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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解决不确定性原理及量子理论在物理诠释方面的分歧。
[方法]对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数学关系式的原始推导、物理涵义进行了重新检视，并考察了
不同作用图景下该关系式的极限。
[结果]在电磁作用图景下，通过对量子力学量的统计分布及其全概率空间的分析，获得了非
统计诠释下的不确定性关系式被破坏的结果；利用傅里叶变换，导出了虚拟作用图景下相应
共轭力学量的标准差约束关系式；通过对电磁作用图景、引力作用图景以及虚拟作用图景所
构成集合的考察，获得了微观量子客体力学状态的确定性判则。
[局限]未分析纠缠。
[结论]①非统计诠释存在逻辑矛盾，不确定性关系、现行量子力学理论仅在统计诠释下，才
能对微观量子客体在电磁作用图景中的力学状态作出恰当的描述；② 确定性判则显示，微
观粒子的力学状态具有客观确定性，其波函数是对电磁作用图景下的微观粒子力学状态统计
呈现相的表述；量子力学非统计诠释所指称的个体几率性实质是微观粒子与作用图景之间互
作用统计呈现相的概率反映。
关键词：量子力学，不确定性（原理）关系，概率分布，引力波
PACS:03.65.Ca,03.65.Ta,02.50.Sk,04.40.Dg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and The Certainty Rule
Duan Delong
( Aerospace Inform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Electron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Analyze and resolv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uncertainty principle and quantum
theory in physical interpretation.
[Methods] The original derivation and physical meaning of the mathematical relationship of
Heisenberg's uncertainty principle were re-examined, and the limits of the relationship under
different action scenarios were investigated.
[Results]Under the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 scenario,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quantum mechanical quantities and its full probability space, the result of the
destruction of the uncertainty relationship under non-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is obtained; the
virtual action scenario is derived using Fourier transform Under the standard deviation constraint
rel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conjugate mechanical quantity;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et
of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 scenes, gravitational interaction scenes, and virtual interaction
scenes, the deterministic criterion of the mechanical state of microscopic quantum objects is
obtaine.
[Limitations]Unanalyzed Entanglement.
[Conclusions]
① The non-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has logical contradictions, the uncertainty
relationship, and the current quantum mechanics theory can only properly describe the
mechanical state of the microscopic quantum object in the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 scene
under the 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② The deterministic criterion shows that the mechanical
state of microscopic particles is objectively certain, and its wave function is an expression of the
statistical appearance of the mechanical state of microscopic particles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magnetic interaction.The quantum probability of non-statistical interpretation refer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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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ence t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statistical probability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icroscopic
particles and the interaction scene.
Keywords:quantum mechanics, uncertainty principle (relation),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gravitational w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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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介绍与问题引出
量子力学被雅默称为是关于微观基元过程唯一逻辑一贯的理论，它奠定了现
代科学的基础，是当代物质与信息科学技术发展的基石，获得了科学史上前所未
有的巨大成功1234。与此同时，发端于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量子力学物理诠
释纷争——玻尔与爱因斯坦所代表的两种诠释之间的根本分歧，长期以来却一直
存在。
不确定性原理作为在量子力学理论体系中被冠以“原理”称谓的命题5，被
波尔学派的泡利狄拉克等称为量子力学理论的基石。量子力学数学形式体系的构
建超前于其物理诠释，海森堡为了解决量子力学形式体系①
．是否容许一个粒子的
．．．．．．．．．
位置与速度在一给定的时刻只能以有限的精度被确定
．．．．．．．．．．．．．．．．．．．．．．．，
．②
．理论允许的精度与实验
．．．．．．．．．．
1346
测量中获得的最佳精度是否相容这两个问题
，于 1927 年 3 月推导出了不
．．．．．．．．．．．．．．．．．．．
确定性关系式并提出不确定性原理16。不确定性原理的提出，被认为是科学史
中的一个重大成就——它展现出了量子力学非决定性(indeterminacy)与经典力
学中的决定论(determinism)所形成的截然反差，是量子力学理论与经典力学理
论之间本质差异的标志。57
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关系式及其物理诠释甫一提出，随即引起了爱因斯坦和玻
尔的注意，在当年 10 月举行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与玻尔就此展开了激烈
的辩论。从与量子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等价的不确定性原理逻辑一贯性到 EPR 理论
所针对的量子力学理论的完备性，从 1927 年到二人去世，爱因斯坦与玻尔之间
持续进行的论战历时几十年。尽管经过 1927 年和 1930 年在两次索尔维会议上与
玻尔的辩论，爱因斯坦曾不再公开质疑不确定性原理的有效性，但实际上他始终
未对玻尔-海森堡的诠释基础表示过认同。并且，应该注意到，玻尔直至 1962
年去世，对于他本人与海森堡等一直坚持的不确定性原理与量子力学非统计性诠
释也并非完全地自信与肯定18。
对于不确定性关系式的数学推导，物理学界并无异议，根本性分歧在于始自
爱因斯坦-玻尔时代的不确定性原理的物理诠释。不确定性关系的物理诠释，依
照雅默的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流派1：
Ⅰ统计诠释——即爱因斯坦、薛定谔所坚持的诠释：不确定性关系描述的是
全同制备的量子系统所构成的系综，其正则共轭变量统计分布的标准差之积
．．．．．下限
ħ

为

。其实质是坚持而不是放弃经典因果决定性的精确化图景描述。
Ⅱ非统计诠释——玻尔-海森堡诠释：不确性关系是对个体量子系统的描述，
ħ 6
其正则共轭变量不能同时被精确地确定、不确定度之积
。这是量子
．．．．．．下限为
力学主流诠释，亦被称为量子力学正统诠释、哥本哈根诠释，其本质是坚持量子
力学的个体几率性。
1.2 问题解决方案及意义
目前量子力学应用技术在快速发展,但理论诠释却依然二元对立不能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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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微妙的状况对以量子力学为理论基础的新理论、新技术的进一步完善与提高
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鉴于不确定性原理所标志的量子力学理论在物理诠释方面的
历史和现状，本文将首先检视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的原始推导、物理涵义，在电
磁作用图景下对非统计诠释的不确定性关系式进行概率分析和讨论；尔后在引力
作用图景中对相应的数学关系式进行类比推导，最后通过虚拟作用图景基本作用
量单元的极限分析，考察不确定性关系与波函数数学形式的演化。
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量子力学正统的非统计诠释难以保持其理论的自洽与
逻辑一贯性，否定了量子力学是关于基元过程唯一逻辑一贯的理论之说，还原了
不确定性关系与量子力学的统计原貌。

2 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的提出与非统计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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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 1927 年 3 月发表了《论量子理论的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16，
提出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并给出关系式的数学推导，1929 年 H.P.罗伯逊用量子
力学算符表示给出不确定性关系的规范证明1。
海森堡在6中通过量子力学数学形式导出了下面的关系式

式中 q ≡

( q) =

t

、 p≡

ħ

（1）

( p) =

p tp

，同时又以γ射线

显微镜及电子的单狭缝位置测定等思想实验为例对不确定性原理进行了物理诠
释12，定义不确定性关系式是量子理论对同时测量几个不同物理量的精确度
．．．限
制，强调任何一个
．．．．测定位置 q 的实验，每一次观测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干扰
．．对速
度（动量）p 的认识（反之亦然）；并且这种改变的不确定程度必定使得在实验
完成之后，对于电子运动关于位置 q 和速度（动量）p 的知识（精度）要受到不
确定性关系式的限制6， “任何一个确切的观测结果
．．．．．．．．．．．（精度
．．）都要遵守不确定
．．．．．．．
8
度关系
．．．” 。
认为不确定性原理保护着量子力学的逻辑自洽性10，强调不确定性关系
．．．．．．是对

同时测量不同
．．物理量的最佳精度
．．作出的限制
．．，突出精度
．．限制的物理来源是测量操
．．．．．．．．
6910111213
作
，是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非统计诠释的
．带来的无法避免的干扰
．．
核心。
非统计诠释也是目前绝大部分中外量子力学、理论力学教科书以及自然哲学
专著和有关科普量子理论的著作1261415，教授和介绍有关海森堡不确定性原
p．． ħ． ．
理时所使用的标准诠释（后文以《关系式
”
（
a．
）
．．．“
．．q．．
．
．1．
．式
．》表示非统计
诠释诠释的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

3 不确定性原理分析探讨

3.1 不确定性关系式非统计诠释的检视分析
（1）力学量 q、p 的统计分布方面对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的破坏
与6海森堡导出不确定性关系数学表达式时所作假设相同，记函数
为电子的力学量 q、p 分布的概率幅，设 q、p 为高斯分布，其概率幅
表达式（同6中定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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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常数 ∙

t

t

t

t

( ) = 常数 ∙
记 r 为 q、p 间的关联系数，0r＜1，
=

t

t

(

(
)

t

)

t

t

的二维联合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为
t

t

t

t

t

t

t

chinaXiv:201910.00072v2

（2）
①定义∆q = q t ，表示任意单次测量 q 对 的偏差（后文∆q 、∆p 的定义皆
与此相同），记 q 满足 q ( t
) 即∆q ＜∆q 的概率为q′

q'  t


（3）
其中∆q 为(1a)式 q 为高斯分布时对∆q 的定义（后文 3.1.2 的分析过程所使
用的∆q 定义与此相同）。
由定积分性质可知，若在 a b 上有函数 f(x)0 成立，则
必定成立。又因为

q’=

t

t且

t



= ，所以有


t

（4）

ħ
=
②因 q 和 p 为高斯分布，所以（1a)中∆q﹑∆p 满足
，∆p 为(1a)
式 p 为高斯分布时对∆p 的定义（后文 3.1.2 条数学推导过程所使用的∆p 定
ħ
=
｝
义与此相同）。记满足｛  -∆q， +∆q)， ( -∆p, +∆p)，
的（
）联合分布概率为q’p’，由式(2)和定积分性质可得（
）联合分
布概率q’p’
此时 p (

-∆p,

 q’p’=

t

（5）

+∆p )即 ＜∆p 的概率 为


=
t
（6）
③由(4)、(5)、(6)式得，满足条件： ( -∆q， +∆q )、p ( -∆p, +∆p )、
=
亦即当
ħ
∆q′∆p′
(7）
成立时，存在
q’＞0，q’p’ ＞0， ＞0
概率分析结果与非统计诠释的预言相矛盾，表明“任何一个确切的观测结果
．．．．．．．．．．．
8
（精度
．．．）
．都要遵守的不确定度关系式
．．．．．．．．．．．．” “

ħ

（2）对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的全概率空间分析
同 3.1.1 条定义，q、p 为高斯分布，分布函数分别为

”
（
失效、不成立。
．1a)
．．．

、

，其二维

联合分布概率密度函数为（2）式的
（本节∆q、∆p，∆q′、 的定义同
3.1.1 条）。
①定义事件（p′、q′）的全样本空间为，q′(t ，
)、p′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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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域取值事件（p′、q′）
，概率


=

②记 A 为（p′、q′）满足
即（ 、 ）满足条件
性质可知其发生概率


=

t

（8）

ħ
( -∆q， +∆q )、 ( -∆p, +∆p )、
=
ħ
=
的事件集合，由(2)式和定积分的
=

t

（9）

③记 为（p´、q´）满足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
的所有事件集合，按海森堡
．．．．．．．．．(1a)
．．．．
关于不确定性关系式的定义，事件（p′、q′）集合A概率
于样本空间，即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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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由⑴⑵⑶定义可知，=A

必须以全概率存在
(10）

，从 (8)、(9)两式可得集合 的概率

=
t


（11）
即在全样本空间上，由不确定性关系式
(1．
a)
决定的事件集合A的概率
．．．．．．．．
．
．
，为非全概率。
⑤在全样本空间上， 的概率 由（3）
（4）依次进行分析，分别得到式(10)
与(11)两个相互矛盾的不同结果：式(11)破坏了⑶条中满足海森堡不确定性
．．．．
ħ
．
原理关系式
．．．．．．．．．
的全概率即
通过对 、

定性原理关系式
．．．．．．．“

(．
1．
a)
“的所有事件（p´、q´）集合A必须为式(10)决定
．．

= 的要求。
全样本概率空间的分析，同样得到了非统计诠释下的不确
．．
ħ

”（
不成立的结果。
．1a)
．．．

（3）不确定性原理非统计诠释的进一步探讨
海森堡在6中从量子力学数学形式体系出发对不确定性关系式进行推导证
明时，不仅用到了坐标表象和动量表象两种统计性的波函数，还用到了表象变换
和对变换函数的统计诠释；而且在他对γ射线显微镜进行的定性物理分析中，也
同样用到了隐含的统计性关系——爱因斯坦-德布罗意关系。没有统计性的波函
数、没有德布罗意关系，海森堡就无从得到其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不确定性关
系式作为量子力学数学形式体系的一个直接推论、即通过狄拉克-约尔当变换理
论获得的一个结论1236，它在数学上表征了共轭力学量 p、q 的统计分布弥散
程度的标准差之间的约束关系，是与统计诠释等价的数学表述。
单纯数学形式本身的明晰性对于一个物理命题没什么（物理）价值，完备的
物理解释应当绝对地高于其数学形式体系114 ，海森堡为了给予量子力学一个直
观清晰物理图像，在推导出关系式（1）之后，将关系式中的方差
、
定
义为电子位置和动量的不准确程度用以表示测量的精确度
．．．．．．，把该数学关系式诠释
为表示量子理论中对于运动电子的位置 q 和速度（动量）p 的知识所要受到的限
制10和同时测量两个不同物理量的精确度6之间要遵从的约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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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力学量 q、p 值的弥散程度
．．．．、

、

不确定性关系式（1）中的方差
．．

123
呈现的是 q、p 值的统计分布特征
，
．．．．．．
．二者都必需经过对大量高精度的测量进
．．．．．．．．．．．．．．．．．
5
行统计分析才能获得
．．．．．．．．．、
．无法仅仅通过单次测量就得到
．．．．．．．．．．．．． ；而在海森堡非统计诠释
的关系式（
）
．．．．1a
．．
．中却明确地用其表示测量精确度
．．．．．——
．．精确度为参量 q、p 获得值

对真（期望）值的偏离度
．．．，是与单次测量有关的个体特性量
．．．．．；海森堡将关系式（1）

、

重新诠释定义为测量精确度
．．．．．，使其失去了原本在统计理论中的标准
．．
差
．的数学涵义，在概念上造成了 、 的数学/物理涵义发生由均方根差
．．．．→不确
．．
中的

定度
．．→测量精确度
．．．．．的改变、内涵前后不一。无容置疑，这违背逻辑一贯性原则；
而且，一个物理量的测量精确度要远远小于其多次测量结果所构成分布的标准差
．．．．．．．．．．．．．．．．．．．．．．．．．．．．．．．．

chinaXiv:201910.00072v2

3

，因此上文的 3.1.1 和 3.1.2 条在对非统计诠释进行概率分析时，都得到了关系
．．

式（
a．
）
．．1．
．遭破坏、非统计诠释不成立的结果。
不仅如此，非统计诠释迄今为止还没有直接获得过真实实验的验证支持15，
曾经为其提供过诠释支撑的海森堡γ-射线显微镜、电子的单缝位置测定和爱因
1 6
斯坦光子箱等几个思想实验    ，在后来的再次检视分析工作中，都得到了与
3.1.1/2 条分析证明相一致的——关系式
（．
1．
a．
）
遭到破坏的研究结果51617181920。
．．．
．
统计诠释还未被电磁作用图景描述下的实验所否定[1] [16]。作为统计诠释等价
数学表述的不确定性原理关系式，仅仅表示电磁作用图景下系综的共轭力学量
q、p 标准差之间的约束关系，是对现行量子力学描述之统计模糊性的度量；而
对与标准差来源不同的单次测量行为之精度则没有必然的约束、不存在任何的限
制，也不能对力学量 p、q 的单次测量精确度之积
作出任何限制。单次测
量的精确度没有上下限，统计诠释并不否定微观粒子可同时具有确定的位置与动
量316171819，而且，统计意义上的不确定性关系并非量子力学所独有，在经典
理论中同样不乏其对应的存在[3]。
概率分析与思想实验检视证明了海森堡-玻尔一直以来所坚持的非统计诠释
．．．．．
缺乏逻辑一贯性
．．．．．．．。不确定性关系与现行量子力学理论，仅在统计诠释下
．．．．．才能对电
．
[16]
磁作用图景
中微观量子客体的力学状态作出恰当的描述
，
从这个意义上说，
海
．．．．．
．．
森堡诠释定义的不确定性关系并没有解决当时认为的量子力学形式体系所面对
的两个问题。
3.2 非电磁作用图景的讨论
（1）非电磁作用图景下的共轭力学量标准差约束关系
参照22425导出不确定性关系式的方法，设有某一待定作用图景 X(εx )，
定义其基本作用量单元为ε 。在 X(ε )作用图景下，有一个粒子处于某一有限空间
区域内，这个空间区域沿三个坐标轴方向分别为 x， y， z；为简单起见只讨论
三个空间坐标中的一个——x 坐标。令粒子沿 x 方向运动，px 为该粒子的动量，x
和 Px 为共轭力学量。与电磁作用图景相同，设其坐标 波函数形式为 ( )，动
量p 波函数形式为
。
用标准偏差来表明坐标和动量的不确定度
=

t

， p =

p tp

考虑一维情况，其波函数 (x)只依赖于一个坐标，并为分析简单计，假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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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态中的 x 和px 的平均值都等于零。考虑下列明显成立的不等式
t

t

其中 是一个任意的实常数。计算上述积分时，由于：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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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

=

=t

=

t

t

=

(12）
(13）

=t

(14）
(15）
(16）

如果这个关于 的抛物型二次三项式对所有的 而言都是非负的，则它的判
别式必须为非正的实数值，从而给出下列不等式
εx
(17)
乘积的最小可能值为 ε ，此时波包的波函数呈下列形式：

其中 p0 和

=

ε

t

t

x

都是常数，这个态中的坐标概率值为
=

t

∙

t

(19)

这是对称于原点（平均值 = t）的高斯分布,标准偏差为
函数为
=

算出上式积分并求概率得到

为

(18)

动量的概率分布
=ε
，即

=

ε
∙

t

t

× exp t

εx

t

也是一个对称于平均值
乘积为 ε 。

t

t

。动量表象中的波
(20)
(21)

=

t 的高斯分布，标准偏差

（2）引力作用图景与不确定性关系式
自然界存在的四种基本作用力，都是由粒子传递的: 胶子传递强核力，W 和
Z 玻色子传递弱核力，光子传递电磁力，而引力则由引力子 ( graviton) 传递，
前三种力的传递子均早已被实验探测到22。尽管万有引力在我们现实中的宏观世
界无处不在，且又最早为人类所感知，但由于引力较比之前三种力非常微弱，引
力子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极不容易在实验中观察到23。虽然爱因斯坦在 1915 年 11
月完成了他的引力场方程之后，继而就提出引力作用应由引力子传播、广义相对
论中存在着波动解——其波动方程具有与麦克斯韦具有相同的形式，亦即我们现
在所知道的引力波[23] [24] [25]，可是直到 2016 年 LIGO 团队才依靠激光干涉的方法
在实验中探测到了由宏观星体所引发的引力波[24] [25] [26]。
宏观星体间引力作用状态的变化可引发引力波，微观世界非零质量的粒子之
间同样具有引力作用，其运动状态的变化也必然带来引力作用能以波的形式辐
射。在微观原子世界中，由于引力相互作用强度仅为电磁互作用强度的 10-42～
10-36（质子/质子[22]、质子/电子、电子/电子间的量级比依次为 10-36、10-39、10-42），
引力作用对于电磁互作用状态的影响完全不重要，其存在对于原子内电子电磁跃
迁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在考察电子的电磁跃迁对于引力作用状态的影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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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该承认这种影响不仅不能被忽略，并且还是决定性的——电子在电磁跃迁的
同时还决定着引力能级状态的改变。
以氢原子为例，其能级跃迁辐射光子的能量由下式：
πħν = Een t Eem
(22)
n→m

来决定，式中 πħν为氢原子的核外电子从能级 n 跃迁到能级 m 时所辐射光子的
n→m

chinaXiv:201910.00072v2

能量，Een 、Eem 分别为氢原子第 n、m 级能级的电磁能量、Eei 数值由下式决定
Eei =t

e

πεt ri

(23)

式中ri 为氢原子第 i 电磁能级的平均轨道半径，e 为电子电量。氢原子在由能级Een
跃迁到能级Eem 时释放出能量为 πħν的光子；与此同时，引力作用能也由能级 n
g
g
g
的En （与引力能级 n 相应的引力作用能记为En ）变化到能级 m 的Em （与引能级
g
m 相应的引力作用能记为Em ），两能级之间引力作用能之差值同样只能以引力子
的形式释放。该能级跃迁辐射的引力子能量由下式决定：
g
g
πε ν = En t Em
(24)
n→m

式中ε 为质子（氢核）与电子间引力作用的基本作用量单元（若定义电子间引力
作用互作用量ε为其基本作用量单元，氢原子核的质子为 1836 倍的电子质量，则
有ε=1836-1ε ）。
定义：
m m
g
Ei =− G p e
(25)
r
i

g

Ei 为氢原子第 i 电磁能级的万有引力作用能，G 为万有引力常数，mp 为质子（氢
原子核）质量，me 为电子质量，ri 为氢原子第 i 级电磁能级的平均轨道半径。由
(23) 、(25)式得到处于同一轨道的电磁作用能与引力作用能之比为：
g

Eei Ei ={

e

πεt ri

mp me
ri

} {G

}≈ t39

(26)

电子由第 n 能级跃迁到第 m 能级时电磁辐射子与引力辐射子能量之比：
πħν

n→m

πε ν=ħ ε =

n→m

e

πεt rn

−

e

πεt rm

mp me
rn

G

mp me

−G

rm

= ε = tt39 ħ
所以，在万有引力作用图景下有不确定关系式(17a)：
ε ≈ tt ħ ≪ ħ
x

≈ t39 (27)
(28)

(17a)

与电磁作用图景下讨论的情况相同，当在引力作用图景中 x 与 为高斯分布时，
电子位置与动量不确定度之积为：
ħ
ħ
x
= ε ≈ tt
≪
(17b)
在万有引力作用图景下，运用与现行量子力学结构形式相同的数学工具，对
一个微观粒子的力学状态进行描述时，得到了与电磁作用图景下数学形式完全一
致的波涵数和不确定度关系式——力学量的统计分布形态以及不确定度关系式
的下限由基本作用量单元决定。引力作用图景对微观粒子的力学状态的描述，力
学量的统计分布更集中，图像表示的相应曲线更锐利，不确定度的下限也更低—
ħ
ħ
ε ≈ tt
—引力作用图景的不确定度关系式(17a)：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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ħ
下限ε 仅为电磁作用图景下限 的 10-42。所以，引力作用图景为对微观粒子力
学状态的准确描述提供了更精确工具。
3. 3 虚拟作用图景的分析与微观粒子状态的确定性判则
（1）虚拟作用图景的分析
为了考察处于自由运动状态的微观粒子，构造基本作用量单元为{εxi }的虚拟
3…n…）元素间有
作用图景{Xi}序列，其相应基本作用量单元序列{εxi }（ i =
下式的关系：
εx
εx
…→0
(29)
x3
xn
即：
lim εxn = t
(3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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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由 3.2.1 条的推导可知，待定作用图景下微观粒子位置 x 与动量 的均方根
差间存在的约束关系式：
εx
(17)
在 x 与 为高斯分布时，坐标与动量不确定度之积满足下式：
= εx
设虚拟作用图景{Xi}下，微观粒子力学量位置xi 与动量

(17c)

为高斯分布，此时

有：

(17d)

= εi
对应基本作用量单元{εxi }序列式(29)，有下面关系式成立：
… n
3
3
即：
lim n
=t
i

当n→

(31)

…→0

(3 )

n→

时， lim εxn = t时，由作用量定义可得：
n→∞

lim

n

n→

lim

n→

=t

=t

(33)
(3 )

此时，微观粒子的动量与位置波函数也随之演化至两个δ函数2728：

lim

εxn →t

lim
n

= lim

→t

= lim

εxn →t

=t

n

→t

εxn

n
t

t
n

εxn
t

εxn

n
n

t

n

t

n

t

=δ

n

= t (35)
n

= δ εxn
(36)

这样，就在微观粒子的状态描述中获得了位置 与动量 的确定值。由此可得到
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确定性判则如下。
（2）微观粒子力学状态的确定性判则
通过构造基本作用量单元{ε }，实现虚拟作用图景{X(ε )}作用量的量子化。
以基本作用量单元{εxi }为单调递减序列的虚拟作用图景{Xi}（其中 i= 代表电磁
作用图景，i= 代表万有引力作用图景，i=n 表示作用量渐次递减的各虚拟作用
图景序列）对任一微观粒子力学状态进行的描述，虚拟作用图景{Xi}的基本作用
量单元{εxi }系列有以下关系：
εx
εx
…→0
(29)
x3
xn
亦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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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εxn = t

n→

3t

当基本作用量单元{ε }序列取 n → ∞的极限时，微观粒子动量与位置的波函数
随之演化至两个δ函数，由此得到了该微观粒子力学状态的准确描述：位置与
动量的确定值则为相应作用图景下力学量的平均期望值，微观粒子的力学状态
的客观确定性得以判定。

chinaXiv:201910.00072v2

4 进一步的讨论与本文结论
4.1 进一步讨论
作为一个由量子力学方程及伴随的概念、观念所构成的物理学理论体系4，
现行量子力学理论是在电磁作用图景下，以普朗克常数 ．为基本作用量单元、
共轭力学量的傅里叶变换为纽带，运用统计波函数、算符和哈密顿正则方程等元
素构建的数学形式体系，以实现对微观粒子运动状态的统计意义上的描述，不确
定性关系则是量子力学数学形式体系的一个自然推论。
统计诠释下的不确定性关系式作为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直接推论，度量了
现行量子理论的描述能力。而非统计诠释关于量子理论的描述能力与实验测量
手段在精度上的相容性判断仅仅
．．．．．．．是一个主观性的理论断言，已被前文数学上的
概率分析和对思想实验的再次检视所否定16；并且这种主观的相容性判断
．．．．．及其
关于量子理论工具能力的描述，与微观粒子的位置/动量是否同时具有确定值、
与微观客体力学状态的客观性/确定性无关。理论断言的不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的理论断言只属于理论自身。
能否在现行量子理论的统计性描述中获得对微观粒子力学状态的客观、确定
性的知识？本文得到的确定性判则运用量子力学形式体系之数学工具对于不同
作用图景的通用性，在高斯分布条件下，通过现行量子力学电磁作用图景与所引
入的量子化虚拟作用图景、引力作用图景共同构成作用图景集合，对作用图景集
合相应的基本作用量单元序列取极限（与其对应的不确定性关系式下限具有结构
形式的同一性），以消除作用图景之统计模糊与不确定对微观粒子力学状态呈现
相的影响，从而获得其运动状态的真实、准确描述。确定的客观性与客观的确定
性属于被描述的微观粒子。
运用确定性判则对微观粒子力学状态进行客观确定性判定时，显示微观粒子
波函数的形态随基本作用量单元序列{ t}元素趋向极限的过程而同步演化。各力
学量所具有的明确演化终点表明，在演化起点与演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统计
诠释指称的量子几率性，实际是微观粒子力学状态呈现相之统计描述中的概率。
对于微观粒子，没有相互作用就不会产生物理效应，没有物理效应就没有
相应的物理呈现相描述，量子现象包括波粒二象性都同样如此。场在时域与空
间分布（属有序的统计累积）的波动性、作为能量吸收或辐射单元的粒子性，
粒子在时域与空间存在的个体奇异性-粒子性、统计（属粒子在作用图景中呈
现的无时序累积）呈现的波动性，以及场与粒子都存在的波粒二象性，皆是通
过粒子与作用图景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呈现。没有粒子与场之间的相互作
用，粒子不会显现波动性、场和波也不会显现粒子性；没有相互作用在时域或
者空间存在的累积，就没有统计性的波动的显现，粒子与波都不会有波粒二象
性的呈现，波动性、粒子性以及波-粒二象性皆为互作用呈现相。
物理世界是因果决定性的还是本质上的几率性与不确定？在量子力学形成
之前，对于选择前者的回答几乎没什么异议；但在量子力学诞生尤其是不确定性
原理提出之后，这却成为困扰量子力学乃至物理学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由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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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力学的数学形式体系工具在相关技术领域的广泛应用和获得的巨大成功，伴随
1930 年索尔维会议之后哥本哈根学派非统计诠释在量子力学理论中正统地位的
稳固确立，否定因果决定性、失去对客观实在性的坚持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波及物
理学之外的自然学科乃至于社会人文领域[30]。量子力学正统诠释这种对实在性与
因果决定性的放弃[1][30]受到了爱因斯坦、劳厄、薛定谔、德布罗意以及后来的玻
姆等少数几位坚持实在论观点物理学家强烈一致的质疑与反对12，尤其是面对
波尔直接提出了“上帝不掷骰子”的爱因斯坦，终其一生都在不断地对此进行拷
1
问、质疑 。但是，由于自 1930 年的第六次索尔维会议之后，哥本哈根学派的
量子力学非统计诠释在历史上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一直占据着量子力学理论诠释
的正统地位，导致绝大部分物理学家一度失去了对客观实在性、确定性与因果决
定性的思考与坚持，以至于发生了时任国际力学联合会主席的 SirJamesLighthill
以“在 1960 年以前，我们认为世界是可预测的，但我们现在认识到我们散播的
决定性的思想错了。”的言辞为以前用确定性误导了公众而代表力学界同仁向公
众道歉3的一幕，更甚至于出现了在严肃的科学研究中居然相信意识决定实在、
未来的测量行为会改变现在物理状态等说法的现象2。究其原因，前文的分析显
示其根源在于缺乏对非统计诠释下的不确定性关系式进行数学上的深度检视分
析，同时也缺乏对电磁作用图景的类比扩展、对不同作用图景下微观粒子力学状
态呈现相的考察和研究，缺乏对量子理论取得巨大成就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的
统计属性及电磁作用背景与量子理论自身工具属性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导致对微
观粒子的客观实在性与量子理论断言的工具描述性、对客体力学状态的动态性/
确定性与理论描述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理论描述对象的客观性与作为描述工具的
理论的主观性从属性之间的关系存在模糊认识。
理论对物理实在进行描述与度量，物理实在同时也实现了对理论的校验与反
度量。客观实在既是作为工具的理论认识描述的目标对象，也是验证校准理论的
工具与终极标尺；微观粒子量子客体与不确定性原理、与现行的量子理论，其关
系亦同样如此。
4.2 本文结论
通过前述工作和进一步的讨论，本文首次得到了以下结论：
（1）不确定性原理
①在数学上证明了不确定性原理的非统计诠释存在逻辑矛盾、难以成
立，非统计诠释下的量子力学理论同样不具有逻辑自洽性、并非是“一个
关于微观基元过程唯一逻辑一贯的物理理论”；统计诠释是不确定性关系
式在电磁作用图景下合乎逻辑的物理诠释。
②运用对应原理，获得了引力作用图景中不确定度关系式的下限仅为
电磁作用图景的 10-42 的结果；证明了若超出电磁作用图景，不确定性原
理关系式（1）的断言以及现行量子力学理论的预言都不成立。
（2）确定性判则
①通过非电磁作用图景的引入，运用具有与现行量子力学结构形式相
同的数学工具，得到的关于微观粒子力学状态的确定性判则显示微观粒子
的力学状态具有客观确定性
．．．．．。
②客观确定性
．．．．．推论之一：现行量子力学理论之波函数
．．．是微观粒子力学
状态在电磁作用图景
．．．．．．下之统计呈现相的希尔伯特相空间表述。对于不同的
作用图景，相应波函数
．．．的数学结构形式一致，唯一差别在于作为常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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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子化基本作用量单元；对于不同的虚拟作用图景，其波函数
．．．是相应作
用图景之量子化基本作用量单元的因变量。
③
．客观确定性
．．．．．推论之二：量子力学的几率性
．．．并非微观粒子的内禀属性。
非统计诠释指称的量子
．．几率性
．．．，仅仅是微观粒子与作用图景之间互作用呈
现相的统计概率
．．．．。
（3）关于波粒二象性
量子理论中的波动性、粒子性以及波-粒二象性皆为粒子与作用图景
场间的互作用呈现相。没有粒子与场之间的相互作用，粒子不会显现波动
性、场和波也不会显现粒子性，粒子与场（波）也都不会有波粒二象性的
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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