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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原子能技术、原子核与基本粒子物理学研究等学科被列入 PRCHINA 的 12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毛泽东赞成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S.Sakata）将唯物辩证法用于物

理学研究的主张，这影响了中国科学家对粒子物理学的研究。从 1960 年代初开始，中国科

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物理学家从事

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并逐步采取集体合作的研究方式。1965-1966年，他们通过分析已有的

实验和理论，并与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思想联系，提出强子结构模型——层子模型。1966

年 7 月，他们在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宣读这一模型。不幸的是，“文革”（1966-1976）使科

研活动陷于停滞。中国物理学家与国际同行交流更加困难，未能如愿以英文正式发表层子模

型的计算结果，以至于这个模型对国际粒子物理学发展没有产生他们预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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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备和方法的发展促使粒子物理学“脱胎”核物理并成长为一门独立学科
[1]
。20 世

纪中叶，粒子物理快速发展。随着新粒子的大量发现，粒子物理学家迫切需要对上百种粒子

进行分类,找出它们之间内在联系及其根源，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模型。中国物理学家在新

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一种强子结构模型——层子模型，这为我们认识科学理论在特定的

社会与境中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物理学，乃至自然科学在 20 世

纪 50-70年代的中国的发展。 

 

一、粒子物理研究组的形成与问题的提出 

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肇始于 20 世纪初，通过派遣留学生、兴办学堂、建立

研究机构和组织学生团体等方面逐步实现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发展
[2]
。20世纪

10-20年代留学欧洲和美国的吴有训（1897-1977）、叶企孙（1898-1977）、严济慈（1901-1984）、

周培源（1902-1993）、王守竞（1904-1984）等人分别在 X 射线散射、普朗克常数测定、光

谱学、相对论和宇宙学、量子力学和热力学统计等物理学各分支有所建树。
2
他们回国后重

                                                             
1 刘金岩（1987— ）辽宁朝阳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现代物理学史。 邮箱：jyliu@ihns.ac.cn. 
2 吴有训 1921 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为康普顿效应的确立和公认作出重要贡献。代表作：Y. H. Woo. 

1926 .The distribution of energy between the modified and the unmodified rays in the Compton effects. Phys. 
Rev. 27(2)119-129. 

 叶企孙 1918 年赴美留学。1920 年从芝加哥大学获学士学位后转哈佛大学，在杜安（W. Duane，1872-1935）

的指导下测量普朗克常数 h。代表作： W. Duane, H. H. Palmer and Chi-Sun Yeh. 1921. “A remeasurement of the 

radiation constant, h, by means of X-ray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7(8):237-242. 

严济慈 1923 年赴法国巴黎大学在法布里（C. Fabry,1867-1954）指导下研究石英（quartz）压电效应

（piezoelectric effect）。代表作：Tsi-Ze Yan. 1928. Étude expérimentale des déformations et des changements de 

propriétés optiques de quartz sous l’influence du champ électrique, Journal de Physique et le Radium. 9 
(1):13-37. 

周培源 1924 年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代表作：Chou P. Y. 1937. Isotropic static solutions of the field equation 

in Einstein’s theory of gravi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59:754-763。 

王守竞 1924 年赴美，相继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将新诞生的量子力学成功地运用于研究普通氢

分子问题。代表作：S. C. Wang.1928. The problem of the normal hydrogen molecule in the new quantum 



视培养中国的物理学人才，并推荐年轻学生继续留学学习现代物理学知识。 

中国粒子物理学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主要依靠 20世纪 30—40年代留学欧洲或美国的张

宗燧（1915-1969）、马仕俊（1913-1962）、彭桓武（1915-2007）、胡宁（1916-1997）和朱

洪元（1917-1992）回国后的推动。他们留学期间曾分别师从于福勒（R．H．Fowler,1889-1944）、

泡利（W. Pauli,1900-1958）、玻恩（M. Born,1882-1970）、爱普斯坦（P.S.Epstein,1883-1966）

和布莱克特（P. M. S. Blackett,1897-1974）等物理学家，在量子场论数学形式、介子理

论、色散关系和同步辐射等方面做出有影响的工作
3
。新中国（译为 P.R.CHINA）成立前后，

张宗燧等人相继回国，致力于发展中国粒子物理学。不过，此时基础理论研究受政府重视的

程度不及应用科学。张宗燧等人未能延续留学时的理论物理研究，只有少数工作涉及量子场

论数学形式。
[3]
 

毛泽东在 1952 年 9 月提出，用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2]
。

中央政府后来根据这个目标组织制定不同行业的发展规划。基于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苏联科学

顾问柯夫达（В.А.Ковда,1904-1991）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在 1955 年向国务院建议

国家制定 15年科学研究计划，并着手起草规划。1956 年 1月，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

问题的会议上说明了制定国家科技发展长远规划的指导思想
[4]
。在同年制定的《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从 13 个方面提出了 57 项重点研究任务。
[5]
其中“新技术”

方面包含“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无线电电子学的研究和新的应

用”等 7项重要任务。原子核与基本粒子物理学与无线电物理与电子学、半导体物理三门学

科被列为物理学发展的重点，场论和量子力学的基础的研究则被列入第 56 项任务“现代自

然科学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
4
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激

励一批学生选择粒子物理专业。伴随 1957 年、1963-1964 年小规模研究生招生，粒子物理

队伍逐渐壮大。为普及理论知识和培养专业人员，北京大学物理系于 1958 年开设量子场论

课程。第二年, 山东大学（青岛）王普教授组织了量子场论讲习班。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

                                                                                                                                                                               
mechanics. Phys. Rev. 31:579-586; S. C. Wang.1929. On the asymmetrical top in quantum mechanics . Phys. Rev. 
34:243-252. 
3 张宗燧 1936 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跟随福勒研究统计物理。1938 年 9 月至 1939 年底，张宗燧先后在玻尔（N. 

Bohr，1885-1962）领导的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以及法国巴黎工作，

并在穆勒（C. Mφller，1904-1980）、泡利指导下研究量子场论及粒子物理学。代表作：T. S. Chang. Properties 

of mesons described by a pseudoscaler wavefunction. K. Danske. Vidensk. Selsk. Mat-Phy. Medd (1942)19:17；T. S. 

Chang. Azimuthal dependence of processes involving mesons. Proc. Cambridge Phil. Soc. (1940) 36:34-42. 

马仕俊 1937 年赴剑桥大学师从海特勒（W. H. Heitler，1904-1981）研究介子理论。1941 年，马仕俊回国任

教于西南联合大学并讲授相对论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等课程。1946 年以后，马仕俊先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

究院、爱尔兰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和加拿大国家研究院工作。代表作：S. T. Ma. On 

a General Condition of Heisenberg for the S Matrix. Phys. Rev. 71 (1947) 195-200. 

彭桓武 1938 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玻恩研究固体物理。1941 年至 1943 年，彭桓武

在由薛定谔（E. Schrödinger，1887-1961）担任所长的爱尔兰都柏林高等学术研究院理论物理所作博士后研

究，与海特勒合作研究介子理论。1943 年至 1945 年，彭桓武返回爱丁堡大学同玻恩合作研究量子场论的

无穷大问题。代表作：J. Hamilton, W. Heitler, H.W. Peng. Theory Of Cosmic Ray Mesons. Phys. Rev. 64 (1943) 

78-94. 

胡宁 1941 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大学师从爱普斯坦研究量子理论。1943 年，胡宁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

研究院，在泡利指导下研究核力的介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1945 年至 1950 年，他先后访问爱尔兰都柏林

高等研究院、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学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大学。代表作：J. M. Jauch, Ning Hu. On the 

meson mixed theory of nuclear force. Phys. Rev. 65 (1944)289-290; Ning Hu. The relativistic correction in the 
meson theory of nuclear force. Phys. Rev. 67 (1945)339-346; W. Pauli, N. Hu. On the strong coupling force for 

spin-dependent interactions in scalar- and vector-pair theories. Rev. Mod. Phys. 17 (1945)267-286. 上述文章曾

被温策尔（G. Wentzel）著的《Quantum Theory of Fields》（1949）引用。 

朱洪元1945年至1948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布莱克特领导的宇宙线小组研究同步辐射和基本粒子。

代表作：H. Y. Tzu. On the radiation emitted by a fast charge particle in the magnetic field. Proc. Roy. Soc. of 

London, A192 (1948)231-246. 
4 此时，中共中央已经做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原子弹研制的学科基础是核物理和粒子物理，因此国家重

视与之相关的物理学理论和实验发展，并将其列入《纲要》。 



所朱洪元是北大授课和青岛讲习班的主讲人。1960 年，他根据课程讲义整理出版中国的量

子场论“启蒙之作”——《量子场论》，改变了初学者依赖苏联物理学专著和欧美物理学期

刊了解粒子物理发展的局面。 

20 世纪 60年代初，朱洪元、胡宁、张宗燧分别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北京大学

和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带领一批青年研究人员从事基本粒子理论研究。朱洪元要求研究生

入学之初打好量子力学基础，推荐阅读量子力学经典著作和色散关系经典文献。胡宁指导学

生由色散关系转向群理论研究。张宗燧则强调数学严谨性，带领研究室成员重点研究色散关

系理论和编写《色散关系引论》专著。虽然三位物理学家学术风格和研究兴趣点各异，但他

们领导的研究组之间学术交流密切，除合作发表文章外，还以报告会、小组讨论（seminars）

等形式讨论粒子物理新进展，逐步形成了一支团结协作，思想活跃，学术气氛民主的队伍。
[6]
 

此时的国际粒子物理学发展正处于“混乱”状态。电子、质子、中子和正电子的发现以

及π介子的提出令物理学家自认为构建了关于物质组成的基本理论。但随后μ子和一系列

“奇异”粒子的涌现立即打破此情形。受益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功研制原子弹，原子核

物理受到高度重视并获得充裕经费支持。实验设备和技术改进有助于核物理母体下孕育的粒

子物理茁壮成长。20世纪 50—60年代，欧洲多国和美国纷纷建造 GeV量级加速器。可控实

验逐渐取代宇宙线粒子源，开启人工制造新粒子的大门。此后，新粒子数量呈“爆炸式”增

长。部分物理学家开始怀疑这些粒子是否都为基本的，相继提出费米-杨模型、坂田模型和

八重法方案。1964年，盖尔曼（M. Gell-Mann,1929- ）提出强子为复合粒子，由称之为“夸

克”且具有 SU（3）对称性的更基本组元构成。
[7]
其中最简单的方案是夸克可携带分数电荷。

几乎同时，兹威格（G. Zweig,1937- ）和毕德曼（A. Petermann,1922-2011）也提出类似

想法。
[8]

 

夸克概念的引入促使物理学家对物质微观结构的研究深入强子内部。1964—1965 年，

实验物理学家设计各类实验寻找自由夸克，结果几乎都是否定的。这令多数理论物理学家不

相信夸克。事实上，盖尔曼在提出夸克概念时就采取迂回态度，将其看作一种数学符号。当

时处理强相互作用的理论也不是必需夸克概念。量子场论框架下利用微扰论可以精确描述电

磁相互作用，但对于耦合强度大于 1的强相互作用则不适用。量子场论一时失去物理学家的

宠爱， S矩阵理论风靡一时。由 S矩阵发展的靴绊理论坚持粒子“平权主义”，类似系鞋带

一样相互之间构成束缚态。
5
因此，S矩阵理论也不欢迎夸克。这一时期，物理学家的兴趣集

中于对称性理论。派斯（A. Pais,1918-2000）等人将核物理的 SU（4）对称性推广到强子

的静态 SU（6）对称性，不仅提供一种更高对称性的强子分类体系，且理论预言的强子质量

公式和核子磁矩比与实验符合较好。随后，萨拉姆（A. Salam,1926-1996）与合作者将 SU

（6）对称性做相对论推广为 �̃�（12）对称性。�̃�（12）对称性能包含 SU（6）对称性全部

结果，却存在其它严重问题。 

尽管大多数物理学家不相信夸克，还是有个别物理学家严肃对待夸克。他们对于实验未

探测到夸克的解释是其质量很重，当时对撞机能量不足以产生这类粒子。其中较著名的是意

大利物理学家莫谱戈（G. Morpurgo,1927- ）。他坚信夸克真实存在，质量约为 5GeV，于 1965

年提出非相对论夸克模型
[9]6

，给出模型检验方法，甚至亲自设计实验寻找自由夸克。
7
同一

时期，中国粒子物理学家也逐渐将关注点由色散关系、对称性理论等聚焦到强子结构问题，

坚持强子内部有物理实体，在分析当时实验和理论基础上提出强子结构模型——层子模型。 

                                                             
5 靴绊理论遵守两个原则：（1）定域场不可直接观测；（2）不存在基本粒子。 
6 莫普戈的文章发表在《Physics》期刊。科学院图书馆订阅的物理期刊 《Physical Review》和《Physics Letters》，

发行两周后可到中国。 
7 2015 年 9 月 13 日笔者与意大利热那亚大学莫谱戈教授邮件交流。 



 

二、国际政治和哲学对中国粒子物理研究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加剧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发达国家对中国大陆的敌视和封锁。为促进核物理理论和实验发展，中国在 1956-1965年先

后选派 130多位学者参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工作。联合所的先进研究设施和学

术交流环境使得中国粒子物理学家学术水平得以提高。
8
在中苏关系交恶之后，中国政府鼓

励学者们与亚、非、拉、大洋洲的同行进行交流，注意发展与日本等国家的学术交流，支持

召开 1964 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以打破发达国家孤立中国的局面。两年后，又支持在北京召

开单科性学术会议——暑期物理讨论会。日本学术界组织一流科学家参加两次会议，促进了

中日科学界，尤其是物理学界的交流。 

坂田昌一（S.Sakata,1911-1970）是在研究中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日本物理学家，也是一

名左派社会活动家，关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的发展
[10]

。在中日政府尚未建交情况下，

他于 1956年参加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后返日途中应邀访问苏联

和中国。
9[11]

此后，坂田积极推动中日物理学家的交流，给中国物理学界带来新信息，刺激

中国粒子物理学发展
[12]

。1961年，他以日文发表《关于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这篇文章随后

被翻译成俄文，继而又被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转译，文中基本粒子可分观点引起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注意
10
。事实上，这与毛泽东希望中国尽快研制原子弹以及关心物理学

中的哲学问题有关。1955年 1月 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听取地质学家李四光（1889-1971）、物理学家钱三强（1913-1992）
11
的汇报，并做出研制原

子弹的决策。毛泽东在会上还与钱三强讨论了原子、基本粒子等是否可分的问题。听钱三强

解释基本粒子是不可再分的，毛泽东略加思索后说：“我看不见得。从哲学的观点看来，物

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不过，

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几年以

后，他从坂田那里得到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自然科学论据，此后在多种场合称赞坂田的工作。

北京科学讨论会召开前几天，毛泽东在一次关于哲学的谈话中讲到自己认同列宁“凡事都可

分”以及中国先哲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论断
[13]

。北京科学讨论会期间，

毛泽东在接见全体代表时当面祝贺坂田在粒子物理研究中取得的成果。第二天，他还特意在

住处召见物理学家周培源和哲学家于光远，从坂田文章讲起，比较系统地谈了他对自然辩证

法的见解。 

毛泽东对坂田文章的赞赏在中国学术界引起非同一般的反响。他的文章很快重新由日文

译成中文并加注释，连同哲学家根据毛泽东的几次谈话内容起草的编者按刊登在中共中央主

办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图 1）。紧接着，北京、上海、广东、江苏等地组织哲学

界、物理学界、心理学界以及其他各行业自然科学工作者围绕坂田文章展开座谈，并与当时

中国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哲学争论结合起来。讨论内容逐渐由如何在科学研究

工作中自觉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具体到如何自觉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技术工作。上述

座谈会发言先后发表在《红旗》、《光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等

                                                             
8 中国物理学家在联合所工作期间的代表性工作为王淦昌小组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Ξ

̅̅ ̅−

）和周光召关于赝

矢量流部分守恒定律（Partial Conservation of Axial Current：PCAC）的研究。 
9 在中国政府看来，争取西方国家以及日本的左派知识分子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政权的理解和支持是有外

交意义的。 
10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哲学上主张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毛泽东既是中国共产党和国

家的政治领袖，也是一位深谙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思想家。他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影响。 
11 钱三强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1937 年，钱三强赴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居里实验室在伊莱纳·约

里奥—居里夫人（Irène Joliot-Curie,1897-1956）指导下研究原子核物理。1946 年与合作者发现铀核的三分

裂和四分裂现象(discovery of the ternary and quaternary fissions of heavy nuclei)。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1%85%E9%87%8C%E5%A4%AB%E4%BA%BA/497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3%80%E6%A0%B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88%86%E8%A3%8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5%88%86%E8%A3%82


重要期刊和大报，充分体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有关哲学的科学问题的高度重视
12
。 

 

图 1 1965 年《红旗》第 6 期刊登的坂田昌一《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 

坂田的工作和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直接影响了中国粒子物理学家的研究方向。事

实上，坂田在 1956 年访华时就介绍了自己刚提出的基本粒子复合模型——坂田模型，但当

时似乎没引起中国物理学家注意，直至毛泽东赞赏坂田文章后才促使中国物理学家仔细研究

坂田模型。朱洪元、何祚庥等人对哲学感兴趣，曾撰文讨论粒子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他们

在 1960年发表文章，主张从色散关系、基本粒子对称性以及弱作用方面开展研究。
[14]

北京

科学讨论会期间，他们同坂田讨论了物理学与辩证唯物论之间的关系。当中国科学界座谈坂

田文章时，朱洪元表现积极。他不仅在有几百人参加的座谈会上介绍坂田的工作，还在《基

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与展望》一文中表示在基本粒子研究中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指导。该文总

结了物理学史上的三次突破，预言酝酿中的第四次突破，即“将要进一步发现基本粒子内部

的结构，并揭露属于基本粒子领域的更深入一层的矛盾。”
[15]

  

中国物理学家自 1965 年 6月开始便筹备即将召开的暑期物理讨论会。中国物理学会决

定 1966 年 5月前完成基本粒子理论、核结构理论和固体理论方面的学术准备。鉴于基本粒

子物理研究队伍较大，确定由朱洪元、胡宁和汪容负责采取集体合作方式，从基本粒子分类、

对称性和结构，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和基本粒子理论中的数学方法方面准备报告内容，并尝试

总结出一定的方法论。为保证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

协助提前调回正在农村参加“四清”的青年研究人员。
[16]

 

 

三、层子模型的提出（construction）及其主要内容 

 

当时已有的实验结果
13
和将粒子物理对称性理论类比于化学元素周期表，都表明基本粒

子有结构。作为暑期物理讨论会粒子物理学科负责人之一，朱洪元将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

                                                             
12 毛泽东非常重视有关哲学的科学问题，这或多或少地与当时党内的某些政治分歧有关。 
13 暗含基本粒子有结构的实验结果有四个方面: （1）实验发现的 100 多种质量不等的基本粒子可以排成一

个质量谱系；（2）SU（3）、SU（6）和 SU（12）对称性理论较好地预言强子静态性质，但在散射和高共

振态衰变等问题上与实验矛盾；（3）高能电子或中微子散射实验测量的核子电磁（弱）形状因子表明核

子电荷（“弱核”）并非集中于一点，而是有分布的；（4）实验发现的高自旋粒子意味着基本粒子内部具

有轨道角动量。 



思想与粒子物理理论联系起来。他邀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戴元本共同研究基本粒子结构问

题，提出存在比基本粒子更基本的真实粒子。随后，朱洪元、何祚庥、汪容、戴元本和冼鼎

昌等围绕该问题展开讨论，初步形成强子结构模型的基本思想。
14
他们假设基本粒子由“亚

基本粒子”组成，即与 SU(3)、SU(6)对称性基础表示的基相对应的粒子。“亚基本粒子”性

质满足盖尔曼关于夸克性质的假设，但质量很重，约 10GeV。
15
 

紧接着，讨论范围逐渐扩大，形成由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基本粒子理论组、数学研

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北京大学理论物理教研室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理论组的青

年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的“北京基本粒子组”。
16
1965年 9月起，“北京基本粒子组”定期组织

报告会（图 2）。朱洪元、胡宁分别在前两次报告中介绍近代物理学重大发展、对称群及其

群表示。北京大学成员在对称性理论研究方面有一定基础，在报告会上各有侧重地就强、电

磁、弱相互作用以及对称性等方面内容做综述报告。数学所侯伯宇和原子能所汪容分别介绍

国际上关于用各种群研究强子对称性的工作和 Para 统计。此外，讨论内容还涉及盖尔曼工

作、夸克模型与坂田模型异同、SŨ(12)对称性、CP破缺，等等。最初两星期内，“北京基本

粒子组”连续组织六次集中报告会。此后四个单位分别召开学术讨论会，每星期至少召开一

次全体报告会，交流协调研究工作进展。 

 

图 2 基本粒子理论研究座谈会 

朱洪元、何祚庥等少数北京基本粒子组成员曾参与中国核武器理论预研工作。此外，原

子能所基本理论组还承担调研建造高能加速器方案等工作。尽管部分研究人员对粒子物理最

新发展有些生疏，但朱洪元还是果断带领研究组将研究方向转向强子结构研究。考虑到要为

暑期物理讨论会准备报告，时间紧迫，他采取“速成法”培养研究生，要求学生基于前人结

果立即做题目，强调正确的物理结果优先于漂亮的数学形式。北京大学成员基础较好，参与

研究较多。数学所年轻成员则在戴元本指导下做各种研究。 

研究强子结构需处理质心运动为相对论性的“外轻内重”束缚态问题（即“亚基本粒子”

比由其组成的束缚态重）。
17
量子场论框架下已有的描述束缚态的相对论性方程是

                                                             
14 2012 年 8 月 25 日笔者访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戴元本院士。 
15 粒子很重时可以忽略其自旋相互作用（自旋作用反比于粒子质量），SU（3）对称性变为 SU（6）对称性。

考虑到 SU（6）对称性成功给出基本粒子谱，朱洪元等人更加确信“亚基本粒子”很重。 
16 事实上，讨论组最初并没有特定称呼，“北京基本粒子组”是为准备“暑期物理讨论会”而提出的。 
17  SU（3）、SU（6）对称性对强子分类的成功表明强子内部运动可做非相对论近似，但强子在加速器中的



Bethe-Salpeter 方程（简称 B-S方程）。但方程本身还有很多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且物理

学家对其方程解和物理意义存在疑义。于是，朱洪元等人决定不去探讨束缚态的相对论性方

程及其解的问题，尝试直接引入基本粒子内部结构波函数解释和联系实验结果。他们将强相

互作用分为超强相互作用（SU(3)对称）和次强相互作用（破坏 SU(3)对称），前者强度远大

于后者。计算相互作用矩阵元时可忽略由次强相互作用产生的对基本粒子内部结构波函数的

一阶修正。因此，可假定质心系下 35维表示介子（或 56维表示重子）波函数空间部分完全

相同，赝标介子 8重态、矢量介子 8重态（或重子 8重态、重子 10重态）分别具有相同的

自旋波函数。由核子电磁形状因子可知“亚基本粒子”在基本粒子内部的动量（约 0.2-0.3GeV）

远小于其静止质量。假设“亚基本粒子”自旋为
ћ

2
，在基本粒子质心系下可忽略“亚基本粒

子”自旋波函数的小分量，由此确定基本粒子自旋波函数。经洛伦兹变换后便可得运动中的

基本粒子自旋波函数。“亚基本粒子”在基本粒子内部运动速度小，假设其间通过瞬时相互

作用结合为束缚态，于是，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四维波函数可用三维波函数表示。对强子内

部做非相对论近似后可简化强子动态过程计算。朱洪元等人借鉴非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波函数

概念和相关计算方法，提出介子衰变和跃迁过程快慢分别由介子零点波函数和始末介子波函

数重叠积分决定
18
。

[17]
基于上述考虑，原子能所提出强相互作用粒子的相对论性结构模型。

19
朱洪元、何祚庥组织研究生计算了强子电磁相互作用和弱相互作用具体过程并与已有实验

数据进行比较。 

考虑到对 B-S方程做瞬时相互作用近似并不具有完全相对论性，数学所和北京大学研究

人员合作提出强相互作用粒子结构模型及其协变场论方法。
[18][19]

模型假设强作用粒子是由

“基础粒子”组成的复合粒子。强相互作用粒子参与的相互作用可归结为“基础粒子”同其

它场的相互作用。随后，他们给出书写具体物理过程的 S 矩阵元费曼规则
20
，讨论了重子和

                                                                                                                                                                               
产生过程是相对论性的。 

18 介子零点波函数指组成介子的“亚基本粒子”及其反粒子距离为零时的波函数ѱ（0）；对于介子跃迁过

程，终态介子以一定动量飞出后使初始介子的球对称波函数因相对性效应沿飞行方向扁缩，始末态介子

波函数重叠部分积分决定该过程发生概率。 
19 强相互作用粒子的相对论性结构模型中介子和重子的波函数如下： 

0−介子波函数: Φ
P,ζ

Ps
(x1, x2) =

i

2√2
√

M

E
A(ζ) (1 −

ip̂

M
)γ

5
ψ

ζ

Ps
(x)eiPX            

1−介子波函数：Φ
P,ζ,λ

V
(x1 , x2) =

i

2√2
√

M

E
A(ζ) (1 −

ip̂

M
) f̂λψ

ζ

V
(x)eiPX            

其中指标 Ps和 V 分别代表赝标介子和矢量介子；x1、x2代表“亚基本粒子”和“反亚基本粒子”坐标；

X 为质心坐标；x 为“亚基本粒子”和“反亚基本粒子”相对坐标；P、M、E 分别为 4 维动量、介子质量和

能量；ζ代表幺旋态，λ代表极化态；A(ζ)为幺旋波函数，ψ（x）为介子内部时空波函数。 

1

2

+
重子波函数：Φ

lm
(x1, x2, x3, i, j, k,α, β,γ) =

1

√12
√

M

E
{ε

ijk
[(1 −

ip̂

M
)γ

5
C]

αβ
× U

γ

(λ)
(P)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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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j k

α β γ
)}ψ

ζ

(
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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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
重子波函数：Φ

lmn
(x1, x2, x3, i, j, k,α,β,γ) = √

3

4
√

M

E
dlmn

ijk
× [(1 −

ip̂

M
)γ

μ
C]

αβ
ψ

γμ

(λ)
(P)ψ

ζ

(
3
2

)
(x, x′)eiPX 

其中x1, x2 , x3为 3 个“亚基本粒子”坐标，X 为质心坐标，x, x′为内部相对坐标；i, j, k为幺旋坐标；α, β, γ

为自旋坐标；l , m, n标记幺旋态ζ；λ为重子极化态；(
i j k
α β γ

)表示（i,α）,（j, β）,（k,γ）轮换；dlmn
ijk

为

全对称参数；C 为电荷共轭矩阵；U(λ)（P）为具有动量 P，极化λ的自旋
1

2
自由粒子 Dirac 波函数；ψμ

(λ)
(P)为

具有动量 P，极化λ的自旋
3

2
自由粒子 Rarita-Schwinger 方程解。 

20 以ω → π + γ、π → γγ为例，费曼规则如下： 



介子情况，并由此计算了强子的各种电磁和弱作用过程。利用该方法做计算时需了解介子和

重子结构波函数形式。原则上，强子结构内部波函数应从‘基础粒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

运动方程求解。鉴于当时不清楚运动方程具体形式，他们从标准的协变性及其时空对称性考

虑，猜测介子和重子波函数的普遍形式。此外，利用已有场论束缚态运动方程（例如 B-S 方

程），结合一定的物理考虑，讨论波函数性质。 

   

图 3 《原子能》与《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分别刊登的“基本粒子”结构理论专刊 

除上述两批研究结果外，“北京基本粒子组”成员还讨论了夸克之间的超强相互作用的

性质和耦合形式、高自旋重子激发态以及夸克统计等问题。在原子能所进行第一批计算期间，

戴元本注意到莫谱戈发表利用Fock Base计算夸克组成介子的文章。这与他之前的想法类似。

看到有同行发展这种方法，戴元本担心被外国人抢先，于是用相同方法计算π介子相关过程。

随后，他征求朱洪元意见是否发表。朱洪元认为此时国外多数物理学家尚未注意强子结构问

题，建议不要单独发表文章，以免“透漏风声”，“北京基本粒子组”要做出一批结果在国际

会议（暑期物理讨论会）报告，以取得这一领域的学术优先权。
21
 一段时间后，朱洪元等人

得知达里兹 (R. H. Dalitz，1925-2006)也在做类似研究，但重点关注强子谱。于是，他们

                                                                                                                                                                               

介子分解成基础粒子对的顶点贡献 

(2π)
4
δ

4
(P − p1 + p2)Γ(p1, p2)       (0−)； (2π)

4
δ

4
(P − p1 + p2)Γ

μ
(p1, p2)      (1−) 

基础粒子对合并成介子的顶点贡献 

(2π)
4
δ

4
(P − p1 + p2)Γ

̅̅ ̅(p1, p2)      (0−)；     (2π)
4
δ

4
(P − p1 + p2)Γ

̅̅ ̅
μ

(p1, p2)      (1−) 

每条介子外线贡献          1

√2E
       (0−) ；          

e
μ

σ

√2E
       (1−) 

每条介子内线贡献   ∫ d4 P∆f(P) =
−i

(2π)4 ∫
d4P

P2+m2；  ∫ d4 P∆fμν
(P) =

−i

(2π)4 ∫
δ

μν
+

P
μ

+P
ν

m2

P2+m2 d4P 

每条基础粒子内线贡献  ∫ d4pSF(p) = ∫ d4 p
i

(2π)4

ip̂−M

p2+M2 

每一个基础粒子线封闭圈贡献         -Sp 

每一个电磁顶点贡献一个因子    −(2π)
4
δ

4
(p − p′ − q) QϜμ(q) 

其中 P 为介子的四维动量，q 为光子的四维动量，p1是基本粒子的动量，−p2是反基本粒子的动量，p

定义为
p1+p2

2
，Q 为基本粒子的电荷。 

21 2012 年 8 月 25 日笔者访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戴元本院士。 



决定在不对外的期刊上以中文立即发表“北京基本粒子组”的计算结果。在原子能研究所所

长钱三强和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支持下，1966年《原子能》（月刊）第 3期、第 7-8期和

《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季刊）1966 年第 2 期设立“基本粒子”结构理论专刊刊登了

上述研究结果（图 3）。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召开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于 1966年 2月下旬和 5月下旬组织两次

学术筹备会议。第二次筹备会召开时，中国刚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

中国科协强调暑期物理讨论会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世界革命和国际阶级斗争服务，要把

会议变成“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讲坛”。
[20]]

因此，评审论文时要判

断该工作是否体现“自力更生”走自己道路的精神，是否立足于中国，是否用毛泽东的《矛

盾论》和《实践论》指导。筹备会将《基本粒子研究的方法论》选为“战斗性文件”之一，

建议文章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体现“文革”时代精神，系统写出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群众路线和大协作等在基本粒子研究中的作用和经验。《基本粒子研究的方法论》后更

名为《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研究基本粒子理论》，是暑期物理讨论会的三篇重点论文之

一。
[21]22

筹备会期间，钱三强提议为基本粒子组成部分统一名称。冼鼎昌建议取作‘straton’，

简称“层子”，用以强调“层子”也并非物质结构的最终单元，而只是物质结构无限层次中

的一个层次，“层子”也具有内部结构。
23
 

不可否认，层子模型受到坂田模型和夸克理论的启发。坂田模型选取重子中的三个特殊

粒子 p、n 和 Λ 作为构成复合粒子（composite particles ）的基础粒子(fundamental 

particles)，可以有效解释介子问题，但不能处理重子问题。夸克模型将所有强子处于平等

地位，假设强子是复合粒子，其组分比强子更深入一层，但盖尔曼在模型提出之初将夸克看

作数学符号。层子模型提出强子有内部结构，其组分是层子。区别于坂田模型和夸克模型，

层子模型认为当对撞机能量足够高时也可以探测层子的内部结构。 

 

图 4  1966 年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开幕式 

1966年 7月 23日至 7月 31日，北京科学讨论会暑期物理讨论会召开（图 4）。会议共

收到 72篇学术论文和报告
24
，共有来自亚、非、拉、大洋洲 30个国家和 1个地区的 136位

物理家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团由 36 名团员组成，周培源任团长，代表团成员经过严格审

查，凡是审查不合格的，即使在研究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成员也不能参会。部分参加层子模

                                                             
22 另外两篇为《为革命造灯》和《在普通物理方面的教学改革》。 
23 2014 年 4 月 24 日笔者访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戴元本院士。 
24 其中基本粒子物理 32 篇，原子核物理 14 篇，固体物理和其他方面 20 篇，物理教学 4 篇。 



型计算工作的研究人员由于政审不合格未被选为会议代表。
25
自 7月 24日起，暑期物理讨论

会分基本粒子物理、原子核物理、固体物理和物理教学四组宣读论文和讨论。26 日上午，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汪容副研究员代表“北京基本粒子组”在全体会议上做题为《在毛

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研究基本粒子理论》报告（图 5）
[22]26

。他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科学界过

去受西方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盲目信仰苏联”等影响而走过很多弯路。在中国共产党和

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北京基本粒子组”突破西方“权威”，提出反映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

“层子模型”理论。日本广岛大学物理系小川修三教授也在同日上午全体会议做报告，题目

为《基本粒子理论的新发展——坂田模型》。相比于汪容的报告，小川修三的报告在物理内

容上更专业。
27
他在报告中强调他们的工作是在坂田昌一和武谷三男方法论影响下以集体合

作方式进行的。 

 

图 5 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汪容代表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在全体会议上做《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研究基本粒子理论》， 

采自《人民日报》1966 年 8 月 2 日 第 8 版 

在随后的基本粒子分组会议上，各国代表对汪容的大会报告和“北京基本粒子组”宣读

的三篇有关层子模型论文展开讨论。
28[23]

大部分代表支持中国的基本粒子研究方法
29
，但也

有代表持不同意见
30
。7月 27日晚，世界著名粒子物理学家，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伦敦

                                                             
25 冼鼎昌在写出并完成层子模型报告的中英文校样后，被通知离开准备会议的民族饭店；何祚庥则在“五

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允许参加暑期物理讨论会。 
26 汪容的报告分“走自己的路”（Take our own road）、“旧的不去、新的不来”（The old must be destroyed before 

the new can be constructed）、“不入虎穴、焉得虎子？”（How can you catch tiger cubs without entering the 

tiger’s lair？）、“首场战役”（The first battle）、“依靠群众、依靠年轻力量”（To rely on the masses, on the 

new-born forces）等内容。 
27 小川修三的报告系统、全面地总结坂田模型提出后日本基本粒子理论的研究进展，包括日本物理学家发

展的四重态模型、盖尔曼夸克理论、SU（6）对称性、名古屋模型以及原子核力研究的最新进展。 
28 这三篇论文分别由北京大学宋行长，原子能所杜东生和李炳安宣读。 
29 智利代表团团长阿尔维亚尔教授（G. Alvial）说：“之前不知道政治怎样同业务结合，听了中国的报告现

在体会到了。” 他希望得到所有相关资料，方便其回国后按照中国路线作研究。[23]伊拉克代表团团长吉

塔（M. K. Al-Ghita）说：“非常好。把这样复杂的问题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我自己是教这门课的，也带研

究生作学位论文，但是基本粒子发展这样快，今天强调对称性，明天又强调别的；让学生看这本书这样

讲，那本杂志又那样讲。二十年来，连基本粒子怎样定义都没有一个说法。现在汪容的报告把波函数的

几个要求弄清楚，基本粒子是什么就明确了。我相信，你们找到了正确的道路。”[23] 

30 阿根廷代表团团长农达（F. Donon）认为：“物质这样分下去，永远没完了！” [21]代表苏斯曼（S. Sussmann）

则表示即使听了报告以后还不清楚毛泽东思想怎样指导具体科学研究。[23]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巴格达迪（M. 

Baghdadi）说：“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语录，没有看见马克思一句话。你们把毛主席神话了，象穆斯林教



帝国学院教授萨拉姆抵京。原则上,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不邀请欧美学者参会，但鉴于萨拉

姆的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身份以及出色的粒子物理研究工作，筹备组还是决定邀请他参会。

他随后在全体会议上作题为《关于强相互作用的新想法》的报告，介绍了西方基本粒子理论

的最新发展以及他本人的近期工作。萨拉姆对中国物理学家的基本粒子结构研究工作印象深

刻
31
，希望 1968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举行时中国基本粒子理论能取得长足进展。

[24]
 

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期间，各国代表希望见到毛泽东主席。1966年 7月 31 日下午和晚

上，刘少奇、毛泽东分别接见了参加北京暑期物理讨论会代表（图 6）。 

 

图 6 毛泽东接见 1966 年暑期物理讨论会代表团成员 

按计划，暑期物理讨论会结束后将以英文正式发表层子模型理论的计算结果。然而，受

“文革”影响，中国大多数科研活动停止、学术期刊停刊，使得这一计划搁浅。中国科学院

原子能所科研任务与核武器研究有关，“文革”期间施行“抓革命、促生产”，研究人员尚可

做些科学研究。数学所被认为是无用的，施行“停产闹革命”（甚至一度计划由一个全国联

络站取而代之），大部分科研工作停止。
32
北京大学的研究工作也基本停顿。尽管如此，这期

间还是有部分领导人关心基本粒子研究。1967年 5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基

础理论研究座谈会”。国务院分管科技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元帅在会上指示：“基本粒子，去

年在北京物理讨论会上有一篇论文，明年如果搞，只一年的时间，很仓促呀！应该有一个题

目。去年放了一炮，第二炮就不响了，怎么行？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好好准备明年的科学讨论

会。”
[25]

 不过，受轰轰烈烈的“文革”影响，1968 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未能如期举行。中国

科学院副院长、物理学家吴有训也关心基本粒子理论研究。他于 1972年 1月 23 日给周恩来

总理在科学院的联络员刘西尧写信，期望重点抓一抓层子模型理论研究，争取短期内取得新

成果。他还建议派代表参加一次高能物理会议报告“层子模型”理论的新旧成果，以反映“文

革”以后中国科学研究的新面貌。
[26]

刘西尧第二天即做出批示支持吴有训的想法。周恩来总

理也关心高能物理发展。1972年 8月，张文裕、朱洪元、汪容、何祚庥等 18位粒子物理学

                                                                                                                                                                               
的真主一样。当然毛主席很伟大，解放全中国，改变中国面貌。这我不反对，我也十分拥护。但毛主席

也是一个人。” [23] 
31 萨拉姆在报告中提到他本人自 1966 年初开始以基本粒子有结构的观点，初步探讨强子弱衰变问题。他

抵京时中国物理学家已经做过层子模型理论的主要报告。笔者认为他可能通过阅读会议论文以及同中国

物理学家讨论交流过程中了解层子模型理论。 
32 2014 年 1 月 8 日笔者访谈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朱重远研究员。 



家联名给周恩来写信呼吁重视高能物理研究。周恩来在回信中明确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

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

高能物理研究应该成为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27]

 

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基本粒子研究的重视使得层子模型理论在“文革”期间取得零星发展。

随着《物理》、《科学通报》和《物理学报》等学术期刊复刊，陆续有相关成果发表。中国科

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小组在层子模型框架下做计算并与非相对论夸克模型比较。原子能所何

祚庥与黄涛发展了复合量子场论，李炳安讨论了介子和重子波函数以及 1/2+重子的电磁性

质和△（1236）的光、电生现象。数学所朱重远利用层子模型研究π
0
→2γ衰变的常见物

理机制，并估计层子质量很大时这些机制的贡献。北京大学李小源提出一种新的层子方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山大学、内蒙古大学和山东大学的物理学家也在层子模型框架下做了

相关研究。实验方面，中国实验物理学家试图寻找自由层子。1972年 6月，原子能所的云

南落雪山宇宙线观测站利用大型磁云室发现一个超高能作用事例，被认为是层子候选事例。

这引起中国高能物理学界和周恩来的重视。不过，该事例后来并未得到证实。 

就在中国基本粒子研究基本停滞之时，国际粒子物理学界在理论和实验上取得了重大进

展。20世纪 60年代末，温伯格（S. Weinberg,1933- ）、萨拉姆和格拉肖（S. L. 

Glashow,1932- ）引入 SU(2)×U(1)规范群并应用对称性自发破缺机制发展了弱电统一理论。
[28]

同一时期，美国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SLAC：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Center）

的电子—质子散射实验发现电子被原子核大角度散射现象，费曼（R. Feynman,1918-1988）

与比约肯（J. Bjorken,1934- ）将此解释为中子与质子由“部分子”（parton）组成。物理

学家自然地将“部分子”与夸克联系起来。为解决夸克的统计问题，弗里奇（H. 

Fritzsch,1943- ）和盖尔曼为夸克引入“色”量子数，由此发展了描述强相互作用的量子

色动力学理论（Quantum Chromodynamics）——该理论是基于 SU（3）规范对称性的可重整

的 Yang-Mills场论
[29]

。随后，格罗斯（D. Gross,1941- ）等人发现非阿贝尔规范场的渐近

自由性质
[30][31]

，从而使得利用微扰论处理强相互作用成为可能。粲（c）夸克、底（b）夸

克以及“三喷注”夸克、反夸克和胶子喷注等现象的发现使得物理学家公认 QCD 是描述强相

互作用的正确理论，即强子由两个或三个夸克（以及内部无数对夸克和反夸克对）通过带色

胶子束缚在一起。自此，包含弱电规范理论和量子色动力学以及以轻子、夸克、胶子、光子

𝑊±、𝑍0为内容的粒子物理标准模型被建立起来。。 

随着 1976 年“文革”结束，自然科学研究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粒子物理理论研究也

逐渐恢复。科普期刊《高能物理》和专业学术期刊《高能物理和核物理》相继创刊。
33
钱三

强、周培源等组织召开多次粒子物理会议。1977 年召开北京高能物理计划会议（期间举行

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和安徽黄山基本粒子座谈会。第二年 8 月，“文革”后的首次中国物

理学会年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周培源在开幕式讲话中提到
[32] 

： 

“基本粒子的研究是我很关心的事，因为基本粒子的研究是站在整个物理学的最前线。……在“文化

大革命”前短短十七年中，我国理论物理有两大贡献：一是完全独立地掌握了制造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

二是提出了强子结构的层子模型。……1966年我们搞了层子模型，在北京物理讨论会上做了报告，国际上

认为有水平，我们大家都高兴。但有些同志就骄傲自满了，好像基本粒子问题已经解决了。把自己看成唯

物主义，而给别人扣上唯心主义，既影响了内外的团结，又妨碍了自己的进步。我们做了一点成绩，千万

不要骄傲自满，要真正做个又红又专的理论物理工作者。” 

此外，他建议物理学家注意层子满足的运动方程。庐山会议期间举行了基本粒子讨论会，总

结国内外强子结构理论和实验进展并预见未来研究方向。 

1980年 1月 5日至 12日在广州从化县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华裔物理学家参加的基本粒子

                                                             
33 《高能物理》（季刊，后更名为《现代物理学知识》）的早期内容主要为层子模型理论的普及介绍。《高

能物理和核物理》第 1 期收录综述文章《坚持正确的方向努力勇攀高峰——回顾层子模型十一年》。 



物理讨论会。这次会议被看作是“粒子物理理论研究在中国恢复工作的一个大检阅”。
[33]34

李

政道、杨振宁等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悉数出席。朱洪元做题为《关于层子模型的回忆》大会报

告（图 7）。
[34]

他在报告中系统总结层子模型计算结果，首次正式给出参与层子模型计算工

作的 39 人名单。朱洪元报告引起会议代表普遍重视。李政道称该报告“很重要、是具有历

史意义的回忆。”
[35]

美国休斯敦大学助理教授胡斑比说：“‘层子模型’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

有意义的工作。……六十年代西方在粒子物理方面的思想比较乱，有忽视物理内容，只注重

数学形式的倾向。在这个时候中国强调基本粒子还有结构，宣传坂田模型，后来又提出层子

模型，重新强调要有物理思想，这确实是有指导意义的。”
[35]

他还认为用物质无限可分哲学

思想指导粒子物理研究的方向是对的，不应否定。哈佛大学赖曼物理实验室胡比乐认为“不

能将层子模型完全等同于夸克模型，夸克刚提出来时并不是作为物质的一个层次，仅仅是数

学上的处理方法。把夸克作为比基本粒子更深一层的粒子是后来的事情，具体说是在层子模

型提出来之后，所以层子模型比夸克模型进了一步。”
[35]

讨论过程中，有代表反映在国外很

难找到关于层子模型工作的资料，要求提供与层子模型相关的原始论文。李政道提议将 1966

年层子模型论文重新整理并用英文向国外发行。该提议得到与会人员普遍赞同。遗憾的是，

层子模型工作至今未整理成英文发表。广州会议结束后，国内代表建议相对客观地总结层子

模型工作。于是，朱洪元、宋行长和朱重远合作撰写了《层子模型的回顾与展望》一文。
[36]35

  

 

图 7 朱洪元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做《关于层子模型的回忆》学术报告，图片来源《中国全球图片总汇》 

为掌握强子结构和强作用唯象理论最新进展，1980年 10月在武汉召开强子结构讨论会。

胡宁在会上表达了自己对层子模型的看法
36
，强调学物理的人应该有观点、有信念，在事实

面前也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他建议关注 QCD 理论，尤其关注深度非弹问题。
[37] 

朱洪元在

致闭幕词时将广州会议视为中国粒子物理发展一个阶段的完成，而武汉会议则是一个新阶段

                                                             
34 会议共宣读论文 78 篇（国内 44 篇，国外 34 篇），共有 148 位代表（国内 97 位，国外 51 位）参加会议。

会议主要介绍国际粒子物理理论研究最新进展，包括规范场理论、量子色动力学、强作用的现象性理论、

引力理论、大统一理论和点粒子，等等。 
35 朱洪元首先为文章“定了调子”，宋行长和朱重远撰写初稿后经三人讨论定稿。宋行长认为此文“本着

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实际工作，但文中不免有些口号。” 2014 年 1 月 16 日笔者访谈北京大学宋行长教

授。 
36 胡宁认为自己欣赏层子模型工作有三个原因：（1）SU(3)对称性；（2）深度非弹不仅能得出结构函数，且

光子和层子作用可看作弹性散射；（3）质量谱，介子情况不明确，但重子的 Regge 轨迹是完全平行的直

线。 



开始。[33]朱洪元预见粒子物理未来发展将集中在强相互作用、强子结构的理论和大统一理论，

建议充分重视刚兴起的层子谱、轻子谱、层子结构和轻子结构等研究。他认为这个研究领域

最早由中国物理学家提出，不应该拱手让人。随着物理学界公认 QCD理论作为描述强相互作

用的正确理论，层子模型理论在中国粒子物理学界的主导地位逐渐降低。此后，中国粒子物

理学家的研究领域拓展到规范场理论、QCD、强作用的现象性理论、引力理论、大统一理论

等方向。1982年，层子模型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主要获奖人为朱洪元、胡宁、何祚庥、

戴元本。 

 

四、国外物理学家对层子模型的看法 
 

暑期物理讨论会期间，日本代表团成员高度关注层子模型工作。其实，周培源在给坂田

昌一等人的邀请电报中便提到中国关于基本粒子内部结构的研究，认为“其中包含在欧美流

行的对称性理论的积极的一面，同时还消除了其中存在的困难，获得了很有趣的成果。”
[38]

因此，坂田在讨论会召开之前预料“中国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论要发表有雄心的成果。”
[38]

日本代表团原计划在暑期物理讨论会上讲课，在听到层子模型工作报告后便收起讲义。名古

屋大学早川幸男（S. Hayakawa）教授写信告知留在日本参加京都会议的坂田：“中国的研究

工作绝不是日本的一部分报纸、周刊杂志所中伤的那样的没有内容的工作，而是内容很充实

的高水平的研究。”
[39] 

他认为层子模型工作比日本粒子物理学家的工作更细致和系统，中国

青年研究力量达到了日本朝永振一郎年代的景象。日本代表团团长野上茂吉郎(N. 

Mokichiro)同钱三强等见面时说： 

“日本过去做了不少工作，但是没有钻下去，这次看来你们走在前面了。…… 日本理论物理学青年

工作者有两个毛病：一是迷信美国，凡是美国物理杂志有的，就认为行、就作，自己独创很少。二是只信

实验，实验没有证明的就不敢去想。中国的工作方向、方法正是日本青年学者所没有的。”
[40] 

 

秘书小川修三则说：“中国层子模型方向对头，是向更深一层迈进了一步，日本在 1960年时

就想迈一步，但一直没有迈下去。这回中国迈进了，我们要很好地讨论，使得这方面工作有

更大的进展。”
[40]

暑期物理讨论会闭幕后，日本代表团又同中国粒子物理学家举行三天交流

会，详细讨论层子模型。在讨论过程中，部分日本代表不满中国强调毛泽东思想指导基本粒

子研究，认为层子模型也应该归功于坂田。返日后，他们详细介绍暑期物理讨论会情况并汇

报中国层子模型的具体内容。
 

60年代末开始，中美冻结多年的外交关系开始解冻。美国放松其公民到中国旅游限制

和对华贸易限制，并开始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1971 年，杨振宁借机提出访华请求。他先

后在上海和北京做三场学术报告。在北京的报告题目为《基本粒子的空间结构》。北京接待

组在杨振宁报告前组织物理学家了解国际基本粒子研究进展，调研杨振宁近期工作并概括性

总结层子模型理论。
[41] 

杨振宁报告结束后，由原子能所李炳安介绍层子模型工作。不过，

杨振宁对基本粒子结构问题有不同看法。他虽然赞同基本粒子有空间结构，但并非由更深一

层的粒子组成。随后的座谈中，杨振宁认为层子模型理论提出时国际上的相关研究者并不多，

建议中国物理学家围绕层子模型写一本书以便讨论，同时有助于整理和明确中国物理学家思

想。
[42] 

事实上，杨振宁回国前并不清楚层子模型的具体内容，他是从《纽约时报》看到有

关层子模型的介绍。为使杨振宁深入了解层子模型且便于他返美后做介绍时有所依据，周培

源和张文裕建议赠送他遴选的 1966 年暑期物理讨论会上宣读的三篇论文。他们认为“这实

际上也是为我们在基本粒子的研究中宣传毛泽东思想。”
[41] 

 

返美后，杨振宁在接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高级编辑路布金（G. B. Lubkin）

访谈时提到层子模型工作，认为“文革”前中国的高能物理“非常活跃”。
[43]

 1973 年 7 月

17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接见杨振宁。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物质无限可分想法。他



向杨振宁询问哥本哈根学派近况以及光量子是否可分。杨振宁回答：这个问题尚未解决。毛

泽东表示，他自己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个阶段变成不可分了，那么一万

年以后，科学家便无事可做了。谈话期间，毛泽东还询问坂田昌一近况。此外，毛泽东还提

到公孙龙和惠施，并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飞鸟之影未尝动也”，“天下之

中央，燕之北，越之南”，“白马非马”，等等。针对毛泽东提出的粒子是否可分，杨振宁回

答：国际上对基本粒子是否可分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基本粒子有构造，但观察不到；一种

认为能观察到，不过当时还没看到。随后，周培源将话题引向宇称不守恒定律。杨振宁解释

道：宇称守恒，简单地说，就是左右对称。在原子核里头，在强相互作用和电磁相互作用下，

宇称是守恒的，但是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毛泽东问：“宇称守恒又不守恒，是吗？”

他说自己是搞政治的，不懂科学，称赞杨振宁对世界是有贡献的。
[44]

 

 

萨拉姆也关注层子模型的发展。暑期物理讨论会结束后，他随即参加在美国伯克利召开

的第十三届国际高能物理大会。何祚庥曾撰文提到萨拉姆在会上宣传层子模型
[45]

，不过，本

文作者在会议文集中未见相关文字记录。1972 年 9 月初，萨拉姆再次访华并做一场学术报

告。报告内容涉及粒子物理领域前沿理论问题，包括他近年来工作，甚至当时尚未发表的重

要研究成果。
37
萨拉姆报告受到听众一致好评。报告结束后，他又同张文裕、汪容、何祚庥、

戴元本等 20 多位物理学家座谈，认真回答中国学者提出的学术问题并介绍国外研究动态，

使正处于“文革”期间的中国物理学家及时了解国际同行的工作。在同中国学者交流过程中，

萨拉姆多次称赞层子模型工作并关心研究进展。
38
他在报告开始时就说： 

“对我来说，每次到了北京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1965 年我到北京来，没有机会谈谈我的工作，1966

年我又来到了中国，在物理讨论会上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工作，而且你们的工作和我的工作有一定的关系。

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我很想了解你们的工作。…66年北京物理学者所进行的工作，据我所知，是研究层子

之间束缚态 B-S 方程，试图得出动力学和对称性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深入的工作，我很

想知道，在此以后有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46] 

与萨拉姆一起分享 197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另外两位物理学家——格拉肖和温伯格也曾关

注层子模型
39
。 

 

五、结语 

 

中国物理学家提出层子模型顺应了粒子物理学的发展趋势。他们在国际主流视强子为点

粒子之际，思考粒子物理发展方向，从强子内部有物理实体出发，借鉴核物理和量子场论方

法，绕过求解束缚态场论方程问题，引入强子内部结构波函数和层子波函数的重叠积分等概

念，给出一套计算 S矩阵元的近似方法。他们较系统地研究了强子的电磁和弱衰变过程，所

取得的部分理论计算结果与当时的实验较为符合，是强子结构的一个理论探索，在当时该方

向上处于理论前沿。本来接下去应该研究更重要的基本问题，如层子质量，强作用的形式等
                                                             
37 萨拉姆的报告内容详尽，上午没讲完，下午又继续讲了一个小时。 
38 为适应中国当时国情，萨拉姆在报告和座谈过程中只提“层子”而不使用“夸克”一词。 
39 1977 年 8 月，格拉肖在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亚分校举行的第七届粒子物理专题会议报告中提到： 

“目前，夸克和轻子被认为是基本粒子。不过实验上已经发现 5 种夸克和 5 种轻子，也许更多夸克和轻子

还在途中。在人们发现新秩序以及更深层次的物质结构之前，还会发现几种夸克和轻子？洋葱还有更深的

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具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

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

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47] 

温伯格在他的科普书《最初的三分钟——宇宙起源的一种新看法》中写到“北京一小组物理学家长期以来

坚持一种理论，但称之为层子，而不称之为夸克，因为这些粒子代表比普通强子更深一个层次的实现。” [48] 

1978 年访华时，温伯格围绕“温伯格——萨拉姆模型”所涉及的问题作三次学术报告。此外，他还与参与

层子模型研究的中国物理学家讨论了物质层次问题。 



问题。可惜由于“文革”，“北京基本粒子组”的研究未能深入下去。而此时，国际上有少数

物理学家正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研究，在这些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最终发展起来了量子色动力

学。 

中国物理学家既追求新知，又能适应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外交等方面的要求。唯物

辩证法和毛泽东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对中国粒子物理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为 1966年暑

期物理讨论会所做的学术准备直接促进了层子模型的提出。中国物理学家能够适应当时的政

治形势，接受了政府提倡的哲学思想并将之与粒子物理研究相结合，提出了自己的理论模型。

层子模型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在科学与政治互动的影响下形成的，“文革”时期被视为毛泽东

思想成功指导科学研究的典范。值得深思的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不睦关系和国内学术环境

使得中国物理学们不易及时了解国际理论物理学的最新进展，而且通常不以外文发表所取得

的新成果，甚至在对外发布新成果时有所保留，以至于层子模型对国际粒子物理学发展几乎

未产生影响。这种现象也出现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其他科学领域。 

根据目前高能物理实验结果，在10−15𝑐𝑚尺度范围内还没有探测到夸克具有内部结构。

即便如此，一批年轻的粒子物理学家在层子模型的建立过程中成长起来。当时参与模型计算

的青年研究人员朝气蓬勃，敢于接受或提出新想法，提升了研究能力。在改革开放时期，他

们和更加年轻的学者都融入国际粒子物理学界，在理论和实验研究中均有所收获。理论上，

在量子场论大范围性质和规范场论等问题的研究中有所建树；实验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精确测量了陶轻子质量，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中微子新的震荡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粒

子物理研究是基础科学在 1960年代前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一种缩影。 

 

注： 参考文献请参见英文版！另请引用本文内容时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