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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y is the Moon getting further away from Earth? The first reason that comes to mind is, of course,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but the calculations according to Hubble’s law do not match these
observations. Through the theory of space-time ladder, we have established the expansion formula of the planets and satellites in the solar system, and the calculation results are basic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observations. Moreover, when explaining the expansion formula, the similar atoms
fine structure constants in the solar system are found. This constant is related to the contraction of
the Energy QI field. It is the constant that causes the expansion speed of the planet to decrease in
the form of an equiangular spiral, so the expansion velocity of the planets in the solar system differs greatly from the recessional velocity in Hubble’s Law. Through this calculation, it is found that
although both the atom and the solar system are contracted in the form of the physical space-time,
there is a difference. The atom shrinks in contraction, which is a complete contraction, while the
solar system expands in contraction.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prediction of the space-time ladder theory. The contraction of atoms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correspond to each other.
The increase of the atomic fine structure constant proves that the atom is shrinking, and the
atomic contraction seems to be that the universe is expanding in the space-time ladder theory.
These results prove that the space-time ladder theory is correct.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of force by space-time ladder theory is equivalent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force
by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QED), and is based on fine structure cons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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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月亮为什么远离地球？第一想到的原因当然是宇宙膨胀，但是，哈勃定律的计算结果与观测不符。我们
通过时空阶梯理论，建立了太阳系内行星和卫星的膨胀公式，计算结果与观测基本吻合。不仅如此，解
释该膨胀公式的时候，发现了太阳系内的类似原子的精细结构常数，这个常数与能气场的收缩有关，正
是这个常数让行星的膨胀速度以等角螺线的方式递减，所以太阳系内的行星的膨胀速度与哈勃定律中的
天体退行速度差别很大。通过这次计算发现，原子和太阳系虽然都属于形而下时空的收缩，但是是有区
别的，原子在收缩中收缩，就是彻底的收缩，而太阳系是则是在收缩中膨胀。这与时空阶梯理论的预测
是一致的，原子的收缩与宇宙的膨胀是相互对应的，原子精细结构常数的增加就是证明原子在收缩，而
原子收缩在时空阶梯理论看来，就是宇宙正在膨胀，这些观测结果，证明了时空阶梯理论是对的。另外，
这次研究发现，时空阶梯理论对力的解释与量子电动力学对力的解释是等效的，都是以精细结构常数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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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994 年，Dickey 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表明月亮远离地球的速度是每年 3.82 ± 0.07 厘米[1]。
月亮为什么远离地球？一般的学术、科普以及新闻解释是潮汐原因[2]-[9]。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一些
观星家就曾发现地球正在逐渐远离太阳。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家们进一步测得地球与太阳之间的
距离每年都会增加 1.5 厘米[10]。关于地球逐渐远离太阳的原因，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其中
一个说法就是太阳正在通过核聚变和太阳风的方式失去其足够质量[11] [12]，而导致其引力逐渐减弱。另
外的说法是潮汐作用[13]。
综上所述，月亮远离地球，地球远离太阳的原因是潮汐作用，而地球远离太阳多了一个太阳质量的
损失原因。
潮汐作用看似是一个普遍的解释，因为既可以解释月亮远离地球，又可以解释地球远离太阳，但是，
当我们把潮汐作用扩展到整个太阳系内行星远离太阳的时候，发现有些行星没有潮汐作用，比如火星，
这就遇到了麻烦。而用太阳质量损失虽然可以解释八大行星的远离，但是，却不能解释月亮为什么远离
地球，所以，这两种解释还不能算是一种在本质上的统一解释。
下面我们尝试用时空阶梯理论解释，尽量包括八大行星和月亮在内，发现一个统一的合理解释。

2. 时空阶梯理论简介
时空阶梯理论通过对比研究[14]，发现电是能量的压缩版，而磁场是中医气的压缩版，所以，对比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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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磁，得出能量与中医气的结论就是：随时间变化的气场可以激发涡旋能量场，随时间变化的能量场可
以激发涡旋气场，能量场和气场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激发组成一个统一的能量–气场。
能量场的概念来自类比研究中的高斯定律(描述电场是怎样由电荷生成)，所以，相应的能量场的描述为：
能量线开始于能量收缩态，终止于能量膨胀态。从估算穿过某给定闭曲面的能量场线数量，即能量通量，
可以得知包含在这闭曲面内的总能量。更详细地说，穿过任意闭曲面的能量通量与这闭曲面内的能量极
化数量之间的关系。而时空阶梯理论进一步的解释是：能量场开始于能量收缩态，就是原子核状态，终
止于能量膨胀态，而能量最大的膨胀态就是暗能量，而暗能量和原子核，在时空阶梯理论看来，就是形
而上时空与形而下时空的一对矛盾统一体。之所以说是矛盾统一体，就是形而上时空暗能量是膨胀的，
形而下时空原子核是收缩的，而且，暗能量膨胀的原因就是原子核的收缩，原子核收缩的原因就是暗能
量的膨胀。能量场，开始于原子核的收缩态，终止于暗能量的膨胀态，说明，原子核和暗能量是一个统
一体，都在能量场内。
气场的概念来自类比研究中的高斯磁定律(磁场的散度等于零)，所以，相应的气场的描述为：由能量
产生的气场是被一种称为偶极子的位形所生成。气偶极子最好是用能量流回路来表示。气偶极子好似不
可分割地被束缚在一起的正气荷和负气荷，其净气荷为零。气场线没有初始点，也没有终止点。气场线
会形成循环或延伸至无穷远。换句话说，进入任何区域的气场线，也必须从那区域离开。通过任意闭曲
面的气通量等于零，气场是一个螺线矢量场[14]。
既然有了以上的能量场和气场的概念，下面我们就通过对比研究来发现更多的东西：
在电动力学里，洛伦兹力(Lorentz force)是运动于电磁场的带电粒子所受的力。根据洛伦兹力定律，
洛伦兹力可以用方程，称为洛伦兹力方程，表达为：

F=
q ( E1 + v1 × B )
1
其中， F1 是洛伦兹力，q 是带电粒子的电荷量， E1 是电场强度， v1 是带电粒子的速度，B 是磁感应强度。
洛伦兹力定律是一个基本公理，不是从别的理论推导出来的定律，而是由多次重复完成的实验所得
到的同样的结果。
既然能量场类似电场，气场类似磁场，类似地，我们可以得到能量气场力方程，表达为：

=
F m ( E + v × Q)
其中，F 是能量气场力，m 是星体质量，E 是能量场强度，v 是星体的速度，Q 是气感应强度。
在宇宙学研究中，哈勃定律成为宇宙膨胀理论的基础，以方程表示：

v1 = H 0 D
其中， v1 是由红移现象测得的星系远离速率， H 0 是哈勃常数，D 是星系与观察者之间的距离。
而能气场理论有：

v2 =

RQ
sin θ

其中， v2 是星体的运行速度，而 Q 是气感应强度，R 是星体距离星系中心的距离。
RQ
RQ
对比 v1 = H 0 D 与 v2 =
，发现唯一的区别就是 v2 =
中有 sin θ 项，假如星体运行方向与气场
sin θ
sin θ
垂直， sin θ = 1 ，那么，两个公式就完全相同。所以，哈勃常数对应的是能气场中的气感应强度(或者叫
做气场强度也可以，因为这里没有历史的冲突问题。也就是说，气场强度和气感应强度是同一个指标)。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暗能量或者宇宙膨胀原来与气场强度(气感应强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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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能量场为基础，计算出三个星系自转曲线的理论值，这些理论值与实际观测数值基本吻合。
我们以气场理论为基础，把哈勃常数作为气场强度的对应值，计算出了先驱者号异常加速度的理论值，
与之前的实际计算基本吻合。
这里的关键是，暗物质和暗能量的计算，来自同一理论基础，就是能气场理论，而两者的计算理论
值与实际观测值都基本吻合，这证明能气场理论是正确的[14]。

3. 按照哈勃定律计算
我们首先按照哈勃定律计算月亮远离地球的距离，以及八大行星远离太阳的距离。
详细计算： v = HD ，v 是月亮远离地球的速度，H 是哈勃常数，而 D 是月亮到地球的距离，计算得
到 V = QD = 8.7935567e−10 m/s，一年远离 0.0277313605 米，就是 2.77313605 cm，而测量得到月亮远离
地球的距离是每年 3.82 ± 0.07 cm [1]，虽然不等，但是相差不多，感觉有些对。但是，接下来的计算就有
些问题了，下面是按照哈勃定律公式计算得到的每年八大行星远离太阳的距离(按照 v = HD 计算，D 是
行星的平均轨道半径) (表 1)。
Table 1.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distance of the eight planets away from the sun
表 1. 八大行星远离太阳的理论计算距离
名称

理论计算远离距离(cm)

水星

417.764414

金星

780.6344811

地球

1079.235497

火星

1644.391305

木星

5614.982383

土星

10,311.89318

天王星

20,711.72674

海王星

32,492.49117

而实际观测的远离距离是表 2 [11]。
Table 2. The actual observation distance of the eight planets away from the sun
表 2. 八大行星远离太阳的实际观测距离
名称

实际观测远离距离(cm)

水星

0.5805

金星

1.0845

地球

1.5

火星

2.286

木星

7.8075

土星

14.364

天王星

28.77

海王星

45.195

对比表 1 的理论计算数值和表 2 的实际观测数值相差很多，初步断定，用哈勃定律算不出行星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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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距离。

4. 经验公式的建立
以上按照哈勃定律计算不出行星膨胀的距离，我们需要考虑形而下时空的收缩影响，或者说，行星
或者卫星的膨胀速度需要乘以与膨胀有关的系数。
首先想到的公式就是类似哈勃定律的公式，但是，这里的哈勃常数改为气感应强度，因为时空阶梯
理论揭示，哈勃常数对应气感应强度[14]，所以最先想到的公式如下：
v = QD

v 是行星(地球等)膨胀的速度，或者卫星(月亮等)膨胀的速度，Q 是气感应强度，D 是行星到太阳的距离，
或者月亮到地球的距离。
膨胀速度由于受到引力收缩的影响，肯定缩小了，而想达到哈勃定律那样的速度，就需要乘以一个
膨胀系数，而时空阶梯理论的基础就是宇宙以等角螺线的方式膨胀，所以，行星膨胀的速度乘以一个等
角螺线的膨胀系数，就等于哈勃定律中的天体退行速度 v0 ( v0 = H 0 D )，而气感应强度与哈勃常数相差一
c
Q
c
个时空阶梯因子 =
( v1Q H=
[14])，所以乘以一个时空阶梯因子，就与哈勃定律中的 H 0 D 相
0 c,
H 0 v1
v1
当了。
所以，最后得到的经验公式是：
c
k1v = QD  
 v1 

又因为：
宇宙收缩加速度( v1Q ) = 宇宙膨胀加速度( H 0 c ) [14]，
所以最终的经验公式是：

v=

H0 D  c 
 
k1  v1 

2

这里的 k1 是膨胀系数(以等角螺线的方式膨胀)，v 是行星(地球)膨胀的速度，或者卫星(月亮)膨胀的
速度，H0 是哈勃常数，D 是行星到太阳的距离，或者月亮到地球的距离。V1 是行星或者月亮的轨道运行
速度，c 是光速。
哈勃常数有两个数值，
一个来自欧洲空间局发射的普朗克探测卫星，
2015 年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结果得出：哈勃常数为 67.74 ± 0.46 公里/秒∙百万秒差距(67.74 ± 0.46 km/s/Mpc)。另外一个是诺奖得主研
究团队最新研究成果：73.45 ± 1.66 公里/秒∙百万秒差距(73.45 ± 1.66 km/s/Mpc) [15]。
计算得到哈勃常数平均值为：H0 = 70.595 km/s/Mpc = 70595 m/s/3.086e + 22 m = 2.28758911212 × 10−18/s。
月亮到地球的平均距离 = 384,403,900 米，月亮的公转速度 = 1022 m/s，光速 = 299,792,458 m/s。
月亮膨胀的速度是 = 3.82 cm/年[1]。
代入各个数值算出膨胀系数是：K1 = 62466714487.987724 = 499.93341567673994。
为了容易计算，我们把膨胀系数改为 K 的四次方，所以公式改为：

v=

H0 D  c 
 
k 4  v1 

2

而相应的膨胀系数就是：k = 499.933415676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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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证经验公式
有了行星或者卫星的膨胀速度公式，我们可以验证各个行星的膨胀速度了。首先我们收集整理八大
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和轨道平均速度(表 3)，然后逐一计算。
Table 3. Average distance from the eight planets to the sun and average orbital speed
表 3. 八大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和轨道平均速度
太阳系八大行星到太阳的平均距离：
水星：57,909,100,000 m (0.38 天文单位)
金星：108,208,930,000 m (0.72 个天文单位)
地球：149,600,000,000 米 (离太阳 1.00 天文单位)
火星：227,940,000,000 米 (1.52 天文单位)
木星：778,330,000,000 米 (5.20 天文单位)
土星：1,429,400,000,000 米 (9.54 天文单位)
天王星：2,870,990,000,000 米 (19.218 天文单位)
海王星：4,504,000,000,000 米 (30.06 天文单位)
太阳系八大行星的平均轨道速度：
水星的平均轨道速度为每秒 47,890 米/S。
金星的平均轨道速度为每秒 35,030 米/S。
地球的平均轨道速度为每秒 30,000 米/S。
火星的平均轨道速度为每秒 24,130 米/S。
木星的平均轨道速度为每秒 13,060 米/S。
土星的平均轨道速为每秒 9640 米/S。
天王星的平均轨道速为每秒 6810 米/S。
海王星的平均轨道速为每秒 5430 米/S。

八大行星只用一个膨胀系数 k = 499.9334156767399 (月亮的膨胀系数)，计算得到理论远离距离，我们
可以从表 4 中看到，只有金星和地球的理论计算值和实际观测值比较接近。但是，这个结果，已经初步
2

H D c 
判定，经验公式 v = 04   适合月亮和地球，以及金星。但是，这个结果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发现膨
k  v1 
胀系数的等角螺线公式，以便适合每一个行星。
Table 4. Distance of eight planets away from the sun calculated using only one expansion coefficient
表 4. 八大行星只用一个膨胀系数计算得到的远离距离
名称

天文距离(AU)

实际远离距离(cm)

理论计算远离距离(cm)

水星

0.38

0.57

0.26208038

金星

0.72

1.08

0.915293119

地球

1

1.5

1.725307274

火星

1.52

2.28

4.063340992

木星

5.2

7.8

47.36469943

土星

9.54

14.31

159.6529984

天王星

19.218

28.827

642.5616845

海王星

30.06

45.09

1585.53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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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按照八大行星的实际远离距离，算出八大行星的膨胀系数如下(表 5)。
Table 5. Expansion coefficient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distance
表 5. 按照实际测量远离距离算出的膨胀系数
名称

实际测量膨胀系数

水星

411.6727114

金星

479.6741079122806

地球

517.7331396

火星

577.629376

木星

784.7877435686032

土星

913.6850679851236

天王星

1086.278066

海王星

1217.4079409205722

我们以地球的实际膨胀系数为基础，不难找到膨胀系数的等角螺旋公式如下：
 nπ 
 

 18 
=
=
k 306.697266806281e
, ( n 1, 2,3, 4,5, 6, 7,8,)

我们用这个膨胀系数的等角螺线公式计算理论膨胀系数，再与实际观测的膨胀系数对比(表 6)。
Table 6. Comparison between theoretic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and actual expansion coefficient
表 6. 理论膨胀系数与实际膨胀系数的对比
理论计算膨胀系数

实际测量膨胀系数

名称

n

水星

1

365.1813519

411.6727114

金星

2

434.8177639

479.6741079122806

地球

3

517.7331396

517.7331396

火星

4

616.4596438

577.629376

木星

5

734.0122996

784.7877435686032

土星

6

873.981065

913.6850679851236

天王星

7

1040.640467

1086.278066

海王星

8

1239.08014

1217.4079409205722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发现，找到的膨胀系数螺线公式计算的膨胀系数与实际膨胀系数接近。
下面我们看看，以膨胀系数的螺线公式计算的远离距离与实际距离的差别(表 7)。
Table 7.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ory and actual distance
表 7. 理论与实际远离距离的差别
名称

天文距离(AU)

实际远离距离(m)

理论计算远离距离(m)

实际远离距离与理论计算距离的差值(m)

水星

0.38

0.0057

0.00920553

−0.00350553

金星

0.72

0.0108

0.015994834

−0.005194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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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1

0.015

0.015

−3.0084E−12

火星

1.52

0.0228

0.017575728

0.005224272

木星

5.2

0.078

0.101927202

−0.023927202

土星

9.54

0.1431

0.170929747

−0.027829747

天王星

19.218

0.28827

0.342263549

−0.053993549

海王星

30.06

0.4509

0.420172062

0.030727938

以八大行星为标准，月亮的膨胀系数按照地球的膨胀系数(517.7331396)计算，得到的理论远离距离
是：0.033211475349796515 m，而观测距离是 0.0382 m [1]，理论计算与实际观测相差 0.004988525 m。
我们看到，理论计算的远离距离与实际观测的远离距离，已经非常接近了。
说明，经验公式：
2

 nπ 

 
H0 D  c 
 18 
=
=
v =
, ( n 1, 2,3, 4,5, 6, 7,8,)
 , k 306.697266806281e
4 
k  v1 

已经适合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以及月亮了。
假如这个经验公式，可以算出木星卫星的远离距离，就更加证明这个经验公式适合太阳系的行星和
卫星。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观测值与理论计算值接近，但是，差别还是有的，这个差别的产生，有两
方面的原因，一个是理论计算方面有缺陷，需要改进，另外一个是实际观测不是太准确，有误差。另外，
月亮远离地球的距离，按照地球的膨胀系数，计算的理论值小于观测值，这为潮汐作用的解释留有了空
间。所以，时空阶梯理论的解释，尤其在月亮远离地球的原因上，不排斥潮汐作用的解释，也许，月亮
远离地球的最终原因就是潮汐和宇宙膨胀两大原因。

6. 对经验公式的初步解释
建立了经验公式，初步验证实际膨胀距离与理论计算距离接近，但是，这个经验公式有什么意义吗？
这个经验公式为什么是这个形式。我们需要研究明白。
2

H D c 
我们把这个经验公式变换一下：把 v = 04  =
变为 v
k  v1 

H0 D
v0
，这里的 v0 是哈勃定律
=
2
2
4  v1 
4  v1 
k  
k  
c
c
中的天体膨胀速度，而 v 是太阳系行星的膨胀速度，k 是太阳系的膨胀系数。
c
在 时 空 阶 梯 理 论 中 ， 是 时 空 阶 梯 因 子 ， 有 了 这 个 因子 ， 我 们 可 以 把 所 有 的 力综 合 起 来 ，
v1

F=

mc 2
cn
[14]，所以，它是时空阶梯因子，也是力的时空阶梯因子。
r v1v2 v3  vn
进一步研究发现，时空阶梯因子的倒数

v1
原来与精细结构常数类似，事实上，精细结构常数的数值
c

就是基态轨道上电子的线速度与光速之比。而 v1 是行星的轨道运行速度，与电子在原子内的运行类似。
精细结构常数是电磁相互作用中电荷之间耦合强度的一种度量，或者说，它就是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
说到底，原来精细结构常数与电磁力的收缩力的大小程度有关，按照时空阶梯理论的理解，就是与形而
下时空收缩程度有关，具体说就是与电磁力时空的收缩程度有关。而时空阶梯理论通过对比研究，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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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是能量的压缩版，而磁场是中医气的压缩版，所以，到了这里，时空阶梯因子的倒数

v1
成了太阳系内
c

的类似原子的精细结构常数。那么这个类似原子的太阳系精细结构常数的意义就是能气相互作用的强度，
就是能气场力[14]收缩程度的一个量。
为什么是平方？相对应的电磁理论在这里：在索末斐模型中，不同角量子数的轨道之间的能级差正
比于精细结构常数的平方[16]。
在量子电动力学中，任何电磁现象都可以用精细结构常数的幂级数来表达，精细结构常数被叫做耦
v
合相互作用常数。我们以此推测，太阳系内的能气现象都可以与太阳系内的时空阶梯因子 1 的等角螺线
c
的膨胀系数倍数来表达。
2

v 
通过对比研究，我们终 于明白 k4  1  是一个太阳系内 能气场收缩程度的一个 度量，公式
c
H0 D
v0
的意思是说，哈勃定律中天体的膨胀速度，消除了太阳系内的能气场收缩的影响，
=
v =
2
2
4  v1 
4  v1 
k  
k  
c
c
就是太阳系行星的膨胀速度。

一句话，太阳系内行星的膨胀速度，受到能气场收缩的制约，所以膨胀速度小于哈勃定律中星体的
膨胀速度。
到了这里，我们终于看清楚，其实，哈勃定律是经验定律，需要增加能气场力对这个定律的修正。
我们计算太阳系内行星的膨胀速度，就算是对哈勃定律的一种修正。至于像银河系或者更大的天体的计
算，需要不断积累数据才能做到。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K 为什么叫膨胀系数，而不叫收缩系数？是因为在时空阶梯看来，形而下时空
的收缩与形而上时空的膨胀是对等的，因为我们要研究行星的膨胀速度，所以就用了膨胀系数。事实上，
形而下时空的收缩也是以等角螺线的方式收缩的，就是改用收缩系数，也是一样的公式和结果。

7. 精细结构常数的意义
既然太阳系内也有一个类似原子内的精细结构常数，我们就需要把精细结构常数的意义研究清楚。
精细结构常数是物理学重要的无量纲量，常用希腊字母 α 表示，精细结构指的是原子物理学中原子
e2
谱线分裂的样式。其定义为 α =
，
4πε 0 c
或者： α =

e2
2ε 0 hc

其中：
e 是基本电荷，

ε 0 是真空电容率，
 是约化普朗克常数，是普朗克常数，

c 是光速。
精细结构常数，人们对它物理含义的第一个解释就是玻尔模型中处于基态的电子运动速度与光速的
比值。然而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薛定谔方程建立起来，人们开始用电子云和几率描述核外电子，抛弃
了电子具有经典理论中确定的轨道和速度的概念。狄拉克把量子波动力学与相对论相结合，提出电子的
相对论性量子力学方程——狄拉克方程。狄拉克方程认为光谱的精细结构是由电子的自旋–轨道作用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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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是一种相对论效应。量子电动力学认为，精细结构常数是电磁相互作用中电荷之间耦合强度的度
量，表征了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知道原子的精细结构常数，是表征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假如精细结构常数变
大了，就说明电磁相互作用的强度变大了，相对应的就是原子收缩了。
v
v
原子内 α 原子 = 电子 ，太阳系内 α 太阳系 = 行星 ，按照时空阶梯理论，宇宙膨胀，原子收缩，所以，
c
c
v
α 原子 = 电子 中的 v 变大了，就说明电子更靠近原子核了，原子的确是变小了，收缩了。而太阳系中的精
c
v
细结构常数 α 太阳系 = 行星 ，因为行星膨胀了，行星的轨道速度变慢了，所以，太阳系中的精细结构常数
c
变小了。时空阶梯理论揭示[14]，形而下时空原子收缩，形而上时空宇宙膨胀，是宇宙演化的两极，而太
阳系虽然是属于形而下时空，但是，由于太阳系偏向整体宇宙的膨胀一端，所以太阳系还是偏向膨胀。
从具体太阳系的变化，我们现在可以正确区分什么是形而下时空，什么是形而上时空了。形而下时空就
是物质和暗物质时空，而形而上时空就是暗能量时空，从光速不变这个宇宙标尺来讲，等于和小于光速
的时空都是形而下时空，大于光速的时空是形而上时空。大于光速的形而上时空是膨胀时空，所以太阳
系的膨胀，其实是太阳系内形而上时空的膨胀，而具体的物质时空，太阳，地球还是偏向收缩的。
也就是说，太阳系和原子都含有形而上时空和形而下时空，形而上时空膨胀，形而下时空收缩，是
两个相反相成的时空在同时运动，这个两个同时运动的时空，会对对原子内的电子和太阳系中的行星有
不同的作用。在原子内，形而下时空的收缩和形而上时空的膨胀都很强，所以，原子内的电子虽然属于
形而下时空，但是在强大的形而上时空膨胀的作用下，看似粒子的电子其实更像电子云，这个电子云在
形而上时空膨胀强的时候，就像蒸发一样，进入了形而上时空，而在形而下时空收缩很强的时候，就像
冷凝一样，进入形而下时空。所以，电子云就像地球的云彩一样，在天空和地面来回转换，一会是云，
一会是雨。由于过去我们对于形而上时空一无所知，所以，就感觉量子力学有些怪异。其实，太阳系的
形成，也是通过最早的原始太阳系星云开始的，有形而下时空的收缩，也有形而上时空的膨胀。形而下
时空的收缩，逐渐形成太阳和八大行星，而其中的空间距离的增大其实就是形而上时空的膨胀。严格说
起来，地球上水–云–雨–水的循环变化，其实也是形而上时空膨胀和形而下时空收缩导致的复杂运动
变化。
有了以上说明，我们就不难理解这句话“然而随着量子力学的发展，薛定谔方程建立起来，人们开
始用电子云和几率描述核外电子，抛弃了电子具有经典理论中确定的轨道和速度的概念”的具体含义了。
薛定谔方程的革命意义，就是把形而上时空加入了方程，因为薛定谔方程不同于普通的波动方程的地方
就是时空波动速度 u，这速度 u 是相速度，而不是粒子的移动速度 v [14]。根据时空阶梯理论，相速度是
形而上时空的速度。可见，薛定谔方程是形而上时空的波动方程。有了形而上时空的膨胀，就有了电子
云，而电子云类似地球的云彩，在什么地方落雨，具有一定的概率，所以，对于波函数一直存在着德布
罗意与薛定谔等人的实在论解释与玻恩等人的概率解释[17]。其实，两种解释都对，实在论的解释是从形
而下时空看的，概率解释是从形而上时空看的。将来有一天，我们对于形而上时空的了解类似现代气象
学对于地球天空的了解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对于量子现象感到有些诡异了。其实，古代人对于天气变化
的困惑理解，就是我们对于量子力学的困惑理解，两者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就是古代人对于地球整体天
空的了解很匮乏，而现在我们对于形而上时空的了解很匮乏。
“狄拉克方程认为光谱的精细结构是由电子的自旋–轨道作用引起的，是一种相对论效应”。相对
论效应，在时空阶梯理论看来，就是给形而下时空一个划了一个界限，就是光速和光速以下的是形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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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形而下时空不可能超光速，而且形而下时空是收缩的，收缩是是逐渐增强的。狄拉克方程具有更
丰富的形而下时空阶梯的内容，所以，狄拉克方程可以描述更丰富的粒子和粒子的自旋[14]。
这里，为什么用如此大的篇幅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这是量子力学的最难理解的地方，这里用水
–云–雨–水的比喻来形容电子云是最贴切的，其实，地球上的水–云–雨–水的循环变化就是类似电
子云的变化。而天气预报的概率也印证着玻恩等人的概率解释其实是对的。当然，最诡异的地方是电子
云可以蒸发为形而上时空，而形而上时空的速度是超光速，一切超光速的电子纠缠现象都是在形而上时
空内完成相互联系的，时空阶梯理论揭示，形而下电磁力时空对应的形而上虚时空的波动速度是：

v虚时空 = 1018 c ，而一个普朗克长度的波弦，在一秒之中，以速度 v = 109.65844 c 可以形成整个宇宙(c 是光速)
[14]，我们可以看到， 1018 c 大 109.65844 c 太多，所以，以量子纠缠的速度到达整个宇宙之内的任何地方几
乎是毫无延迟的。但是，当这些形而上时空的电子云下降为粒子电子的时候，速度是小于光速的，而这
些形而下时空电子现象倒是容易理解的。所以，最难理解的地方就是形而上时空方面，也就是暗能量方
面，这将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我们相信，一旦我们进入形而上时空的研究，一切难以理解的量子力学的
诡异现象都将烟消云散。
量子电动力学认为，精细结构常数是电磁相互作用中电荷之间耦合强度的度量，表征了电磁相互作
用的强度。量子电动力学把形而下时空的收缩发展到极致，以精细结构常数为基础，发展出耦合常数，
而耦合常数把形而下时空的四种收缩力统一起来，就是形而下时空收缩有一个阶梯，这个阶梯最弱的就
是牛顿引力，而最强的就是强相互作用力。在这个意义上讲，时空阶梯理论的力的总公式

F=

mc 2
cn
r v1v2 v3  vn

与量子电动力学的力的解释等效，都是以精细结构常数为基础。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现在知道，精细结构常数的意义，就是形而下时空收缩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
在时空阶梯看来，精细结构常数的意义，除了以上意义，还有宇宙膨胀与否的意义。时空阶梯理论的核
心就是原子收缩，宇宙膨胀，原子膨胀，宇宙收缩。现在证明，原子的精细结构常数在变大[18] [19] [20]，
说明原子在收缩，而按照时空阶梯理论，原子收缩，那么，宇宙就膨胀，而现在的天文观测也证明宇宙
正在膨胀[21] [22]，所以，时空阶梯理论的核心被证明是正确的。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精细结构常数的宇宙意义：
1) 原子的精细结构常数变大，说明宇宙膨胀。
2) 原子的精细结构常数变小，说明宇宙收缩。
3) 原子的精细结构常数不变，说明宇宙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就是说，宇宙既不膨胀，也不收缩，或
者说宇宙既膨胀又收缩，但是，膨胀和收缩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8. 宇宙以等角螺线的方式展开
时空阶梯理论建立之初，假设宇宙的展开是以等角螺旋的方式展开[14]，这次计算行星远离太阳的具
体数据，更加证明这个假设是对的，不仅如此，这个等角螺线的展开方式，还是以量子化的方式展开的，
 nπ 
 

 18 
膨胀系数公式 k 306.697266806281e
=
=
, ( n 1, 2,3, 4,5, 6, 7,8,) 中，n = 1 时，是水星的膨胀系数，n = 2

时，是金星的膨胀系数，n = 3 时，是地球的膨胀系数，n = 4 时，是火星的膨胀系数，n = 5 时，是木星
的膨胀系数，n = 6 时，是土星的膨胀系数，n = 7 时，是天王星的膨胀系数，n = 8 时，是海王星的膨胀
系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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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自然中，螺旋几乎无处不在，从银河系之外的宇宙到地球上的飓风，从爬藤植物的藤蔓到蓟、
菠萝、松果的外皮，从鹦鹉螺壳上的螺旋花纹到向日葵的种子排列，从人体细胞内在的螺旋结构到外在
的螺旋芦荟，等等，动物、植物、人体、天体中都有着神奇的螺旋结构。
以上种种螺旋结构和螺旋现象都是因为宇宙以等角螺旋的方式展开的原因，既然整个宇宙都是以等
角螺旋的方式展开，那么宇宙内的万事万物都有螺旋现象就不奇怪了。其实，这也可以从种种螺旋现象
事实证明宇宙是以等角螺旋的方式展开是对的。

9. 总结
月亮远离地球，行星远离太阳，都是源自宇宙正在膨胀，但是，这个膨胀速度和远离的距离受到能
气场的收缩制约，所以每年的远离距离不符合哈勃定律。根据时空阶梯理论，建立了一个八大行星远离
太阳和月亮远离地球的经验公式，计算结果与实际观测基本符合。在解释这个经验公式的时候，发现了
太阳系内有自己的精细结构常数，而这个常数的表达式正是时空阶梯因子的倒数，从而发现时空阶梯理
论的力的总公式与量子电动力学的力的解释等效，都是以精细结构常数为基础。这次研究发现了精细结
构常数的意义，就是精细结构常数变大(原子收缩)，宇宙膨胀，而实际观测也是如此，这是时空阶梯理论
的核心内容，而这个核心内容被实际观测证明是正确的。通过这次研究，我们发现哈勃定律是经验定律，
需要增加能气场力对这个定律的修正。我们计算太阳系内行星的膨胀速度，就算是对哈勃定律的一种修
正。但是，时空阶梯理论的解释有偏差，需要完善和进步。我们相信，随着实际测量的不断精确，我们
会发现八大行星远离太阳和月亮远离地球真正的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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