溯过去、预测未来的具体数学

对机械决定论的进一步发展。

方法。

尽管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与以太漂移说的矛盾

但是，同一时期统计物理学的观念表明，相比于

和黑体辐射问题中的紫外灾变在本文中并没有被提

牛顿力学定律，
概率论规律更能够描述大量微观粒子

及，
但是在物理学史上一般都认为这是引发科技革命

的运动。同时，克劳修斯总结的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

的反常与危机。相比之下，统计物理学和机械决定论

自然界中存在不可逆过程。这又与拉普拉斯兽「追溯

的矛盾，似乎只是观念上的微小分歧。在上述两大危

过去」的能力相矛盾。

机下，玻恩、薛定谔等人合力完成了量子力学框架的

在近代物理所探究的微观世界中，
波函数的几率

建立。
而本文提及的薛定谔方程中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性质使得量子力学对决定粒子运动状态的物理量不

以及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抑或可以成为这一新的

能做出确定的预言，只能给出取值的几率。而不确定

常规科学的「范式」的一部分。在这一「范式」下，旧有

性原理进一步揭示了这种不确定性的本质：量子力学

的自然观，即机械决定论自然而然地在微观世界——

不允许粒子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和动量。也就是说，

这一「范式」所研究的领域中破灭。因此我们可以毫

一个状态下哈密顿方程中需要的六个变量不可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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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6(03):43-46+111.

时确定。
在宏观领域，随着计算机科学的发展，混沌学科

[4] 徐义庆, 张王平. 拉普拉斯妖与机械决定论 [J].
科学咨询 (科技·管理),2015(07):76-77.

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某些系统中，运动可由确定的
微分方程描述，但一段时间后系统内部出现混乱。这
一现象的特点在于，
运动在大的范围中会具有一些近
似的周期性，但在局部却总是表现出一定的随机性。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机械决定论的理论基础。
将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范式」理论引入物理
学史的研究，
牛顿力学定律是经典物理研究的「范式」
，
而机械决定论则是这一「范式」的自然观。拉普拉斯
兽的出现，表明经典力学的研究已经成熟，并且开始

[5] 管寿沧. 找到了宇宙运动最高原则的智者——
「拉普拉斯妖」随笔之二 [J]. 物理通报,2008
(07):50-53+64.
[6] 管寿沧. 走进虚拟世界——「拉普拉斯妖」随笔
之三 [J]. 物理通报,2008(08):48-51.
[7] 管寿沧. 真实世界的近似图像——「拉普拉斯妖」
随笔之四 [J] . 物理通报,2008(09):47-50.

改变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
进而和牛顿力学定律一起
指导了 18、19 世纪的科学研究。

[8] 玻恩对波函数的统计解释 [J]. 科学,2007,59(01)
:52.

但是，
黑体辐射中的紫外灾变等危机打破了这一
范式，其表现之一就是机械决定论的破产。牛顿力学
定律指导不了微观世界的物质运动，
取而代之的是薛

[9] 袁爱芳, 刘迪迪. 浅析量子力学中的不确定性原
理 [J]. 大学物理,2011,30(11):44-49.

定谔方程、不确定性原理等。量子力学成为了研究微
观世界物质运动的新的范式，
也必然导致一种新的自

[10] 郝刘祥. 不确定性原理的诠释问题 [J]. 自然辩证
法通讯,2019,41(12):24-33.

然观取代机械决定论。
尽管学界对于混沌理论究竟是对牛顿力学定律
的补足还是一种新的「范式」还存有争议，
但是我们仍

[11] 林夏水. 混沌对机械决定论自然观的冲击 [J]. 自
然辩证法研究,1998(01):7-11.

然能够惊喜地看到，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在宏观层面
上，
物理学家也开始从研究有序系统转移到考察无序
我们完全可以期望，
对混沌现象的研究的成果最终将

[12] 管寿沧. 拉普拉斯妖的消失——「拉普拉斯妖」随
笔之六 [J]. 物理通报,2008(11):52-55.

会和原子结构中电子的运动一样，
以图表或公式等直

[13] 杨长福,

系统，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观的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

幸小勤.

瑟难题」[J].

库恩的范式理论与「李约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8(02):6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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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穿戴、无创血糖仪技术路径及相关产品
蒋佳序
摘要
血糖浓度是医学临床诊断的重要生理指标之一，如何更高效无创地进行血糖检测一直是医疗器械等相
关行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中，笔者尝试对目前市面上已经出现的可穿戴、无创血糖仪的技术路径进行
整理归纳，并罗列已有产品，旨在帮助读者对可穿戴、无创血糖仪的技术路径与研究进展有初步认识。
关键词：血糖浓度检测
唾液进行无创血糖测量的仪器。
刘琳琳等利用葡萄糖

1 无创血糖仪的研制背景

氧化酶、明胶、牛血清蛋白等制作了一种高灵敏度唾
液葡萄糖试纸，用杂交滤纸替代普通滤纸，提高了试

血糖浓度对于多种疾病的治疗和观察都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随着生活水平

纸检测灵敏度 [1]。

特别是饮食水平的提高，
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逐渐呈现

反离子渗透法

出发病率升高与发病低龄化趋势。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利用反向离子分析法的原理检测组织液中的血

发展中国家，
我国的糖尿病患者数已经超过 1.2 亿，
达

糖浓度，并进一步获得血液中血糖浓度数值。由于人

成年人人口总数的 11%，而只有不到 10% 的患者可

体内通过微电流时获得的组织液除不含大分子蛋白

以自己有效控制血糖。因此，利用血糖仪帮助患者控

外其余成分与血浆基本相同，
此方法对低浓度血糖的

制血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而传统有创血糖仪进行

检测精度较高，
但同时也存在测量范围窄且对高浓度

血糖测量往往会对患者造成痛苦，且具有感染风险，

血糖的检测精度较低的问题。
反离子渗透法这一技术

往往为患者所抵触，
且有创模式不适用于日常预防性

路径可以较好地满足新型血糖仪所需要具备的无创、

监测。

可穿戴需求，且已有产品面世，但需要指出的是目前

随着医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传感器技术的不断

基于此技术路径的产品均未通过 CFDA 审批，这也

完善，以及民众对实时监测自身健康情况的迫切需

对产品在国内的大规模商品化和临床应用造成了一

求，可实时监测血糖的可穿戴、无创式血糖仪逐渐成

定困扰。

为血糖仪与血糖监测发展的新趋势。

目前，结合相关传感仪器芯片的商用化，已有基
于测定血糖替代物的原理设计的无创腕式血糖仪，
并

2 无创血糖仪的研究进展

已经产品化。主要产品有外国公司 Cygnus 的 Gluco

Watch Biographer 与 ECHO Therapeutics 公司的
Symphony 血糖仪，
前者外形类似于腕表，
后者则需要

查阅资料后，
笔者认为无创进行血糖监测有着多
条技术路径，
下面将按不同技术路径分类论述无创血

在皮肤角质层磨出一块硬币大小的区域，
通过分析电

糖仪的研究进展。

化学传感器接触到的组织液检测血糖浓度。NIMOS

2.1 测定血糖替代物法

公司的 NIMOS 型血糖仪与 ECHO 公司的类似，实

该技术路径通过测量血液替代物（如唾液、尿液、
汗）中葡萄糖浓度或相关酶浓度，间接测得血糖浓度。
根据此技术路径无创测定血糖，方法、相关传感器与
试剂试纸都已较为成熟，但仍存在误差较大的不足。

唾液法

际上属于微创的血糖检测方法。

2.2 光谱学方法
该技术路径主要思路为将光作为无创检测的信
息载体，通过光的散射、反射和吸收等多种特征，间接
测出血糖浓度。
随着光传感器小型化和微型处理芯片

血液中血糖浓度与唾液中淀粉酶的浓度有着一

的发展，目前市场中已经出现成熟的光学检测心率、

定的线性关系，
可以通过测定唾液淀粉酶的浓度间接

血氧等多种健康指标的临床与可穿戴设备，
且成本已

测得血糖浓度。
查阅资料知马显光等发明了一种利用

经被压低至百元内。基于光学检测的便捷性、无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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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微波法

高速高精度的特点，
以及光学健康监测领域已有的成
功案例，
笔者认为这是目前最有前景的无创血糖检测

此方法主要利用了微波波谱分析技术，
通过射入

手段。

人体的微波在遇到人体血液中葡萄糖分子时发生的

近红外光谱法（NIR）

相位、振幅改变，间接测定血糖浓度。在研究进展方

此方法主要通过近红外光在人体组织内的透射、

面，
已有科学家根据血糖浓度变化会引起组织复界电

漫反射等现象，
通过接收经过人体的光谱分析出葡萄

常数变化的现象，
利用毫米波进行无创血糖测定的研

糖浓度信息。该方法测定血糖浓度的流程图如下：

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2.4 生物传感器法
人体中血糖浓度的变化会引起诸多其他指标的
变化，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通过监测人体间接指
标的变化监测血糖浓度成为可能。
通过生物传感器法
进行无创血糖检测主要有以下几条技术路径 [2][3]。

图 1: 近红外光谱法测定血糖浓度的流程图

生物阻抗法

目前，
采用该技术模式进行血糖检测的无创血糖
产品已经出现并成功进入市场。
日本电器股份有限公

通过检测血液和组织液间电解质浓度失衡造成

司（NEC）的“健糖宝”在使用时只需要将传感器贴到

的离子定向移动和细胞膜电性变化导致的人体阻抗
变化，间接测得血糖浓度。利用此生物学原理，
Caduff

手上即可，Biocontrol Technology 的 Diasensor 1000
主要利用漫反射原理进行血糖检测，三星的 Glucon-

等研究了人体介电谱在电场频率为 1-200MHz 范围

trol GC 300 产品则选择指尖部位进行检测。

内的变化，
研究了除葡萄糖外可能对人体阻抗产生影
响的因素，如温度、皮肤水分、汗液等，并开发了多
传感器系统用来校正这些因素的影响。
其采用主成分
分析回归模型预测血糖浓度，
对比同一测试者的预测
结果与有创检测数据，相关系数为 0.8058，并且较好
地预测了动态血糖的变化趋势，
发现血糖浓度和阻抗
值在高的波段有比较好的相关性，
为进一步研究无创
连续监测血糖浓度提供了参考。
李洋等以生物阻抗检

图 2: “健糖宝” 无创血糖检测设备示意图

测技术为基础，
设计了一种用于人体的高频阻抗检测

拉曼光谱法

系统，其波谱范围为 10-60MHz。

以拉曼散射效应为基础，
通过检测入射光与被测

旋光法

分子发生碰撞时发生的拉曼散射和瑞利散射，
分析二

葡萄糖具有稳定的旋光特性，
通过测定透射光的

者的频率差并建立与被撞分子的振动频率与所处能

偏转角可以间接得出人体血糖浓度。
通过此方法进行

级的关系分析血糖浓度。由于拉曼信号较弱且存在

血糖检测，常选用人眼前房作为检测部位，因此满足

荧光干扰，一般选择人眼前房作为检测部位，但又因

“无创” 要求但无法满足 “可穿戴” 要求。

为人眼所能承受的辐射剂量有限，
入射光强度不能太

皮下传感器法

强，因此拉曼检测信号更小。上述原因导致目前还未

此方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无创检测” 方法，

出现以拉曼光谱法作为技术路径的成熟可穿戴无创
血糖检测设备，但目前已有美国 C8MediSensors 公

但可通过一次性植入皮下的传感器测量与血糖浓度

司生产的一款类似腰带的产品采用此原理检测血糖，

成比例的物质含量来间接测定血糖浓度，
从长远角度

并已取得 CE 认证，将申请 FDA 认证。国内方面，林

看可以减轻患者二次痛苦，且较符合“可穿戴”的需

漫漫等尝试了近红外激光拉曼光谱与光镊联用技术，

求。该技术路径下，雅培公司的名为 Freestyle Libre

它的原理是利用高度汇聚的光来囚禁溶液中的活细

辅助善舜感扫描式葡萄糖监测系统在 2016 年通过了

胞或者细胞器，
通过瞬时增加的激光强度来激发试样

CFDA 的上市批准。
该系统由包含柔性探头的传感器、

的非弹性散射，从而收集并获得该细胞的拉曼光谱。

检测仪以及相关软件组成，
通过插入皮肤下面的柔性

通过实验对 1125cm /1549cm

处小白鼠血糖拉曼

探头来探测组织中的葡萄糖浓度。
该产品的优点是可

峰进行分析，发现其变化与血糖的变化基本一致，并

以获得长时间的动态葡萄糖数据及其变化趋势，
供患

且它们之间的线性关系达到了 0.98。

者及医生了解患者的血糖变化，
从而为制定更精准的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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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治疗方案提供参考。
该产品的缺点是使用成本

3 总体认识

较高，一枚传感器只能使用 14 天，之后需要购买新
的传感器，
这对于普通的消费者而言将是一笔不小的

基于生活经历、
所查阅资料和对多种血糖检测技

开支。

术路径的认识，笔者对可穿戴、无创血糖仪的研究进
展及发展趋势有一下认识：

1. 就目前来看，可穿戴无创血糖仪距离市场化仍
有一定距离。对于已出现的无创血糖检测设备，
绝大部分并不满足”可穿戴“的需求，且并不
能做到持续检测，有着较多不足；

图 3: 雅培生产的无创血糖仪

2. 相比于传统的有创血糖仪，无创血糖仪在测量
精度和测量速度及测量成本上都有需要提升的

代谢守恒法

空间，无创血糖仪检测结果被临床认可并被大

能量代谢守恒法检测血糖浓度的主要依据为机

众接受还有较长的路需要走；

体代谢产生的能量为氧容量和血糖浓度的函数，
氧容

3. 无创测量血糖浓度的技术路径较多，但满足 “可
穿戴” 要求的技术路径并不多，
且大部分处于研
发的初步阶段，距离实用化仍有一定距离 [4]；
4. 综合目前存在的技术路径，借助传感器通过光

量优势血液流速及动脉血氧饱和度的函数，
因此可以
通过包括辐射、温度、超声仪等多种设备的检测参数
计算出血糖浓度。
该技术路径的主要优点在于操作简
便且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无创伤”
，并在向可穿戴

谱法或生物传感器法进行血糖检测的发展前景

设备发展的方向有着广阔前景。但同时，此方法也存

较好；

采集数据过多，受到的干扰因素相对较多，容易影响

5. 无创可穿戴血糖仪仍是未来的发展趋势，民众

血糖检精度的缺点。基于此技术路径，以色列公司开

对于健康监测的需求将成为相关产品面世的主

发了名为 “GlucoTrack” 的无创血糖仪，其主要包括

要推动力。

主体和耳夹两部分组成。
耳夹在获取血糖信息之后将
其传输至主体部分进行处理，并显示血糖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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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越杰（自动化）001 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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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不止是「蔡校长」而已
——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宫商小姐
诸多文稿、影视作品更偏好展示蔡先生「性情温

辜先生又说：
「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跑

和，如冬日之可爱」的这一面，他处世接物恬淡从容、

去革命，到现在仍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

宽宏大度；他对待学生爱护有加、勉励育德。然而他

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也仍是保皇。」

更是一位特立不屈、莫不假借的革命斗士，是主张男

点翰林，即是被选为翰林学士的意思，曾国藩也

女平权的自由主义者。
本文介绍了蔡元培先生并不为

曾在二十八岁时身居此位。蔡元培十七岁中秀才，二

人熟知的一些故事，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卸下「蔡校长」

十三岁中举人（与梁启超同年）
。蔡元培科举那年，主

身份的蔡元培。

考官是晚清名家翁同龢，
他点着眼前这张字迹歪歪斜
斜，不甚工整的卷子，评价道：「（此人）年少通经，
文极古藻，隽才也。」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

然而也正是这位「隽才」
，点了翰林，却不肯为

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
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乘风破浪，迢迢乎远矣，复何无计留春，望尘莫及之

官，南下弃笔投「戎」
。蒋梦麟曾回忆说：
「蔡先生年
轻时锋芒很露。
」而立之年的蔡元培，这就踏上了革
命之路。

忧哉！」

二、铁腕

《觉醒年代》一剧早已完播，
然而其中立起的那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却久久留存在每一个观众的心里。

朔风吹雪飞万里。

剧本终归有主配之分，笔墨亦有轻重转折，但越去试

临危受命担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力排众议，邀请

图探索那段历史，
便越会发觉这个年代里每一位身上

毫无学术头衔的陈独秀来做北大文科学长。
屋外风雪

的可爱与可敬、多面与复杂，只言片语寥寥写他一生，

连天，屋内围炉热茶，剧中匆匆几句带过二人曾共同

实在太少，太少！

参加「暗杀团」、研发炸弹的经历。
事实上，这一「暗杀团」正是大名鼎鼎的光复会，

尤不能忘记大雪纷飞里，
蔡元培与陈独秀相见的
场景。当背景音乐响起，实在令人热泪盈眶。全剧观

蔡元培便是会长。会员最初只有四五十人，后增至六

毕，蔡公其人无疑立起和煦、敦厚的北大校长形象，

七百人，专暗杀清朝官员，章太炎、秋瑾等也是其中

但只是他的一面罢了。若细观毫末，便可发觉有几处

成员。

草灰蛇线——蔡元培，不止是「蔡校长」而已。。

文人搞暗杀，好不戏剧。如此鲜明的矛盾在蔡元

一、
「好人」

培身上，恰显出大开大合的张力。他不通化学，然而

辜鸿铭曾说：
「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

1905 年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唤醒昏睡国人的第一颗炸

培先生，一个是我。」

弹，便是出自蔡元培的手笔；他兴办爱国男校女校，

何出此言？

讲授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在青年人心中播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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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种子⋯⋯林语堂曾回忆到，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

夫人，总写上黄的姓氏，绝不冠以夫姓。

1921 年初，黄夫人不幸病逝。蔡先生作《祭亡

的玻璃架内，还陈列着一排炸弹、手榴弹。
文人亦有铁腕，虽今之视昔，难免觉得过于激进，

妻黄仲玉》，字字血泪，痛彻心扉。

但也正如鲁迅的开窗论：
「譬如，这屋子里面光线太

1923 年，蔡元培再次续娶，此次亦提出了三条

暗，需要开一个窗，但是大家却不愿意，若是你主张

择妻条件，
「一、具备相当的文化素养；二、年龄略

拆掉屋顶，那么他们就会来调和，最终选择开窗。」

大；三、熟谙英文，能成为研究助手。
」后与昔日在上

昔时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
唯有大地上炸起

海爱国女校的学生周峻完婚，在婚礼上他说明道：
「

一道道惊雷，才有唤醒的希望。

⋯⋯我年已五十七，且系三娶，所欲娶者为寡妇，或

三、平权

离婚之妇，或持独身主义而非极端者，惟年龄须在三
十岁以上⋯⋯」

蔡先生一生有三次婚姻，一则夫妻公约，两纸征

反观同时代黄侃与女学生假名重婚、
辜鸿铭纳日

婚启事。
第一任婚姻系包办婚姻，夫人王昭是旧式妇女。
蔡先生撰写《夫妻公约》
，提倡男女平等，不愿妻子

本小妾等等，
蔡先生真正是一位精神博大的自由主义
者，他对男女平权之思考、之践行，已远远超越了那
个年代自身的局限。

称呼「老爷」「奴家」之语。

罗家伦曾给蔡元培写信，让蔡将女儿许配给自

第一任妻子病逝之后，上门提亲的媒人络绎不

己。蔡先生复信道：
「婚姻之事，男女自主，我无权

绝，蔡先生不堪其扰，遂挥毫写下征婚启事一则，大

包办。」

大方方贴于墙壁：

当然，此信还有一句下文，
「⋯⋯况小女未至婚

（一）天足者（不缠小脚）

龄，你之所求未免过分。」此事在北大传为笑谈。

（二）识字者

四、尾声

（三）男子不得娶妾

诸多文稿、影视作品更偏好展示蔡先生「性情温

（四）夫妻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

和，如冬日之可爱」的这一面，他处世接物恬淡从容、

（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

宽宏大度；他对待学生爱护有加、勉励育德，这也是

这纸征婚启事放至今日也无不妥，
在当时则被视

我辈泛览民国历史，粗浅之固有印象；

为「离经叛道」
「淆乱纲常」
，无疑是对封建礼教、三

然而他更是一位特立不屈、
莫不假借的革命斗士

纲五常的一大冲击。众媒人皆惊愕，退避三舍。

——所谓刚劲不挠之血性，白刃可蹈之决心，恰在蔡
先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后世对他政治立场的摇摆多有指摘，
然而对他在
教育事业上的贡献，绝无非议。蒋梦麟挽蔡先生，曾
写下：「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
「完人」两个字太重，太重，试看从古至今，谁能
担得起「完人」二字？蔡公如有知，定会将这两个字
放的再轻，再轻。最深远的精神，无穷的广则弥漫在
文化的宇宙间，深则憩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唯此，
而生生不息地延续，生生不息地传递，播下一代又一

最终，蔡迎娶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蔡
先生在婚姻中仍坚守承诺，贯彻男女平等，他写信给

代的种子，静候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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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与爱情，自由与独立
《新爱洛伊斯》朱莉形象分析

姜雅文
爱洛伊斯是中世纪法国的一位贵族少女，她与

能够从持续不断的怀疑中摆脱出来？怎么保证自己绝

她的老师阿尔伯特彼此相爱，但当时的社会环境不

对不被他的伪装或者我的轻信所欺骗呢？
”她与圣普

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他们未能公开结婚，酿

乐之间不仅是爱人，还是互相尊重和信任的朋友，爱

成了爱情悲剧。卢梭以《新爱洛伊斯》为名，展示了

情天然使爱人们容易生忧生怖，
但即使爱情会消逝或

18 世纪法国的新的爱情悲剧——博学多才的平民青

转移，她也不会怀疑一个品德高尚的朋友的诚实。

年圣普乐担任了贵族小姐朱莉及其表妹克莱尔的家

朱莉懂得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她不曾因爱情

庭教师，朱莉与圣普乐彼此相爱，但由于父亲的大力

而放弃亲情、友情和社会生活，会自爱也爱他人。她

反对，她最终嫁给俄国贵族沃尔玛。婚后朱莉向丈夫

绝不让自己被激情之火扭曲得面目全非——她自己

坦白一切，沃尔玛并未追究，而是大度地请圣普乐回

不愿成为那样没心没肺的人，也深知她本性正直的

到小城。
重逢后朱莉坚定地拒绝了圣普乐再续前缘的

爱人即使一时被迷惑，也不会真正喜欢这样的人。她

打算。最后，朱莉因跳入湖中救落水的儿子而染病不

不忘为人子女对父母的爱，不忘与自己从小相知相

起，临终时她希望圣普乐能照顾她的孩子，并表示自

伴的表姐克莱尔之间的真挚友情，不忘同情怜悯他

己已经以生命为代价，
幸福地换取了没有罪恶地永远

人的苦楚。一次父母出门，原本是她与圣普乐约会

爱他的权利。

的良机，但在收到家中奴仆芳松的求助时，她毫不犹
豫地舍弃了这次宝贵的机会，在给圣普乐的信中写

1 美德与爱情

道，
“我知道你对不顾他人痛苦而只知自己寻欢作乐
的人是深恶痛绝的。你自己就不止一次地说过：但

女主角朱莉仁慈善良、美丽聪慧、活泼可爱，然

凡为了自己的一日之欢而牺牲做人的义务，绝没有

而古往今来这样的女性角色实在是多不胜数。
是什么

好下场”
，最终说服爱人一起为帮芳松摆脱困境而奔

使她能够真正脱颖而出、熠熠生辉呢？我以为是她始

走，不负所望，芳松与其未婚夫在他们的帮助下也

终坚持“道德、爱情与本性的神圣融合”
。因此，她纯

得成眷属。

洁而又热烈，大胆而又自尊，痴情而又理性，兼具对

以朱莉的父亲德丹治男爵为代表的等级偏见成

爱情与幸福的美好追求和对家庭与责任的不渝忠贞。
朱莉在与她的家庭教师圣普乐相爱时，理性清

为她与圣普乐相爱的最大障碍，
她不得不嫁给了俄国

醒，
恪守原则，
要求自己和爱人都做正直诚实的人。她

贵族沃尔玛。已经组建家庭的她与圣普乐重逢，尽管

从不被俊美外表、花言巧语、金钱地位等庸俗肤浅的

感情上她依然爱他，却坚定地拒绝了他。她清楚地知

条件所迷惑，她选择学识渊博、英勇坚毅、深爱自己的

道她不能伤害通情达理、理智公正的丈夫，不能伤害

平民青年圣普乐作为爱人，
是因为她并不是想和一个

天真无辜的孩子，不能破坏和谐美满的家庭，不能让
自己和自己爱的圣普乐都成为名誉尽失的堕落之人，

“可爱之人”结合在一起，而是要求与一个“具有美好
心灵的人”结合在一起。
“利用教课之机腐蚀一个女子

不能抛弃不可侵犯的道德和责任，也不能玷污心中

是所有诱惑中最可鄙的，
如果您在教课中曾利用哲学

“是所有关系中最纯洁的关系”的真正爱情——“那么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话，如果您为了欺骗我，曾竭力

多人在谈情说爱，但懂得真爱的人少之又少，大部分

建立一些有利于您个人利益的原则的话，
那我很快便

人把私通当成纯洁而甜美的爱情，
苟且偷欢的欲念一

会醒悟的，但是，您的引诱中最危险的一招便是丝毫

旦得到满足，马上就想入非非，胡作非为，什么缺德

没有运用上述办法。
”对自己和对爱人坚守美德的要

事都干得出来”。

求，不仅让她收获了一个品行高尚之人的纯洁爱情，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女主角同样是

也让她在爱情中少了许多患得患失和妒忌猜疑。
“如

一位美丽聪慧、充满生机、极富魅力的女性。与大她二

果我有的是一个没有原则的情人，哪怕他永远爱我，

十岁的丈夫卡列宁长达八年的无爱婚姻并没有磨灭

我又从哪去找这种持之以恒的保障呢？我有什么办法

她对于爱情和幸福的渴望，
“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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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罪，我需要爱情，我需要生活。
”安娜同当时虚伪

以被看到。
而这种关系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只是多么

腐朽的上流社会相比是鲜活可爱的，
可惜的是她还不

微小的一个部分啊。
”英国作家伍尔夫在《一间自己

明白道德与爱情本不可分割。她离开了自己的家庭，

的房间》里如是说。由于时代和社会的限制，朱莉也

抛弃了自己的名誉和美德与沃伦斯基私奔。
几乎失去

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狭隘的局限性——她的智慧、品德

一切的安娜更加把沃伦斯基的爱看作是生活的全部，

与才华只是让她成为一个孝顺的女儿、善良的朋友、

时常疑神疑鬼、歇斯底里。这样沉重的爱令沃伦斯基

浪漫的情人、忠贞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却没能让她

透不过气，他并不想放弃自己的社交活动，不想把生

真正地做自己——实现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过独立和

活只局限在与安娜的二人世界里，日渐逃避安娜。最

自由的生活。

终，
安娜在“一切都是虚假，
一切都是欺骗，
一切都是谎

其实朱莉与当时环境下无数默默无闻的真实女

言，一切都是罪恶”的痛苦中卧轨自杀了。我想，本书

性相比已经很幸运，她被注意、被赞美、被铭记，她有

中的一段话可以为安娜的悲剧做合适的注解——“为

机会接受最先进思想的洗礼，
她在小说激烈的矛盾冲

情感之狂热而牺牲荣誉的人必然为情所惑。
爱情一旦

突中完成对每一个身份的华丽演绎。
但大多数真实的

抛弃了诚实正直，也就失去了它最大的魅力。为了感

女性形象是怎样的呢？
“在想象之中，她无比尊贵，而

知爱情的全部价值，
必须在抬高被爱之人的同时升华

实际上，她根本无足轻重。翻开诗卷，她的身形随处

自己。”

可见，查阅历史，她却几乎无迹可寻。
”
“每天都煮饭，
洗盘碗，送小孩子上学，然后他们长大了到世界里去。

2 自由与独立

一切都没有留下什么，
一切都消失了。
”没有码尺来衡
量慈母的关爱，女儿的孝心，姐妹的忠实或是主妇的

“命运最终很可能将我们分开，但却无法将我们

能力，
她们的生命被融入在日复一日看似无足轻重却

拆散。”“美德虽使我们在世上分离，但将使我们在

又不可或缺的生活琐碎之中，自己的面貌却模糊了。

天上团聚。
”可以说，正是因为道德与爱情的神圣结

在现代，
女性相比以往有了更多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

合，正是因为理智指导下的拒绝与克制，朱莉才成为

的机会，但是在各种物质问题与纷杂思潮的冲击下，

朱莉，成为卢梭笔下耀眼夺目的女性角色。

她们依旧难以把握自身的定位。怎样才算是独立？怎

可即便卢梭将“历来崇拜的女性所具有的种种

样才算是进步？我们不必匆忙地下定义、贴标签，每

美”都赋予朱莉，她也只是圣普乐口中的“一位好母

个人都应该独立而自由地为自己的人生做决定。
“我

亲，也是一位好妻子，好朋友，好女儿，尤其使我念念

只能很简单而平凡地说，成为自己比什么都要紧。”

不忘的，
她还是一个好情人”
。这个从男性视角出发想
象的形象是理想的、进步的，也是片面的、局限的。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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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简·奥斯汀的时代，小说中所有伟大的女性，不仅只

姜雅文

是供给异性来看，而且，只有在与异性的交往中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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