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论通俗演义
·李淼·
前言
想借高怡泓新开的网站做一点不务正业的事。作为科学院的研究员，似乎唯一的正业是写ＳＣＩ 论文。当
下正处于弦论研究的低潮平台期，所谓超弦第二次“革命”也已尘埃落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妨写一点
关于弦论的既是历史也是通俗介绍的东西。当然希望这部“演义”对于一些已有一定物理基础的学生及物理
爱好者对弦论的了解有一点帮助，至少也可作为茶余饭后打发时间的消遣。对于自己更重要的是，这可能起
到宣传超弦的作用，从而对改变在中国研究弦论的生态环境作一点贡献。这也许比多写一两篇ＳＣＩ 论文要来
得划算得多。

第一章 从弦论到Ｍ－理论
（第一节）
弦论的发现不同于过去任何物理理论的发现。一个物理理论形成的经典过程是从实验到理
论，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之前的所有理论无不如此。一个系统的理论形成过程通常需要几十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起源于加利略的力学及第谷，开普勒的天文观测和经
验公式。一个更为现代的例子是量子场论的建立。在量子力学建立（１９２５／２６）之后仅仅两年就
有人试图研究量子场论，量子场论的研究以狄拉克将辐射量子化及写下电子的相对论方程为开
端，到费曼（Ｆｅｙｎｍａｎ），薛温格（Ｓｃｈｗｉｎｇｅｒ） 和朝永振一郎（Ｔｏｍｏｎａｇａ） 的量子电动力学为高潮，
而以威尔逊（Ｋ． Ｗｉｌｓｏｎ）的量子场论重正化群及有效量子场论为终结， 其间经过了四十余年，
数十甚至数百人的努力。广义相对论的建立似乎是个例外，尽管爱因斯坦一开始已经知道水星
近日点进动，他却以惯性质量等于引力质量这个等效原理为基础，逐步以相当逻辑的方式建立
了广义相对论。如果爱因斯坦一开始对水星近日点进动反常一无所知，他对牛顿万有引力与狭
义相对论不相容的深刻洞察也会促使他走向广义相对论。尽管同时有其他人如阿伯拉汗（Ｍａｘ
Ａｂｒａｈａｍ），米（Ｇｕｓｔａｖ Ｍ ｉｅ）试图改正牛顿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从原理出发的原则使得他得
到正确的理论。弦论发现的过程又不同于广义相对论。弦论起源于一九六零年代的粒子物理，
当时的强相互作用一连串实验表明存在无穷多个强子，质量与自旋越来越大越来越高。这些粒
子绝大多数是不稳定粒子， 所以叫做共振态。当无穷多的粒子参与相互作用时，粒子与粒子
散射振幅满足一种奇怪的性质，叫做对偶性。１９６８年，一个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意大利物理
学家威尼采亚诺（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Ｖｅｎｅｚｉａｎｏ） 翻了翻数学手册， 发现一个简单的函数满足对偶性，
这就是著名的威尼采亚诺公式。应当说当时还没有实验完全满足这个公式。很快人们发现这个
简单的公式可以自然地解释为弦与弦的散射振幅。这样，弦理论起源于一个公式，而不是起源
于一个或者一系列实验。伯克利大学的铃木（Ｈ． Ｓｕｚｕｋｉ） 据说也同时发现了这个公式，遗憾的
是他请教了一位资深教授并相信了他，所以从来没有发表这个公式。所有弦论笃信者都应为威
尼亚采诺没有做同样的事感到庆幸，尽管他在当时同样年轻。
弦论又可以说是起源于一种不恰当的物理和实验。后来的发展表明，强相互作用不能用弦
论，至少不能用已知的简单的弦论来描述和解释。强相互作用的最好的理论还是场论，一种最
完美的场论：量子色动力学。在后来的某一章内我们会发现，其实弦论与量子色动力学有一种
非常微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离奇的联系。作为一种强相互作用的理论，弦论的没落可以认为
是弦论有可能后来被作为一种统一所有相互作用的理论运气，更可以说是加州理工学院史瓦兹
（Ｊｏｈｎ Ｓｃｈｗａｒｚ） 的运气。想想吧，如果弦论顺理成章地成为强相互作用的理论，我们可能还
在孜孜不倦地忙于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量子化。不是说这种工作不能做，这种工作当然需
要人做，正如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在做。如果弦论已经成为现实世界理论的一个部份，史瓦兹
和他的合作者法国人舍尔克（Ｊｏｅｌ Ｓｃｈｅｒｋ）也不会灵机一动地将一种无质量，自旋为２ 的弦解
释为引力子，将类似威尼采亚诺散射振幅中含引力子的部份解释爱因斯坦理论中的相应部份，
从而使得弦论一变而为量子引力理论！正是因为弦论已失去作为强相互作用理论的可能， 日
本的米谷明民（Ｔａｍｉａｋｉ Ｙｏｎｅｙａ） 的大脑同时做了同样的转换， 建议将弦论作为量子引力理论
来看待。他们同时还指出，弦论也含有自旋为１ 的粒子，弦的相互作用包括现在成为经典的规
范相互作用， 从而弦论可能是统一所有相互作用的理论。这种在技术上看似简单的转变，却

需要足够的想象力和勇气，一个好的物理学家一辈子能做一件这样的工作就足够了。
我们说的史瓦兹的运气同时又是弦论的运气是因为史瓦兹本人的历史几乎可以看成弦的
小历史。史瓦兹毫无疑问是现代弦论的创始人之一，自从在１９７２ 年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助理教
授位置到加州理工学院任资深博士后研究员。他“十年如一日”，将弦论从只有几个人知道的
理论做成如今有数千人研究的学问。他也因此得以摆脱三年延长一次的位置，终于成了加州理
工学院的正教授。因为他早期与格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 的工作，他与现在已在剑桥大学的格林
获得美国物理学会数学物理最高奖，２００２ 年度的海因曼奖（Ｈｅｉｎｅ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按照流行的说法，弦本身经过两次“革命”。经过第一次“革命”，弦成为一种流行。一
些弦论专家及一些亲和派走的很远，远在１９８５ 年即第一次“革命”后不久，他们认为终极理
论就在眼前。有人说这就是一切事物的理论（ＴＯＥ＝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ｖｅｒｙｔｈｉｎｇ），欧州核子中心理论
部主任爱利斯（Ｊｏｈｎ Ｅｌｌｉｓ） 是这一派的代表。显然，这些人在那时是过于乐观，或者是说对
弦的理解还较浮于表面。为什么这么说呢？弦论在当时被理解成纯粹的弦的理论，即理论中基
本对象是各种振动着的弦，又叫基本自由度。现在看来这种理解的确很肤浅，因为弦论中不可
避免地含有其他自由度，如纯粹的点状粒子，两维的膜等等。１５ 年前为数不多的人认识到弦
论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著名的威顿（Ｅｄｗａｒｄ Ｗｉｔｔｅｎ） 与他的老师格罗斯（Ｄａｖｉｄ
Ｇｒｏｓｓ） 相反，以他对弦的深刻理解，一直显得比较“悲观”。表明他的悲观是他的一句名言：
“弦论是二十一世纪物理偶然落在了二十世纪”。（这使我们想到一些十九世纪的物理遗留到
二十一世纪来完成，如湍流问题。） 第一次“革命”后一些人的盲目乐观给反对弦论的人留下
口实，遗患至今犹在。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次“革命”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将粒子物理的
标准理论在弦论中实现。这个问题并不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我们在后面会回到这个问题
上来。当然，另外一个基本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这就是所谓宇宙学常数问题。１５ 年前只有
少数几个人包括威顿意识到这是阻碍弦论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
第二次“革命”远较第一次“革命”延伸得长（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影响也更大更广。有意思的
是，主导第二次“革命”主要思想，不同理论之间的对偶性（请注意这不是我们已提到的散射
振幅的对偶性） 已出现于第一次“革命”之前。英国人奥立弗（Ｏｌｉｖｅ） 和芬兰人曼通宁
（Ｍｏｎｔｏｎｅｎ） 已在１９７７ 年就猜测在一种特别的场论中存在电和磁的对称性。熟悉麦克斯维电磁
理论的人知道，电和磁是互为因果的。如果世界上只存在电磁波，没有人能将电和磁区别开来，
所以此时电和磁完全对称。一旦有了电荷，电场由电荷产生，而磁场则由电流产生，因为不存
在磁荷。而在奥立弗及曼通宁所考虑的场论中，存在多种电荷和多种磁荷。奥立弗－曼通宁猜
想是，这个理论对于电和磁完全是对称的。这个猜想很难被直接证明，原因是虽然磁荷存在，
它们却以一种极其隐蔽的方式存在：它们是场论中的所谓孤子解。在经典场论中证明这个猜想
已经很难，要在量子理论中证明这个猜想是难上加难。尽管如此，人们在１９９４ 年前后已收集
到很多这个猜想成立的证据。狄拉克早在１９４０ 年代就已证明，量子力学要求，电荷和磁荷的
乘积是一个常数。如果电荷很小，则磁荷很大，反之亦然。在场论中，电荷决定了相互作用的
强弱。如果电荷很小，那么场论是弱耦合的，这种理论通常容易研究。此时磁荷很大，也就是
说磁理论的角度来看，场论是强偶合的。奥立弗－曼通宁猜想蕴涵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结果，一
个弱耦合的理论完全等价于一个强耦合的理论。这种对偶性通常叫做强弱对偶。
有许多人对发展强弱对偶作出了贡献。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印度人森（Ａｓｈｏｋｅ Ｓｅｎ）。１９９４ 年
之前，当大多数人还忙于研究弦论的一种玩具模型，一种生活在两维时空中的弦，他已经在严
肃地检验１５ 年前奥立弗和曼通宁提出的猜测，并将其大胆地推广到弦论中来。这种尝试在当
时无疑是太大胆了，只有很少的几个人觉得有点希望，史瓦兹是这几个人之一。要了解这种想
法是如何地大胆，看看威顿的反应。一个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员的人在一个会议上遇到
威顿。威顿在作了自我介绍后问他－－这是威顿通常作法－－你在做什么研究，此人告诉他在做强
弱对偶的研究，威顿思考一下之后说：“你在浪费时间”。
（第二节）

另外一个对对偶性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是洛特格斯大学（Ｒｕｔｇｅｒ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新高能物理
理论组的塞伯格（Ｎａｔｈａｎ Ｓｅｉｂｅｒｇ）。他也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２ 之间研究两维弦论又叫老的矩阵模型非
常活跃的人物之一。然而他见机较早，回到矩阵模型发现以前第一次超弦革命后遗留问题之一，
超对称及超对称如何破坏的问题。这里每一个专业名词都需要整整一章来解释，我们暂时存疑
留下每一个重要词汇在将来适当的时候再略加解释。弦论中超对称无处不在，如何有效地破坏
超对称是将弦论与粒子物理衔接起来的最为重要的问题。塞伯格在１９９３－１９９４之间的突破是，
他非常有效地利用超对称来限制场论中的量子行为，在许多情形下获得了严格结果。这些结果
从量子场论的角度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科学史上最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是起先对某种想法反对最烈或怀疑最深的人后来反而成
为对此想法的发展推动最大的人。威顿此时成为这样的人，这在他来说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
一次。所谓塞伯格－威顿理论将超对称和对偶性结合起来，一下子得到自有四维量子场论以来
最为动人的结果。这件事发生在１９９４ 年夏天。塞伯格飞到当时正在亚斯本（Ａｓｐｅｎ）物理中心进
行的超对称讲习班传播这些结果，而他本来并没有计划参加这个讲习班。纽约时报也不失时机
地以几乎一个版面报导了这个消息。这是一个自第一次弦论革命以来近十年中的重大突破。这
个突破的感染力慢慢扩散开来，大多数人的反应是从不相信到半信半疑，直至身不由己地卷入
随之而来的量子场论和弦论长达４ 年的革命。很多人记得从９４ 年夏到９５年春，洛斯阿拉莫斯
ｈｅｐ－ｔｈ 专门张贴高能物理理论文的电子“档案馆”多了很多推广和应用塞伯格－威顿理论的文
章，平淡冷落的理论界开始复苏。塞伯格和威顿后来以此项工作获得１９９８ 年度美国物理学会
的海因曼奖。
真正富于戏剧性的场面发生在次年的三月份。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弦的国际研究界每年召
开为期一个星期的会议。会议地点每年不尽相同，第一次会议在德克萨斯Ａ＆Ｍ 大学召开。九三
年的会议转到了南加州大学。威顿出人意料地报告了他的关于弦论对偶性的工作。在这个工作
中他系统地研究了弦论中的各种对偶性，澄清过去的一些错误的猜测，也提出一些新的猜测。
他的报告震动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在接着的塞伯格的报告中，塞伯格在一开始是这样评价
威顿的工作的：“与威顿刚才报告的工作相比，我只配做一个卡车司机”。然而他报告的工作
是关于不同超对称规范理论之间的对偶性，后来被称为塞伯格对偶，也是相当重要的工作。史
瓦兹在接着的报告中说：“如果塞伯格只配做卡车司机，我应当去搞一辆三轮车来”。他则报
告了与森的工作有关的新工作。
９５ 年是令弦论界异常兴奋的一年。一个接一个令人大开眼界的发现接踵而来。施特劳明
格（Ａｎｄｒｅｗ Ｓｔｒｏｍｉｎｇｅｒ） 在上半年发现塞伯格－威顿９４ 年的结果可以用来解释超弦中具有不
同拓扑的空间之间的相变，从而把看起来完全不同的“真空”态连结起来。他用到一种特别的
孤子，这种孤子不是完全的点状粒子，而是三维的膜。威顿９５ 年三月份的工作中，以及两个
英国人胡耳（Ｃｈｒｉｓ Ｈｕｌｌ）和汤生（Ｐａｕｌ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在９４ 年夏的工作中，就已用到各种不同维
数的膜来研究对偶性。这样，弦论中所包含的自由度远远不止弦本身。
在众多结果中，威顿最大胆的一个结果是１０ 维的一种超弦在强耦合极限下成为一种１１ 维
的理论。汤生在９５ 年一月份的一篇文章中做了类似的猜测，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弦的耦合常数
和第１１ 维的关系。威顿和汤生同时指出， １０ 维中的弦无非是其中１ 维绕在第１１ 维上的膜。
汤生甚至猜想最基本的理论应是膜论，当然这极有可能是错误的猜想。史瓦兹在随后的一篇文
章中根据威顿的建议将这个１１ 维理论叫成Ｍ－理论，Ｍ 这个字母对史瓦兹来说代表母亲
（Ｍｏｔｈｅｒ），后来证实所有的弦理论都能从这个母亲理论导出。这个字母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
的含义，对一些人来说它代表神秘（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代表膜论（Ｍｅｍｂｒａｎｅ），
对于相当多的人来说又代表矩阵（Ｍａｔｒｉｘ）。不同的选择表明了不同爱好和趣味，仁者乐山智者
乐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总的说来，Ｍ－理论沿用至今而且还要用下去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只
知道它是弦论的强耦合极限， 而对它的动力学知之甚少，更不知道它的基本原理是什么。理
论所的弦论专家朱传界说对于Ｍ－理论我们象瞎子摸象，每一次只摸到大象的一部份，所以Ｍ－
理论应当叫做摸论。当然摸没有一个对应的以字母Ｍ 打头的英文单词，如果我们想开Ｍ－理论的
玩笑，我们不妨把它叫作按摩理论，因为按摩的英文是ｍｅｓｓａｇｅ。我们研究Ｍ－理论的办法很象

做按摩，这里按一下，那里按一下。更有人不怀好意地说，Ｍ 是威顿第一个字母的倒写。
１９９５ 年的所有的兴奋到１０ 月份达到高潮。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理论物理所的泡耳钦斯
基（Ｊｏｓｅｐｈ Ｐｏｌｃｈｉｎｓｋｉ） 发现弦论中很多膜状的孤子实际上就是他在６ 年前与他的两个学生
发现的所谓Ｄ－膜。字母Ｄ 的含义是Ｄｉｒｉｃｈｌｅｔ，表示Ｄ－膜可以用一种满足狄雷克利边界条件开
弦来描述。施特劳明格用到的三维膜就是一种Ｄ－膜。这个发现使得过去难以计算的东西可以用
传统的弦论工具来做严格的计算。它的作用在其后的几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又是威顿第一个
系统地研究了Ｄ－膜理论，他的这篇重要文章的出现仅比泡耳钦斯基的文章迟了一个礼拜。威顿
非常欣赏泡耳钦斯基的贡献，他在于哈佛大学所作的劳布（Ｌｅｏｂ） 演讲中建议将Ｄ－膜称为泡耳
钦斯基子，很可惜这个浪漫的名称没有流传下来。
讲到这里，我们已给读者一个关于Ｍ－理论的模糊印想。下面我们将从引力理论和弦论的基
本东西谈起，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不得不假定读者已有了大学物理的基础，即便
如此，一些概念也很难用大学已学到的东西来解释。我希望读者给我时间，也希望读者直接在
每个贴子后面提问题，如果一些东西我没有讲清楚。弦论或Ｍ－理论还在它发展的“初级阶段”，
如果追根究底，有些问题还没有很好的回答。例如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弦论，什
么是Ｍ－理论？如果能吸引那怕是一两个读者自己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从而最终成为一个弦论专
家，我已达到目的。
第二章 经典的极致
（第一节）
如果说现代物理开始于量子物理，经典物理则终结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
的时空观无疑彻底改革了牛顿的时空观，但牛顿本人很清楚他的时空观的局限。爱因斯坦用相
对论的因果律代替了牛顿的绝对时与空中的因果律，所以说爱因斯坦的时空概念与因果概念仍
然是经典的，广义相对论是经典物理的极致。这个经典物理中的最高成就一直拒绝被量子物理
所改造。所有相信弦论的人都认为引力已被成功地量子化，至少在微扰论的层次上。一些执著
于几何是一切的人则认为还不存在一个成功的量子引力理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弦论的成
功，霍金（Ｓ． Ｈａｗｋｉｎｇ）以及特霍夫特（Ｇ． ＇ｔ Ｈｏｏｆｔ） 可以被看成这方面的代表，虽然前者较之
后者更极积地支持弦论。我们希望在本章的结尾时看到，弦论家的观点和弦论同情者的观点都
有一定道理。而第三派则采取鸵鸟政策，认为引力还是原来的引力，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这
样有助于他们继续发表各色各样的理论。
我们假定读者已学过狭义相对论，甚至一点广义相对论，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从不
同角度来看广义相对论。
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原理是等效原理：在引力场中，在时空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找到一个局部
惯性系，物理定律在这个局部惯性系中与没有引力场时完全相同。爱因斯坦本人更喜欢将局域
引力譬喻成局部加速所引起的结果。这样，局部惯性系类似于黎曼流形中一点的切向空间，加
速则可以用一个二次的座标变换来消除。引力可以用黎曼几何中的度规来描述，在一个局域惯
性系中，度规变成狭义相对论中的闵氏度规。爱因斯坦进一步说，如果引力效应可以用一般的
座标变换来消除，则该引力场完全等价于无引力场。如此则一个非平庸的引力场必须具有曲率。
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是标准的场论，而他相信物理的基本要素就是场，这是他高度评价麦克斯
韦工作的原因。
一个试验粒子在引力场中的运动轨迹是测地线，而运动方程可以由变分原理得到。这个变
分原理说，连结时空两点的粒子轨迹使得总的粒子的固有时成为极大－粒子的固有时是欧氏空
间中测地线长度在闵氏空间中的推广。这种几何变分原理早就用在光学中，光的轨道使光程取
极小值，这是费马原理。当地球环绕太阳运动时，人们可以想象，太阳产生的引力场使得太阳
周围的时空发生一点点弯曲，从而使得地球的测地线发生弯曲。在时空中，这个测地线并非是

闭合的。一般说来，它在空间中的投影也不是闭合的，这样就有了水星近日点进动－这里，时
空同时弯曲起了关健作用。同样，一个无质量的粒子如光子在引力场中的测地线也是弯曲的，
尽管光的固有时总是为零，测地线的变分原理稍稍有点复杂。爱因斯坦在广义相对论完成之前
就预言了光线在引力场中的弯曲，他仅用了等效原理，这等价于仅仅用了度规的时间分量，这
样算出的弯曲角度是正确结果的一半。同样，要算出正确的结果，必须计及空间的弯曲。
决定时空曲率的是物质的能量和动量分布，这就是爱因斯坦著名的引力场方程。在方程的
左边是一种特殊的曲率，现在叫做爱因斯坦张量。在方程的右边是能量－动量张量。爱因斯坦
经过断断续续八年的努力，在１９１５年年尾才最终写下正确的场方程。（从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１有三年半
的时间，他发表了关于经典幅射理论的文章，关于狭义相对论，关于临界弥散，甚至尝试修改
麦克斯韦方程以期得到光量子，就是没有发表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文章。） １９１５ 年１１ 月２５ 日，
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物理－数学部（那时的科学没有今天专业化得利害，今天的一些物理学
家往往以不能与数学家沟通为自豪） 宣读了一篇题为《引力的场方程》文章。
他说：“相对论的一般理论作为一个逻辑体系终于完成”。
１９１５ 年１１ 月，爱因斯坦每一个礼拜完成一篇文章。１１ 月４ 日，在一篇文章中他写下不
完全正确的一种场方程，该方程线性化后成为牛顿－泊松方程。１１ 月１１ 日，他写下另一个场
方程，方程的左边是里奇（Ｒｉｃｃｉ） 张量，方程的右边是能量－动量张量，他还要求度规的行列
式等于一。１１ 月１８ 日，爱因斯坦仍然相信度规的行列式必须等于一。在这篇文章中他发现两
个重要效应，爱因斯坦非常运气的是太阳的中心力场对应的度规的行列式的确等于一——史瓦
兹希尔德于次年一月发现了严格解，五月即死于在俄罗斯前线得的一场病。爱因斯坦发现的第
一个效应是水星近日点进动。勒维利埃（Ｊｅａ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Ｌｅ Ｖｅｒｒｉｅｒ） １８５９ 年观察到的水星每百
年４５ 秒的进动完全可以用爱因斯坦的新的理论来解释。这个发现是如此令人激动，爱因斯坦
此后一连几天不能平心静气地回到物理上来。第二个发现是，他以前计算的光线弯曲比正确的
结果小一半，这时他计及了度规的空间部份。１１ 月２５ 日，爱因斯坦写下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引
力场方程。爱因斯坦放弃了度规行列式等于一的物理要求，但将它作为对座标选取的一种条件。
爱因斯坦当时还不知道场方程的左边满足比安基等式，从而方程右边自动满足能动量守恒定
律。能动量守恒定律被爱因斯坦看成一个条件。
由于引力常数很小，引力往往在一个很大的系统中才有可观测效应。相互作用的大小通常
可以用动能与势能之比来定，对于处于束缚态的系统，这个比例大约是１，所以我们常常说束
缚态是非微扰的。不需要计算，我们知道地球在太阳引力场中的势能大约等于它的动能。同样，
电子在氢原子中的电势能大约等于它的动能。可是电子与氢原子的原子核－质子－之间的引力相
互作用就非常非常小了，它与电子的动能之比大约是１０ 的负４０ 次方！所以我们常常说引力是
自然界中最弱的相互作用。用广义相对论的语言说，时空非常难以弯曲。看一看爱因斯坦的场
方程，它的左边是曲率，右边是牛顿引力常数乘以能－动张量。能－动张量引起时空弯曲，而牛
顿引力常数则很小，可以说时空的强度则很大－比任何金属要大得多。
在谈到广义相对论的实验验证时，人们常提到的是三大经典验证：引力红移，光线弯曲和
水星近日点进动。时至今日，广义相对论通过了远远不止这些验证。即使当验证还很少时，人
们已经认为广义相对论是有史以来最完美和最成功物理理论。恐怕即使今天人们还可以这样
说。广义相对论的最完美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原理理论，即整个理论建立在一些简单的原理之上，
尽管它是一个物理理论，它的逻辑结构几乎可以媲美于欧几里得几何。它也是有史以来最成功
的理论之一，它解释了所有己知的宏观的包含引力的系统，这包括整个可观测宇宙在内。其精
度经常在万分之一，在等效原理情形，精度已达１０ 的负１３ 次方！
广义相对论的完美主要来源于它所用的基本语言：几何。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直接继承人，
今天仍然活跃的即那些在ｇｒ－ｑｃ 电子档案馆贴文章的人，仍然坚持用这种语言。这种语言似乎
与量子力学有着本质的冲突，从而与粒子物理学家所惯用的语言有着本质的冲突。这里我们不
想强调这种冲突，但了解这种冲突的存在是有好处的。６０ 年代之前在相对论界和粒子物理界
之间存在着很少的对话，这在费曼的故事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费曼有一次参加在北卡州（Ｎｏｒｔｈ

Ｃａｒｏｌｉｎａ） 召开的相对论界的会议。他出发之前忘记了带详细地址，所以他下了飞机后向人打
听有无看到一些相对论专家去了何处。人家问他相对论专家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说， 就是
一些嘴里不停地念叨Ｇｍｕｎｕ 的人，这人很快知到他指的是谁。
广义相对论与粒子物理的语言冲突在温伯格（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的名著《引力论与宇宙论
——广义相对论的原理与应用》中也显示出来。温伯格尝试着用粒子物理的方法重新表达广义
相对论，仅取得部分成功。记住温伯格与费曼最早试图由自旋为２ 的无质量粒子及相互作用推
出广义相对论，今天我们知道，人们的确可以证明广义相对论是唯一的自旋为２ 的无质量粒子
的自洽相互作用理论。但这个证明是一级一级的证明，很难看出其中的几何原理。广义相对论
与粒子物理本质的不同还可以从引力波的效应的计算看出。早在１９１６ 年爱因斯坦就指出在他
的理论中存在引力波。到１９１８ 年，他给出引力幅射与引力系统的四极矩关系的公式。不同于
电磁系统，自旋为２ 的粒子的幅射与偶极矩无关。不同于电磁系统，那里的幅射公式从来就没
有人怀疑，而引力系统的引力波幅射是否完全由四极矩公式给出长期引起争论。争论的原因是
引力是一个高度非线性理论，引力势能本身也会影响引力波幅射。爱因斯坦本人在１９３７ 年曾
短暂地怀疑过引力波的存在。有趣的是，关于引力波幅射的第一级效应的争论直到１９８２ 年才
完全得到解决：爱因斯坦的四极矩公式是正确的。当然，引力波幅射的效应已在脉冲双星系统
中被间接地观察到，这个工作也已获得诺贝尔奖。今年或今后几年，引力波可能被引力干涉仪
直接观测到，这将成为继最近的宇宙学中激动人心的观测又一令人激动的天文观测。这也将极
大推动相对论界与粒子物理界之间的对话。
（第二节）
广义相对论应用最成功的领域是宇宙学。历史上断断续续地有人考虑过用牛顿理论研究包
括整个宇宙的力学体系，但从无一个比较完备的理论，原因之一是很难用牛顿理论得到一个与
观测相吻合的宇宙模型。如果假定在一定尺度之上宇宙中的物质分布大致是均匀的，从牛顿理
论导出的泊松方程没有一个有限的解。如果我们被迫假定物质的质量密度只在一个有限的空间
不为零，我们则回到宇宙中心论。即便如此，这个有限的引力体系也是不稳定的，终将不断地
塌缩。
独立于牛顿理论的另外一个困难是奥尔伯斯（Ｏｌｂｅｒｓ） 佯谬。如果物质的主要成份是发光
的星体，那么天空的亮度将是无穷大。每颗星对亮度的贡献与它距地球的距离平方成反比，而
在径向上恒星的线密度与距离平方成正比，所以总亮度以线性的方式发散。假如恒星分布在一
个有限区域，尽管亮度有限，但白昼黑夜的存在说明这个亮度远小于太阳的亮度，所以这个有
限区域不能太大。
现代宇宙学开始于爱因斯坦。他的１９１７ 年２ 月份的宇宙学虽然不完全正确，却一举解决
了上面的两个问题。爱因斯坦当然知道用牛顿理论建立宇宙论的困难，他的出发点却全然不同。
爱因斯坦在许多重要工作中，往往从一个很深的原理，或者从一个在他人看来只是一种不切实
际的信仰出发，虽然他常常达到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这一次他的出发点是马赫原理。马赫原
理大致是说，一个质点的惯性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周围的物质分布，换言之，所谓惯性
系实际上就是那些相对于宇宙平均物质分布匀速运动的系统。对于爱因斯坦来说，这意味着度
规完全取决于物质的密度分布，而不是密度先决定曲率，然后再决定度规。为了实现马赫原理，
爱因斯坦首先引入宇宙学原理－宇宙是均匀和各向同性的。要得到物质密度分布决定度规的结
果，他发现必须修改他的场方程，这样他引进了宇宙学常数。宇宙学常数项是一个正比于度规
的项，在大尺度上如果忽略曲率项，则能动张量完全决定度规。在小尺度上，宇宙学常数项可
以被忽略，这样广义相对论原来的结果还成立。宇宙学常数项在牛顿理论中有一个简单的对应。
可以在泊松方程中加一个正比于引力势的项，相当于给这个标量场一个质量。如果物质密度是
一个常数，则引力势也是一个常数，正 比于物质密度，正比系数是牛顿引力中的宇宙学常数的
倒数。爱因斯坦就是从这个改正的牛顿理论出发从而避免了无穷大的困难。
爱因斯坦１９１７ 年的宇宙模型是一个封闭的，静态的模型。他错误地认为在没有宇宙学常

数项的情形下场方程没有满足宇宙学原理的解。他也许相信在没有物质只有宇宙学常数的情形
下也没有解。这些后来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德西特（ｄｅ Ｓｉｔｔｅｒ） 在爱因斯坦的文章发表后很快
就发现只有宇宙学常数情形下的解，这就是德西特空间。弗里德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 于１９２２年发现
了没有宇宙学常数的解，这是一个膨胀宇宙模型。哈伯（Ｈｕｂｂｌｅ） 于１９２９ 年发现宇宙学红移，
从而证实膨胀宇宙模型。哈伯是观测宇宙学鼻祖，他在１９２４ 年首先证实一些星云存在于银河
系之外，从而大大扩大了宇宙的尺度。爱因斯坦后来很后悔当初引进宇宙学常数从而没能预言
宇宙的膨胀，后来他终于放弃了马赫原理。爱因斯坦没能预见到宇宙学常数是非常可能存在的，
所以这个他那时认为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也许会成为他的最大成就之一－他的最大成就
也太多了，最近刚获得诺贝尔的实验也与他的名字有关。我们将来在讨论弦论如何对待宇宙学
常数问题时再介绍最近的宇宙学常数的天文观测。
宇宙学在６０ 年代之前是一门高雅的学问，文章不多，但质量很高。６０ 年代末彭齐亚斯（Ａ．
Ｐｅｎｚｉａｓ） 和威尔逊（Ｒ． Ｗｉｌｓｏｎ） 偶然发现了宇宙微波背景幅射，宇宙学遂成为一门大众学问，
也就是说它成为一门主流学问，大学物理系和天文系开始有了专门研究宇宙学的教授。早在４０
年代伽莫夫等人已经将广义相对论与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结合起来，预言了核合成与微波背景
幅射。标准宇宙模型开始形成，大暴炸宇宙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唤起公众想象力的最好的东
西，它却是爱因斯坦理论的一个应用，一个并不是最深刻的应用。
狄基（Ｒ． Ｄｉｃｋｅ） 在我看来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对广义相对论的实验和理论都作出很
有原创力的贡献。实验如等效原理的精确检验。当人们满足于宇宙学原理是一种第一原理时（爱
因斯坦早期认为是马赫原理的一个推论），他开始怀疑均匀各向同性应是早期宇宙动力学过程
的结果。宇宙学原理只是他问的标准宇宙模型不能解答的三个问题之一。另外两个问题是，为
什么宇宙在早期的空间曲率与物质密度相比非常非常小，为什么早期相变的遗迹几乎不可观察
到，如磁单极。正是他在康乃尔大学的演讲促使顾思（Ａ． Ｇｕｔｈ）提出暴涨宇宙论（Ｉｎｆｌａｔｉｏｎ），
从而一举解决了宇宙论中的三个“自然性”问题。
记得１９８２ 年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做硕士研究生，那时暴涨宇宙论提出仅一年。我的老
师从杨振宁的石溪理论物理研究所访问回来，刚刚写了一篇这方面的文章，他的文章与相变有
关。他在很多场合宣传暴涨宇宙论，大弟子从剑桥回来也谈相变时的泡泡碰撞。这对一个刚刚
接触理论物理的研究生来说是非常新鲜的话题，不过我心里也有点嘀咕，这个利用最新的粒子
物理进展的宇宙模型要解决的问题也太哲学了，有可能被观测所证实吗？过了近十年，暴涨宇
宙论的第一个间接的，有点模糊的证据才出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柯比（ＣＯＢＥ）实验。该实验发
现宇宙背景幅射有非常小的大约为万分之一的涨落，暴涨宇宙论的大尺度结构形成理论需要这
么大的涨落。霍金曾说柯比实验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发现，这不免有些夸大。令人兴奋的是，最
近的宇宙背景幅射的功率谱的测量说明宇宙是平坦的，即宇宙目前的空间曲率几乎为零，这是
暴涨宇宙论的预言之一。功率谱曲线的形状也与暴涨宇宙论的预言一致，暴涨宇宙论是否正确
有望在今后几年敲死。
做类似宇宙背景幅射的功率谱的测量要花很多钱，与如今的高能物理实验相比，却又少得
多。在台湾，台湾大学物理系与中研院天文研究所合作，正在极积建造微波天文望远镜，斥资
数亿台币。如果成功，将对测量宇宙学参数作出贡献。我常想，为何中国大陆不做类似的实验？
这类实验需要的投资要小于其它很多大型国家计划，如一些８６３ 计划。
暴涨宇宙论中大尺度结构的形成起因于量子涨落。由于在暴涨期每个量子涨落模的波长随
着共动尺度一起迅速增长，波长会很快超出当时的视界。这样由于涨落的两端失去联系，涨落
被固定下来。大部份暴涨宇宙模型预言涨落在波长上的分布是幂律的。很多人喜欢谈宏观量子
效应，宇宙的大尺度结构如银河系，星系团是最大的宏观量子效应。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
暴涨宇宙论中的涨落可能起源于非常小的尺度，这些可能比普朗克尺度还要小。进一步研究涨
落的谱可能会揭示量子引力的效应，这也包括弦论中的量子效应。
暴涨宇宙论对研究弯曲空间中的量子场论起到了一个推动作用，对此研究起到推动作用的

另一重要发现是霍金的黑洞量子蒸发理论。从 ７０ 年代中期直到８０ 年代，弯曲空间中的量子场
论是广义相对论界的一个很活跃的领域。这个领域的进展对理解量子引力并没有带来多大的好
处，原因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场论在这里的结合多少有点生硬，在很多情形下，该领域的专家
也没有解决一些概念问题，如 什么是可观测量等等。即便如此，这里获得的一些计算结果可以
用到暴涨宇宙论中去，而一些诸如共形反常的计算在弦论的发展过程中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在
将来的弦论发展中还会起一定的作用。我们把这个话题留到后面再谈，我们现在先谈谈广义相
对论中的一个最吸引人的话题：黑洞。
（第三节）
当贝肯斯坦（Ｊａｃｏｂ Ｄ． Ｂｅｋｅｎｓｔｅｉｎ） 于１９７２ 年发表黑洞与热力学关系的时候，他还是普
林斯顿大学的研究生。在１９７３ 年发表于物理评论（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Ｄ） 的文章中，他明确指
出，黑洞的熵应与它的视界面积成正比，这个正比系数普朗克长度平方的倒数。普朗克长度平
方又与牛顿引力常数和普朗克常数成正比，所以黑洞熵的起源既与引力有关，又与量子有关。
在贝肯斯坦之前，所有与黑洞有关的研究都是经典的，贝肯斯坦改变了一切。
贝肯斯坦现在在以色列的希伯来大学（Ｈｅｂｒｅ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工作。他是那种所谓的单篇工
作物理学家，在１９７３ 年的工作之后，一直在做与黑洞的量子物理有关的工作。除了黑洞熵之
外，他另一个有名的工作是熵与能量的关系，叫贝肯斯坦上限，我们这里不打算介绍它。有人
想出一种说法来贬低那种一生只在一个方向上做研究的人，叫做：他还在改进和抛光他的博士
论文。贝肯斯坦的工作决不能作如是观，他是那种不断有新的物理想法的人。他的所有工作中
最困难的数学是积分，这并不说明他的文章易读——他的物理思想要求你有足够的直觉。前段
时期有人在这个论坛上说泡耳钦斯基的文章难以理解，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要训练
自己的物理直观，而不能满足于理解那些有明确数学定义的东西。
黑洞可能的存在是很容易理解的，拉普拉斯早就作过这样的猜测。在牛顿引力中，如果一
个物体的动能不足以用来克服引力场中的势能，这个物体就无法逃逸出去。如果光也不能逃逸
出去，对一个远处的观察者来说，产生这个引力场的物体就是黑的。以拉普拉斯时代对光的理
解，光的动能正比于光速的平方，而光的势能由牛顿引力给出，这样，如果径向距离小于２ＧＭ／ｃ＾２，
势能的绝对值就大于光的动能，光就无法逃逸。如果一个引力系统的半径小这个值，这个系统
就成为黑洞。这个特别的，与质量和牛顿引力常数成正比的长度叫做史瓦兹希尔德半径，史瓦
兹希尔德在他去世前三个月在他的第二篇关于广义相对论的文章中讨论了这个半径。
虽然拉普拉斯得到正确的结果，他的方法不正确。正确的方法要用到爱因斯坦的光子的能
量公式，光子的能量不能认为是正比于光速的平方。光子的有效质量则为能量除以光速的平方，
这样，这个现代的拉普拉斯计算用到两个爱因斯坦最为著名的结果。普朗克常数最终消掉，虽
然我们在中间过程中用到它。另一个等价的方法是用引力红移的公式，史瓦兹希尔德半径是引
力红移成为无限大的地方。有趣的是，爱因斯坦当初讨论引力红移时有意避开用他的光量子公
式。爱因斯坦竭力避免把他的一个大胆想法和另一个一个大胆想法搅在一
起。
牛顿理论中的黑洞和爱因斯坦理论中的黑洞除了都有视界外，其它并无共同之处。在牛顿
的黑洞中，原点是一个奇点，但这个奇点与经典电子的原点作为库伦势的奇点在本质上并无不
同。在爱因斯坦理论的黑洞中，径向座标在视界上发生本质的变化。在视界之外，径向座标是
类空的；在视界之内，径向座标是类时的，所以光锥在视界上才可能变为向内。“座标原点”
的奇点是在时间上的一个奇点，经过塌缩的物质都撞到之这个奇点上，对于它们来说，时间完
全终结了。所以人们说，黑洞的奇点是类空的，很像大暴炸宇宙中的奇点，只不过在黑洞中这
个奇点是时间的终结，而大暴炸宇宙中的奇点是时间的开始。
虽然黑洞的存在在理想实验中很容易实现，要证明它们在现实世界中存在不是一件很容易
的事。钱德拉塞卡（Ｓｕｂｒａｍａｎｙａ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 １９３４ 年的计算表明，当一个引力系统有足

够大的质量时，自然界不存在其它相互作用能阻止引力塌缩。这个结果要经过许多年才能被大
家接受，部份原因是爱丁顿（Ｓｉｒ Ａｒｔｈｕｒ Ｅｄｄｉｎｇｔｏｎ） 从一开始就非常反对这个结论。对于白
矮星来说，当质量大于某个质量，不稳定性就会发生，这个质量极限叫做钱德拉塞卡极限。中
子星相应的极限叫做奥本海默－沃尔可夫极限（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Ｖｏｌｋｏｆｆ）。这些极限都与太阳的质
量相差不远。钱德拉塞卡的物理生涯起始于黑洞也终结于黑洞，他去世前的最后一本研究著作
是关于黑洞的，主要研究黑洞周围的扰动。他于１９８２ 年完成这本书，时年７１岁。
黑洞的存在是无庸置疑的，我们的银河系的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肯定，有十分
之一的星系和活动星系核的中心都是黑洞，这些黑洞的起源还是一个谜。
我们前面说过，贝肯斯坦发现黑洞有一个不为零的熵，根据统计物理，这说明给定一个黑
洞，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物理态，态数的对数等于熵。这些态不能用经典物理来解释。事实上，
在广义相对论中可以证明一个所谓的无毛定理，黑洞的状态由少数几个守恒量完全决定，如 质
量，角动量和电荷，每一个守恒量对应一个局域对称性。整体对称性所对应的守恒量，如重子
数，在引力塌缩过程中是不守恒的。贝肯斯坦的熵的起源必须在量子物理中寻找，因为他的熵
公式含有普朗克常数。但这个熵对于普朗克常数来说是非微扰的，当普朗克常数为零时，黑洞
熵是无限大，而不是经典物理中的零。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指望用微扰量子引力来解释黑洞的
熵。
在１９７３ 年，贝肯斯坦并无量子引力理论可以利用，他是如何得到他的熵公式的呢？他用
的是非常简单的物理直觉。首先，那时有大量的证据证明在任何物理过程中，如黑洞吸收物质，
黑洞和黑洞碰撞，黑洞视界的面积都不会减小。这个定律很像热力学第二定律，该定律断言一
个封闭系统的熵在任何过程中都不会减少。贝肯斯坦于是把黑洞视界的面积类比于熵，他并说
明为什么熵应正比于面积，而不是黑洞视界的半径或半径的三次方等等。为了决定熵与面积的
正比系数，他用了非常简单的物理直观。设想我们将黑洞的熵增加一（这里我们的熵的单位没
有量纲，与传统单位相差一个波尔兹曼常数），这可以通过增加黑洞的质量来达到目的。如果
熵与面积成正比，则熵与质量的平方成正比，因为史瓦兹希尔德半径与质量成正比。这样，如
要将熵增加一，则质量的增加与黑洞的原有质量成反比，也就是与史瓦兹希尔德半径成反比。
现在，如何增加黑洞的熵呢？我们希望在增加黑洞熵的情形下尽量少地增加黑洞的质量。光子
是最“轻”的粒子，同时由于自旋的存在具有量级为一的熵。这样，我们可以用向黑洞投入光
子的方法来增加黑洞的熵。我们尽量用带有小能量的光子，但这个能量不可能为零，因为光子
如能为黑洞所吸收它的波长不能小于史瓦兹希尔德半径。所以，当黑洞吸收光子后，它的质量
的增加反比于史瓦兹希尔德半径，这正满足将黑洞熵增加一的要求。对比两个公式的系数，我
们不难得出结论：黑洞熵与视界面积成正比，正比系数是普朗克长度平方的倒数。
贝肯斯坦的方法不能用来决定黑洞熵公式中的无量纲系数，尽管贝肯斯坦本人给出一个后
来证明是错误的系数。当霍金听到关于贝肯斯坦的工作的消息时，他表示很大的怀疑。他在此
之前做了大量的关于黑洞的工作，都是在经典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中，所以有很多经验或不妨说
是成见。类似我们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威顿之于对偶，他的怀疑导致他研究黑洞的热力学性质，
从而最终导致他发现霍金蒸发并证明了贝肯斯坦的结果。应当说，１９７３ 年当他与巴丁（Ｊａｍｅｓ Ｍ．
Ｂａｒｄｅｅｎ） 卡特（Ｂ． Ｃａｒｔｅｒ） 合写那篇关于黑洞热力学的四定律的文章时，他是不相信贝肯斯
坦的。
不久，他发现了黑洞的量子蒸发，从而证明黑洞是有温度的。简单地应用热力学第一定律，
就可以导出贝肯斯坦的熵公式，并可以定出公式中的无量纲系数。由于霍金的贡献，人们把黑
洞的熵又叫成贝肯斯坦－霍金熵。霍金的最早结果发表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数学上更完
备的结果后来发表在＜＜数学物理通迅＞＞。在简单解释霍金蒸发之前，我们不妨提一下关于中文
中熵这个字的巧合。在热力学第一定律的表述中，有一项是能量与温度之比，也就是商，所以
早期翻译者将ｅｎｔｒｏｐｙ 翻译成熵。黑洞的熵恰恰也是两个量的商，即视界面积和普朗克长度的
平方。

霍金蒸发很象电场中正负电子对的产生，而比后者多了一点绕弯（ｔｗｉｓｔ）。在真空中，不
停地有虚粒子对产生和湮灭，由于能量守恒，这些虚粒子对永远不会成为实粒子。如果加上电
场，而虚粒子对带有电荷，正电荷就会沿着电场方向运动，负电荷就会沿着电场相反的方向运
动，虚粒子对逐渐被拉开成为实粒子对。电场越强电子对的产生几率就越大。现在，引力场对
虚粒子对产生同样的作用，在一对虚粒子对中，一个粒子带有正能量，另一个粒子带有负能量。
在黑洞周围，我们可能得出一个怪异的结论：由于正能被吸引所以带有正能的粒子掉入黑洞，
而带有负能的粒子逃离黑洞，黑洞的质量变大了。事实是，在视界附近由于引力的作用正能粒
子变成负能粒子，从而可能逃离黑洞，而负能粒子变成正能粒子，从而掉进黑洞。对于远离黑
洞的人来说，黑洞的质量变小了；对于视界内的观察者来说，掉进黑洞的粒子具有正能量也就
是实粒子。黑洞物理就是这么离奇和不可思义。
霍金蒸发是黑体谱，其温度与史瓦兹希尔德半径成反比，黑洞越大温度就越小，所以幅射
出的粒子的波长大多与史瓦兹希尔德半径接近（这很象我们上面推导贝肯斯坦熵时用的光子）。
当幅射出的粒子变成实粒子后，它们要克服引力作用到达无限远处，所以黑体谱被引力场变形
成为灰体谱。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坦承，当他发现黑洞幅射时，他害怕贝肯斯坦知道后拿来
支持他的黑洞熵的想法。
黑洞的量子性质无疑是广义相对论与量子论结合后给量子引力提出的最大的挑战。我们虽
然可以用霍金蒸发和热力学第一定律推导出黑洞熵，这并不表明我们已理解了黑洞熵的起源。
最近弦论的发展对理解一些黑洞熵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还没有能够理解史瓦兹希尔德黑洞
的熵。另外，黑洞蒸发后遗留下来的是一个量子纯态还是一个混合态，就象黑体谱一样？如果
是后者，那我们就不得不修改量子力学。弦论家们大都认为量子力学不必修改，最近霍金也改
变了他过去的看法加入弦论家的行列。黑洞的量子物理在过去对弦论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
在将来注定对弦论的发展起到也许更大的作用。
第三章 超对称和超引力
（第一节）
场论与量子力学的结合产物是量子场论。量子场论早期遇到的困难是紫外发散。发散对物
理学家来说并不陌生，洛伦兹和彭加勒在古典电子论中已经遇到了发散，就是电子的无限大自
能。他们假定电子的半径不为零，这样就得到了有限的结果。非常令人惊奇的是，如果假定电
子的能量完全来自自能，他们的结果与爱因斯坦的著名的质能关系几乎一样。而洛伦兹的结果
出现在１９０４ 年，比爱因斯坦发现狭义相对论早了一年。另外一种发散导致普朗克早几年引进
量子的概念，这就是黑体幅射的紫外灾难。
紫外灾难与电子的无限大自能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是由于电荷集中在无限小的区域，而前
者的原因是一个固定的相空间区域有无限多个态。普朗克引进量子使得每一个态占据一定的相
空间，因此黑体幅射作为一种自由理论变成了有限的。量子论并没有解决相互作用的发散问题，
因为这种发散的根源是，在一个固定的空
间区域有无穷多个自由度。换言之，对应一个有限的空间区域，其相空间为无限大，我们
必须计及无限大的动量空间。所以，普朗克的量子“正规化”了相空间，并没有将空间“正规
化”。
一种人为的正规化办法是在动量空间引进截断，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计算的时候假定有一个
最大的动量。通过测不准原理，这样做等价于在空间上作一个小距离截断。从场论的观点讲，
这等于我们假定所有的场在小于一定的距离上没有变化。这样做既排除了经典上的发散如电子
的无限大自能，也排除了新的量子发散。新的量子发散来自小距离上的量子涨落，如正负电子
对的产生和湮灭。当截断被去除后，通常我们还是得到无限大的结果，这就迫使人们引进“重
正化”。重正化的办法是引进所谓裸参数，如电子的质量和电荷，这些裸参数是截断的涵数。

而物理参数仅是物理过程涉及到的能量的涵数，其来源分成两部份，一部份是裸参数，另一部
份来自介于截断和物理能量之间的量子涨落。如果所有的无限大都能用重正化来消除，我们则
称该量子场论是可重正的。
以上的重正化观念是老的观念，也就是到费曼，薛温格和朝永振一郎（Ｔｏｍｏｎａｇａ）所采用的
办法，现在又叫粒子物理的重正化观念。现代有效量子场论并不要求可重正性。在有效量子场
论中，如果我们仅仅对一定能量以下的物理现象感兴趣，我们可以将高能的模“积掉”，也就
是说高能的模对低能模的效应可以由低能模的有效哈密顿量（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ｉａｎ） 或者拉氏量
（Ｌａｇｒａｎｇｉａｎ） 完全体现出来。不同的高能拉氏量可能产生相同的低能拉氏量，如果我们仅对
一定能量以下的物理感兴趣，高能理论的行为就无关紧要了。一个不可重正的理论在高能区需
要越来越多的参数，所以，用现代量子场论的观点来看，可重正性等价于高能区有一个不动点，
这就是可重正性的可预言性的全部含义。
所以，我们并没有理由要求我们的粒子模型一定是可重正的。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恰恰是
可重正的，严格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标准模型有一个紫外（高能） 不动点，但肯定意味着标准
模型可以被放进一个更大的，有紫外不动点的理论。这个事实本身，从有效量子场论的角度来
看，已经耐人寻味。如果把引力包括进来，我们有理由要求整个理论是可重正的，因为引力本
身已经蕴涵着一个能量极限，也就是普朗克能量。当然我们也可以假定在普朗克能量之上还不
断地有新的物理，这种哲学和统一观点背道而驰。也许，标准模型的可重正性以及弦论作为可
重正的（其实是有限的）引力理论的存在是对持统一观点的人的极大支持。
有两种方式判定一个理论是否是可重正的。通常用的办法是微扰展开，就是从一个自由理
论即没有相互作用的理论出发，加上一些相互作用项，每一项有一个对应的参数，通常叫做偶
合常数。如果某个参数带有长度量纲或长度量纲的正幂次，我们称该项为无关项（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ｅｒｍ）；如果对应的参数带有长度量纲的负幂次，则称该项为相关项（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ｅｒｍ）。一个无
关项，通过量纲分析，在低能区变得不重要（无关因此得名） 而在高能区变得重要，原因是其
影响可通过一个无量纲参数，即偶合常数乘以能量的正幂次来确定。如果某一无关项在一能区
存在，那么它在更高的能区会引出更多的不同的无关项，所以无关项又是不可重正的。
引力所对应的偶合常数是牛顿引力常数的平方根，所以引力是不可重正的。这个事实可以
用以下的简单方法看出。爱因斯坦理论是非线性的，它的第一个相互作用项是度规场的立方项，
其对应的偶合常数是牛顿引力常数的平方根。在四维中，如同任何一个玻色场，引力场带有质
量量纲，即长度量纲的倒数。立方偶合项一定含有两次微分，这同样可以通过量纲分析来看出，
因为偶合常数有长度的量纲。一个相互作用项所含的微分次数越高，它对量子涨落的发散的贡
献越大，因为该项在高能区变得越来越大——每增一次微商，就多了一个能量因子。为了消除
这些发散，我们就不得不引进越来越多的无关项，这样引力没有一个在高能区有好的定义的理
论。
顺便提一下，我们前面说引力的最简单的相互作用项含有两次微商，这与引力子是自旋为
２ 的粒子有关。一般的规范场所对应的量子自旋为１，其简单的相互作用项含有一次微商。更
为一般的结论是，自旋为几的粒子所对应的相互作用必定含有几次微商。所以，一个含有自旋
为３ 粒子的理论一定是不可重正的。在四维中，可以证明，可重正的量子场论最多只含自旋为
１ 的粒子－这是７０ 年代初量子场论的重要结果。人们实际上得到更强的结论，所有可重正的，
含有自旋为１ 的粒子的量子场论必为规范理论，即杨－米尔斯理论。
我们上面提到，以威尔逊的现代场论观点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引力是可重正的。也许
真实的图象是，当我们不断地提高能量，物理理论变的越来越复杂，而爱因斯坦的理论只不过
是一个低能有效理论。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我们提到的普朗克能标的存在暗示着
在高能区存在一个简单的量子引力理论。黑洞的存在也支持这个可能性。设想我们用带有很高
能量的粒子束来探测小距离上的时空结构，如果没有引力，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告诉我们能量越
高，我们探测的距离越小。引力介入后，过去很多人，特别是惠勒（Ｊｏｈｎ Ａ． Ｗｈｅｅｌｅｒ），相信

越高的能量会带来越大的时空涨落，如所谓的时空泡沫（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ｆｏａｍｓ）。时空泡沫指的是
在普朗克距离上时空的拓扑不确定，有许多虫洞（ｗｏｒｍｈｏｌｅｓ）结构。黑洞的形成使得这些如时
空泡沫的结构能否被观察到成为很大问题。能量越高，形成的黑洞就越大，其事件视界（ｅｖ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 也就越大，所有可能的复杂的时空结构都被视界所掩盖。而视界之外的时空却非常
光滑，能量越高，视界之外的曲率就越小，那么低能的有效理论也就越适用。如此，对于一个
外部观察者来说，高能的量子引力行为就不可能被复杂的拉氏量中的无关项所主导。我们这里
所描述的可能性现在叫做紫外－红外对应，即量子引力中的紫外行为与红外物理相关。
如此，我们相信在一个有引力的量子理论中，高能理论不会象有效量子场论所指出的那样，
在高能区存在许多不可预测的可能性。量子引力本身必定是有简单定义的理论，换言之，量子
引力是一个更大的，可重正的甚至是有限的理论的一部份。这个理论不太可能是爱因斯坦理论
的简单量子化，因为我们已知道爱因斯坦理论不可能被简单地量子化。这就迫使我们寻找一个
更大的，至少是可重正的理论。我们将被历史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逻辑地带到超对称。
（这一节写完，我发现要将这里所讲的一些道理让仅有大学物理背景的人看懂，我至少要
再花上是这里几倍的篇幅。我希望大多读者没有被吓走。好消息是，如果你读完这一节后还没
有被吓走，你以后大概再也不会被吓走。）
（第二节）
超对称作为一种理论上的可能的发现是一段饶有兴趣的科学史。在读完前面关于场论中的
无限大之后，也许我们会想当然地猜测超对称的发明是为了消除无限大。７０ 年代初超对称不
同的发现者有不同的理由发明超对称，却没有一个理由是为了将无限大驱逐出量子场论。
前苏联物理学家尤里－高尔芳（Ｙｕｒｉ Ａｂｒａｍｏｖｉｃｈ Ｇｏｌｆａｎｄ） 远在６０ 年代末就开始寻找介于
玻色子与费米子之间的对称性，他的动机是解决弱相互作用！ 当时温伯格－萨拉姆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Ｓａｌａｍ） 模型还没有建立，温伯格关于弱电统一的文章发表于１９６７ 年。根据高尔芳
的学生、他后来的超对称合作者伊夫金－利特曼（Ｅｖｇｅｎｙ Ｌｉｋｈｔｍａｎ）的回忆，高尔芳在６８年春已
得到４ 维的超彭加勒代数（ｓｕｐｅｒ－Ｐｏｉｎｃａｒｅ ａｌｇｅｂｒａ），这比西方发现超对称早了三年，比西方
发现４ 维的超对称早了６ 年。可惜高尔芳并没有立即发表这个结果，因为他虽然克服了所谓的
柯尔曼－满杜拉止步定理（Ｃｏｌｅｍａｎ－Ｍａｎｄｕｌａ ｎｏ －ｇｏ ｔｈｅｏｒｅｍ），他还没有构造好实现这一对称
的场论。这与目前信息时代的物理学家的发表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在前天看到同行
在网上贴出的文章，昨天作了一点推广式的计算，今天草就一篇大作，明天网上见面。顺便提
一下，当我和人聊起超对称的发明的时候，常常有人将之归功于数学家盖尔芳（Ｉｓｒａｅｌ
Ｇｅｌｆａｎｄ）。盖尔芳比高尔芳有名得多，是第一届沃尔夫数学奖得主，生于１９１３ 年，比高尔芳
大９ 岁。盖尔芳还活着且仍在发表文章（网上能查到的最新文章出于去年９ 月），而高尔芳已于
１９９４ 年辞世。
前段时间也是来自前苏联的、现今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谢夫曼（Ｍ． Ｓｈｉｆｍａｎ） 组织人为高尔
芳出了一本纪念文集。读了谢夫曼写的前言，我才知道高尔芳在１９７３ 年至１９８０ 年之间失了业。
他与利特曼的第一篇关于４ 维超对称场论的文章发表于１９７１ 年，这比西方第一篇４维超对称场
论的文章早了三年，是关于用现代的术语讲就是超对称量子电动力学的。那么，高尔芳为什么
在发表了如此重要的文章后被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Ｌｅｂｅｄｅｖ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解聘呢？谢
夫曼提供了二个可能的原因。一是，朗道发现了所谓的朗道极点之后苏联很少有人相信场论，
（在整个６０ 年代，西方的大多数粒子物理学家对场论也失去信心，原因是弱相互作用不可重正，
而强相互作用更是一团乱麻。） 他们比西方人更为保守。二是，有人认为高尔芳根本不懂他研
究的东西，尽管他早在５０ 年代末就做过重要工作，所以高尔芳就成了苏联科学院“精简－创新”
的牺牲品。我们在这里猜测，如果外斯、朱米诺（Ｊｕｌｉｕｓ Ｗｅｓｓ，Ｂｒｕｎｏ Ｚｕｍｉｎｏ）１９７４ 年的文章
早发表两年， 如果西方早两年就重视超对称，也许高尔芳的运气要好一些。高尔芳１９９０ 年举
家去了以色列。

在西方，超对称的发现顺着完全不同的思路，最早的超对称的发现竟源于弦论。皮埃尔－
雷芒（Ｐｉｅｒｒｅ Ｒａｍｏｎｄ） 当时在费米实验室工作，１９７１ 年，弦论被正式确认只有一年，他考虑
如何在弦论中引进带半整数自旋的激发态（即费米子）。作为狄拉克矩阵的推广，他在弦运动起
来的世界面上引进了费米场，并满足周期条件。非常类似狄拉克，雷芒的理论中所有弦的激发
态都是时空中的费米子。注意，这里我们有意将时空与世界面区别开来，前者是弦运动的舞台，
而后者类似粒子的世界线。虽然雷芒的理论中只有时空中的费米子，而弦的世界面上既有费米
场，也有玻色场，这些我们留到后来再详加解释。同年， 吉尔维（Ｊｅａｎ Ｇｅｒｖａｉｓ） 和崎田文二
（Ｂｕｎｊｉ Ｓａｋｉｔａ） 发现如果将雷芒的理论写成世界面上的作用量，则这个作用量具有两维的超
对称，这是出现在西方的第一个超对称作用量，与苏联人几乎同时。雷芒的理论现在又叫雷芒
分支（Ｒａｍｏｎｄ ｓｅｃｔｏｒ），因为它是两种可能的分支之一。
作为一个小插花，我 们谈一点关于雷芒的掌故。雷芒并没有因为第一个研究费米弦而得以
永久留在费米实验室，尽管他在弦论中第一次引入费米的名字。现在费米实验室理论部的有些
人谈到这件往事时往往半自嘲、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费米实验室从来不做弦论，我们已将超弦
的创始人之一给解聘了。雷芒是很有幽默感、很健谈的人，也很喜欢谈掌故。我记得有一年夏
天在亚斯本遇到雷芒，在一次午饭聊天中，他向一些年青人讲我们上一节提到的威尔逊的故事。
有人问他，如果威尔逊没有发现重正化群和临界现象的重正化群理论，谁会发现它？（在此之
前雷芒已谈到一些量子场论中的大人物，为了不得罪人， 我们姑将姓名隐去。） 他说，坎（Ｋｅｎ，
威尔逊的名字）；再问一次，他仍然说坎，可见他对威尔逊的佩服程度。当然，绝大部份真正
懂威尔逊理论的人都很佩服他，不懂就无从佩服起了。我相信我的读者也都很佩服，看一看上
一节贴出后的热烈讨论！雷芒也是少数自己的名字在一个专业名词中出现两次的人，这个名词
就是超弦中雷芒－雷芒分支。有一次他访问芝加哥，参加一个超弦的学术演讲。当时他是听众
之一，我也有幸在场。当演讲者提到雷芒－雷芒分支时，听众中的杰夫－哈维（Ｊｅｆｆ Ｈａｒｖｅｙ） 扭
头问他：“皮埃尔，谁是另外一个雷芒？”全场绝倒。
写到这里，真想再一次遇到他，犹其在我写这个演义的时候，这样可以从他那里贩卖一些
关于弦论的掌故。象现在这样写下去，迟早要抖尽肚皮里的一点点存货。
以上是大家爱听的八卦，现在是谈一谈到底什么是超对称的时候了。我们先从大家熟悉的
对称性讲起。日常的对称性有分立的对称性和连续的对称性，前者如一个正四边形，将之转动
９０ 度，还是原来的正四边形；后者如一个球面，以球心为原点，无论怎么转，还是原来的球
面。这是一个物理系统固有的对称性，或一个物理态的对称性。在一个物理理论中，还有一种
动力学的对称性。例子是，假如一个态本身不是转动不变的，但我们将之转动后，同时还转动
用以描述它的座标，这样这个态的一切动力学性质和转动之前完全一样，这表明空间本身的各
向同性和物理系统本身与空间的方向无关联性。在一个物理理论中，一个转动操作对应于一个
算子，它将一个态映射到另一个态。现在，我们前面例子中的两个性质可以翻译成数学语言。
空间本身的各向同性等于真空本身作为一个特别的态在这个算子的作用下不变；物理系统本身
与空间的方向无关联性等于这个算子与哈密顿量对易（量子力学）或它与哈密顿量的泊松括号
为零（经典力学）。
量子力学的法则告诉我们，一个算子如与哈密顿量对易，则它所对应的物理量是守恒的。
对应一个转动算子，我们还没有一个物理量，原因是，这个转动算子是保长的，即保持态的内
积不变，如我们提到的真空态。这样的一个算子叫酉算子，而一个物理量算子是厄米特算子。
连续群的定理保证我们可以用厄米特算子构造酉算子，对于转动来说，相应的厄米特算子就是
角动量。如果真空在酉算子作用下不变，那么它在相应的厄米特算子的作用下为零，也就是说
真空没有角动量。我们可以将不同的态分类成角动量的本征态，但是一个任意态未必是本征态。
在量子场论中，有一类算子永远没有物理的本征态，尽管它们可以是厄米特的，这一类算
子就是费米算子。怎么理解一个费米算子？可以将希尔伯特空间分成两个正交的子空间，一个
子空间中的态全是玻色态，另一子空间中的态全是费米态，现在，定义一个费米算子，它将一
个子空间中的态映射到另外一个子空间中的态。这还不是全部定义，我们再加上一个条件，就

是，任一个可实现的物理态不是玻色态就是费米态，而不能是一个玻色态和一个费米态的混合。
这样，很明显，一个费米算子就没有物理的本征态。根据量子力学，一个费米算子就不是一个
可观测量。
尽管如此，一个费米算子可能与哈密顿量对易，也就是说在它的作用下，动力学是不变的，
这就是一个超对称。超对称之所以是超的，原因是它将一个“超选择分支”（ｓｕｐｅｒ－ｓｅｌ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ｏｒ） 映射到另一个“超选择分支”。最简单的情形是，它将一个玻色子转动成一个费米子。
这个性质与通常的对称性很不相同，通常的对称性是将两个态联系起来，这两个态完全可以通
过动力学过程互相转变。如一个向上自旋的电子，通过转动变成相下自旋的电子，这个转动完
全可以通过一个物理过程来实现。而一个超对称变换可以将一个电子变成一个标量粒子，但一
个电子本身永远不会通过一个物理过程变成一个无自旋的粒子。我想，这种性质对一个初学超
对称的人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困惑，因为我们太习惯于普通的对称了。我们可以想象转动一个正
方形，但不能想象将一个正方形转成一个“超正方形”，如果后者果真存在的话，因为这种转
动不是一个物理过程，因为该转动不是可观测量！
除了超对称之超外（没有对应的物理过程，也不是可观测量），它具有一切与对称相同的性
质。例如，如果一个玻色系统，如两个玻色子或两个费米子或１０ 个费米子，有一定的能量，
在超对称变换后，我们得到一个费米系统，这个费米系统无论怎样与前面的玻色系统不同，它
有着相同的能量。再如，如果我知道两个玻色子在一个束缚态中的相互作用能量，通过超对称
变换，我就知道变换后的一个费米子和一个玻色子在一个束缚态中的相互作用能量。原因很简
单，就是这个超对称保持动力学不变，它与哈密顿量对易。
（第三节）
通过上面的解释，我们看到超对称既有类似于一般对称性的地方，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
这种不相同的地方往往引起初学者的迷惑，由此可知对于发明超对称的人来说，非凡的想象力
和大胆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既然超对称原则上可以存在，什么样的超对称可以在相对论量子场论中实现？对于
一般对称性来说，我们要求有一个群结构或李代数结构。一个转动后再做一个转动，我们还是
得到一个对称转动，这是群的结构。这个要求在无穷小的变换下翻译成李代数的要求。现在，
我们将这个要求加于一个对称元和一个超对称元，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个对称元和一个超对
称元的对易子必是另一个超对称元。如果我们想用超对称元来构造群，我们就得用一种新的数，
相互是反对易的，叫格拉斯曼数（Ｇｒａｓｓｍａｎ），原因还是因为超对称不是通过物理过程实现的对
称，所以其对应的转动参数不是实数或复数，否则我们可以问这个参数的物理含义，就象通常
转动的转动角一样。
以上所写，已经不很通俗了，我还没有更简单的办法，如有，就得象费曼写＜＞ 一样，上
面的一段话将被拉长几倍或几十倍。所以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特别是作者自己的时间，我们
还是假定读者已有一定物理背景，或是天才儿童。这样我写完一段话后还有一些时间看真正的
研究论文，挖空心思想一点怪招好凑一篇论文，用以对付上司每年索要的年终总结。否则，我
真的要改行写科普，好混一点稿费，研究员就可以不当了。
回到原来的话题，什么样的超对称是允许的。我们已说到一个超对称元和一个对称元的对
易子必是一个新的超对称元，把所有这样的对易子放到一起，我们发现超对称元的集合形成对
称李代数的一个表示。在相对论量子场论中，最重要的对称就是彭加勒对称，所以超对称元形
成彭加勒代数的一个表示。在四维中，最简单的费米子表示就是旋量了。超对称中有几个这样
的旋量，我们就说这是Ｎ 等于几的超对称。高尔芳和利特曼１９７１ 年发表的场论就是Ｎ 等于１ 的
超对称场论。
在西方，最早的超对称是在弦的世界面上发现的，这就是１９７１ 年的吉尔维－崎田文二两维

超对称场论。弦论中的时空超对称的发现是很后来的事，我们等一会儿再谈。朱米诺似乎是注
意弦论中时空超对称的第一人，这也许启发他后来与外斯一道发现四维的超对称和超对称场
论。在１９７４ 年的外斯－朱米诺的工作中，他们构造了四维时空中最简单的超对称场论，这个场
论只含一个基本的旋量场（只有两个自旋为１／２ 的粒子，形成一个旋量表示），两个标量场。之
所以有两个标量场也是因为有超对称，根据我们上一节说的道理，有多少费米态就应当有多少
玻色态。这个最简单的超对称场论一般称为外斯－朱米诺模型，是两个外斯－朱米诺模型之一。
另外一个外斯－朱米诺完全与超对称无关。
朱米诺应是所有年纪稍大而在事业上无大成的人的榜样，他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我经常
以朱米诺的例子来期许自己和他人，也许我最终也难成大器，但这仍不失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
的办法。在１９７３ 年底他和外斯完成４ 维超对称的理论，他已超过５０ 岁，外斯也接近４０ 了。
他与外斯的另一重要工作，即另一外斯－朱米诺模型也不过是１９７１ 年的作品。毫无疑问，超对
称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我还不知道在粒子物理这一竞争激烈的领域（注１） 还有第二个人能
在５０ 开外作出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
朱米诺和外斯在同一年将他们的超对称场论的推广到含有自旋为１ 即光子的情形，这也就
是３ 年前高尔芳和利特曼构造的理论。朱米诺和外斯还研究了这个理论的量子性质，发现超对
称有助于使紫外发散减弱，当然他们在第一篇文章中已讨论过量子行为。
接触过量子场论的人都知道，任何场论中都有发散的零点能。对于一个自由场论来说，场
的每个富里叶模是一个谐振子，根据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原理，谐振子不可能处于能量为零的状
态，它的最低能不为零，这就是零点能。当谐振子处于第一个激发态时，对应于一个基本的量
子，或粒子，其动量和能量与这个模相同，而零点能只有一个粒子的一半，所以不能将它解释
成一个可观察到的物理态。我们因此将之归于真空的能量，将所有模加起来，这个能量是无限
大，这个无限大显然来自紫外的模，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一提到过，这对应于空间在小尺度上
没有截断。奇怪的是，来自一个玻色子的零点能是正的，而来自一个费米子的零点能是负的。
如果对应一个玻色子，存在一个有相同质量的费米子，那么两者的零点能就完全抵消。超对称
理论恰恰有这种性质，所以超对称理论中，我们无须人为地扔掉自由场的零点能。
对于每一个场，如果我们引进动量上的截断，零点能的密度则是这个截断的４ 次方，这是
４ 维场论中的最大的发散。考虑一个可重正的场论，如果理论中没有标量场，除去零点能外，
最严重的发散是对数发散，如量子色动力学。标准模型含有标量场，就是黑格斯（Ｈｉｇｇｓ），标
量场涉及的最严重的发散是二次发散。这种发散带来所谓的等级问题（ｈｉｅｒａｃｈｙ）。等级问题最
简单的描述是这样的，标准模型中的最大能标是弱电自发破缺能标，大致可以看成是黑格斯场
的一个耦合参数，数量级大约是１００ 京电子伏（１００ Ｇｅｖ）。考虑在标准模型之上还存在一个新
能标，如普朗克能标。假定在弱电能标和这个新能标之间没有另外能标，通过重正化流，这个
新能标会在标准模型的各个参数中体现出来，如弱电能标。由于标量场的二次发散性，弱电能
标含有一个与新能标的平方成正比的项，另一项是弱电能标这个耦合参数在新能标上的“裸”
参数。我们要求弱电能标是１００ Ｇｅｖ，我们就必须要求其“裸”参数与新能标的平方几乎抵消，
这就是所谓的微调问题（ｆｉｎｅ ｔｕｎｉｎｇ）。有了超对称，与新能标的平方成正比的项不再存在，
所以８０ 年代初很多人研究超对称大统一理论。这是超弦集团之外的唯象粒子物理学家相信超
对称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
超对称的生成元越多，无限大的抵消就越成功，但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模型越来越不现
实。当理论有８ 个超对称元，也就是Ｎ 等于２ 的超对称，极小理论中的费米子增加到４ 个，不
再是具有唯一手征的理论，但是标准模型中的弱相互作用破坏宇称，必须是带手征的。我们可
以暂时不管这个实际问题，一直增加超对称的数目，我们就会发现当超对称元的个数超过１６
时，我们不得不引进自旋为２ 的粒子以构造超对称多重态，这样就引进了引力。
所以不包括引力的最大超对称有１６ 个元，也就是Ｎ 等于４ 的超对称。实现这个超对称的
场论一定包含规范场，这类场论几乎是唯一的，只有两个参数可以改变，一个是规范群，或即

群的种类和阶数，另一个是耦合常数。这类极大超对称场论在８０ 年代初被三组不同的人证明
是完全有限的。而实现Ｎ 等于２ 的超对称场论在微扰论中只有单圈发散。
Ｎ 等于４ 的超对称规范理论的有限性在当时看来是唯一的，记得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说
（忘记是谁了），他当时相信这个理论一定有很大的用处，上帝造出这么完美的理论而不加利用
是不可能的。他等了几年，人们并没有发现这些理论与粒子物理有什么关系，他从此再也不相
信超对称理论有什么用处了。Ｎ 等于４ 的超对称规范理论的确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后来它
们在超弦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如强弱对偶，反德西特（ｄｅ Ｓｉｔｔｅｒ） 空间上的量子引力与超对
称场论的对偶。
也是在１９７４ 年，萨拉姆（Ａｂｄｕｓ Ｓａｌａｍ） 和斯特拉思蒂（Ｊ． Ｓｔｒａｔｈｄｅｅ） 在看到外斯、朱米
诺的工作后很快发现了超空间表示。发现这一点似乎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如果通常的对称性
与可观察到的时空有关，如空间的平移和空间中的转动，那么超对称就应和超空间有关。的确，
萨拉姆和斯特拉思蒂证明超对称变换可以被看成是超空间中的平移，这些超空间座标是格拉斯
曼数，从而是不可观察到的，这正类似于超对称变换不是实验室中可实现的变换，但是，如果
人们将来发现超对称粒子，就等于间接地发现了超空间。我为了写这段话查了一下萨拉姆和斯
特拉思蒂当年的文章，发现虽然预印本是７４ 年１１ 月的，发表该文的核物理一期也是７４ 年的。
可见发表的速度实在与是否处在电子信息时代无关。虽然我说发现超空间不需太多的想象力，
并不意味着对于一个新手来说超空间是很容易接受的。记得当年年轻气盛，考研后问我的老师
什么是最时髦最有前途的研究方向，老师随手从书架上拿了一本法叶（Ｐ． Ｆａｙｅｔ） 和费拉拉（Ｓ．
Ｆｅｒｒａｒａ） １９７６ 年写的超对称评述。我拿回去之后发狂猛啃，很坐了一段飞机。现在回想，如
在昨日，当年对超对称的生吞活剥也许在日后起了一点作用。
注１：之所以讲粒子物理是一激烈的领域并非因这一领域对人的智力或体力或任何其它能
力的要求与任何其它领域有何不同，凝聚态物理中就有许多很难的问题需要特殊的智力才能解
决。粒子物理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问题比较集中，人力的投入也比较集中。其它领域如凝聚态
物理中问题比较分散，学派比较多，一个派别如同一个庄园，有大庄主二庄主三庄主，有打长
工的也有打短工的。当然每位庄主也少不了有一帮弟子。所以这么一个派别可以自给自足，在
江湖上扬名立万。写这么长的注记以博大家一笑。
（第四节）
谈过超对称量子场论之后，我们回到弦论中的超对称这个话题。毕竟超对称在西方的发现
源于弦论，所以应当追溯一下历史以了解超对称超引力在西方发展的脉络，这样做以达到孔夫
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
在第二节中我们谈到雷芒在弦论中引入费米子，所有弦的模式在时空中的体现都是费米
子，因为他在弦的世界面上引入了类似狄拉克矩阵的东西。世界面上也因此有了超对称，但时
空中没有超对称，因为只有费米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狄拉克１９２８ 年引入狄拉克矩阵就等
于在粒子的世界线上引进了超对称。狄拉克算子的平方是达朗贝尔算子， 就如同超对称算子的
平方等于哈密顿量。１９７４ 年，法国人纳吾（Ａ． Ｎｅｖｅｕ） 和我们在第一章就提到的史瓦兹希望能
在雷芒的模型中加入时空中的玻色子。为了避免狄拉克矩阵的出现，他们要求雷芒的世界面上
的费米场没有零模，这样所有的模的阶就必须是半整数，换句话说，世界面上的费米场满足反
周期条件。这样构造出的弦的激发态都是时空中的玻色子。这个新的分支叫纳吾－史瓦兹分支，
独立于雷芒分支。注意，对于纳吾－史瓦兹分支来说，世界面上仍有超对称，因为世界面上的
超对称是局域的。当然，１９７４ 年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局域超对称，在超引力发现之后，１９７６ 年
布林克（Ｌ． Ｂｒｉｎｋ）、蒂韦基亚（Ｐ． Ｄｉ Ｖｅｃｃｈｉａ）、豪（Ｐ． Ｈｏｗｅ） 等人才发现原来的两维世界面
上的超对称其实是局域的。后来我们更详细地谈超弦的时候，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两维局域超
对称的重要性。
将费米弦的两个分支，雷芒分支和纳吾－史瓦兹分支，加起来，似乎就有了时空超对称，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超对称的一个基本要求还没有被满足，就是给定一个质量，必须有相同
多的玻色子和费米子。要等到１９７６ 年，也就是外斯－朱米诺工作的两年之后，一个意法英联军，
格里奥日（Ｆ． Ｇｌｉｏｚｚｉ）、舍尔克和奥立弗（就是那位奥立弗－曼通宁对偶中的奥立弗）发现可以
将两个分支中的一些态扔掉而不破坏理论的自恰性，这样得到的理论有同样多的玻色子和费米
子。他们还不能立刻证明时空超对称，但他们作了这样的猜想。要再等５ 年，这个经过所谓的
格舍奥投射（ＧＳ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的雷芒－纳吾－史瓦兹理论才由格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Ｇｒｅｅｎ） 和史瓦兹证
明具有完全的时空超对称，他们也同时证明，这些超弦理论包含相应的时空超引力。
超对称被发现之后，对一部份人来说，超引力的存在就是显而易见的事了。杨－米尔斯构
造规范理论不久，内山菱友（ Ｒｙｏｙｕ Ｕｔｉｙａｍａ） 用规范对称重新解释了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
对于内山来说，引力场无非是对应于时空平移的规范场，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求时空平移不
仅仅是整体对称性，同时也是局域对称性，我们就要引进引力场来使平移“规范化”。超对称
是时空对称性的推广，特别是，两个超对称元的反对易子给出一个时空平移。这样，如果我们
将时空平移局域化，我们就不得不将超对称也局域化，反之亦然。如此得到的理论就是超引力。
在这个理论中， 对应于时空平移的引力场仍在，对应于超对称的规范场是自旋为３／２ 的场，
通常叫做引力微子，这是一个费米场。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判断规范场的自旋，如 果局域对称
性是一种内部对称性，也就是说对称元不带时空指标，那么相应的规范场比对称元多一个时空
的矢量指标， 相应的粒子自旋为１；如果对称元带一个空间矢量指标，则规范场带两个空间矢
量的指标，这就是引力场；进一步，如果对称元带一个旋量指标，如超对称，那么规范场就多
带一个空间的矢量指标，这个场就是引力微子场了。
首先在４ 维时空中构造超引力的三位中有两位当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１９７６ 年以
前，三位仁兄各做各的事情。范－纽文豪生（Ｐ． ｖａｎ Ｎ 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ｚｅｎ） 基本做引力的微扰量子
化，明显是受了他的老师蒂尼－维尔特曼（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Ｖｅｌｔｍａｎ） 的影响，佛里德曼（Ｄａｎｉｅｌ Ｚ．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大约是个唯象学家，费拉拉（Ｓｅｒｇｉｏ Ｆｅｒｒａｒａ） 则是唯一做超对称的。当然他们都
有研究唯象学的底子。据范－纽文豪生说，他们的第一个超引力模型，４ 维的Ｎ 等于１ 超引力，
一半是靠手算，一半是靠计算机折腾出来的。记得我当年于生吞活剥法叶－费拉拉之后，接着
去 找 来 范 － 纽 文 豪 生 的 超 引 力 综 述 。 这 回 更 是 云 山 雾 绕 ， 什 么 １ 次方式 （ｆｉｒｓｔ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ｍ），２ 次方式，最后又搞出１．５ 次方式。１ 次方式大约是说，你将度规场和联络场都
看成是独立的场，２ 次方式则将联络看成是度规的涵数，天知道１．５ 次方式是什么，有兴趣参
看范－纽文豪生的综述。
一个最简单的、经典的超引力已将人折腾得七荤八素，更不用说复杂的超引力了。Ｎ 等于
２ 以上都叫推广的超引力（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ＳＵＧＲＡ），当然这种翻译有点勉强。我当时觉得还是泛超引
力来得简洁些，省了两个汉字，现在看来，乾脆就叫超引力算了。４ 维中有很多不同的泛超引
力，一直到Ｎ 等于８。当Ｎ 超过８ 时，就必须引进自旋大于２ 的场了，这从场论的角度来看，
似乎是危险的，因为人们不知道如何构超自恰的场论。Ｎ 越大，对称性越高，场的数目就越多。
广义相对论中只有１０ 个场，就是度规的份量，在Ｎ 等于８ 的超引力中，仅仅标量场就有７０ 个。
场多了的好处是，有可能将标准模型中所有的场都纳入一个超对称多重态中，坏处是作用量越
来越复杂，不是专家不可能写对作用量。从统一的角度看，Ｎ 等于８ 的超引力还是不够大，因
为规范群是Ｏ（８），还不能将标准模型的规范群放进去。
超引力除了可以在Ｎ 的方向推广，也就是引进越来越多的超对称，同时也可以在Ｄ的方向
推广，就是引进越来越高的维数。Ｄ 最大的可能是１１，再大就要引进高自旋场。这两个方向实
际上是相关的，低维的泛超引力可以由高维的简单一点的超引力通过维数约化得到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如４ 维的一些Ｎ 等于２ 的超引力可以由６ 维的Ｎ 等于１ 超引力得
到 。 而 ４ 维 的 Ｎ 等 于 ８ 的 一 些 超 引 力 可 以 由 １１ 维 超 引 力 通 过 维 数 约 化 或 紧 化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得到。所以一时之间，很多人认为１１ 维超引力就是终极理论了。霍金说，
基于谨慎乐观的态度，有理由相信，一个完备的理论已经逐渐成型，理论物理快到头了。
超引力与超对称场论一样，紫外发散比没有超对称来得轻得多。超对称的数目越多，紫外

行为越好。在任何一个４ 维超引力中，单圈和双圈图都是有限的，这个性质在超引力出现一年
之后就被发现。虽然紫外发散要在三圈才出现，在超引力时代还没有人敢计算三圈图（想一想，
经典作用量已经那么复杂！），直到最近才有人计算三圈图，而用到的计巧居然是弦论中的技
巧。最新的结果表明，极大超引力的两圈图直到６ 维都是有限的。也就是说，１１维超引力仅仅
在单圈才是有限的，所以从重正化的角度看，１１ 维超引力比爱因斯坦的理论好不了多少。最
新的结果又表明，４ 维的极大超引力可能在四圈上也是有限的，这比老结果要好。
无论超引力的紫外行为多么好，或迟或早人们要遇到发散。这使得人们渐渐对超引力失去
信心，当然终结超引力的８ 年疯狂时代的是第一次超弦革命。
我念研究生时恰逢超引力时代的尾巴，已经强烈感受到热力，把研究生仅有的一点经费都
用来复印超引力的文章，后来装订成厚厚的几大本，成天把脑袋埋在超引力的张量计算中。我
甚至在科大的研究生杂志上写过一篇介绍超引力的文章，开头用了“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
了光，” 可见信心十足，不过当时校对的人太懒，文章错字连篇。
超引力造就了一代不畏臃长计算的人。超引力的三位创始人都是天然计算机。以范－纽文
豪生为例，当时他是领导潮流的人。美国超弦的公众人物之一贺来道夫（Ｍｉｃｈｉｏ Ｋａｋｕ）在他的
科普作品《超空间》（Ｈｙｐｅｒｓｐａｃｅ） 中有一段描写，不妨转述如下（不是字字照抄，这一节还请
打假诸兄注意）。范－纽文豪生生得高大威猛，最适合做防晒油的广告明星。研究超引力需要非
凡的耐心，而范－纽文豪生是最非凡的一个。温伯格（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说，“看看超引力的
情形，在过去的１０ 年中研究超引力的人个个杰出，有些人比我年轻时认识的任何人更为杰出。”
范－纽文豪生用一个硕大无朋的夹纸板，每次演算，从左上角开始用蝇头小草一直写到右下角，
写满后翻过一页接着写。他可以一直这样演算下去，中间唯一的间隙用来将铅笔放进电动削笔
刀中削尖，接着继续演算，直到数小时后大功告成。有一段时间，石溪分校物理系的研究生竞
相仿效，每人夹着一个大夹纸板在校园中走来走去，不可一世。
超引力风流一时，而超引力中的领袖人物也领导潮流于一时。超引力在我们的演义中还会
出现，还在起很大的作用，尽管如此，过去的风流人物大多不再活跃，不免使人生出许多感慨：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
第四章 第一个十五年
（第一节）
从１９６８ 年威尼采亚诺发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散射振幅公式到１９８４ 年的超弦第一次革命，
弦论的初级阶段大概延续了１５ 年。转眼之间，弦论的第二个１５ 年也已过去。我们仅用一章来
谈第一个１５ 年，第二个１５ 年将是本演义的主要话题，要看作者的能力、精力和时间，写到那
儿就是那儿。
我们早在第一章就已提过，弦论起源于６０ 年代的强相互作用的研究。６０ 年代粒子物理主
流是强相互作用，原因很简单，因为加速器的能量正好处在探测强相互作用的能区，即几个京
电子伏（Ｇｅｖ）和几十京电子伏之间。建在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的同步加速器所达到的能量是６．２
京电子伏，在 ５０ 年代末和６０ 年代初提供了大量的关于强相互作用的数据，不断地产生新的强
子。所以柏克利的丘（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Ｆ． Ｃｈｅｗ） 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６０ 年代粒子物理领导潮流的
人。由于新强子的不断产生，人们很快认识到场论无法用来描述强相互作用。由于高自旋强子
共振态的存在，场论无法避免一些令人不快的性质，如不可重正性。朗道等人也早就证明即使
是最成功的量子场论，量子电动力学，在根本上是不自恰的理论。量子电动力学是可重正的，
但是它的耦合常数随着能量的提高而变大，且在一定的能量上达到无限大。这个能量叫朗道极
点。朗道极点的来源是有限的电子质量和在这个能量上有限的耦合常数。如果我们希望将朗道
极点推到无限大，那么低能的耦合常数只能是零，这就是有名的莫斯科之零。

由于以上所说的原因，整个６０ 年代量子场论被看成是过时的玩意。丘等人强调场本来就
是不可观察量，只有散射振幅是可观察的，所以散射矩阵理论成了６０ 年代的时尚。坚持研究
量子场论的人廖若晨星，我记得丘当年的一个学生谭崇义经常告诉我，就连盖尔曼（Ｍ．
Ｇｅｌｌ－ｍａｎｎ） 都不得不跟随潮流，可见丘及其跟随者的影响力。谭崇义在提到这些往事时是得
意的，因为丘不仅影响大，而且看问题有一定的哲学深度。维尔特曼后来的话很好地体现了研
究场论的人少到的程度：他自己是恐龙时代少数的量子场论哺乳动物。公理化场论的创始人惠
特曼（Ａ． Ｗｉｇｈｔｍａｎ） 在他的普林斯顿办公室的们上贴了张纸条，上书：本办公室应丘的指令已
经关闭。
散射矩阵理论被看作唯一可以描述粒子物理的理论。散射矩阵理论拒绝讨论任何局域可观
察量，虽然不排除适当的局域性。散射矩阵理论首先要求绝对稳定的粒子态存在，这些粒子态
和相应的多粒子态形成渐进态集合。散射矩阵无非是从渐进态集合到渐进态集合的一个线性映
射。散射矩阵满足数条公理：对称性，么正性和解析性。对称性无非是说散射矩阵元在一些对
称变换之下不变，最一般的对称性就是彭加勒对称性，一些内部对称性也是允许的。么正性就
是量子力学中的机率守恒。最后，解析性是散射矩阵理论中最有意思，也是最不容易理解的性
质。所谓解析性是指一个散射矩阵元作为一些动力学量如质心能量、交换能量，角动量的函数
是解析函数。对于一些简单的散射过程，人们可以证明解析性是相对论性因果律的推论，最早
的色散关系就是这样导出的。事实上，离开局域量子场论，人们只能假定一般的解析性是宏观
因果律的推论。
最常见的，也是分析得最透彻的是两个粒子到两个粒子的散射振幅。两个粒子当然可以通
过 散 射 变 成 许 多 不 同 的 粒 子 ， 把 所 有 这 些 过 程 都 包 括 的 结 果 叫 全 散 射 过 程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而仅考虑两个粒子散射成两个固定的粒子的过程叫排他过程（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解析性通常只是针对排他过程而言。这样一个过程，除了各个粒子本身的标记，可变动力学量
只有两个，就是两个粒子在质心系的总能量和粒子散射过程中的能量转移。第二个量在质心系
中又和粒子的散射角有关，这两个动力学量是更一般的叫做曼德斯塔姆变量（Ｍａｎｄｅｌｓｔａｍ） 的
一种特殊情形。将粒子散射振幅看做曼德斯塔姆变量的函数，并将这个函数延拓到每个变量的
复平面上，除了一些特殊的点之外，散射振幅是每个曼德斯塔姆变量的解析函数。这个重要特
徵在很多情况下可以用来几乎完全决定整个散射振幅。
６０ 年代的实验表明，很多两个粒子到两个粒子的散射振幅满足一种对偶性，这种对偶性
叫ｓ－ｔ 道对偶，也就是说散射振幅作为两个曼德斯塔姆变量ｓ 和ｔ 的函数是一个对称函数。物
理上，这等于说散射振幅的ｓ 道贡献等于ｔ 道的贡献。我们现在解释一下何为ｓ 道贡献何为ｔ
道贡献。在粒子散射过程中，如果两个散射粒子先结合成第三个粒子，这第三个粒子再分裂成
两个粒子，这个过程就叫ｓ 道过程。我们举两个ｓ 道过程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光子与电子
的散射，也就是康普顿散射。在这个散射过程中，电子先吸收光子变成一个可能不在质壳上的
电子，然后发射出一个光子再回到质壳上上去。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电子与一个正电子湮灭成
一个光子，然后这个光子再分裂成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我们叫这种过程为ｓ 道过程的原因
是中间过程中的第三个粒子的能量就是质心系中的总能量，也就是ｓ。ｔ 道的物理过程的定义
是，在两个粒子的散射过程中，这两个粒子并无直接接触，而是通过交换一个粒子进行相互作
用。这个被交换的粒子的能量就等于交换能量，也就是ｔ，所以这种过程叫ｔ 道过程。通过以
上的描述，我们看到ｓ 道贡献和ｔ 道贡献的贡献完全不同，直觉告诉我们这两个道对一个散射
振幅的贡献不可能相等。如果我们用量子场论来计算，ｓ 道贡献和ｔ 道贡献的确不等，所以如
果ｓ－ｔ 道对偶在强相互作用中是严格的，那么强相互作用就不可能用量子场论来描述。当然我
们可以推广量子场论使其包括无限多个场，这样每个道都有无限多个过程，虽然ｓ 道中的每一
个过程不与ｔ 道中的某一个过程相等，这两个无限之和却有可能相等。
１９６８ 年，威尼采亚诺猜到了一个简单的但具有ｓ－ｔ 道对偶性的散射振幅公式。这个公式
的确可以拆成无限多个项，每一项对应一个ｓ 道过程，中间第三个粒子的自旋可以任意大，而
质量也可以任意大。这个公式同样也可以拆成无限多个ｔ 道的贡献，每个被交换的粒子有自旋
和质量。对于一个固定的自旋，粒子质量有一个谱，这个谱的下限与自旋有关。数学上，最小

质量的平方正比于自旋，这个公式叫雷吉轨迹（Ｒｅｇｇｅ ｔ 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ｙ），是雷吉在分析散射振幅作
为角动量的解析函数时发现的。这个发现早于威尼采亚诺的发现。雷吉轨迹又和雷吉行为有关，
雷吉行为是，当质心系中的总能量很大时，散射振幅作为质心系能量的函数是幂律的，这个幂
与交换能量成正比。这种行为在ｔ 道中有简单的解释：每个ｔ 道的贡献与总能量的幂次成正比，
幂次就是被交换粒子的自旋；而最大自旋又与该粒子的质量平方成正比，对整个振幅贡献最大
的粒子的质量平方接近于交换能量的平方。
威尼采亚诺公式在当时来说仅适用于一种两个粒子到两个粒子的散射。这个公式在当年和
第二年被许多人作了在不同方向上的推广，如巴顿和陈（Ｊ． Ｅ． Ｐａｔｏｎ ａｎｄ Ｈ． Ｃｈｅｎ） 将它推广
到散射粒子带有同位旋量子数的情形，他们引进的同位旋因子在以后构造含有规范对称的开弦
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现为的里雅斯特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主任的维拉所罗（Ｍ． Ｖｏｒａｓｏｒｏ） 将
威尼采亚诺公式推广到针对三个曼德斯塔姆变量完全对称的散射振幅，这个维拉所罗公式后来
被证明是闭弦的散射振幅。不下于４ 组人独立地将威尼采亚诺公式推广到包括任意多个粒子参
与散射的情形。富比尼（Ｆｕｂｉｎｉ） 和威尼采亚诺本人证明这些散射振幅可以分解为无限多个两
个散射振幅的乘积，这两个散射振幅通过一个中间粒子联接起来，而这个中间粒子可以表达为
谐振子的激发，这离发现弦的表述只有一步之遥。
（第二节）
弦的一般散射振幅被发现满足因式分解的性质后，很清楚这些散射振幅实际上是一种树图
散射振幅，因为联接两个因子的粒子通常被看做自由粒子。基于这样一种看法，很自然地人们
应寻找作为中间态的无穷多个粒子的解释。
自从威尼采亚诺散射振幅发表之后，匆匆又过两年，所有推广的威尼采亚诺散射振幅同时
被三个人证明是弦散射振幅，这三个人分别是，南部（Ｙ． Ｎａｍｂｕ），萨氏金（Ｌｅｏｎａｒｄ Ｓｕｓｓｋｉｎｄ）
和尼尔森（Ｈ． Ｂ． Ｎｉｅｌｓｅｎ）。不同寻常的是，这三个人都是有数的非常有原创性的人，我有幸
在不同的时期和其中两个人有较长时间的接触，而仅在最近才和第三个人有过直接的交谈，我
在解释弦的表示后再谈对这三个人的看法。
如同任何一个散射矩阵理论，当初态中的所有粒子的总能量和动量满足一个在壳关系，即
总能量和动量可以看作一个理论中存在的一个粒子的能量和动量，这个散射矩阵元必须满足分
解关系，分解成两个散射矩阵元的乘积，其中间态就是那个粒子。威尼采亚诺公式正满足这个
分解关系，不但如此，它满足一组无数个分解关系，有无数个可能的中间粒子态。这些态的质
量和自旋可以任意大。
最为不同寻常的是，有一个质量为零自旋为２ 的中间粒子，这和引力子相同。这个重要特
徵在早期基本上为大家忽略。根据散射矩阵所满足的么正性，所有出现于中间态的粒子也应为
可能的初态，也就是说，包含威尼采亚诺散射振幅的理论含有无穷多个粒子。这些粒子可以用
一组谐振子简单的表达出来，上面提到的三位的工作说明，这组谐振子实际上就是在时空中运
动的弦的量子化。
当一根弦在时空中运动起来，如不发生相互作用，它划出的世界面是一个柱面。当然，不
同于我们通常所看到的，这个柱面很不光滑，因为弦在运动的过程中，除了振动之外，还有量
子涨落。当弦有相互作用时，弦在运动的过程中可能从中间断开，变成两根弦；也有可能与另
一根弦结合成一根弦。从弦自身的角度来看，这种相互作用是局域的，就是说，相互作用总是
发生在弦上的某一点，而不是在许多点同时发生作用。从时空的角度讲，这种相互作用有一定
的非局域性：比如说，两根闭弦（ｃｌｏｓｅｄ ｓｔｒｉｎｇｓ） 形成一根闭弦，在时空中，我们看到的是
一个类似裤衩的图，其中两个裤腿是两根初态弦划出的世界面。裤衩交叉处应为相互作用点，
如果我们拿刀来切，如果切出一个八字形，交叉处即为相互作用点。可以想象一下，不同的切
法会得到不同的八字形，从而得到不同的相互作用点。这些不同的切法有物理对应，即不同惯
性参照系中等时截面。既然相互作用点都不能完全确定，弦的相互作用的确有一定的非局域性。

以上描述的非局域性是弦论中相互作用最不同于点粒子相互作用的地方。这种非局域性是
导致弦微绕计算没有通常的紫外发散的原因之一。在弦论的微扰论中，一个圈图在拓扑上是一
个黎曼面，没有任何奇点。而点粒子相互作用的圈图，通常的费曼图，每一个相互作用点就是
一个奇点。用数学的术语说，弦的圈图是流形，而粒子的圈图不是流形，是一个复形（ｃｏｍｐｌｅｘ） 。
威尼采亚诺振幅是弦论中最简单的包含动力学信息的振幅，它对应一个树图，这是微扰论
中的最低一级。所以中间态看起来都是稳定粒子态，这里所谓的粒子无非是弦的一个激发态。
如果将圈图包括进来，绝大部份粒子态变成不稳定态。在散射矩阵理论中，不稳定粒子态对应
于一个有着复质量的极点，其虚部与该粒子的寿命成反比。
可以证明，我们可以在弦的微扰论中引进一个常数，而保证不破坏散射矩阵的么正性。这
个常数就是耦合常数，每个圈图都与这个常数的一个幂次成正比，幂正比于圈图的圈数。计算
圈图是一种很特殊的工作，要用到黎曼面的很多数学理论。在弦论早期，计算高圈图的唯一的
工具是曼德斯塔姆的光锥规范（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ｅ ｇａｕｇｅ）下的技术，这也仅适用于纯玻色弦。
现在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发现弦论的三个人。南部这个人在物理界以非常有原创性著名，他
的南部－哥德斯通（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定理应为他的最为人熟知的工作，他也是最早提出夸克概念的
人之一。有人说过这样的话：你如果想知道十年后物理中流行什么，你只要注意南部现在的工
作。这说明南部工作的两个特点，一是他很少追逐流行的东西，二是他想得比很多人远而且深，
没有足够的时间他的想法和工作不易为他人所了解。南部是很谦虚的人，如果你第一次见到他，
很难相信他是一个对物理学作出那么大贡献的人。我在芝加哥待了三年，现在对他的印象和第
一次见到他留下的印象完全一样。
当南部在一个会议上提出他的弦论的解释时，他的年纪已远不止四十岁。而同时提出弦的
概念的萨氏金和尼尔森则不到三十，他们分别于最近两年度过六十。南部和尼尔森在早期涉足
弦论后，虽也偶尔回到弦论上来，大部份都是关于强相互作用的弦的解释。萨氏金则不同，他
除了在唯象上有一些重要工作外，他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弦论和黑洞问题上。萨氏金的演讲表演
才能是人所共知的，据说是继承了费曼的衣钵。他有一次自己开玩笑说，他是一个巡回演出的
马戏团。关于他最著名的故事是一次他去康乃尔大学演讲，因脱光在一个湖中游泳被警察以有
伤风化罪拘留。
现在来看，已有很大的把握说，萨氏金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贡献是Ｍ 理论的矩阵模型。这是
他和另外三个人在１９９６ 年提出的。那时他也早已过了五十。他目前还是十分活跃，我想这种
罕见的学术长寿与他的佻达个性不无关系。
尼尔森个性的特别大概还在萨氏金之上，他似乎只有一根神经，就是物理。起码在我看来，
他与人讨论或聊天的方式奇怪之极，很不容易把握他说的是什么。我在玻尔研究所时，由于是
一个人，往往在所里待到深夜。他当然比我大很多，有一个女友，南斯拉夫人。他不管这些，
每天在所里待得比我还晚。有时喝咖啡在休息室遇到他，不免坐下聊天。虽然我只听懂他所讲
物理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出于礼貌，我频频点头。他的讨论物理，对人有催眠作用。
尼尔森的特点是绝不研究潮流问题，由于他的很多想法和见解非常独特，知道他的人都非
常尊重他。多年来，他的一个主要想法是，在最微观的层次上，物理的定律是随机的。我们看
到的规律是重正化群向一个不动点流动的结果。这当然与弦论背道而驰。
再回到弦论本身上来。在早期，虽然散射振幅的计算技术已发展得相当成熟，而一些重要
的基本东西是相对晚些时候才被发现，如玻色弦只在２６ 维才有可能是自洽的。在另外的任何
维数中，洛伦兹对称总是被破坏。原因是，自旋为二的粒子及其同伴的质量不为零，但粒子数
目要小于有质量的粒子应有的数目。只有在２６ 维中，这些粒子是无质量的。

（第三节）
在弦论的早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弦的基态和时空的维数。弦的基态质量由雷吉轨迹公
式中的一个常数，即所谓的截矩（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来决定。在雷吉轨迹公式的左边是质量的平方，
右边是对应这个质量的最大的自旋，再加上这个截矩。还有一个带质量平方量纲的常数，与弦
的张力成正比。截矩是时空维度的涵数，通常是负的，所以玻色弦的基态的质量平方是负的，
也就是快子，说明所谓的真空是不稳定的：真空的“激发态”中包括随时间成指数增长的模。
当时空维度恰为２ 时，所谓的快子变成零质量的粒子。在这个两维的玻色弦中，维一可被
激发的粒子就是这个无质量的“快子”，所以这个弦理论很简单。在早期，由于有很多事情要
做，并没有人来注意这个两维的弦理论。直到１９８９ 年，当其它的研究放慢时，人们才投入极
大的精力来研究这个玩具模型，这是后话。
再说玻色弦为什么只在２６ 维中是“自恰”的，这里自恰用引号原因是我们先忽略快子问
题。首先，我们看弦的第一激发态，即自旋为２ 的粒子及其夥伴，我们在上一节末尾已提过，
这些激发态只有在２６ 维中才是无质量的，才可能成为洛伦兹群的一个表示，从而整个理论才
可能有洛伦兹对称性。无质量这一问题在玻利雅可夫（Ａ． Ｍ． Ｐｏｌｙａｋｏｖ） 的表示中并不明显，
因为通过所谓顶点算子（ｖｅｒｔｅｘ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决定出的质量在任意维中都为零。此时的问题是，
由于弦世界面上的绝对标度是一个动力学量，顶点算子本身的定义就成问题：因为顶点算子要
在世界面上做积分，故世界面上的度量要有好的定义。弦世界面上的绝对标度只有在２６ 维才
可以“合法”地认为可以扔掉，也就是脱耦，我们后面再仔细谈这件事。
如同任何含有高于０ 的整数自旋的理论一样，弦论也有一个如何脱耦鬼场的问题。这些鬼
场的能量可以是负的，在一个量子理论中同样带来稳定性问题。一个“初等”的例子是量子电
动力学，其中矢量场的时间分量对应的量子就是鬼场，这里人们利用规范对称性来消除鬼粒子。
同样，弦论中有很多鬼场，人们可以用光锥规范（ｌｉｇｈｔｃｏｎｅ ｇａｕｇｅ），这样鬼场自然消失，但
洛伦兹不变性就不能直接看到。如改用协变规范－－明显洛伦兹不变的规范，我们就要证明，所
有鬼场在物理量中，即散射振幅中不出现。这被哥德斯通等人于１９７３ 年证明（ Ｐ．Ｇｏｄｄａｒｄ， Ｊ．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Ｃ． Ｒｅｂｂ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Ｔｈｏｒｎ），证明中的关键要用到维拉所罗（Ｍ．Ｖｏｒａｓｏｒｏ） 代
数的限制。维拉所罗代数的来源很类似量子电动力学中去掉纵向自由度的限制，起源于在简化
南部作用量（非线性的） 过程中（从而得到线性作用量） 的限制。在后来，这些限制联系到弦的
世界面上的共形不变性，同样我们在将来再解释。
以上说的是微扰弦论最重要的特点，这些是与通常量子场论的不同之处，可惜这些重要结
果不能用更通俗的方法来解释清楚。这大概可以被拿来说明为什么弦论目前还处在一个初级阶
段。
经常有人将超弦的微扰论的有限性质归结于超对称，在场论中，这种说法自然是正确的，
见我们在第三章中的介绍。在弦论中这样说是错误的，超对称只是有限性的一个部份原因。真
正重要的原因是弦本身的延展性，就是我们前面早就提过的高能区自由度少于场论中的自由
度。表面上看来，这样说正好与弦的一次量子化所得结果相反，因为随着质量的增加，不同粒
子的个数与质量是一个指数关系。弦的美妙之处在于，虽然粒子个数无限制地增加，弦的相互
作用的方式使得散射振幅在高能区变得越来越小于任何场论中的结果。
这种反直觉的结果有一个非常直观的物理解释。在场论中，当我们提高能量时，我们所用
的“探针”如对撞的粒子能探测到越来越小的空间。这样在小空间的量子涨落会越来越多地影
响粒子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引起紫外发散，我们在第三章中已谈过。弦的不同之处是，当我们
提高能量，能量的一部份自然用来加速弦的质心，而更多的能量实际是耗费在加大弦的尺度，
所以能量越高我们并不能将能量集中在一个小区域。相反，能量越高我们可能在探测一个更大
的空间。这就是近来大家谈得很多的紫外－－红外对应。

举一个例子，最简单的量子贡献是单圈图。这个图就象一个面包圈，有两个半径。当能量
很高时，两个圆之一的半径越来越小，这类似于粒子的费曼图，那个粒子传播的圈越来越小。
由于世界面上的共形不变性，将这个面包圈放大，则小圆变大，而大圆就更大。将变得更大的
大圆看作是弦的传播轨迹，这是红外的单圈图。所以，如果有任何紫外发散，这个紫外发散就
应对应于一个红外发散。在量子场论中，通常的红外发散说明我们取的场论“基态”不是真正
的基态，应该修正无质量场的真空取值。当然，如果理论中含有快子场，也有红外发散。很快
我们就要说到超弦，在超弦中不存在快子，唯一可能的是与无质量粒子相关的红外发散。如果
有足够多的超对称，就不会有任何红外发散，从而紫外发散也就可以避免了。谈谈后话，１９８８
年，格罗斯（Ｄａｖｉｄ Ｇｒｏｓｓ） 和他的学生门笛（Ｐ． Ｍｅｎｄｅ）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弦的散射振幅在高能
极限下的行为，发现随着能量的增大，振幅成指数衰减（当散射角固定时），比场论中常见的幂
次衰减要快得多。其原因与我们上面说的散射振幅有限的原因一样，散射振幅与弦世界面的面
积成指数衰减的关系，能量越大，世界面的面积越大。他们由此得出一个新的测不准关系，即
测量的距离不但有一项于能量成反比，还有一项于能量成正比。无疑，这个关系在弦的微扰论
中是正确的。
与此几乎同时，日本的米谷民明（Ｔａｍｉａｋｉ Ｙｏｎｅｙａ） 论证，出于类似的理由，特别是世界
面上的共形不变性，应存在一个时空测不准关系。该测不准关系说，测量的纵向距离和测量过
程的时间成反比。这是一个很有预见性的工作，在当时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弦论的第二
次革命中，我和他证明了这个关系实际上在非微扰的层次上也是正确的。我们相信，这个测不
准原理应是弦论甚至是Ｍ 理论中最重要的原理之一。当然，弦论目前的发展还没有很好地体现
这一原理。
这个原理也应和目前流行的量子引力的全息原理有深刻的联系，我本人一直很关注这个问
题，希望时常能在研究中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当然在这个谈超弦的第一个十五年的章节中提这
件事不是为了顺便吹嘘一下自己，而是想让读者留下对我钟爱的话题一个较深的印象。
（第四节）
超弦的引进我们在第三章第四节已讲过，这里作一下简单的回顾。法国人雷芒，其时在费
米实验室工作，首先在弦上引入费米场，这相当于狄拉克矩阵的推广，所以时空中也就有了费
米子。纳吾－史瓦兹也引入弦上费米场，但满足反周期条件，这样就有了时空中的玻色子。１９７６
年，格舍奥三人引入格舍奥投射，去掉雷芒分支以及纳吾－史瓦兹分支中一些态，这样时空中
就有了超对称，特别是原来的快子也被投射出去，也就没有了真空稳定性问题。
同样基于洛伦兹不变性的要求，超弦所在的时空必须是十维的。十维对于粒子物理学家来
说是太大了，对于数学来说不算什么，但也有点特别。对于研究卡鲁查（Ｋａｌｕｚａ） 克来茵（Ｋｌｅｉｎ）
理论的人来说不算特别大，正好比最高维的超引力低一维，从由紧化而得唯象模型来说也许正
好，这是后话，是第二次超弦革命的重要话题之一。
对于开弦来说，格舍奥投射只有一种可能，因为法则是唯一的，开弦中雷芒分支和纳吾－
史瓦兹分支每样只有一个。在威尼采亚诺公式提出后不久，张（译音） （Ｈｏｎｇ－Ｍｏ Ｃｈａｎ ） 和巴顿
（Ｊ．Ｅ． Ｐａｔｏｎ）于１９６９ 年指出如何对每个弦态引入内秉自由度，他们称作同位旋。用现在的眼
光来看，无非在开弦的两个端点引进电荷。这是一个关键的概念，这样规范场才有可能在弦论
中出现。我们知道，非阿贝耳规范场所带的“电荷”是一个连续群的伴随（ａｄｊｏｉｎｔ）表示，也
就是说，每一个内秉对称性都有一个规范场与之对应。现在，如果开弦的每个端点带一个电荷，
那么整个弦的电荷是端点电荷的“直积”。有意思的是，理论上的自洽要求这个直积就是一个
群的伴随表示。
理论上的自洽要求对称群是三个系列的一种，这个要求就是散射振幅的因子化，因子化的
概念我们也在前面提到过。三个系列的群分别是酉群，辛群和正交群。前两者对应的开弦是可
定向开弦，即在时空中运动的一个位形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弦，在弦上有一个箭头。这从端点的

电荷，张－巴顿电荷来看很容易理解。对于酉群和辛群来说，有两个最基本的表示，电荷“相
反”，开弦的一端带“正电荷”，另一端带“负电荷”，所以弦有一个明显的指向，即从“负
电荷”到“正电荷”。正交群则不同，只有一个基本的表示，类似空间中的矢量。在这种情况
下弦的两端点带类似的电荷，弦也就是不可定向的。
开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一个自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含有闭弦，如果有相互作用的话。
这是因为开弦的相互作用发生在端点，例如，两个开弦通过端点的连接成为一个开弦。如果这
样，一个开弦本身的两个端点也可以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闭弦，这是比较直观的解释。数学上，
当我们计算开弦的单圈散射振幅时，我们遇到弦的世界面为环面的情形，如果数个弦态进入环
面的一个边界，而另外几个弦态由环面的另一个边界出来，其中间态是一个闭弦。散射矩阵的
么正性要求，任何一个中间态也应成为初始态或末态。由于闭弦态含有引力子，这样一个开弦
理论也应包括引力子。而在开弦中，由于规范不变性，有规范粒子，这样在这个理论中自旋为
１ 的粒子和自旋为２ 的粒子就统一了起来。
纯粹闭弦的理论理论中的弦必须是可定向的。这是因为，在闭弦理论中总存在伴随于引力
子一种反对称张量粒子，这些粒子可以认为是对应于弦的规范场，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弦带有这
个规范场的荷，而只有可定向的闭弦能与反对称张量场耦合。闭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当弦振
动时，在弦上向两个方向运动的模完全独立，我们称之为左手模和右手模。对于超对称闭弦来
说，就有了两个独立的雷芒分支和两个独立的纳吾－史瓦兹分支，而任一个闭弦态是左手一个
分支中的态和右手一个分支中的态的直积。这样就有了４ 个闭弦分支：雷芒－雷芒分支，纳吾－
史瓦兹－纳吾－史瓦兹分支，雷芒－纳吾－史瓦兹分支，纳吾－史瓦兹－雷芒分支。前两个分支中的
态都是玻色子，后两个分支中的态都是费米子。
我们在作格舍奥投射时，左手模和右手模可以独立地做。这样就有了两种可能，一种方法
得到的理论叫ＩＩＡ 型理论，另一个叫ＩＩＢ 型理论，前者从时空的角度看没有手征性，也就是说
存在一个弦态就存在其镜象反演态，而后者有手征性。
超弦的低能理论是超引力理论，所谓低能，是指能量低于弦的张力所确定的能标。这样的
理论只包括无质量的弦态。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超引力的发现都在对应的弦论发现之前，型ＩＩＢ
例外，ＩＩＢ 超引力理论是史瓦兹通过弦论的导引发现的，它的构超不同一般，这里你只能写下
超引力的运动方程，传统的东西如作用量和哈密顿量至今还没有人能够写出。
１９７４ 年，日本北海道大学的米谷民明（北海道是他的家乡），加州理工学院的史瓦兹以及
在那里访问的法国人舍尔克独立发现弦论的低能极限是规范理论和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今天
看来这也许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有这样的定理：包含自旋为１ 粒子的相互作用理论一定是规范
理论，而包含自旋为２ 粒子相互作用理论一定是广义相对论。在当时并没有这个定理，即便有
这个定理，人们也希望通过弦的相互作用直接看到规范理论和引力理论。米谷民明，舍尔克－
史瓦兹所做的恰恰是这些。理论计算已经很复杂，但比计算更令人佩服的是，他们同时建议重
新解释弦论，将弦论作为一种量子引力理论，也作为一种统一引力和其它相互作用的理论。在
此之前，弦论一直作为一个强相互作用的理论来研究，所以弦的能标是１００个兆电子伏（１００
Ｍｅｖ），如果“自然”地将弦的能标等同于普朗克能标，这样一下子将能标提高了２０ 个量级。
这是相当大胆的一步。
米谷民明当时还非常年轻，应当比他的西方竞争者都年轻。我当然认识他，从第一次在布
朗大学见到他到今天也近十年了。这十年中几乎没有变，个子当然还是比较矮小，说话轻声，
态度谦虚。虽然他是日本人这一行里思考最深刻的人，从他的谈话中根本感觉不到这一点。这
也许是几乎所有日本人的特点，起码在学界中的日本人是这样，表面上不是很自信，但如你想
改变他们的一个想法通常很难很难。
史瓦兹是在弦论第一次革命之前自始至终研究弦论唯一的人，在前期，他的主要合作者是
舍尔克；后期，他的主要合作者是格林（Ｍ． Ｇｒｅｅｎ）。当史瓦兹还在普林斯顿做助教授时，舍尔
克和纳吾由法国到普林斯顿作类似博士后的研究，我说类似的原因是法国的学位不是美国的博
士学位，虽然类似。那时当然是舍尔克物理研究的开始。实际上，纳吾和舍尔克首先发现开弦

的低能极限包含规范理论，这种低能极限叫作零斜率极限（ｚｅｒｏ ｓｌｏｐｅ ｌｉｍｉｔ），原因是当弦的
张力取为无限大时，雷吉轨迹公式中的斜率，弦的长度标度的平方，趋于零。这个极限是舍尔
克第一个研究的。在舍尔克诸多贡献中，有上面提到的他与史瓦兹的工作，他与史瓦兹和布林
克在不同时空维中构造了超对称规范理论，当然还有格舍奥投射，和史瓦兹研究了一种超对称
破缺方法，等等。贯穿于他所有工作是他的物理想法，他是早期弦论中最强调物理直觉的人。
可惜他没有活到弦论的第一次革命从而看到他多年的信念被很多人所接受，他在１９７９ 年底去
世，应是不堪忍受病痛。在他去世前，他在强调一种反引力，其实就是弦论中反对称张量场和
伸缩子（ｄｉｌａｔｏｎ） 引起的反引力，这在弦论的第二次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我们很难想象，如
果舍尔克能活到今天，他会对弦论做出多大的贡献。
史瓦兹在结束和舍尔克的合作后，和格林开始了第一次合作。他们的第一次合作的结果是
证实了格舍奥等人关于弦论中超对称的猜想。在他们后来的合作中，他们主要是围绕超弦的相
互作用、超弦的低能极限开展工作。主要的结果包括超对称的证实，超弦世界面上的直接实现
时空超对称，超弦的各种相互作用，超引力作为超弦的低能极限。当然，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发
现弦论中的反常抵消，从而大大减少了可能的弦理论的数目，把弦论与粒子物理的关系推进了
一步，也因此引起弦论的第一次革命。
第五章 第一次革命
（第一节）
超弦在１９８４ 年之前是少数几个人的游戏。在西方，几乎所有研究超弦的人或多或少和史
瓦兹有关，不是他的合作者，就是他的学生，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超弦是史瓦兹和他的朋友
们的游戏。米谷民明虽然在１９７４ 年也建议用弦论来描述量子引力，他也摆脱不了潮流的巨大
影响，除了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 两年中还在研究一点弦论外，基本上去研究规范理论和大Ｎ 展开去
了。唯一例外的是１９８３ 年中的威顿。他在８３ 年的谢耳特岛（Ｓｈｅｌｔｅｒ Ｉｓｌａｎｄ）的第二次会议上
（第一次是二战之后开的）讲卡鲁查－克来茵理论中能否得到在４ 维中带有手征的费米子问题，
得到否定的答案。这就基本否定了仅在卡鲁查－克来茵理论中得到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他后
来说，他本打算谈弦论的，尽管他到那时为止还没有研究过弦论。因为那次已有人讲了弦论，
他才打消念头。应当说威顿是从史瓦兹在８２ 年发表的一篇综述里学到弦论的。卡鲁查－ 克来
茵理论的失败和弦论的可能的有限性使得威顿极其重视弦论，这大概是为什么继格林－史瓦兹
８４ 年的第一次革命的第一篇文章，他能和其他三位写出第二篇文章的原因。
我们在本章中侧重讲８４－－８５ 年间的第一次弦论革命的三篇最重要的文章，依次为：１。格
林－史瓦兹的关于型－Ｉ 弦理论中当规范群为ＳＯ（３２） 时规范反常的抵消，以及后来的关于这个
弦理论有限的证明；２。普林斯顿的小提琴四重奏组合关于杂化弦构造的文章。３。威顿等四人
的卡拉比－丘（Ｃａｌａｂｉ－Ｙａｕ） 紧化的文章，该文指出当型－ Ｉ 弦或杂化弦紧化在一个６ 维的卡拉
比－丘流形上时，得到的四维理论具有Ｎ 等于１ 的超对称，以及三代粒子；最后，再谈一谈其
它一些重要的进展。
先谈谈反常。这是量子场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也是比较难以用直观的图像来解释的话
题。这里试试能不能不用公式把基本道理讲出来。最好的出发点是一个两维的量子场论，其中
有费米场，也有规范场。先谈费米场，这些我们在介绍弦的世界面上的理论已遇到过。和一个
标量场一样，满足两维运动方程的无质量费米场有两个独立的解，也就是向右传播的波和向左
传播的波。这种传播的方向性又和费米场的手征有关。如果我们不明白何谓手征性，我们暂时
就用传播的方向性代替：向右模和向左模。假定这些模都是复的，那么这个简单的理论有两种
对称性。一种对称性是说，将两个模同时用一个相因子转动，所得的结果不变，这种对称性不
区分向右或向左，所以叫做矢量对称性（下面就谈到为何用矢量这个名字）。另一种对称性是向
右模和向左莫的转动因子恰恰相反，这个变换区别方向性，所以叫做赝矢对称性。
现在再谈两维世界中的规范场。最简单的规范场如同电磁场，有两个分量，即是一个矢量。

在两维中，只有一个场强，相当于沿着空间方向的电场，没有磁场的原因是因为只有一个空间
方向。现在如果我们要求上面谈到的矢量对称性是一个规范对称性，也就是一个局域对称性，
我们就必须引进一个规范场与之耦合，这个场是矢量，所以相应的对称性叫矢量对称性。在经
典的意义上，上面谈到的赝矢对称性还是一个好的整体对称性，因为运动方程在这个变换下不
变。
奇怪的是，当我们有一个不为零的电场场强时，赝矢对称性不再是一个好的量子对称性。
也就是说，这个对称性对应的荷在量子力学中不再是守恒的。事实上，我们可以把矢量对称性
和赝矢对称性重新归为向右模的转动对称性和向左模的转动对称性，每个对称性都有对应的
荷，即向右运动的电荷和向左运动的电荷。现在，我们说的反常是，虽然在经典上这两个荷分
别是守恒的，在量子力学中不再是分别守恒的。只有它们的和是守恒的，这是矢量对称性，而
它们的差不再是守恒的，也就是说，赝矢对称性在量子的层次上受到破坏。
这个反常很久前就为斯坦伯格（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和薛温格注意到，在两维中也有比较直观的
解释。考虑沿着空间方向有一个电场，电场在一维空间中当然有明显的指向。在量子场论中，
费米场往往有所谓的狄拉克负能海，在没有电场时，这个负能海的能级对于向右模和向左模来
说没有区别。当有电场时，就有区别了，因为电场有方向性。这样，向右模和向左模的填充能
海的方式就不同，从而对应的真空就不同。当然我们可以避开狄拉克负能海来解释这个问题，
因这个概念不适用于玻色子。这样，向右模和向左模的电荷不在是分别守恒的。这种反常在我
们目前讨论的理论中并没有什么问题，相反，它有很多应用，如量子霍尔效应。但如果我们分
别对向右模和向左模引进规范场，问题就来了。规范场存在本身要求对应的荷是守恒的，但这
些荷不是分别守恒的，所以，比方说，向右荷对应的规范理论本身在量子力学中就没有办法定
义。对应于总荷，我们可以定义一个规范理论，这就是上面谈的矢量规范理论，而赝矢规范理
论不存在。如果一个两维的理论本身只有向右模，这个理论就不能有规范对称性。
在高维中，虽然向右或向左已不是有定义的概念，但在偶数维中存在手征这个概念，从而
反常的问题也存在。在 ４ 维中，最早证明反常存在的是爱德勒（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 Ａｄｌｅｒ），贝尔（Ｊｏｈｎ
Ｂｅｌｌ） 和贾克夫（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ｉｅｗ）。他们的文章都是在１９６９ 年发表的，内容是通常的量子电动
力学，其中一个费米子带有手征性。同样，手征对称性，或即赝矢荷不再守恒，不守恒的量现
在不是与电场成正比，而是与电场和磁场的内积成正比。
后来的发展表明，反常现象在所有的偶数维都存在。不仅是我们上面介绍的阿贝尔手征反
常，而是所有可能的非阿贝尔手征反常都存在。反常通常可以用一个拓扑不变量来表示，在两
维中，就是电场，这在数学中叫第一陈类；在４ 维中，是电场和磁场的内积，数学上叫第二陈
类。有一个很简单的特徵，所有这些拓扑不变量都可以表达成一个全微分，这样他们的时空积
分只与一个流在边界上的行为有关，而与规范场在时空内的行为无关。这些流其实是一种微分
几何里称做形式的东西，本身并不是规范不变的，在４ 维中，特定的名字是陈－西蒙斯形式
（Ｃｈｅｒｎ －Ｓｉｍｏｎｓ）。
除了规范场外，引力场的存在也会引起反常。引力场的反常发现比较晚，是 １９８３ 年的事。
发现晚的原因是，引力反常并不是在所有偶数维中都可能。最简单的引力反常发生在两维，下
面就是６ 维，接着是１０ 维，也就是说每隔４ 个维度才会有，４ 维中没有引力反常。系统研究
引力反常的文章是１９８３ 年中阿瓦瑞智－高密（Ｌｕｉｓ Ａｌｖａｒｅｚ－Ｇａｕｍｅ） 和威顿的文章，他们也研
究了１０ 维中的引力反常，可见威顿本人已很重视弦论了。１９８３ 年可以称作反常年，在阿瓦瑞
智－高密和威顿之前，已有几组不同的人研究了高维中的规范反常，包括朱米诺、吴咏时和徐
一鸿（Ａ． Ｚｅｅ）。反常的非常漂亮的几何解释就是这个时候发现的，所有这些是格林－史瓦兹论
证型－Ｉ 弦论中没有规范反常和引力反常的重要出发点。
我们已经强调过，如果我们从一个不含手征场的高维理论出发，威顿已证明通过紧化不可
能得到一个低维的带有手征场的理论，从而也不可能得到粒子理论中的标准模型。这样，我们
只能从一个本来就带有手征场的高维理论出发。所有超引力中，含有最大超对称的是１０时空中

的ＩＩＢ 型超引力。这个理论是史瓦兹通过１０ 维ＩＩＢ 型超弦理论的低能极限发现的，他与格林
在８３ 年证明这个理论没有引力反常。但是，１０ 维ＩＩＢ 型超弦理论不含任何规范场，而 要通过
紧化得到标准模型的规范场，１０ 维又不够。
这样就剩下型－Ｉ 超弦理论。这个理论的低能极限含有Ｎ 等于１ 的１０ 维超引力，其中含有
带手征的费米场；不但如此，理论中还含有Ｎ 等于１ 的１０ 维超杨－米尔斯理论，规范群是我们
上一节中提到的三个系列，同样，其中的费米场是带有手征的。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手征理
论中，各种反常是否可以完全抵消，从而理论本身是自洽的？
这个问题的回答比以前所有的反常抵消都要微妙，因为理论中不但存在引力反常和规范反
常，也存在混合反常，即有些反常项同时与引力场和规范场有关。不但如此，理论中的开弦态
和闭弦态有混合，比如说，当对规范场做规范变换时，闭弦态之一的反对称张量场也随之而变，
完全不同于直觉所告诉我们的。感谢这个特性，格林－史瓦兹证明，所有单圈的反常项，如果
不是互相抵消，都可以通过在树图中加入与反对称张量场有关的项来抵消。而这种抵消要求规
范群是ＳＯ（３２），无论是规范反常也好，还是引力反常或混合反常，都要求这个群。这的确是一
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结果，因为太多的系数恰恰在这个群的情况下成为零。
格林－史瓦兹并且注意到，另一个群也满足这个要求，就是Ｅ（８）乘Ｅ（８）群。这个群还不能
用开弦来实现，但他们两人已预言了这个弦理论的存在，后来的杂化弦就实现了这个预言。有
趣的是， 有好几个人都建议所有反常在这个群的情况下抵消，包括法国人射瑞－米格（Ｊ．
Ｔｈｉｅｒｒｙ－Ｍｉｅｇ）。后者不至一次地向别人夸耀他曾向格林－史瓦兹建议这个群。
格林－史瓦兹关于反常抵消的讨论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弦的反常与闭弦的树图的规范变换
的抵消，这种抵消后来统称为格林－史瓦兹机制。这可能是第一次，弦论中经典项与量子项的
混合。不久，他们两人又证明了过去以为是发散的单圈图，在群为ＳＯ（３２）时，也互相抵消，这
说明型－Ｉ 弦论本身是有限的。
格林－史瓦兹的发现启动了弦论的第一次革命，之所以有这种情况，不外乎两个原因：第
一，弦论第一次表明自洽的理论的个数很少，不在是无限多个；第二，弦论中有可能实现标准
模型，这是人们在研究过很多其它超对称理论后剩下的不多的可能。
（第二节）
书接上回，那里我们预告了这一节讲杂化弦。杂化弦的英文是ｈｅｔｅｒｏｔｉｃ ｓｔｒｉｎｇ，不知谁
是始作俑者，估计格罗斯（Ｄ． Ｇｒｏｓｓ） 和哈维（Ｊ． Ｈａｒｖｅｙ） 都有可能，因为这两位都有玩弄文
字游戏的爱好。杂化的含义是这个新的弦理论是两种弦的杂交，一种是１０ 维的超弦，另一种
是２６ 维的玻色弦。由于后者中的１６ 维是紧化的，而且没有了另一半（下面谈），所以这１６维不
是物理的空间，这个弦理论还是１０ 维的弦理论。这个杂化构造有两个选择，一种产生的规范
群是ＳＯ（３２），另一种产生的规范群就是格林和史瓦兹预言的Ｅ（８）ＸＥ（８） 群。
杂化弦的４ 个作者都在普林斯顿，所以他们被叫做普林斯顿弦乐四重奏。“老大”是格罗
斯，早已是个著名人物，最有名的工作是与维尔彻克共同发现量子色动力学中的渐进自由。在
６０ 年代末７０ 年代初也短暂地研究过弦论。他和史瓦兹是同学，都是邱的学生，又同时在普林
斯顿作助理教授，后来只有他成为那里的永久正教授。弦乐组合的其他三人都很年轻，哈维是
助教授，马丁尼克（Ｅ． Ｍａｒｔｉｎｅｃ） 是博士后，而儒么（Ｒ． Ｒｏｈｍ） 是威顿的学生。第一次革命产
生了很多超新星，儒么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真正的超新星，非常亮，但高亮度只持续了很短
一段时间，现在已几乎不可见了。
我听到过一个非正式的故事，说当另三人有了构造杂化弦的想法之前，威顿或者儒么已经
有了类似的想法，不管是谁先有的，威顿建议他的学生研究这个问题。后来知道另三个人也在
做类似的工作，威顿就建议他们吸收儒么。这在普林斯顿是难能的，因为有一种说法，普林斯

顿高能组的人打印出自己的文章时都是跑步到打印室去的：生怕别人看到这篇文章中的想法。
有没有夸大先不管，但普林斯顿人之间的竞争的确很大，历史上经常有两篇研究同样的问题的
文章一起出现。
威顿在后来的一系列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我们前面提到，他在１９８２ 年至１９８３ 年之间
已非常注意弦论的发展，因为他意识到其它的统一途径基本上行不通，而弦论中的弦的激发态
中自动含有引力子的事实对他来说类似于一种启示，他后来屡次提到。在格林和史瓦兹发现反
常抵消的前后，他 已在普林斯顿公开和私下做了很多推动的事情。据当时在普林斯顿做学生的
克来巴洛夫（Ｉ． Ｋｌｅｂａｎｏｖ） 后来说，普林斯顿上上下下，除了他之外，都在学习弦论，而动作
比较快的弦乐组合已有了杂化弦的想法。
这个想法在物理上很简单，而数学则需要用到当时大多数研究场论的人不熟悉的相对比较
新的东西。物理上，人们利用一个早已知道的事实，即弦的世界面上的两种模，向右运动和向
左运动的模是独立的。我们在谈两维中的反常已谈过它们，这里，由于所有平坦空间的维度在
世界面上是无质量的玻色场，右手模和左手模没有耦合，所以形式上它们可以被看作是独立的
场，或自由度。同样，世界面上的费米场的右手模和左手模也是独立的。取 １０维超弦中的右手
模，加上２６ 维玻色弦的左手模，我们就得到杂化弦。
２６ 维左手模中的１０ 个维度和１０ 维超弦的右手模中的玻色场共同形成物理的１０ 维时空。
换言之，这１０ 维时空没有紧化，这样右手模和左手合并起来含有１０ 空间中的引力场，所以这
１０ 维空间是真正的物理空间，因为只有当几何（其激发态是引力子）是可变的时候才是真正意
义上的时空。左手玻色场剩下来的１６ 维没有相应的右手模，从而不可能有相应的引力场，这
样这１６ 维一旦固定下来，就不会发生动力学变化，从而不能被看着是空间，这 １６ 维可以类比
于量子场论中的内秉空间，它们的存在仅仅引入新的自由度而已。
稍早，一些其他人一猜测Ｅ（８）Ｘ Ｅ（８） 超弦可以由２６ 维的玻色弦获得，如芝加哥大学富润
（Ｐ． Ｇ． Ｏ． Ｆｒｅｕｎｄ）。富润也知道应当用到一些新的数学，就是我们马上要提到的仿代数（ａｆｆｉｎｅ
ａｌｇｅｂｒａ） 的顶点算子表示，但他没能有效的将右手和左手分开，所以没有得到大家后来熟知
的杂化弦。
现在，仅仅是为了粗糙地理解什么是杂化弦，我们需要引进一些不熟悉的物理和数学概念，
这些和环面有关。我们知道，一维的圆可以叫做一维环面，两维环面大家最熟悉，象一个轮胎
的表面。同理，我们可以想象高维的环面。现在假定一些物理的空间是环面，弦在这个环面上
运动。再假定这个环面是平坦的，没有曲率，但这个环面可以有不同的形状。比如一个两维环
面，可以通过黏结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对对边得到，所以这个环面可以有不同的形状。用比较
数学化的语言，平行四边形的四个定点可以看作一个两维晶格上的点，而一个平行四边形本身
可以看作这个晶格的一个基本格子。最后，环面通过把所有平面上的基本格子等价而得到的，
这样，环面就是一种最简单的平面陪集，其等价群就是晶格所代表的群。同样，我们可以由一
个高维的平坦空间出发，加上一个高维的晶格作为等价群，就可以获得任何想要得到的平坦的
高维环面。
当弦在环面上运动时，它可以有振动，这一般叫做激发，而非激发的状态有两组物理量子
数来决定，这些通常叫做零模。一组零模就是整个弦的沿环面的动量，而另一组是弦在环面上
各个方向缠绕的次数，即绕数。这两组量子很重要，后面谈Ｔ 对偶时要起很大作用。对于一个
粒子来说，最简单的波函数是平面波，其中的量子数是动量。对于一个弦来说，最简单的波函
数也是平面波，但 当弦有绕数时，我们要推广这个平面波。这个推广很简单，就是把平面波中
的座标用弦的整个座标取代，将右手模和左手模分开，就有了两组动量，而这两组动量是弦的
动量和绕数的线性组合。这个平面波波函数当作世界面上的函数看待时，就叫顶点算子。
并不是所有动量和所有绕数都是允许的。我们知道，动量在量子力学中对偶于座标，由于
环面上的周期性，动量必须量子化。结论很简单，就是动量也必须处在一个晶格上，这个晶格

对偶于用来构造环面的晶格。当然饶数是自动量子化的，很明显，绕数处在原来的晶格上。
现在，为了构造杂化弦，我们要求去掉１６ 维环面上的右手部份，这就要求右手的动量为
零，也就是一些总动量和饶数的线性组合为零。这对原来的晶格以及它的对偶晶格加了一些限
制条件。弦的一次量子化又要求弦的动量在壳条件，从顶点算子的角度来说，这个算子的左手
反常权必须是１，这说明晶格上的一些基本长度是偶整数，从而晶格上的任一点的长度都是偶
整数。所有这些条件加起来，我们基本上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这个１６ 维的晶格是一个偶的
并且是自对偶的晶格（ｅｖｅｎ ｓｅｌｆ－ｄｕａｌ ｌａｔｔｉｃｅ）。
巧的是，在１６ 维中，只有两个满足这些条件的晶格，这两个晶格分别对应于两个群，就
是ＳＯ（３２） 和Ｅ（８）ＸＥ（８），晶格恰巧是群的极大环面的晶格，也就是说，这些群每个都有一个极
大的平坦环面，维数是１６，用来构造这个环面的晶格满足我们上述的条件。这样，在晶格上取
长度恰为２ 的点来构造顶点算子，这些算子再和右手模结合，得到一些完整的算子，这些算子
对应于１０ 维时空中的规范场的激发态。另一个巧合是，每个１６ 维的晶格上恰有４９６ 个长度为
２ 的点，和应有的规范场的个数相等。
证明这些顶点算子满足相应的李代数要用到在当时来说是相当新的数学，就是仿代数的顶
点算子表示。这个数学分支有一个有趣的历史，在数学方面，先是勒泊斯基（Ｊ． Ｌｅｐｏｗｓｋｙ）和
威尔逊（Ｒ． Ｗｉｌｓｏｎ）开始研究，由富兰克（ Ｉ． Ｂ． Ｆｒｅｎｋｅｌ）、凯兹（Ｖ． Ｇ． Ｋａｃ） 等人完成，再
由哥达德（Ｐ． Ｇｏｄｄａｒｄ） 和奥立弗（Ｄ． Ｏｌｉｖｅ） 用物理的语言在８４ 年左右表达出来。所有这些
工作早年有物理学家研究过特例，如海尔朋（Ｍ． Ｂ． Ｈａｌｐｅｒｎ）。在一次革命之后，产生了很多
相关工作，当然威顿的对所谓外斯－朱米诺－威顿模型的研究极大推广了这些工作的物理意义，
对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杂化弦的右手部份是１０ 维超弦的一半，所以由此而来的超对称也是１０ 维超弦的一半，就
是Ｎ 等于１ 的１０ 维超对称。当群为ＳＯ（３２）时，零质量场的内容和型－Ｉ 超弦没有任何区别。这
个重要特征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因为很自然地人们以为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杂化
弦是一个纯闭弦的理论，而型－Ｉ 弦含有不可定向的开弦和闭弦。杂化弦左手部份的在环面上
的１６ 个玻色子又可以用３２ 个费米子取代，这和两维中（世界面）的“费米化”有关。我们不谈
费米化，只简单地介绍一下杂化弦在费米表示下的构造。３２ 个费米子，可以分为两部份，对
每部份独立的加周期或反周期条件（即雷芒分支，或内吾－史瓦兹分支）。在壳条件表明，只有
两种可能才能得到自洽的谱，就是要么所有３２ 个费米场满足同样的条件，这样得到群为ＳＯ（３２）
的杂化弦；要么３２ 个费米子分成每组１６ 个费米子的两个组，独立地加周期条件。可以很快地
得到结论，必须用格舍奥投射（见第四章第四节或更早），这样投射的结果是在第一个激发上恰
有４９６ 个态，这对应于Ｅ（８）ＸＥ（８）的规范场。可以证明，不能将３２ 个费米子拆成更多的组。费
米子表示的好处是不需要仿代数的顶点算子知识，这也是它的坏处，因李代数的结构不清楚。
费米子表示也说明，１６ 维新的空间的确是内秉空间。
（第三节）
１９８４ 年的超弦风暴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三篇经典文章中的一篇，就是威顿等人的关于卡
拉比－丘紧化的文章。这篇文章大概是所有超弦文章被引用最多的一篇， 后来它的引用率仅仅
被一篇文章超过，就是马德西纳（Ｊ． Ｍａｌｄａｃｅｎａ） 的关于弦论和规范理论对偶的著名文章。
单从引用率来看，很能说明为什么卡拉比－丘紧化文章的重要。首先是唯象方面的，这篇
文章为弦论在唯象学方面的应用开了一个先河，使人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其次，这种全新
的紧化方式引发构造许许多多低维弦理论；最后，卡拉比－丘紧化使得弦论第一次和现代数学
的分支代数几何发生关系。
我们前面说过，如果从一个高维理论出发，要想得到一个低维的带有手征费米场的理论，
这个高维理论本身必须是手征的。现在，弦论已有三个理论在十维中带有手征，就是型－Ｉ 超

弦，其规范对称性是ＳＯ（３２），两种杂化弦，规范对称分别是ＳＯ（３２） 和Ｅ（８）ＸＥ（８）。卡拉比－丘
紧化文章首先关心的是，如何从这些理论得到一个四维的手征理论。当然由于十维超对称的存
在，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通过紧化后，还要不要超对称？
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中没有超对称，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粒子物理实验还没有看到任何
超对称的迹象。我们在谈超对称和超引力一章中解释了超对称的引入在理论上的意义，也谈了
在解决所谓规范等级问题上的作用。所以，在某个能标以上，超对称的存在是有好处的，很多
唯象学家也相信发现超对称下一阶段粒子物理实验的重要目标之一。那么，唯象学需要多少超
等称？从消除发散的角度看，越多越好，而从粒子物理的角度看，四维中的Ｎ 等于一超对称最
合适。如果有更多的超对称，表示理论说明，如果有一个左手的费米子，则存在一个对应的右
手费米子，这和弱电相互作用极大破坏手征性矛盾。所以，在某个能标以上，最好只有四维的
Ｎ 等于一超对称。
既然在低能理论中没有超对称，我们能不能一开始就利用紧化破坏所有的超对称？这种可
能是存在的，但我们一定要在解决规范等级问题的前提下做到破坏所有的超对称。据我所知，
目前还不存在一个这种紧化方式。
所以坎德拉斯（Ｐ． Ｃａｎｄｅｌａｓ）、豪罗维芝（Ｇ．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施特劳明格、威顿等四人的文章
假定在紧化后得到一个四维的Ｎ 等于一的理论。这就要求，卡拉比－丘流形破坏大多数超对称。
根据推广的哥得斯通定理，破坏一个超对称就必须有一个对应的零质量的费米子，这些费米子
必须从１０ 维的引力微子中产生，从超对称变换的角度说，这些费米子对应于超对称变换所产
生的引力维子部份。引力微子的超对称变换含有超对称参数的协变微商，要产生不为零的引力
微子场，这些协变微商要不为零。我们得出结论，如果只留下一个四维的超对称，只有这个超
对称对应的协变微商为零。用数学的语言说，整个流形上只有一个基林旋量（Ｋｉｌｌｉｎｇ ｓｐｉｎｏｒ）。
如果将十维时空流形看作是一个四维的平坦的时空和一个封闭的六维空间的直积，那么这
个基林旋量在四维平坦时空上只是一个常数旋量，在六维空间上就比较复杂了。很多简单的封
闭空间有许多基林旋量，如一个六维的环面；而大多数封闭空间没有任何基林旋量。可以很快
证明，允许基林旋量存在的空间必须是里奇平坦的，即所有里奇曲率为零。如果只有一个基林
旋量，那么这个里奇平坦的空间也不能过于平坦，环面是完全平坦的，但有太多的基林旋量（和
旋量的份量个数一样多）。一个空间的平坦程度又可以用一个群论言语来描述。我们知道平移
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欧氏空间中最简单，也可以推广到一个弯曲的空间中去。当一个空间是弯
曲的时，一个矢量沿着一个闭合的路径平移后回到原点可能与原来的矢量不同。在一个平坦的
空间中，沿着任何闭合路径平移后的矢量还是原来的矢量，我们说这个平坦空间的和乐群
（ｈｏｌｏｎｏｍｙ ｇｒｏｕｐ） 是平庸的。球面则不同，平移后的矢量好像是经过了转动，这个转动依赖
于路径。所有可能的转动形成一个群，这个和乐群对于球面来说是整个转动群。现在，只允许
一个基林旋量存在的六维空间的和乐群不能太小，也不能太大，必须正好是一个ＳＵ（３）群。
和乐群为ＳＵ（３）的空间是一个复空间，同时又是一个所谓的开勒空间（Ｋａｈｌｅｒ）。这样一个
空间叫卡拉比－丘空间，原因是，卡拉比猜测和乐群为ＳＵ（３）的空间一定存在一个里奇平坦的度
规－－我们前面说过基林旋量的存在要求里奇曲率为零，而丘成桐证明了这个猜测。这类流形是
一类特殊的复流形，卡拉比－丘紧化文章给出了一些构造。这些构造说明这些流形是代数流形，
也就是说可以通过在复欧氏空间用代数方程来规定一个子流形，虽然我们形式上有了这些流
形，还没有人能写出一个里奇曲率为零的度规，这就说明这些流形的确很复杂。也许我们就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研究紧化后的一些物理问题。的确，许多问题的回答要求我们必须知道明
确的度规，幸运的是，很多重要的、低能物理的问题的回答不需要明显的度规表达式。一类问
题是，紧化后，有多少四维中的零质量粒子？零质量粒子对应于六维紧化流形上的各种微分算
子的零模，比如，一个零质量的标量粒子对应于六维流形上的拉普拉斯算子的零模；一个零质
量的旋量粒子对应于六维流形上的狄拉克算子的零模。没有明确的度规表达式，我们不能写出
这些零模的明确表达式。但要回答有多少零模，我们不需要明确的表达式。

算子的零模问题和所谓的指标定理有关。给定一个算子，可以定义其指标，这个指标是一
个整数，即是这个算子的零模个数减去其对偶算子的零模个数。在很多情况下，对偶算子没有
零模，那么原算子的零模个数就等于这个算子的指标。指标定理说，虽然定义中涉及到几何即
度规，一个算子的指标是一个拓扑数，只和流形的拓扑有关，和几何没有关系。指标定理在很
大程度上推广了欧拉定理以及后来的黎曼－罗赫定理。
当我们用代数方法构造了卡拉比－丘流形后，就可以利用代数几何的结果计算各种算子的
指标，从而确定对应的无质量粒子的个数。举例来说，狄拉克算子的指标是欧拉示性数的一半。
在这里，狄拉克算子的零模定义为左手零模，其对偶零模是右手零模，这样，狄拉克算子的指
标等于没有配对的手征零模，而配对了的零模形成一个没有手征的零质量粒子。所以，粒子理
论中的代的个数正好等于狄拉克算子的指标，也就是欧拉示性数的一半。如果能构造出一个欧
拉示性数为６ 的流性，我们就得到一个有着三代粒子的四维理论。
标准模型中的一些重要的参数，如费米子与标量粒子耦合常数，也可以通过代数几何来确
定，这些也是一些拓扑不变量，当然是一些比较细致化的拓扑不变量，与复几何有关。紧化工
作的另一个重要部份是决定四维中的规范对称性。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也和代数几何有关。如
果我们从Ｎ 等于一的十维理论出发，格林－史瓦兹关于反常的工作说明，不是所有的紧化都是
自洽的。低能理论要求，六维流形上的一个曲率和规范场必须满足一个方程，这个方程的拓扑
意义是说流形的第二陈类等于规范场的第二陈类，当然方程本身的要求比这个表述的要求还要
高，相当于无限多个要求。幸运的是，这个要求在卡拉比－丘流形上可以得到满足。举Ｅ（８）ＸＥ（８）
理论为例，可以把流形的和乐群ＳＵ（３）与Ｅ（８）的一个子群完全等同起来，这样，剩下的规范对
称性是所有与这个子群对议的子群，也就是Ｅ（６）ＸＥ（８）。我们可以将Ｅ（６）解释为一个大统一对
称群，另一个因子Ｅ（８），由于与Ｅ（６）对易，可以解释为不可见的分支。所以，卡拉比－丘紧化
从超对称和大统一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紧化方式。
最后，说一句题外话，历史似乎提示，所有一开始认真研究卡拉比－丘紧化的人，一生都
离不开这个题目，如坎德拉斯。１９８４ 年文章的另外三个作者，后来没有将卡拉比－丘流形作为
主要研究课题，所以在其它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工作。
（第四节）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年的超弦第一次革命可以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完成，也就是说，今后若干
年所围绕发展的几个问题和重要概念在一年之间已被提出。我们在本章前三节所谈的三篇文章
都在一年之间出现，这三篇文章是超弦第一次革命的三篇最重要的文章。其 它几篇重要文章也
都在一年左右出现。
我们在这一节谈谈其它一些重要工作。毫无疑问，谈到微扰弦论，首先想到的是两维共形
场论。我们把关于两维共形场论的稍微仔细的介绍推迟到下一章，这里，只限于谈一下共形场
论对于微扰弦论的重要性，以及在弦论第一次革命间及之后共形场论在弦论中的几个应用。
顾名思义，共形场论是一类特殊的场论，在其中有共形不变性。共形不变的含义是，量子
场论中没有一个内秉的标度，所有物理学量，如关联函数，只和这些物理量本身带来的标度有
关。譬如，在一个关联函数中，所有出现的标度只是各算子之间的相对距离。由 于没有内秉标
度，场论含有较高的对称性，除了我们熟悉的洛伦兹对称性外，还有变换标度不变性。在不同
的维度中，标度不变性隐含着更大的对称性，通常叫做共形不变性。粗略地说，共形变换是一
种只保持任何一个图形的所有夹角而改变长度的变换。在两维中，存在无限多这些变换，所以
两维共形场论很特殊，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作解析研究。开这种研究先河的是前苏联的几个人，
贝拉文（Ａ． Ｂｅｌａｖｉｎ）、玻利雅可夫和查莫罗德契可夫（Ａ． Ｂ． Ｚａｍｏｌｏｄｃｈｉｋｏｖ），而他们的重要
文章，简称ＢＰＺ 文章，是在１９８４ 年发表的。
这个时间上的巧合也许并不奇怪，因为玻利雅可夫本人对弦论很感兴趣，他在１９８１年已经

发表了关于所谓玻利雅可夫弦的重要文章。对于他来说，研究两维共形场论有两个目的，一是
将其应用到统计物理中的临界现象上，二是应用到弦论中。给定一个时空背景，弦论中的世界
面作用量定义一个两维量子场论，这个量子场论必须是一个共形场论，如果不是，我们要遇到
两个基本困难。第一，如果没有共形不变性，世界面上的每一个度规都含有一个决定世界面上
每一点的长度的标量场，这样定义的散射矩阵破坏了对散射矩阵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么正性。
第二，没有共形不变性，我们也无法定义计算散射矩阵的最基本的东西，即每个散射态的波函
数，或即顶点算子。
共形不变的要求在弦论的微扰论中有非常重要的推论，一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结论是，要
求一个定义在弯曲时空中的世界面上场论共形不变等价于时空中各个场的运动方程，特别是广
义相对论中爱因斯坦场方程及其推广。
对于纯粹的玻色弦来说，世界面上的量子场论必须是一个共形场论，而对于超弦来说，这
个共形场论还含有更大的对称性，就是一些两维中的超对称，这个共形场论也就叫超共形场论，
除了一般的超对称外，还有无限多个新的超对称，与无限多个共形不变性类似。而在杂化弦中，
场论也是一种杂化，左手模是一个普通的共形场论，而右手模是超共形场论。
可以说，在第一次革命后，研究共形场论占据了许多人的大部份精力。有人甚至把研究共
形场论等价于研究弦论的所有动力学，弗里丹（Ｄ． Ｆｒｉｅｄａｎ） 就是一个典型，他强调将共形场
论分类以及深入研究各种世界面的集合：一个无限高维的空间，普适模空间。由于生病的原因
和坚持他的这种信念，弗里丹已经多年脱离弦论的主流，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了。
另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各种各样紧化，特别是卡拉比－丘紧化。我们说过，一般的卡拉比－
丘流形非常复杂，甚至一个明显的度规都写不出。所以，人们很快想到如何构造一些简单而有
用的模型，所谓迹形（ｏｒｂｉｆｏｌｄ），就是这样被发现的。与更为普遍的流形不同的是，迹形的拓
扑通常由一些“奇异”的点来实现，当我们远离这些点的时候，空间是平坦的，拓扑也是简单
的。从一个平坦的欧氏空间出发，利用欧氏空间的对称性就可以构造迹形。我们已经谈过如何
构造高维的环面：方法就是用欧氏空间中的晶格，将晶格单胞的“对边”等同起来。用数学的
术语说，晶格本身是欧氏空间平移对称群的一个离散子群，而环面则是欧氏空间在这个离散子
群作用下的等价类。环面是最简单的迹形，在这里，迹形的“迹”有明显的含义，就是，环面
上的每一个点是欧氏空间的一个轨迹，这个轨迹由晶格作用在一个点上来生成。在环面的情形，
每一个“迹”实际上就是一个晶格，这个“迹”是晶格群的一个忠实的表现。
更为一般的迹形是通过推广环面的构造获得。一个晶格群是欧氏空间的对称群的一个子
群，欧氏空间的对称性除了平移外，还有转动对称以及反演对称。将晶格扩大为一个更大的离
散群，其中包括一些转动元，我们就可以构造一般的迹形了。同样，迹形上的每一点是欧氏空
间一个点的“迹”。通常，这个迹所含的欧氏空间的点和这个离散群有一一对应，在这个情况
下，迹形上的点是一个普通点，也就是说，在这个点的周围，所有几何与欧氏空间没有什么不
同。在特殊的情况下，有的点在离散群的一些元作用下不变，这个点生成的迹也就不会是离散
群的一个忠实表示。在迹形上，这个“迹”所对应的点是奇异的，它周围的几何与欧氏空间的
一个邻域有所不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我们用一维晶格来构造一维的圆，再加上关于原点
的反演元，我们构造出的迹形是一个线段，这个线段无非是将圆对折而获得。线段的两个端点
是奇异的，所对应的在直线上的迹比一般的迹少了一半的点。一个稍微有点复杂的迹形是线段
在二维的推广，我们同样通过用两维的晶格来构造两维环面，形状象一个轮胎。再加上一个针
对原点的反演元，我们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迹形，其形状象一个四面体，除了四个顶角外，所
有的点都是正常的。而每一个顶角是奇异的，因为绕顶角一周，我们得到的角是１８０ 度，不是
３６０ 度。四面体的拓扑是一个球面拓扑，与环面完全不同。
不是所有的欧氏空间的离散子群都可以拿来构造迹形，我们要避免构造出怪异的空间。举
一个例子，取一个转动元，这个转动元所对应的转动角不是３６０ 度的有理数倍，那么一个点在
其作用下，无论经过多少次作用，总 不会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样，这个点仅仅在这个转动元的

作用下就生成无限多个点，且集中在一个圆周上，而这个圆周上的另一个点也会生成无限多个
点，这两组无限多个点中有些点可以任意接近，虽然原来的两个“母点”并不接近，这样生成
的迹形不是豪斯道夫空间。
弦论在迹形上有很有趣的性质，如有所谓的“扭结弦”（ｔｗｉｓｔｅｄ ｓｅｃｔｏｒ）存在。这些扭结
弦有很直观的图像，举圆这个最简单的迹形为例，在这里，一个扭结弦无非是一个绕在圆上的
弦，可以绕圆一周，也可以绕圆许多周。所以我们通常不说这些弦态是扭结态，而说是绕态
（ｗｉ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ｓ），他们是扭结态的特殊情形。可以这样来理解为何叫他们作扭结态。从直线
出发来构造圆，直线上原来的一些态，通过平移生成无限多个象，这些象加起来对应于圆上的
一个普通态（也就是说，一个圆上的普通弦态在直线上也是一个“迹”）。但是，如果有一个弦
的两个端点停在一个点的两个象上面，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弦态，这个弦态在原来的直线上不
存在，因为不是一个闭弦，在迹形即圆上就是一个闭弦了。由于每一个晶格群的元都会有带对
应“量子数”的弦存在，我们将这些态叫作扭结态：通过用平移元扭结得到。同样，我们说过
的反演元也有对应的扭结态。在线段上，有两组新的扭结态，他们起始于某一点，通过端点回
来又终结于这一点。扭结态常常是局域化的，如通过线段端点的扭结态，他们不能自由地在线
段上移来移去。
扭结态的存在不是人为加的，如果你想构造一个弦论，其中没有扭结态，那么通过相互作
用，原来的一个非扭结态可以变成两个量子数相反的扭结态。
卡拉比－丘紧化的另一个方向是研究一些抽象的共形场论，通过共形场论中弦态的谱与卡
拉比－丘流形上的谱的对比，可以找出一些对应关系，已经找出的叫做盖普乐模型
（Ｇｅｐｎｅｒｍｏｄｅｌｓ），是盖普乐本人首先发现的。抽象的共形场论的研究比直接研究卡拉比－丘紧
化多很多好处，如可以计算严格的顶点算子，在流形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很多卡拉比－丘流形
的数学性质，如所谓的镜像对称性（ｍｉｒｒｏｒ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先是在共形场论中发现的。所以，物
理学家再一次有机会对数学作出独特的贡献，由于现代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致，这些贡献是一
个纯数学家不可能作出的。在这个特殊的领域，纯数学家能做的是对物理学家的发现作出“严
格”的论证而已。
第六章 黑暗时代
（第一节）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科学领域，越是较为抽象的学科，它的发展方向和活跃的几
个地方越不受流行的东西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样的学科中没有流行。越是接近实用，学
科越受流行的左右。前者以数学为代表，后者以物理为代表。而每个学科中，其受流行影响的
程度又因不同分支而不同。以数学为例，数理逻辑研究和关心的问题大概数十年不变，而一个
比较应用的分支，如计算机图形设计就会很快改变其热门方向，完全为时髦的东西左右。
同样，即使在物理中，流行的程度也因分支而异。且不说应用物理，以及与应用物理接近
的凝聚态物理。高能物理本身，可以大致分为三个大方向。第一是唯象理论，所谓唯象，指的
是与粒子物理的现象有关，这 个分支受潮流的影响极大。例如，去年流行过一阵子谬子（ｍｕｏｎ）
的反常磁矩问题，因为一些实验说观测值偏离理论值达到三个以上的标准误差。这引发一阵不
大不小的谬子反常磁矩热潮，引发专门文章数十篇。后来，有人发现原来的理论计算有问题，
原来的两篇理论文章作者也站出来说他们犯了错误。把这错误矫正过来，观测值离理论值只有
两个标准误差了，完全不说明问题。这样，这个时髦的话题才冷下来。第二是类似超弦理论的
一些比较大的纯理论分支，由于不受实验的直接影响，这些分支相对要稳定些，但也仅仅是相
对而已。在这样的学科中，也有潮流，这些潮流主要为一些领导潮流的人把握。大潮流三五年
来一次，小潮流一两年来一次。第三种是不能独立成为分支的一些数学物理方向，这些方向中
不太容易看到潮流。

超弦理论有大小潮流。比大潮流来的更大的是所谓的革命，革命大约是十年来一次。我们
在上一章中谈了第一次革命，这个革命本身持续得很短，只有一年功夫，影响远远超过一年。
当影响越来越小的时候，黑暗也就来了。
黑暗的原因和表现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一些主要问题及其推广已经研究得比较成熟，很
难再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二是，革命过程中带来的未解决的问题还是未解决，并且看来是越来
越难。这第二个问题会引起领域之外人的非难，因为即使是一个不太了解弦论的人也会听说到
这些问题，感觉到这些是比较大的也很关键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弦论谈何成功。一个例子是，
弦论的发展带来很多不同“真空”的发现，而微扰弦论不能解决选择真空的问题。那么我们的
４ 维的空间如何来的？４ 维中的标准粒子模型如何来的？这些问题不解决，局外人就觉得弦论
是空对空，不是一个理论，充其量是一种应用数学。哈佛的格拉肖（Ｓ． Ｇｌａｓｈｏｗ）就是这么看的，
他嘲笑道：“一个针尖上可以容许多少天使跳舞？”这种看法当然会在各个方面造成对弦论研
究的不利。年轻的对弦论还没有很深体会的人会对弦论产生许多疑问，从而放弃弦论的研究。
年长的，在每个学校有影响的人，也会产生疑问，这样会对弦论中的年轻人的前途产生不利的
影响。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弦论在上世纪的８０ 年代末、９０ 年代初就进入历史上的第二个黑暗
时代。
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每到一个地方，当有人问起我是研究什么的时候，我有点不好意思
地回答：弦论。然后尽量给他人留一个我对物理的其它方面也感兴趣的印象。只有这样，人家
才认为你这个人还有救，才会跟你继续谈点什么。
尽管弦论本身处于一个不利位置，大多数成熟的弦论专家还是继续着超弦的研究，所以在
黑暗时代，弦论还在进步。在本章中我们谈谈这段时间中的一些主要的进展，特别是与共形场
论和矩阵模型有关的一些研究。
我们前面已谈到，二维共形场论是微扰弦论的基础，因为弦的一次量子化涉及到弦的世界
面，是二维的。二维共形场论的发展和弦论既有关系，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其发展，一部份与
弦论有关，一部份与场论以及凝聚态物理有关。场论中，很早，例如威尔逊就提出了算子乘积
的概念，苏联人玻利雅可夫早在７０ 年代初就研究了算子乘积的共形不变性质，所以几个前苏
联人在１９８４ 年发表的经典文章是那个研究的继续。
ＢＰＺ 文章对研究超弦的人带来的冲击是即时而又明显的。那时，第一次超弦革命正在发生，
苏联也在解冻。有一些苏联人到欧洲去访问，我不知道玻利雅可夫本人那时是否去过丹麦，但
ＢＰＺ 之一的贝拉文和丹麦的玻耳研究所关系密切，肯定在那个时候去过。弗里丹恰好也去访问，
所以很快了解到ＢＰＺ 的工作。他回美国后很快与闲克（Ｓｔｅｖｅｎ Ｓｈｅｎｋｅｒ） 以及裘宗安写出后续
文章，主要是判定所谓极小模型是否是么正的。这篇文章本身的影响极大，同时又向西方介绍
了苏联人的工作。ＢＰＺ 的工作先在苏联的一个杂志上发表，然后才在欧洲的核物理杂志发表。
弗里丹本人大学学的是文科，后来才转到物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二维的非线性西格马模
型（ｎｏｎｌｉｎｅａｒ ｓｉｇｍａ－ｍｏｄｅｌｓ），论文的导师又是一个有名的数学家辛格（Ｉ． Ｓｉｎｇｅｒ），所以遭
遇之奇在弦论中是少见的。当然，二维的非线性西格马模型是一个物理问题，辛格也是少数几
个懂物理的大数学家之一。由于研究二维的非线性西格马模型，弗里丹可谓先天好过很多人，
一下子就可以转到弦论上来，因为弦的世界面理论就是一个二维的非线性西格马模型。弗里丹
的博士论文很快成为弦论的经典之一，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一个二维模型是共形不
变的条件是，背景空间上的度规必须满足爱因斯坦场方程。
我刚接触弦论时，就被逼着学弗里丹的博士论文，当然觉得是囫囵吞枣，能懂多少是多少，
这样研究弦论，当然不会赶上潮流。弗里丹等人前进得很快，不但与闲克等人在二维共形场论
以及超对称的二维共形场论中做出很多好工作，也与凯伦（Ｃ． Ｃａｌｌａｎ） 等人推广了他的博士工
作，系统地研究了玻色弦以及超弦在一般弯曲背景中的自洽条件，也就是背景场应满足的运动
方程。这些运动方程包括弦的修正，也就是说，除了爱因斯坦方程之外，还有与弦有关的附加

项，这些附加项的大小由弦的长度标度所决定。从弗里丹的故事中，我们看到，掌握发展的先
机多么重要，在圈外懵懵懂懂，尽管可以做一点研究，却只能永远是边缘的研究。这是我从我
个人的经验中得到的比较痛苦的总结。
我们下次要仔细谈谈二维共形场论，然后谈谈二维非线性西格马模型。
（第二节）
在凝聚态物理中，多年来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临界现象。这种现象很早就被发现，如乳
光现象，水和蒸气的共存点。后者是水在变成蒸气的过程中，气压的变化终於使得水气不分。
水变成气是一级相变，其特点是很多物理量突然改变，如密度。一级相变有一个终点，在这里，
不连续的量成为连续的量，而它们的导数变成不连续的，这就是二级相变。过去描述二极相变
的理论是兰道平均场论，比较粗糙。后来威尔逊发展了重正化群的方法，将所有对涨落有贡献
的项都计及，形成了一套非常成功的理论。
当一个系统处在二级相变点，也就是临界点时，涨落的效应最大，因为此时系统（假如是
无限大的） 已没有能量的间隙，用场论的语言说，所有场都是没有质量的。更严格地说，所有
关联函数中没有长度或质量的标度，从而系统本身有标度不变性。只要系统比较正常，那么标
度不变性就蕴涵着共形不变性。标度变换仅仅改变整体的标度，而一个普遍的共形变换可能改
变形状，所保持的仅仅是原来的所有图形中的角度。很多研究得比较透彻的临界系统是两维的
（三维的系统当然更实际，但很难研究），所以两维的共形场论变得非常重要。
在一个局域场论中，局域算子的概念很重要。原则上，给定任何一个空间中的点，列出所
有局域算子，相当于在一个闵氏空间中知道了整个希尔伯特空间。不同点之间的算子关系可以
通过空间平移来得到，从而相互之间是一个线性关系。知道了一点的算子还不等於了解了系统
的所有性质，例如，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关联函数。威尔逊指出，如果知道任意两个定义在不同
点算子乘积，原则上所有关联函数都被确定了。两个算子的乘积，可以用两个算子的其中一点
上的所有算子来展开。这个展开通常是渐进展开，也就是说，当把这个算子乘积代入一个关联
函数的时候，得到无限多关联函数之和，这个和是一个渐进级数。由於算子乘积展开中每一项
的系数随着两个算子之间的距离变小而变小，这个展开在小距离上非常有效，所以有时人们将
算子乘积展开叫成短矩展开。
场论的一个特点是，关联函数通常随着距离的减小而变大。这就意味着，在算子乘积展开
中，最重要的项随作距离变小而增大。而大多数项随着距离变小而变小，所以我们只须重视有
限的几个项有行了。如果是共形场论，我们还可以按照标度来分类算子，在这个分类中，每一
个算子在变换尺度时也变换一个因子，该因子通常随着尺度的变小而变大，这正是场论在小尺
度上自由度增大的一个反映。对於每一个标度算子来说，那个变化因子是尺度变换的一个幂次，
幂通常是负的，取其正数，这个正数叫这个算子的指标。我们可以将空间一点上的所有算子按
指标的大小排列。随着指标的增大，算子的数目越来越多。
现在，同样可以进行算子乘积展开的研究。所有涉及的算子都有一个固定的指标，这样乘
积展开中的每一项算子前的系数就是两个算子距离的一个幂次。随着算子的指标的增大，这个
幂次变得越来越正，从而该项便得越来越不重要。展开中有最小指标的算子最重要，通常的情
况下，其系数是距离的一个负幂次。
玻利雅可夫早期对共形场论的贡献是，他很早就意识到算子乘积在共形场论研究中的重
要，他并猜测，三个算子乘积的结合性可能是研究共性场论的关键，这个结合性叫做自提升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这个英文词很难翻译，大意是，这是一个自洽自足的系统。如果能把所有的自
提升方程都解了，整个共形场论也就被解了。
１９８４ 年的ＢＰＺ 等人的文章中新添的一个关键点是无限大的共形变换代数。共形群或共形

代数在两维中很特别，只有在两维中，有无限多个共形变换。这从两维的度规总可以写成一个
局域的正交度规看出：取正交度规的复坐标，这样度规只有一项，就是复坐标的无限小变化乘
以其复共轭，经过任何局域的全纯（也就是解析）变换，这个正交形式不变。在量子场论中，对
应于每一个变换，有一个算子。大家熟知的情形是，在时间平移下，对应的算子是能量，或哈
密顿量；在一个空间平移下，对应的算子是这个空间方向上的动量。同样，对应于每一个共形
变换，有一个算子。无限多个共形变换有无限多个算子对应。共形变换代数对应于一个无限大
的算子代数，同任何量子代数一样，这个代数可能有反常，这里的确有反常，代数的反常项是
一个常数，这个常数正比于一个很重要的量：系统的中心荷，与系统的自由度有关。这个量子
代数首先在弦论中出现，由维拉所罗发现，就叫维拉所罗代数。
维拉所罗代数其实是两套代数，一套对应于全纯变换，另一个对应于其复共轭。每一个代
数中有一个重要的生成元，这个生成元对应于坐标的标度变换，所以，任何一个标度算子与它
的对易子还正比于这个算子，正比的系数就是这个算子的全纯指标。我们以前定义的指标是全
纯指标和反全纯指标的和。
由於共形变换是对称性，所有算子在共形变换下回到算子的一个线性组合，也就是说，所
有的算子形成维拉所罗代数的一个表示。这个表示是可约的，可以分解成无限多个不可约的表
示。当这个分解是有限的时候，该共形场论叫做一个极小共形场论。在每一个可约的表示中，
有一个特别的算子，该算子与所谓的正模维拉所罗代数元对易，所以这个算子是这个表示中的
指标最小的，不然的话它与正模元的对易子给出带有更小的指标的算子。这个特别的算子叫原
初算子（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给定一个原初算子，接下来就是用表示论来研究与原初算子处於同一个表示中的其它算
子，其它算子叫做次级算子（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同时，给定原初算子之间的关联函数，
次级算子之间的关联函数就可以通过微分等的作用由原初关联函数确定。有一写特别的算子，
就零算子，表面看来不为零，其实应等价于零。这些算子通常通过用维拉所罗代数作用在一个
原初算子上获得。将这个算子插入一个关联函数，应得零。但是，一个零算子通过用各种微分
算子作用在原初算子上获得，这样，我们通过插入零算子的办法就获得了一些关联函数所满足
的微分方程。这个结果是ＢＰＺ 文章的重要结果之一。
ＢＰＺ 文章中另一个重要结果是对极小模型的分类。极小模型的中心荷必须小於１，一个无
质量自由标量场的共形长论的中心荷为１，所以一个极小模型中的自由度小於一个无质量的标
量场。极小模型由两个整数所刻划，其中心荷是这两个整数的函数。这些场论有的是么正的（即
没有负指标的算子），有的不是，甚至中心荷都可能是负的。后来，弗里丹等人进一步研究了
么正极小模型的分类，通过研究态之间的内积，他们得到结论，两个整数代表的一类模型中只
有一类用一个整数刻划的极小模型是么正的。
ＢＰＺ 文章的第三个重要结果是关于算子乘积的系统的研究。自提升关系可以通过图形来表
示，也就是所谓的交叉对称（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通过算子乘积展开，一个四点函数又可以
拆成全纯函数和反全纯函数的乘积的和。还有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聚变规则（ｆｕｓｉｏｎ ｒｕｌｅｓ），
这些规则说，当考虑两个分属两个不同表示的算子的乘积时，在展开中只有一些表示中的算子
才会出现。自提升关系的重要作用是，一旦给定聚变规则，在很大程度上算子的乘积展开就确
定了。
还有一种比极小模型范围更广的模型，叫有理共形场论。在一个有理场论中，任何关联函
数都是一个有限的和，其中每一项是一个全纯函数和反全纯函数的乘积。有一段时间，在莫耳
（Ｇ． Ｍｏｏｒｅ）和塞伯格等人的倡导下，许多人把精力化在分类有理共形场论以及研究具体的模型
上面。
说到具体模型，不能不提外斯－朱米诺－威顿模型。威顿在研究玻色化时重新发现了这一大
类模型，他证明了不动点，也就是标度不变点的存在。在这一类模型中，除了共形不变外，还

有许多其它的对称性，这些对称性写成代数的形式就是过去在粒子物理中出现过的流代数，或
者叫凯兹－莫狄（Ｋａｃ－Ｍｏｏｄｙ） 代数。我们前面说过，维拉所罗代数的存在引出一些关联函数满
足的微分方程，同样，凯兹－莫狄代数也有对应的微分方程。这些微分方程至今还没有完全研
究透彻，方程与数学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黎曼－希尔伯特问题有关系。外斯－朱米诺－威顿模型
属於有理共形场论，其实，有理共形场论的很多特点都是从这些模型中总结出来的。
说来奇怪，当弦论的第一次革命结束时，黑暗的时代到来时，共形场论一枝独秀，使很多
人几乎忘记了弦论本身，而以共形场论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记得那时出国到意大利，与
科大的一位同学一道虔诚地拜访威顿（相信他早已忘了这事），问他几个关于共形场论的问题。
问完后，他竟然反问我们，对弦论感兴趣吗？说明他无时不刻地在想与弦论有关的问题，即使
他也在专心研究共形场论。可以说，共形场论的短期繁荣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弦论的黑暗时代。
（第三节）
在１９９５ 年之前，弦论集中研究微扰的行为，所以绝大部份研究与弦的世界面有关。我们
前面提到的共形场论就是试图从微扰论的角度理解弦论所有自恰的背景，这样做自然是不全面
的，会漏掉一些重要的可能性，我们会在谈超弦的第二次革命时回到这一点。有意思的是，漏
掉的重要的情况并不多，直到今天，弦的微扰论还是研究弦论和Ｍ－理论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
用微扰论研究弦论，一开始就先天不足，如同用费曼图研究量子场论一样，我们在开始时
只有一堆“数据”，要从这堆数据中看到弦论或场论的面貌，要花很多功夫，要有许多直觉。
例如，至今我们也无法从费曼图中看出量子色动力学中的禁闭现象。同理，如果想看到弦论的
全貌和非微扰性质，要么不可能，要么我们要有很大的运气。当初，许多人以为通过模仿场论
来研究弦场论，我们会得到弦的非微扰理论。这种想法，在今天看来，不是显得幼稚，也是在
理论上存在极大困难的。
所谓弦场论，是将弦类比于粒子，然后进行二次量子化。我们先帮助大家回忆一下粒子的
二次量子化。给定一个粒子，一次量子化的时候，我们无非是应用量子力学，描述一个固定的
粒子的基本量是粒子的波函数。如果将这个波函数作为基本变量将其量子化，我们就得到一个
更大的函数，是原来单粒子波函数的函数。这个泛涵，不但有单粒子的信息，还有任意多个多
粒子的信息。我们可以用单粒子的函数来展开这个泛涵，第一项有与单粒子涵数无关，这是个
真空，没有粒子。第二项与单粒子的函数成线性关系，是含有一个粒子的态，第三项与单粒子
函数成双线性关系，含有两个粒子，等等。同样，弦的一次量子化的波函数是一个弦的位形的
函数，因为弦的位形本身已经是一个参数的函数，所以单弦的波函数也是一个泛涵。如果我们
形式上将弦的位形看作一个“波函数”，弦本身的波函数可以用这个函数来展开。第一项与弦
的质心位置有关，是一个快子。弦的波函数不能任意，必须满足一些物理条件的限制，这样，
展开的第二项是弦位形的二次项，代表引力子，等等。
弦场论则以上面说的弦位形的泛涵作为基本变量的量子理论，在闭弦的情形，情况十分复
杂，如果要保持时空的对称形，这个理论的作用量含有无限多个项，要作量子化是基本没有希
望的。在定义量子化时，还有另外一个技术上的困难，就是，弦的二次量子化波函数是一个泛
涵的泛涵，没有办法处理这么复杂的东西。第一个困难可以克服，但要牺牲时空中的协变性，
其实，在弦论的早期，吉川圭二（Ｋｅｊｉ Ｋｉｋｋａｗａ） 等人于１９７４ 年已经研究了在光锥规范下的弦
场论，他们发现弦场论的作用量最多含有弦泛涵的四次项，就可以完全包含弦的微扰论的所有
“费曼图”了。由于这个理论不是协变的，很难推广到一般时空背景，从而对弦论作非微扰的
研究。吉川圭二已从大板大学退休，是一个很温文尔雅的人。
开弦理论有一个简单而优美的表述，这就是威顿的三次弦场论，这个理论以陈－西蒙斯的
形式出现，同时非交换几何也第一次在弦论中出现。非交换的概念在此出现非常自然，因为弦
场的乘积是用两个弦连接而成一个弦来定义的，本身是不可交换的。这个理论在１９８６ 年被提
出后，很快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可以用来导出开弦的微扰论。对它的非微扰研究也是最近才开

始的。
在整个８０ 年代，唯一与弦论的非微扰性质有关的研究是格罗斯和他的印度学生佩里维尔
（Ｖ．Ｐｅｒｉｗａｌ） 关于弦微扰的高阶数渐进行为的研究。在场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结果， 就是
当圈数增加时，高圈效应以圈数的阶乘而增大，所以微扰级数是一个发散级数，也是一个渐进
展开。只有当耦合常数很小时，前几项才是重要的。一个渐进展开对应的严格函数通常在原点
处有奇点，而且是本性奇点。这个原点，在场论中就是耦合常数等于零的地方。虽然这个结果
看起来比较深奥，其实一点也不，在寻常的量子力学中我们已经遇到这种行为。例如在势垒穿
透问题中，穿透的几率随着一个量成指数衰减，这个量和势垒的高度和宽度有关。而高度和宽
度又和“耦合常数”有关，后者越小，则穿透的几率越小，所以耦合常数为零的地方是穿透几
率的一个本性奇点。这个量子力学问题的微扰展开就是我们熟悉的半经典展开，很早以前，人
们就知道半经典展开其实是一个渐进展开。随着阶数的增大，每一项贡献以阶乘的方式增大。
回到格罗斯和佩里维尔的工作，他们通过对弦的世界面的模空间的研究发现，弦的微扰展开也
是一个渐进展开，不但如此，这个级数的发散程度比量子力学和量子场论中的发散还要严重，
因为阶乘的阶数被加倍了。这就说明，弦的耦合常数为零的一点也是本性奇点，并且，弦的非
微扰效应应当比场论中的非微扰效应还要大。
在量子力学中，这样的非微扰效应往往与隧道穿透一类的过程有关，这些过程不是实过程，
因为只有在量子论中才有，其完成的时间是瞬时的。在场论中，这种过程和四维的欧氏时空中
的经典解有关，代表的过程与隧道穿透一样，最有名的是非阿贝尔规范理论中的瞬子解。所 以
瞬子所代表的穿透过程是一种非微扰效应，这个本性奇点会在微扰论的高阶行为中体现出来。
当然，高阶发散行为的体现不仅仅是瞬子和隧穿，在场论中，还有和场论的紫外发散有关的贡
献，如所谓的“重正子”贡献（ｒｅｎｏｒｍａｌｏｎ）。这些效应太技术化，这里就不谈了。
特霍夫特为了研究场论的非微扰行为，引进了所谓的大Ｎ 展开。这中展开只有在非阿贝尔
规范理论一类的矩阵理论中才能做，原因是这里展开的参数不再是通常的耦合常数，而是矩阵
阶数的倒数。因为矩阵的阶通常用Ｎ 来代表，所以这个展开叫大Ｎ 展开，实际上是１／Ｎ 展开。
这个新的参数很像我们熟悉的耦合常数，只不过，这个耦合常数不是以明显的方式在作用量中
或者微扰计算出现。
在特霍夫特那里，大 Ｎ 展开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几何解释。我们通常将费曼图画在一张纸
上，看起来是一个平面图。常常，我们不得不将线段交叉地画，如果这种情况不可避免，我们
就说这个费曼图不是平面图。可以画在平面上的又不出现交叉的图又可以画在球面上，而不可
以画在平面上的图总可以画在一个更复杂的面上。比球面稍复杂的是一个环面，只能画在环面
上的图我们叫作亏格为一的图。现在，特霍夫特证明，所有在大Ｎ 展开中贡献最大的费曼图都
可以画在平面上，或者球面上。仅次于这些图的贡献来源于能画在环面上的图，同样，更小的
贡献来自于那些只能画在高亏格面上的图。这样，大Ｎ 展开的阶数就成了图的亏格数。
我们不能看出，大 Ｎ 展开很像弦论的微扰展开，是一种拓扑展开。虽然费曼图本身是一维
的，但用来分类图的方式是两维的面，如同弦的世界面。这种联系，使得人们猜测一些场论如
规范理论是一种弦论，特别是，量子色动力学中的夸克禁闭可以和弦联系起来：连接两个颜色
相反的夸克是一根由胶子形成的弦。到目前为止，夸克禁闭的弦理论还没有建立起来，但人们
在近年来发现，一类规范理论的确可以看成是弦论。
与通常以阶乘方式发散的微扰论不同，当亏格数固定时，费曼图的个数只是以圈数的幂次
增加，这就大大控制了渐进展开的发散行为。当然，如果我们提高亏格数，每个亏格的贡献也
随着亏格数增加，并且是以类似弦论中的阶乘数增加的！这是矩阵理论可能是弦论的另一个证
据。当然，为了研究场论本身的非微扰性质，也许我们能计算所有的平面图就可以了。在早期，
人们为了仅仅数平面图的个数，发明了简单的矩阵理论。这个矩阵理论既不是场论，也不是量
子力学，而仅仅是一个矩阵积分。积分的被积函数是一个指数函数，指数类似场论中的作用量，
可以证明，这样简单的矩阵积分可以用来准确地计算与之相关的场论中的费曼图个数。

作为耦合常数的函数，矩阵积分有一些漂亮的解法，尤其是平面图的贡献。人们在大Ｎ 极
限下发现了一些和场论有关的效应，例如相变。那时，大家甚至期望一个简单的矩阵模型可以
告诉我们量子色动力学中的禁闭信息，当然这是奢望。不奇怪的是，在研究矩阵模型的十年后，
老结果经过发展真的和弦论联系起来，这就是我们下一节中要谈的老矩阵模型，或者，根据威
顿前天的说法，是中世纪矩阵模型。
最后，我们提一下，场论中研究的矩阵模型很早就在核理论中被威格纳和戴森研究过了。
在那里，矩阵的本征值是用来模仿一个大原子核的能量的本征值的，而矩阵积分与能量本征值
的分布有关。
（第四节）
我们前面说过，一个规范理论，或更一般地，一个矩阵模型，可能是一个弦理论，其主要
根据是大Ｎ 展开的行为与弦的微扰展开极为类似。但要真正将一个矩阵模型等同于一个弦理
论，却非常困难，原因是弦论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根据已知的可以等同于弦论的矩阵
模型，弦论出现的方式至少有三种。我们这一节介绍第一种，即老矩阵模型，这个模型是在１９８９
年为三个不同的小组发现的，一组人是前苏联人卡扎科夫（Ｖ． Ｋａｚａｋｏｖ）和法国人巴热壬（Ｅ．
Ｂｒｅｚｉｎ），一组是当时都在芝加哥的道格拉斯（Ｍ． Ｄｏｕｇｌａｓ） 和闲克，第三组是格罗斯和米格德
尔（Ａ． Ｍｉｇｄａｌ）。米格德尔也是前苏联人，其时已和玻利雅可夫一道到普林斯顿任教去了，最
近则似乎完全脱离物理，开公司了。据说，他的公司也和他做的矩阵模型有关，是搞计算技术
的。
这三组人的成功建立在过去的一系列工作之上，现在我们择要说明。首先，前面已经提过，
在粒子物理这个系统中，大 Ｎ 展开的鼻祖是特霍夫特，概念起源于他若干个尝试解决夸克禁闭
的工作之一。其后，很多人，特别是巴热壬、伊日克逊（Ｃ． Ｉｔｚｙｋｓｏｎ）、巴里舍（Ｇ． Ｐａｒｉｓｉ）
和朱拜（Ｊ－Ｂ．Ｚｕｂｅｒ） 等四人的重要工作系统地研究了一类简单矩阵模型的平面解。不久，伊日
克逊、朱拜和白西斯（Ｄ． Ｂｅｓｓｉｓ） 又发展了解简单模型中的高亏格贡献的方法。这些方法的发
明，完全是为了研究量子色动力学，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有意思的是，在超弦第一
次革命期间，前苏联和几个欧洲人独立地将矩阵模型和随机面（ｒａｎｄｏｍ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理论联系起
来，他们的出发点还不是弦论。
要理解弦论如何从矩阵模型导出，我们首先要了解随机面和矩阵模型的关系。
既然已经知道一个矩阵模型的大Ｎ 展开是两维面的拓扑展开，矩阵模型和随机面有关就是
自然的了。在随机面理论中，我们计算一个“过程”是将所有可能的面以不同的权重加起来，
这里包括所有不同亏格的面，以及每个亏格中有着所有不同几何的面。权重和面积以及亏格有
关，例如，我们可以要求面积越大，权重越小。那么，怎么才能从矩阵模型中产生这样的权重
呢？首先，我们要想办法将矩阵模型中的某个量与面上的面积等同起来。在大Ｎ 展开中，给定
一个费曼图，我们将这个图与随机面理论中的一个面联系起来，具 体办法是这样的：在费曼图
中，给定一个顶点，我们围绕这个顶点画一个多边形，这个多边形的一个边与从这个顶点出去
的一根线段正交。这样，我们得到一个对偶于费曼图的面，其中每一个线段与费曼图的一个线
段正交，每一个面对应费曼图中的一个顶点，而每一个新的顶点对应原来的一个圈。为什么费
劲做这个对偶呢？如果矩阵模型的作用量除了正常的二次项外，只有三次“相互作用项”，这
样任一个费曼图只有三顶点，就是每个顶点只有三条线段伸出。这样，每个顶点对偶于一个三
角形，用我们上面描述的方法我们只能得到一个只含三角形的面。在数学中，这是一个面的三
角剖分。如果我们给与这样剖分中的每一个三角形一个基本面积，这个基本面积对应的权重就
是原来矩阵模型中的耦合常数。进一步，与亏格相关的权重在矩阵模型中就是参数１／Ｎ，亏格
越大，这个参数出现的次数也就越多。
不难看出，上面把矩阵模型与随机面对应起来的方法只能产生被离散化的随机面，因为三

角剖分只能是对一个光滑的面的近似。如果矩阵模型的作用量还含有更多高阶相互作用项，那
么得到的随机面理论也就不是纯“引力”理论，这里的引力是两维引力，原则上是平庸的，只
有面积项起作用。比纯引力复杂一点的，是在面上引入一些“物质场”，这些物质场，如果是
标量的话，我们就得到弦的世界面嵌入一个空间中的情形，这是为什么矩阵模型和弦论有关。
１９８９ 年，三个不同的小组令人惊讶地发现了同一个事实，就是，如果将矩阵的阶数推向
无限大，同微调作用量中的耦合常数，就会获得一个完全连续的随机面理论。从我们前面的讨
论，我们知道微调耦合常数是必要的，否则三角剖分永远是离散的。但当维调获得连续面的时
候，每一个亏格的贡献会发散，这时我们就必须取无限大Ｎ 极限以获得有限的结果。
这三组人得到同样的结果也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令人惊奇，首先，米格德尔和卡扎科夫
一直在一起研究随机面理论，其次，闲克也去过法国，这是根据道格拉斯的说法。闲克很早前
也研究过大Ｎ 矩阵模型。道格拉斯前两天在饭桌上说，格罗斯和米格德尔的第一篇文章含有一
个错误，把非纯引力的部份算错了。当然，这两位是很聪明的人，不久在一篇长文中纠正了错
误，并且给出一个很好的容易理解的表述。在老矩阵模型时髦的时候，人们常常同时引用这三
篇文章，而把格罗斯和米格德尔的文章放在最后，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两位的确是受了其他
几个人的启发。
矩阵模型与随机面的相关在三篇重要文章出现之前已经在卡扎科夫的一篇文章中出现了，
他利用矩阵得到与用其它方法一样的结果。这些其它方法，就是传统的世界面上的路径积分方
法，有两个不同的处理办法。一种是以玻利雅可夫为首的苏联人的办法，在两维的度规中取光
锥规范。另一种是更协变的共形规范，由法国的大卫（Ｆ． Ｄａｖｉｄ）和河合（Ｈ． Ｋａｗａｉ） 及狄斯特
勒（Ｊ． Ｄｉｓｔｌｅｒ）作出。最早的连续方法也只能算出一些临界参数，而矩阵模型则更有用，可以
相对容易地算出关联函数和高亏格的贡献，这是人们当时为何激动的原因。在亏格为零时，用
连续的方法第一次算出关联函数的是我和马克－古里安（Ｍ． Ｇｏｕｌｉａｎ）。我当然一直在研究弦论，
古里安则很早转到凝聚态里去了。现在想想，马克的转行也很自然，因为那时弦论的确处于一
个低潮期，年轻人很容易动摇。记得一次在吃午饭的时候，马克谈他刚刚感兴趣的高分子，施
特劳明格问他，这门学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那年研究这个的德－建（ｄｅ Ｇｅｎｎｅｓ） 正好得诺贝
尔奖，施特劳明格说，既然已经得奖了，现在做这个有点晚了吧。说起来漫不经心，实际是一
句至理名言。现在有一些学生问我，弦论正处于低潮，值得进来研究吗？问这样问题的人，往
往对研究的过程不大了解。一个比较成熟的问法是，某莫学科正处于高潮，现在值得进来吗？
因为高潮的原因往往是重要的问题已经被解决。
矩阵模型虽然比连续的方法更有效，却存在两大缺点。一个缺点是，由此得到的两维面上
的“物质”不够多，甚至其自由度比一个自由标量场还小。最大也就是一个标量场，加上由两
维度规中出现的一个场，只有两个标量场，所以弦论最多只是一个两维弦理论。由于在通常的
弦论中，度规中的标量场是脱耦的，所以低于两维的弦论行为很不同，有一个随着空间变的弦
耦合常数，也就是伸缩子不是一个常数，这样的弦论叫非临界弦论。另一个困难是，虽然一些
量如配分函数（相当于场论中的真空图贡献） 可以计算出来，其所满足的微分方程可以逐级地
解出，但要得到严格解，从而是包含非微扰效应的解，并不容易，解也不唯一。
人们尝试了从矩阵模型获得非微扰弦论的信息，结果是有限的。九一年，威顿等人发现两
维的黑洞，这个黑洞的背景从弦的世界面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可解的共形场论，这引起很多人的
兴趣，可能弦论界很多人对黑洞的兴趣是从这里开始的。遗憾的是，虽然人们花了不少精力研
究这个两维的黑洞，所取得的物理进展很少，也没有人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类似矩阵模型的理
论。一批人的兴趣因此转移到研究两维的伸缩子引力及黑洞上面去，文章写了不少，进展甚微。
这样的兴趣，一直持续到第二次弦论革命的开始。
除了一些有限而且很专业的进展，如卡－丘流形上的镜对称（ｍｉｒｒｏｒ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的物理上
的发现，弦论在矩阵模型和两维黑洞后进入了真正的黑暗期，很多人就在此时与弦论说再见，
而另一部份人则脱离了与弦论的经常性接触，虽然并没有完全离开弦论。

注：

恰恰是这一点，他很象牛顿。牛顿发明微积分
威顿是我对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ｉｔｔｅｎ 一名的翻译。威顿

的时候，出发点是要解决物理问题，要在物理上“严

去年已经过了 ５０ 岁了，但他在物理领域还是很活

格”定义速度、加速度等等，所以他的方法对于他

跃，创造力也没有明显地下降。他在物理这个学科

自己来说已经足够严格了。但微积分达到今天的严

的名气大概不比任何一个在世的研究科学的在他／

格程度，走了两 个大步，每一步花了大概一百年的

她自己的学科中的名气小。也许，并不是太夸张地

时间。牛顿的方法是直觉方法，这似乎是每一个大

说，他是有着最大名气的一位。数年前，正是在所

数学家都具备的，而他处于一个特殊的时代，所以

谓的超弦第二次革命中，ＵＳ Ｎｅｗｓ 象往常一样在年

成就和特点更加特出而已。威顿目前最大的数学成

底出了一期介绍美国各大学在本科和研究院上面

就，就是用量子场论的结果发明了一个非常“简单”

的排名，在那一期最后介绍了美国的五名最活跃的

的计算一种微分拓扑不变量的方法。当他在近 ８ 年

学者。我记得其中有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ｅｓ、麻省理工学

前发现了这个简单的方法时，很多数学界这方面的

院的著名语言学家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威顿是第一位

专家为之惊奇，因为无论如何，没有物理背景的他

被介绍的，而 Ａｎｄｒｅｗ Ｗｉｌｅｓ 是第二位被介绍的，

们是很难理解这种方法的，所以他们以为是奇迹。

可见威顿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同样，两年

仅仅这一项工作，就足以使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数

前，美国的新闻周刊在世界末总结的一期中介绍世

学家了，所以 １９９０ 年的菲尔兹奖没有给错人。他

纪的重要人物，爱因斯坦被评为世纪最有影响的人

还有很多其它方面的贡献。

物，是二十世纪的第一骑士。在另一期的新闻周刊
中，也评出了美国的还活着的 ５０ 位最有影响的人
物，威顿也是榜上有名，和麦当娜紧挨着。

应当说，和物理结合，是数学在这个世纪的一
大特色。威顿等人提倡的方法和途径，将会有越来
越大的影响。所以，许多数学家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这么一个人，在美国公众中应当很有名了，对

甚至量子场论。

不起，美国虽说是科学发展得最好的国家了，一般
百姓对科学没有那么大兴趣。对很多人来说，科学

在物理上，他在很多方面也是无人能及的。首

有点象研究不明飞行物那样的专业，离神秘主义差

先是他的高产，很多物理学家可能比他更高产，但

不了多少。在美国，出名的科学家是很会搞公关的，

不是都能保证高质量。威顿不同，最高产的时候，

如霍金以及卡尔－塞根（当然霍金是英国人）。威顿

一年有近二十篇文章，篇篇精彩。据不完全统计，

恰恰相反，生性内向，性格和他的身材以及硕大的

他发表了 ２００ 余篇文章，每篇文章的平均引用率近

脑袋很不一致。

３００ 次，这在物理学界，包括所有不同的分支，是
第一。就是和生物这样的巨大学科比，也不落后那

这里不是总结威顿成就的地方，我们主要围绕

些领头的几位多少。

一个同学提出的问题，就是，威顿是不是当代牛
顿？我的简短回答是，很象，但还没有象到是的程
度。

再就是他每做一个问题的速度和完美，大概任
何一位在某个时候和他研究同一个问题的人都有
这种体会。如果不是他在你还没有摸到边的时候就

说威顿象，主要是从他研究的擅长的角度来

已解决了问题，就是和你同时做出，但解决的方法

说。他在同行中最有名的，是他的数学能力，这种

比你的优美，解决的程度比你的彻底。他是一个少

能力可能是超弦理论界独一无二的，虽然在这个窄

有的能将一个问题解决得干干净净的人，使后来的

窄的领域，大概没有人会真心地认为自己的数学不

人惊讶于他的完美和不可思义。这方面的例子太多

好。他的数学能力，就目前已有的成就，不下于当

了。

今任何一位数学界的高人，当然，要完全看清他的
成就，还要过很多年。他在 １９９０ 年得菲尔兹奖的

最后，我要讲一下他的缺点，正是这种缺点使

时候，不仅数学界，就是很多他的物理同行，都觉

得他不能成为当代的牛顿（当然，牛顿在实验物理

得有点勉强，事实说明 ，当年极力挺他的阿蒂亚

上的贡献，如光学，是现在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

（Ｓｉ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Ａｔｉｙａｈ） 等人的眼光是不凡的。他

没法比的）。 这种缺点可能来自于他的无人能比的

当年的工作，虽很有特色，却不是那么出人意外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他的一篇文章很难挑出什么毛

新。很多数学界强调严格的“清教徒”更觉得他提

病，在早期，他的文章虽然在方法上出人意表，但

倡的方法不严格。

由于他本人的直觉，每篇写得既全面也易懂，文章
还有一种特别的文风，这在严肃的科学文章来说是

很难的。正由于这样的很少出错，他显得比较保守，
很少写他自己不能肯定是正确的文章。研究学问当

１９９３ Ｐｅｔｅｒ ｖａｎ Ｎｉｅｕｗｅｎｈｕｉｚｅｎ， Ｄａｎｉｅｌ Ｚ．
Ｆｒｅｅｄｍａｎ， Ｓｅｒｇｉｏ Ｆｅｒｒａｒａ

然要严谨，但对第一流的人来说，还要一点大胆，

１９９２ Ｎｉｋｏｌａｉ Ｎ． Ｂｏｇｏｌｕｂｏｖ， Ｙａｋｏｖ Ｇ． Ｓｉｎａｉ

威顿比较缺乏大胆，所以他也失去很多机会。特别

１９９１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ｅｌｓｔａｍ，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在发自 １９９４ 年的超弦第二次革命中，他虽然是主

１９９０ Ｌｕｄｗｉｇ Ｄ． Ｆａｄｄｅｅｖ， Ｓｉｄｎｅｙ Ｒ． Ｃｏｌｅｍａｎ

要人物，却有几个最大胆、最重要的想法是别人的，

１９８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 Ｇｒｅｅｎ， Ｊｏｈｎ Ｈ． Ｓｃｈｗａｒｚ

他一旦意识到这个想法的重要性，他很快跟上，并

１９８８ Ｄａｖｉｄ Ｊ． Ｇｒｏｓｓ， Ｅｆｉｍ Ｓ． Ｆｒａｄｋｉｎ

将这个想法发展到极致。我们可以列出几个人，虽

１９８７ Ｂｒｙｃｅ ＤｅＷｉｔｔ， Ｂｒｕｎｏ Ｚｕｍｉｎｏ

然总体成就没有威顿那么大，却因为提出一法得到

１９８６ Ａｌｅｘ，ｅｒ Ｐｏｌｙａｋｏｖ， Ｙｏｉｃｈｉｒｏ Ｎａｍｂｕ

人们的尊重，如 Ａ． Ｐｏｌｙａｋｏｖ，Ｊ． Ｐｏｌｃｈｉｎｓｋｉ，Ｊ．

１９８５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ｉｔｔｅｎ， Ｙａｋｏｖ Ｚｅｌｄｏｖｉｃｈ

Ｍａｌｄａｃｅｎａ。Ｌｅｎｎｙ Ｓｕｓｓｋｉｎｄ 更是一个极其注重直
觉的人，他在缺乏很多证据和严格的论证的情况提

Ｈｅｉｎｅｍａｎ Ｐｒｉｚｅ

出了很多想法，后来都证明是对的。当然，＇ｔ Ｈｏｏｆｔ，

２００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 Ｇｒｅｅｎ，Ｊｏｈｎ Ｈ． Ｓｃｈｗａｒｚ

世纪末的两个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之一，也是一个

２００１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Ｉｇｏｒｅｖｉｃｈ Ａｒｎｏｌ＇ｄ

很有原始想法的人 ，虽然他并没有参预超弦的研

２０００ Ｓｉｄｎｅｙ Ｃｏｌｅｍａｎ

究。

１９９９ Ｂａｒｒｙ Ｍ． ＭｃＣｏｙ，Ｔａｉ Ｔｓｕｎ Ｗｕ， ａｎｄ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 Ｚａｍｏｌｏｄｃｈｉｋｏｖ
威顿很喜欢与他人讨论，但令许多人尴尬的地

１９９８ Ｎａｔｈａｎ Ｓｅｉ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ｉｔｔｅｎ

方是，他如果没有特别好的建议，他会这样说，然

１９９７ Ｈａｒｒｙ Ｗ． Ｌｅｈｍａｎｎ

后完全闭嘴。这和大部份人不同，通常人们在没有

１９９６ Ｒｏｙ Ｊ． Ｇｌａｕｂｅｒ

好的建议的情况下也会说点可有可无的，或者似是

１９９５ Ｒｏｍａｎ Ｗ． Ｊａｃｋｉｗ

而非的话。

１９９４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 Ａｒｎｏｗｉｔｔ，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Ｄｅｓ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Ｗ．Ｍｉｓｎｅｒ

威顿本人是很在意他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的，

１９９３ Ｍａｒｔｉｎ Ｃ． Ｇｕｔｚｗｉｌｌｅｒ

所以他在严肃的场合往往若有所思，也还是那么用

１９９２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ａｎｄｅｌｓｔａｍ

功。１９９５ 年，他处于创造力的巅峰，哈佛大学请他

１９９１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Ｓｐｅ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Ｊｕｒｇ Ｆｒｏｈｌｉｃｈ

去作 Ｌｏｅｂ 演讲，我很惊讶于他的头发已经花白，

１９９０ Ｙａｋｏｖ Ｓｉｎａｉ

那时他不过 ４４ 岁。今年 ８ 月，他应邀在北京举办

１９８９ Ｊｏｈｎ Ｓ． Ｂｅｌｌ

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做一小时演讲，正是中国人直

１９８８ Ｊｕｌｉｕｓ Ｗ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ｒｕｎｏ Ｚｕｍｉｎｏ

接接触他的机会。他将是第二次在这样的场合做一

１９８７ Ｒｏｄｎｅｙ Ｂａｘｔｅｒ

小时大会报告 ，这在数学家来说也是不得了的荣

１９８６ Ａ． Ｍ． Ｐｏｌｙａｋｏｖ

誉。陈省身先生也就做过两次这样的演讲。

１９８５ Ｄ． Ｐ． Ｒｕｅｌｌｅ
１９８４ Ｒ． Ｂ． Ｇｒｉｆｆｉｔｈｓ

最后，虽然我不认为他是当代的牛顿，无论从

１９８３ Ｍ． Ｄ． Ｋｒｕｓｋａｌ

数学或物理的角度来看，应当说他是我最佩服的人

１９８２ Ｊ． Ｃ． Ｗａｒｄ

之一，也是唯一一个他人仅凭努力不可企及的。祝

１９８１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

福他在有生之年达到他事业的真正的巅峰。

１９８０ Ｊａｍｅｓ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Ｇｌｉｍｍ ａｎｄ Ａｒｔｈｕｒ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ａｆｆｅ

Ｄｉｒａｃ Ｍｅｄａｌ

１９７９ Ｇｅｒａｒｄ ｔ Ｈｏｏｆｔ

２００２ Ａｌａｎ Ｇｕｔｈ， Ａｎｄｒｅ Ｌｉｎｄｅ， Ｐａｕｌ Ｓｔｅｉｎｈａｒｄｔ

１９７８ Ｅｌｌｉｏｔｔ Ｌｉｅｂ

２００１ Ｊｏｈｎ Ｊ． Ｈｏｐｆｉｅｌｄ

１９７７ Ｓｔｅｖｅｎ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

２０００ Ｈｅｌｅｎ Ｑｕｉｎｎ， Ｊｏｇｅｓｈ Ｐａｔｉ， Ｈｏｗａｒｄ Ｇｅｏｒｇｉ

１９７６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Ｈａｗｋｉｎｇ

１９９９ Ｇｉｏｒｇｉｏ Ｐａｒｉｓｉ

１９７５ Ｌｕｄｗｉｇ Ｄｍｉｔｒｉｙｅｖｉｃｈ Ｆａｄｄｅｅｖ

１９９８ Ｒｏｍａｎ Ｊａｃｋｉｗ，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 Ａｄｌｅｒ

１９７４ Ｓｕｂｒａｈｍａｎｙａｎ Ｃｈａｎｄｒａｓｅｋｈａｒ

１９９７ Ｄａｖｉｄ Ｏｌｉｖｅ，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ｄｄａｒｄ

１９７３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Ｇ． Ｗｉｌｓｏｎ

１９９６ Ｍａｒｔｉｎｕｓ Ｊ．Ｇ． Ｖｅｌｔｍａｎ， Ｔｕｌｌｉｏ Ｒｅｇｇｅ

１９７２ Ｊａｍｅｓ Ｄ． Ｂｊｏｒｋｅｎ

１９９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ｅｒｒｙ

１９７１ Ｒｏｇｅｒ Ｐｅｎｒｏｓｅ

１９９４ Ｆｒａｎｋ Ｗｉｌｃｚｅｋ

１９７０ Ｙｏｉｃｈｉｒｏ Ｎａｍｂｕ

１９６９ Ａｒｔｈｕｒ Ｓｔｒｏｎｇ Ｗｉｇｈｔｍａｎ

１９９０ Ｔｏｉｃｈｉｒｏ Ｋｉｎｏｓｈｉｔａ

１９６８ Ｓｅｒｇｉｏ Ｆｕｂｉｎｉ

１９８９ Ｎｉｃｏｌａ Ｃａｂｉｂｂｏ

１９６７ Ｇｉａｎ Ｃａｒｌｏ Ｗｉｃｋ

１９８８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 Ａｄｌｅｒ

１９６６ Ｎ． Ｎ． Ｂｏｇｏｌｕｂｏｖ

１９８７ Ｌｕｃｉａｎｏ Ｍａｉａｎｉ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Ｉｌｉｏｐｏｕｌｏｓ

１９６５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Ｊ． Ｄｙｓｏｎ

１９８６ Ｄａｖｉｄ Ｇｒｏｓｓ， Ｈ．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ｉｔｚｅｒ， Ｆｒａｎｋ

１９６４ Ｔｕｌｌｉｏ Ｒｅｇｇｅ

Ｗｉｌｃｚｅｋ

１９６３ Ｋｅｉｔｈ Ａ． Ｂｒｕｅｃｋｎｅｒ

１９８５ Ｔｏｓｈｉｈｉｄｅ Ｍａｓｋａｗａ ａｎｄ Ｍａｋｏｔｏ Ｋｏｂａｙａｓｈｉ

１９６２ Ｌｅｏｎ Ｖａｎ Ｈｏｖｅ
１９６１ Ｍａｒｖｉｎ Ｌ． Ｇｏｌｄｂｅｒｇｅｒ
１９６０ Ａａｇｅ Ｂｏｈｒ

Ｌａｒｓ Ｏｎｓａｇｅｒ Ｐｒｉｚｅ （ＡＰＳ ）

１９５９ Ｍｕｒｒａｙ Ｇｅｌｌ－Ｍａｎｎ

２００２ Ａｎａｔｏｌｙ Ｌａｒｋｉｎ
２００１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Ｉ． Ｈａｌｐｅｒｉｎ
２０００ Ｊ．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ｏｓｔｅｒｌｉｔｚ ＆ Ｄａｖｉｄ Ｊａｍｅｓ

Ｊ Ｊ Ｓａｋｕｒａｉ Ｐｒｉｚｅ （ＡＰＳ）

Ｔｈｏｕｌ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 Ｍａｒｃｉａｎｏ ａｎｄ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Ｓｉｒｌｉｎ

１９９９ Ｃ． Ｎ．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１ Ｎａｔｈａｎ Ｉｓｇｕｒ，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Ｖｏｌｏｓｈｉｎ， Ｍａｒｋ Ｗｉｓｅ

１９９８ Ｌｅｏ Ｐ． Ｋａｄａｎｏｆｆ

２０００ Ｃｕｒｔｉｓ Ｇ． Ｃａｌｌａｎ， Ｊｒ．

１９９７ Ｒｏｂｅｒｔ Ｈ． Ｋｒａｉｃｈｎａｎ

１９９９

Ｍｉｋｈａｉｌ

Ｓｈｉｆｍａｎ，

Ａｒｋａｄｙ

Ｖａｉｎｓｈｔｅｉｎ，

１９９５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 Ｆｉｓｈｅｒ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ｅ Ｚａｋｈａｒｏｖ
１９９８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Ｓｕｓｓｋｉｎｄ
１９９７ Ｔｈｏｍａｓ Ａｐｐｅｌｑｕｉｓｔ

Ｈａｎｓ Ａ． Ｂｅｔｈｅ Ｐｒｉｚｅ

１９９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Ｂａｒｄｅｅｎ

２００２ Ｇｏｒｄｏｎ Ｂａｙｍ

１９９５ Ｈｏｗａｒｄ Ｇｅｏｒｇｉ

２００１ Ｇｅｒａｌｄ Ｅ． Ｂｒｏｗｎ

１９９４ Ｙｏｉｃｈｉｒｏ Ｎａｍｂｕ

２０００ Ｉｇａｌ Ｔａｌｍｉ

１９９３ Ｍａｒｙ Ｋ． Ｇａｉｌｌａｒｄ

１９９９ Ｅｄｗｉｎ Ｅ． Ｓａｌｐｅｔｅｒ

１９９２ Ｌｉｎｃｏｌｎ Ｗｏｌｆｅｎｓｔｅｉｎ

１９９８ Ｊｏｈｎ Ｂａｈｃａｌｌ

１９９１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Ｎ． Ｇｒｉｂｏｖ

但是第一缕曙光往往是在最黑暗的时候出现的，看到这个曙光的人也是那些没有失掉信心
和兴趣的人。我们下一章开始讲与弦论第二次革命有关的，却是完成于第二次革命之前的工作。
第七章 先声
（第一节）
本想用“二次革命的先声”作为本章标题，但这样一来太象过去写国民革命的早期的文章
了，故简单地用先声，以期不落俗套。
超弦第二次革命其来也突然，使得很多人一时摸不着头脑，比如像我这样一直没有离开弦
论的人，也花了近半年时间来吸收。当时在国内的人，似乎还没有人意识到在美国、欧洲和印
度发生了什么。我在９７ 年回国访问，很多人还对所谓超弦革命持怀疑态度。感谢当时理论所
的所长苏肇冰先生，是他的诚意使得我的那次回国成为可能。其实早在９６ 年夏，苏先生就托
他过去的学生让我写一个短文介绍对偶的发展，目的是用在他当时向上面要钱的文章里。作为
一直关心场论发展的一个凝聚态物理专家，这样的态度与国内的一些场论专家形成明显的对
照。我写这一段，用意有二，一是不能忘记苏先生的作用，二是提醒大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虽然弦论在中国已有一定的影响，可是我们过去是怎样对待它的。
超弦的第二次革命之所以让许多人不知所措，主要原因是它的背景深藏于过去之中，要完
全接纳需要一定的时间。这些背景包括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的超对称、超引力、Ｋ－Ｋ 理论，还
有没有介绍的孤立子理论，以及相当多的有效量子场论。再有就是革命发生前的一些重要却没
有引起足够注意的发展，如所谓的Ｔ－对偶、卡－丘流形的镜像对称性，当然最后不能忘记更早
的关于Ｓ－对偶的猜测，以及森等人的较为近来的工作。所以在进入二次革命的正题前，应先介
绍一下这些背景。
但在介绍这些背景之前，觉得想说点关于中国研究超弦的话，说到哪儿是哪儿。为什么到
现在才提这个话题？或者有人问，为什么要讲这个？主要原因是，最近一些搞物理和数学的以
丘成桐先生为首，在杭州和北京搞了两个超弦的短会，请来了一些弦论界的重要人物，如威顿、
格罗斯、施特劳明格等人，再加上历来的理论物理的“形像大使”霍金，对学生和新闻界影响
不小，使得弦论从几乎无人注意（当然除了本坛上一些活跃的人和读者以及历年参加国内弦论
会议的人）一下子变成公众议论的话题。我记得有一次打的，司机在得知我是搞理论物理的时
候问我，模世界和我们的宇宙有没有关系？既然弦论在中国已成为公众的话题，谈一下弦论在
中国的历史应当是一个对大家有益的事。尤其对一些已经选弦论作为研究方向，以及希望进入
弦论的学生来说，这个话题是有用的。我已写了二十一节，贡献一节给中国，当然中国对弦论
的贡献远远不到二十分之一。
弦论的祖先之一，散射矩阵理论，在中国的历史和在世界的历史是一样长的。张宗燧先生
的两卷本著作含有比较详细的中国人对散射矩阵理论的贡献的文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戴元本
先生的工作。可惜的是，虽然弦论起源于散射矩阵理论，由於当时中国正处於文革，中国人在
早期对弦论并无贡献。中国人开始注意弦论，是在弦论的第一次革命中。记得我第一次听说弦
论，是因为看到了威顿等人关于卡－丘紧化的文章。
我个人比较幸运，在弦论的第一次革命后，有机会去意大利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接触到
当时的预印本，见到很多当时活跃的人包括威顿。从而早在８５ 年就开始写关于弦论的不重要
的文章了。在国内，除了理论所外，还有科学院研究生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的一些人开始
注意弦论，当然西北的侯伯宇等人也把注意力从反常转移到弦论。
作为作者，总是喜欢先谈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关的人，这里也不例外。当时的情况是，科大
的一些人，如方先生和他的学生，开始重视弦论。方集中精力研究他的天体物理，所以将研究

弦论的事情交给他的学生，我是他的学生，高洪波也是他的学生，比我晚些。高怡泓是方的半
个学生，所以如果这几个人还算对中国的弦论做了一点事情的话，方先生是间接地做了贡献。
方指导学生做学问的办法是放羊，有草吃没草吃全看学生自己的能力，我是很喜欢这种方法的。
当然，由於方本人不是弦论专家，不能直接告诉我们弦论中哪些是重要问题，这可能会延缓学
生的成长，但却是培养了学生的独立能力。对於他能直接指导的学生来说，成效就完全不同了。
尽管如此，我和高怡泓还是坚持了下来。相反，有一些专门研究场论和弦论老师的学生，却大
部分离开弦论甚至理论物理了。
听说有人有科大“三剑客”的说法，感谢这些人对我们的谬奖。这“三剑客”，当年在科
大的确是很“哥们”的，有酒一起喝，有文一同看。高洪波兄由於个人的事情在数年前离开弦
论。但他还一直注意弦论的发展，也是我们这个坛子的常客。他的物理背景在他现在的工作中
起了很大作用，他现在在加拿大已经是一个很成功的金融界人士了。只剩下我和高怡泓这两柄
秃剑还在慢慢地挥舞。其实科大当时还有一个非常独立的人，不但独立於老师，也独立於“三
剑客”，这人就是后来很有成就的卢建新。所以说，论对中国弦论界的贡献，科大为第一（仅
卢一人就可以了）。
再谈理论物理所，前面我提到苏先生，他不研究弦论，但对场论和弦论的重视超过很多场
论专家。理论所在一次革命后研究弦论的主要是老师，值得一提的是朱重远老师，他是一直支
持研究弦论的。有意思的是，理论所出来的唯一长期研究弦论的学生，也是他的学生，就是熊
传胜。熊有重要的工作，他和江口（Ｅｇｕｃｈｉ）的关于拓扑弦的工作在数学界有很大影响。可惜由
於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他也离开了物理。
浙江大学的汪容老师带了很多研究弦论的学生，包括虞跃先生。虞跃虽然后来离开弦论，
他的研究弦论的经历相信对他在凝聚态物理中的研究是有很大帮助的。
复旦大学倪光炯的学生陈伟，也是早期研究弦论的有数的人之一。他也离开弦论了，但在
干也许比研究弦论更有用的事：和朋友一同主持在新泽西州的一家英文科学出版社。蒙他的鼎
力相助，我和吴咏时先生合作编缉的一本物理中的非交换几何已经出版（大家快掏银子买书，
支持他的出版事业－－银子不会到我这里）。
西北大学带出了许多学生，如陈一新等人。西北大学至今还是国内研究超弦的基地之一。
北京的研究生院出了朱传界一人，也是异数。
再往后，弦论在中国越来越不受重视，就很少出人了。我知道的，也就是理论所吴可老师
的学生陈斌。而现在理论所的研究员喻明也是从国外回来的。从上面的超弦在中国的简史可以
看出，弦论在中国是亟需加强的。不但要寄希望于国家的更多投入，更寄希望于后来的学生。
（我很可能遗漏了很多，请大家补充）
（第二节）
上一节谈弦论在中国，其实有点离题。没有想到，离题的话居然更有市场，那一节看的人
大概是最多的了。这一节把话题收回来，谈谈超弦第二次革命前的一些背景知识。
最重要的，莫过於孤立子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弦论实现了爱因斯坦在研究统一场论
时的一个设想：在他的一个理想中，存在一个完美的引力理论，所有物质粒子在这个理论中都
是场方程的解。自１９９４ 年以来，孤立子在弦论中占有中心地位。几乎所有的物体，包括弦本
身，都可以看作是孤立子。
孤立子的经验发现虽然很早，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罗素骑马时在一个河道中看到的一个孤
立波，但在物理中很晚才作为理论和实验的对象。水波的第一个孤立波的解的发现也是迟至上
世纪六十年代由克鲁斯卡尔（Ｋｒｕｓｋａｌ） 等人作出的。孤立波或孤立子从那以后就几乎成了一个
独立学科。在很多情况下，孤立子的解看起来很难找到，但在一些简单的模型里可以用简单的

办法找到。
一个线性波动方程的解总是有能量弥散，开始时准备的一个能量很集中的波包经过一段时
间很就逐渐地扩散开来。所以要有一个或很多孤子解，波动方程就必须是非线性的。最简单的
是两维时空中的一个标量场论，其中相互作用的势能是场的四次多项式，有两个极小点。每个
极小点代表一种真空，能找到一个静态解，其在两个无限远处的取值是这两个极小点。因为是
连接两个真空点的解，这样的解叫纽结解（ｋｉｎｋ）。这个最简单的孤子是稳定的，因为它要是能
衰变的话，两个无限远点的真空必须变成同一个真空，这是做不到的。还存在反纽结解，它的
两个端点的真空与纽结解的完全相反。这样一个纽结解和一个反纽结解可以放在一起，因为纽
结解的右边的真空与反纽结解左边的真空是一样的。这个系统是不稳定的，因为两边的真空是
一样的了，这个不稳定性其实就是正反纽结的湮灭。
当时空的维数超过３ 时，有一个定理说，如果只存在标量场，就没有孤子解。通常，经典
场的能量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场在空间上的变化率有关，另一部分与场的势能有关。空
间变化率越大，场的能量就越大，所以这一项使得场倾向于在空间上变得更均匀，从而能量比
较分散。而势能项使得场变得很集中，在大部分的空间中场处於极小点。这两项有竞争的趋势，
可以平衡时，就可能存在孤子解。在高维的时空中，势能项取得优势，从而不存在孤子解。
在三维时空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在标量场以外再引入规范场。规范场的存在可以减
小标量场空间变化对能量的贡献，从而这一项与势能项可能取得平衡，规范场本身对能量的贡
献也可以是有限的。最简单的孤子解是所谓的涡旋解（ｖｏｒｔｅｘ），这个解的特点是一个复标量场
的取向与所在的空间点相对於原点的取向一致。这个解推广到三维空间中是一个弦状的解，因
为这个解不依赖于第三维，从而能量集中在平行于第三维的一个轴上。这就是有名的尼尔逊－
奥尔逊涡旋解（Ｎｉｅｌｓｅｎ－Ｏｌｅｓｅｎ）。
两维时空中的纽结解和三维时空中的涡旋解同属於一类，叫拓扑孤子解，因为这两种解中
有一个守恒荷，与拓扑有关。在前者，拓扑荷就是两个孤立的真空之差，是一个固定的数。在
后者，荷与所谓的绕数有关，也就是，绕原点一周，复标量场也在场空间上绕原点一周。如果
表量场绕原点不止一周，拓扑荷就更大。
在涡旋解的情况下，我们又说该解饱和波戈茅力（Ｂｏｇｏｍｏｌ＇ｎｙｉ） 下限。在这个简单的电磁
理论中，人们可以推出一个能量的下限，当所有的场都满足一些一阶微分方程时，这个下限被
饱和。所以从经典的观点来说，这个解是绝对稳定的。
当时空的维数高于三维时，我们就得引进非阿贝尔规范理论，去得到孤子解。最简单的例
子是一个四维时空中的ＳＵ（２）规范理论，加上一个在这个群下的自伴随表示的标量场。这个标
量场有三个份量，数目正好与空间维数相同（与纽结解和涡旋解的情形一样）。这时，我们也引
进一个势能项，使得极小点组成一个两维的面。现在构造一个解，其中标量场在场空间中的取
向与空间点相对於原点的取向一致。标量场在无限远处在极小点上取值，所以标量场把无限远
的两维球面映射到标量场的极小两维球面。这也是一个绕数为一的解，所以也是一个拓扑解。
由於关于纯标量场的定理，我们需要一个不为零的规范场。由於在无限远处非阿贝尔对称破缺
成普通的阿贝尔对称，这个一个磁单极解，带一个没有破缺的规范场的磁荷。这个解为玻利雅
可夫与特霍夫特同时在１９７５ 年发现。由於标量场的方向与空间方向一致，长得象一个刺猥，
所以那时又叫刺猥解（ｈｅｄｇｅｈｏｇ）。请注意，纽结解、涡旋解和刺猥解这三个名称都与解的形状
有关。我建议大家记住这些名称，因为这些名称包含解的大致性质。这些解都满足波戈茅力的
极 限 ， 所 以 这 些 解 统 称 为 ＢＰＳ 解 ， ＢＰＳ 来 自 于 三 个 人 的 名 字 （ Ｂｏｇｏｍｏｌ＇ｎｙｉ，Ｐａｒａｓａｄ，
Ｓｏｍｍｅｒｆｅｌｄ）。它们都满足一些一阶微分方程，这些方程又叫ＢＰＳ 方程。
假定时空的维数更高，能不能找到新的孤子解？答案是肯定的。在场论中，下一个例子是
五维时空。这里，我们仅仅应用一下四维时空中得到的解，这个解是玻利雅可夫于１９７５ 年发
现的瞬子解（ｉｎｓｔａｎｔｏｎ）。为何叫瞬子解？因为这个解是四维欧氏空间中的解，在场论中类似

于量子力学中的隧道穿透解，不是一个实际发生的过程，而是一个量子效应。这个解仅仅需要
非阿贝尔规范场，并不需要标量场了。在五维时空中，一个静态解不依赖于时间，实际上是一
个四维欧氏空间中的解，所以瞬子解正好应用到这里，变成一个孤子解了。瞬子解也是一个ＢＰＳ
解。
我们提到的孤子解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不为零的场在空间所有的点上都是光滑
的，没有奇异性。如果放弃这个要求，那么即使在一个线性的理论中也可以找到能量集中在一
个小区域的解，例如原来的点状电子为电磁场提供一个点状的源。这样的解不能叫做孤子解，
因为如果象量子电动力学中本来就有电子，这个解不能代表一个独立的自由度。如果没有电子，
这个解就毫无意义了。
我不知道在纯粹的场论中，高于五维时空是否存在孤子解。可能不存在。
如果有引力介入，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们可以说，黑洞就是一个孤子解。黑洞解虽然有
一个奇点，这个奇点与电子解的奇点完全不同。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黑洞的奇点不是存在
於空间中的某个点，不是在所有时间上都存在的，用行话说，不是一个类时点，而是一个类空
点，突然出现在某个时间上，有点象大爆炸宇宙的开始时的奇点；第 二，黑洞的奇点被一个视
界面藏起来了，站在黑洞之外的人看不到这个奇点。爱因斯坦理论是非线性的，所以这个类似
孤子解的黑洞的存在很容易理解。
所有的高维的爱因斯坦理论中都存在黑洞解，所以我们可以说，与通常的场论不同，引力
理论中总存在孤子解，无论时空维数有多高。也许两维时空和三维时空是特例。两维时空中，
度规本身没有任何自由度，从某种角度来说，自由度甚至是负的。为了引入黑洞，就必须引入
一个标量场，如伸缩场。引进这个标量场后，自由度的个数为零，即便如此，黑洞解就存在了。
在三维时空中，纯引力理论的自由度也为零，如果有一个负的宇宙学常数，黑洞解也存在。
当在一个理论中找到孤子后，接下来有一个量子化的问题，必须考虑所有场的量子涨落对
孤子解能量的贡献。计算这些贡献要将一个场以在孤子解附近的模来展开。对於玻色场来说，
可能存在零模，也就是对能量没有贡献的模。最简单的是对应于孤子位置平移的模，这些模又
叫模参数（ｍｏｄｕｉ ｐ 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因为它们是描述孤子自由度的参数。如果存在费米场，费米
场的零模也有重要的物理含义。这些零模通常是局域的，在空间上的积分是有限的。费米场的
零模，作为一个算子，作用在原来的孤子解上的时候，产生一个新的能量与原来一样的态，这
个态是费米子。在特殊情况下，如在纽结解情形，费米数甚至是１／２。
当存在超对称时，一个孤子解通常有几个伴随的态。如果这个孤子解不破坏一些超对称，
能量可能没有量子修正，特别是在这个孤子是一个ＢＰＳ 解的情况下。ＢＰＳ 解的能量满足下限，
而这个下限恰恰与一个拓扑荷有关，明显没有量子修正。当 ＢＰＳ 解同时又不破坏一些超对称的
时候，这个下限是超对称代数的一个结论。超对称代数没有量子修正，拓扑荷也没有量子修正，
所以孤子解的能量没有量子修正。
可能Ｎ 等於４ 的四维超对称规范理论最为有名，因为这里的孤子解是一个磁单极，有一半
的超对称没有破缺，所以其质量没有量子修正。同时，考虑到费米场的零模后，所有的解形成
一个超对称多重态，而且与原来的规范场超对称多重态的表示完全一样。这个特点，是该理论
可能存在强弱对偶的一个重要暗示，因为如果用磁单极作为基本变量，我们还是得到一个超对
称规范场论，且耦合常数是原来耦合常数的倒数。
以上谈到的所有孤子解在弦论中都有重要应用。弦论由於含有引力，所以也有不同于以上
孤子解的新解。这些解在超弦第二次革命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第三节）

这一节谈谈弦论中所有对偶的最简单的一种，Ｔ 对偶。这个对偶的发现比较晚，虽然人们
可能要问为什么不会更早一点。Ｔ 对偶又叫“靶空间”对偶（ｔａｒｇｅｔ ｓｐａｃｅ ｄｕａｌｉｔｙ），这里的
“靶空间”就是一般的空间，叫成靶，是因为弦的世界面被嵌入这个靶空间。顾名思义，这种
对偶是不同空间之间的对偶。
Ｔ 对偶是两个日本人于１９８４ 年发现的，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过去提到过的吉川圭二 （Ｋ．
Ｋｉｋｋａｗａ，有趣的是，如果你用ｇｏｏｇｌｅ 查这个名字，可以找到我先前提到他的那一节）。８４ 年
弦论刚复活，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个工作，后来大家又忙于第一次革命带来的一些时髦的问题，
更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工作了。最早注意到他们的工作的也是两个日本人，酒井和千田（Ｎ． Ｓａｋａｉ，
Ｉ． Ｓｅｎｄａ），他们的文章是第一个引用８４ 年的那篇文章的，这是在两年之后。很有意思的是，
吉川和山崎当初写那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了解释Ｔ 对偶，而是想通过对紧化后的卡斯米尔能量
的研究来使得紧化稳定。Ｔ 对偶不过是他们的意外收获，就是两年后的酒井和千田的文章，也
是想研究环面上的紧致化的真空能量。真正重视Ｔ 对偶是１９９０ 年前后。这个事例又一次说明，
很多重要的工作仅仅凭当时人的反映是不够的，有时是错误的。
当空间有一维紧化成圆时，如果没有超对称，一个量子场论会有卡斯米尔效应，同样，一
个弦论也有卡斯米尔效应。要研究这个效应，就必须计算在这个紧化下弦的谱。弦在没有紧化
下的谱很早就为人所熟知，分成质心运动部分和振动部分。同样，当弦在一个圆上运动时，也
分成这两部分，其中振动部分与没有紧化时并无不同。质心部分就很不同了，这时，弦在圆这
个维度方向上的动量不再是任意和连续的，而必须象一个粒子一样，要量子化，这和最早的玻
尔量子化条件并无不同。基本的量子化单位就是一个普朗克常数乘上圆半径的倒数，所以半径
越小，动量的间隙越大。如果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开弦，故事到此结束。如果是闭弦的话，除了
质心运动和振动之外，弦还可以绕在圆上。开弦当然也可以绕在圆上，但由于开弦的两端是自
由的，缠绕的方式在运动过程中会改变，从而没有一个守恒量与之对应。闭弦的绕数是守恒的，
所以绕数是一个好的量子数，必须出现在单个弦的谱中。不但如此，在弦的相互作用过程中，
弦的总绕数是守恒的，这个很容易通过想象弦的断开和连接来验证。这样，当我们考虑紧化空
间是一个圆时，单个弦的谱中就多了两个分立的量子数，一个对应于量子化的动量，一个对应
于弦的缠绕数。绕数对能量的贡献与圆的半径成正比。
从弦的谱来看，对两个量子数的依赖完全相同，只不过是系数不同而已。如果我们用一个
新的圆代替老的，让新的圆的半径是旧半径的倒数（以弦的长度标度作单位），那么在这个新
的圆上所得到的谱和老的圆上的谱完全一样，换言之，我们看不出这两个理论有什么不同。这
就是Ｔ 对偶了，两个理论看起来不一样，实际上是完全等价的。当然，我们要证明这个等价性
还必须证明除了谱之外，弦的相互作用也完全一样。在微扰论中，要证明这一点，只须证明每
个费曼图都相等就行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求在每一个高亏格黎曼面上，两维的共形场论完全
一样。这个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因为两个共形场论都是自由场论，计算关联函数是相对容易的。
有一个特别的半径是自对偶的，当它的倒数等于自身时。用弦的长度标度作单位，这个半
径基本上就等于弦的长度标度。半径小于这个自对偶半径对偶于一个大于自对偶半径的半径，
所以自对偶半径可以看作弦论中的最小尺度。Ｔ 对偶在９０ 年左右引起的兴趣基本上就是用来
论证弦论中有最小尺度，当然人们也用弦的散射振幅来说明这一点。
Ｔ 对偶在一个量子场论中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那里没有绕态，所以Ｔ 对偶完全是弦的性
质。Ｔ对偶的存在说明在弦论中，空间这个概念不是绝对的，是根据定义来的，从而是一个物
理的体现。有人会问，那么当空间中的一维是圆时，我们到底怎么决定它的半径。这是一个很
好的物理问题，回答也是很物理的，就是，要看容易激发的激发态是什么，以及各个态的耦合
强度。我们有两个对偶的理论，弦的偶合强度在原来的全部空间中是不一样的，而在约化后的
空间中（将圆除外）的耦合强度是一样的。假定原来的耦合都是弱耦合，我们就要看轻激发态
是什么。如果其中一个圆的半径大于自对偶半径，那么对应的动量模比对应的绕数模轻，我们
就说物理用的尺子是用动量模构造的，半径是这个大的半径。当这个半径太大时，耦合强度有
可能很大，这时就要仔细分析相互作用带来的后果了。当半径变小，绕数模越来越轻，我们就

可以用这些绕数模构造尺子，量的是对偶的半径，因为在这个对偶理论中，原来的绕数模变成
了动量模。
对于一个简单的圆来说，Ｔ 对偶就是简单地把圆的半径换成倒数，这样的操作形成一个简
单的群，就是Ｚ（２）。如果没有Ｔ 对偶，我们说由半径这个模参数组成的模空间是一个半直线，
从零到无限大，后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直线，如果我们用半径的对数做模参数。有了Ｔ 对偶，
直线在Ｔ 对偶的作用下反演了一下，我们将这个直线以自对偶半径那一点为原点对折，得到一
个新的模空间，这是一个半直线。
Ｔ 对偶自然地推广到包括更多的圆，这时就有更多的对偶操作，不仅仅是简单的Ｔ 对偶推
广。当然每一个圆的方向都可以作原来的Ｔ 对偶操作，当维度增多，还有一些纯几何的对称性，
如在环面情形，我们可以将环面的两个方向作交换，也可以选择两个完全不同的基本圆来形成
这个环面。这种纯几何的对称性已经形成一个相当大的群，有无数个群元，可以由两个生成元
产生。原来的两个Ｔ 对偶相结合使得整个环面的体积变成原来的倒数，再加上对弦论中普遍存
在的一个反对称张量场做变换，形成另一个群。这两个群的集合就是群ＳＯ（２，２，Ｚ）， 这里我们
不打算解释这个群的定义，希望学过群论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
我们统一地把几何对称和弦的Ｔ 对偶叫做Ｔ 对偶群，这个群随着环面维度的变大越来越
大，当维度是ｄ 时，这个离散群是ＳＯ（ｄ，ｄ，Ｚ）， 作用在模空间上。现在的模空间的参数由环面
上的几何参数以及反对称张量场组成。Ｔ 对偶群也作用在弦的谱上，作用也有直观的解释：弦
态的动量在环面上有ｄ 个分量，同样，绕数也有ｄ 个分量，由这２ｄ 个整数形成一个２ｄ 维晶格，
ＳＯ（ｄ，ｄ，Ｚ）是这个晶格的对称群。当我们观察质量谱时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群作用下质量谱不改
变。
应当提一下，我们一直没有太强调其它模参数。就世界面上的共形场论来说，只涉及到我
们提到的模空间。当我们考虑弦的相互作用时，就必须计及相互作用常数，这也是一个模参数，
它在Ｔ对偶的作用下也会改变。
由于Ｔ 对偶的发现和证明一直局限于谱和世界面，这种对偶严格说来只是在微扰论中被证
明。后来人们在简单的圆的情形利用规范对称性来说明Ｔ 对偶也是一种剩余规范对称性，这样，
Ｔ 对偶应当是一种严格的对称性，在非微扰论中也应当是成立的。
最后，回到Ｔ 对偶发现的原始文章，在那里，吉川等人计算了真空能量，发现在自对偶的
半径处能量取极小，这当然是对偶的一个简单结论。
（第四节）
我们前面介绍的Ｔ 对偶，既可以用在玻色弦理论中，也可以用在超弦理论中。用于玻色弦
时，情况很简单，无非由一个玻色弦得到另一个玻色弦；用于超弦时，情况稍复杂，在Ｔ 对偶
下，ＩＩＡ理论变成ＩＩＢ 理论，反之亦然。这个现象有一个简单的世界面上的解释。在世界上，
当我们做Ｔ 对偶时，是将动量模与绕量模互换，这个互换可以通过改变世界面上对应的标量场
（即紧化的那个空间） 的左手模的符号达到。由於要保持世界面上的超对称，对应的世界面上
的费米子的左手模也要改变符号。我们知道，时空中的费米子来源于两个雷芒分支，当世界面
上的一个左手费米子改变符号时，其所在的雷芒分支的手征性改变。这样，在Ｔ 对偶下，ＩＩＢ 弦
论中本来有相同手征得雷芒分支变得具有相反的手征性了，这就成了ＩＩＡ 理论。
Ｔ 对偶的存在说明弦论中空间这个概念不是绝对的，是根据动力学和物理解释获得的。Ｔ
对偶的一个较为复杂的推广是所谓的镜像对称性（ｍｉｒｒｏｒ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这是一个联系弦论和代
数几何的重要现象，我虽不是专家，还是在这里谈一下。
镜像对称性关于ＩＩＡ 弦和ＩＩＢ 弦的对称性，只有当紧化空间是卡－丘流形时才有。这个对

称性说，一个ＩＩＡ （ＩＩＢ） 理论紧化在一个卡－丘流形上时等价或即对偶于一个ＩＩＢ （ＩＩＡ） 理论
紧化在另一个拓扑和几何完全不同的卡－丘流形上。拓扑上的条件是，一个卡－丘流形的凯勒
（Ｋａｈｌｅｒ） 形变的参数对应于另一个卡－丘流形上的复结构形变参数。我们先解释这个要求的物
理含义。
在紧化后，我们通常要考虑每个十维的场会产生什么样的四维无质量场。例如，通过引力
场在紧化了的时空方向的份量，我们可以获得四维时空中的标量场。这些标量场的数目往往与
紧化空间的拓扑有关。间言之，一部分份量的零模由卡－丘流形的凯勒形变给出，另一部分零
模由复结构形变给出。巧的是，这两组参数的数目之差等于四维中零质量费米子的代的个数（如
果是杂化弦的话）。在镜像对称性的作用下，上述两组零模互换，总数不变，相差得绝对值也
不变。其实镜像对称性的发现相当晚，直到９０ 年才有人认真提出来。发现得晚的原因是，这
个对称性在几何上是不可思议的（要求卡－丘流形成对出现），对称性本身只有通过研究世界面
上的共形场论才变得明显。
当我们研究ＩＩＡ 或者ＩＩＢ 理论时，世界面上的共形场论具有超对称，即使当一部分空间是
卡－丘流形时，也有世界面上的超对称。此时世界面上有四个超对称，左手分支两个，右手分
支两个（记住在共形场论中这两个分支基本上是独立的）。在每个分支中，更有超共形不变性。
在这里，我们遇到将来经常遇到的概念，就是超对称ＢＰＳ 态。这里的态指的是世界面理论中的
态，而不是时空中的态。世界面上的超共形代数定义了一些特别的态，叫手征原初态（ｃｈｉｒ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这些态带一个守恒荷，而超对称代数表明该态的标度指数（ｓｃａｌ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等
於这个荷，这个关系是超对称ＢＰＳ所满足的关系。由於左手和右手都有一个超共形代数，所以
一个完整的算子带两个荷。我们上面所说的两种形变参数对应于这些手征原初态，所以共形场
论的知识决定了卡－丘流形的一些拓扑性质。现在，镜像对称性在共形场论中有很简单的解释，
两个镜像对称的卡－丘流形的描述对应于同一个共形场论，但算子的左手荷的符号被改变了。
一个近乎平庸的共形场论的对称变成了高度非平庸的空间对称性。
后来各种对偶的发展证明镜像对称性不仅有重要的物理应用，也有似乎更重要的数学应
用。现在转到二次革命前的另一个重要发现，规范场论的强弱对偶，又叫Ｓ 对偶。要解释这个
对偶，我们要回顾一下狄拉克１９４８ 年关于磁单极的工作。在麦克斯韦理论中，通常只假设电
荷的存在，没有磁荷。在这种情况下，电场和磁场可以统一地写成电磁势，是一个时空中的四
维矢量。如果没有量子力学，将电磁场分开来写或者统一地写完全是个习惯问题。有了量子力
学，这就成为一个物理问题了，很明显，一个电荷在电磁场中应当直接与电磁势耦合，这已经
由阿哈诺夫－玻莫效应的实验所证实。当有磁荷的时候，通常不能直接写电磁势。例如，只有
一个磁荷，也就是磁单极时，我们没有办法写出一个除了在磁荷那一点处处光滑的电磁势。如
果形式上扣除从磁荷处延伸到无限远处的一个半直线，我们就可以写出电磁势。这个电磁势在
扣除了的半直线处无法定义，这个半直线叫“狄拉克弦”。
当一个电荷在磁单极的磁场中运动时，我们还象过去一样假定电荷直接与电磁势耦合。但
是，我们不能假定狄拉克弦真的被扣除，所以电荷本身的波函数应当与狄拉克弦的存在无关，
这个要求导致磁荷和电荷量子化，叫狄拉克量子化。数学上，量子化要求电荷乘以磁荷是整数，
物理上，这个乘积很自然，因为电荷与磁荷的耦合强度既正比于电荷，也正比于磁荷。
狄拉克量子化条件也有一个很漂亮的数学解释。我们用同心球面来描述整个空间，中心就
是磁单极所在处。狄拉克弦与这些球面相交于球面的北极，所以电磁势在北极没有定义，换言
之，磁单极的存在使得电磁势在球面上的一个开集有定义。我们现在将球面分成上半球面和下
半球面，电磁势应当在这两个半球面上分别有好的定义。两个半球面相交于赤道，在赤道上，
两个定义不同，但也只相差一个规范变换，这个规范变换定义了一个纤维丛。考虑电荷在球面
上运动，电荷的玻函数在两个半球面上也分别有定义，在赤道上也相差一个规范变换。我们要
求这个规范变换沿著赤道是周期的，这就给出狄拉克量子化条件。
对於狄拉克本人来说，如果找不到磁单极，虽然有一点遗憾，因为不能很简单地解释电荷

的量子化了，故事也到此结束了。我们并不奢望电磁理论中真的存在磁单极。在有些非阿贝尔
规范理论中，我们两节前说过，真的存在磁单极解，所以在这些理论中我们就不能忽略磁单极
了。磁单极解，由於是孤子解，有一个孤子解的共性，不但所带的磁荷反比于理论中的基本电
荷，其质量也与电荷的平方成反比。当规范理论是弱耦合时，磁荷很大，质量也很大，一般不
介入低能现象。
如果我们考虑电荷与磁荷之间的耦合，由於狄拉克量子化，耦合永远是１ 的数量级，无论
电荷本身如何小。如果考虑磁荷与磁荷之间的耦合，耦合强度与电荷之间的耦合强度成反比。
自然地，人们问，有没有可能将带磁荷的孤子看成基本的激发态来构造一个新理论，在这个新
理论中，原来的基本激发态如电荷成为孤子？这是一个非常动人的猜测，很难验证，所以有很
长一段时期没有人认真地对待这个猜测。如果一个猜测是对的，那么新理论就是原来理论的对
偶理论，其中基本相互作用强度与原来的相互作用强度成反比，所以这个对偶叫强弱对偶。
现在看来，强弱对偶不会是普遍成立的。能够找到根据的强弱对偶都涉及到时空的超对称，
最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提过的Ｎ 等於４ 的超对称规范理论（ｓｕｐｅｒ Ｙａｎｇ－Ｍｉｌｌｓ，经常被简化为
ＳＹＭ，我在台湾经常看到这个缩写，原来是三阳摩托的简称）。这个对偶是英国人奥立弗－曼通
宁在１９７７ 年首先提出，后经奥斯本（Ｈ． Ｏｓｂｏｒｎ） 指出磁单极只有当有１６ 个超对称生成元时才
可能组成一个含规范粒子的超对称多重态（７９ 年）。这个对偶猜想被冷落了许多年，据我所知，
森也许是第一个重视这个对偶的人，他的出发点是弦论，最早的时间是１９９２ 年，后来史瓦兹
也相信了这个猜想。另外，龚特里特（Ｊ． Ｇａｕｎｔｅｌｅｔｔ） 也在１９９３ 年研究了超对称磁单极的低
能动力学，目的也是为了研究强弱对偶。Ｎ 等於４ 的强弱对偶不仅仅是简单的强弱互换。在这
个理论中，除了一个耦合常数外，还有一个耦合常数类似一个角，通常称为西它（希腊字母） 角
的，与一个拓扑项有关。这两个常数结合成为一个复数，强弱对偶可以推广为一个变换群，非
常类似两维环面上Ｔ 对偶的一个子群，就是ＳＬ（２，Ｚ）。
这些对偶变换预言，存在着无限多个磁单极和电荷的束缚态，带有任意整数个磁荷和任意
整数个电荷，这两个整数互素。除了磁单极本身，最简单的束缚态含两个磁荷和一个电荷。这
个束缚态的存在於９４ 年由森所证明，从而第一次给出强弱对偶的证据。
众所周知，塞伯格和威顿９４ 年的工作在场论界和弦论界唤起了人们对对偶的兴趣，而这
两个人对对偶的兴趣一部分来自森的工作。当然，很多人许久以前就提出了其它种类的对偶，
由於太缺乏证据，没有人相信，我们下一节谈谈这些“史前”猜想和相关的工作。非常有趣的
是，虽然一般地说强弱对偶比较罕见，却普遍存在於超对称规范理论中。进一步，这些强弱对
偶都毫无例外地可以在弦论中实现。毫不夸张地说，弦论是一切对偶之母（起码目前如此）。
（第五节）
在第二次革命前，一直致力于研究弦论中各种孤子解的，是达夫（Ｍ． Ｄｕｆｆ）。他和他的学
生，如卢建新，以及一些博士后，花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来研究弦论中的孤子解和分类，也提出
了一些对偶猜想。有些猜想没有太多的证据，特别是涉及到高维膜（ｂｒａｎｅ） 的，有的为后来的
发展证实。他们在九十年代初的努力虽然后来取得丰厚的回报（达夫本人也由此从德州的Ａ＆Ｍ
（农工） 大学转到密执安大学并在那里成立了一个理论物理中心），在当时基本为弦论界同行所
忽略，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否则我们可以想象二次革命可能提前两年发生。
弦论中除了引力场、伸缩子场外，还有常见的两阶反对称张量场以及更多的高阶（低阶） 反
对称张量场。在弦的世界面上，我们通常看到两阶反对称张量场出现，出现的方式类似一个微
分形式在两维面上的积分。这个耦合在弦论的一次革命中就被重视，但奇怪的是直到很晚人们
才意识到这意味着弦是带着这个反对称张量场的荷的。我们知道，一个带电荷的粒子与电磁势
的耦合方式就是电磁势对作用量贡献一个沿着世界线的积分。早在８４ 和８６ 年，内泊麦基（Ｒ． Ｉ．
Ｎｅｐｏｍｅｃｈｉｅ） 及泰特伯莫（Ｃ． Ｔｅｉｔｅｌｂｏｉｍ） 就指出，一个ｐ＋１ 阶的反对称张量场的荷是一种有
ｐ 维空间延展的物体，我们常称为ｐ 维膜，或简称为ｐ－膜。

所以，弦论中的弦有一个简单的物理解释，就是这种一维物体其实就是反对称张量场对应
的荷。当然，对于一个封闭的微观的弦来说，我们没有办法测量这种荷所产生的场，原因是只
有当弦是一根无限长的直线时，反对称张量场才有类似库仑场的形式，一个封闭的弦很像一个
电偶极矩，我们稍后再解释为何如此。
弦论中的“孤子”实在是一个大题目，我们也许需要两节才能把来龙去脉大致交待清楚。
我们从推广的狄拉克量子化条件谈起，这也是内泊麦基和泰特伯莫文章的主要结果。假定在一
个Ｄ 维时空中，存在一个ｐ＋１ 阶的反对称张量场，所对应的荷为ｐ－膜。ｐ－膜的世界体是ｐ＋１ 维
的，所以要求ｐ 不大于空间的维度，也就是Ｄ－１。考虑这个膜的延展是空间的一个ｐ 维的欧氏
子空间，其互补子空间是Ｄ－ｐ－１ 维的，我们通常叫这个互补子空间为横向空间（ｔｒａｎｓｖｅｒｓｅ
ｓｐａｃｅ）。ｐ－膜产生一个类似库仑场的反对称张量场，这个反称张量场不为零的分量正好带平行
于 ｐ－ 膜 的 时 空 指 标 ， 一 共 是 ｐ＋１ 个 指 标 ， 这 些 方 向 叫 ｐ－ 膜 的 纵 向 方 向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ａｎ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由于沿着纵向方向有洛仑兹不变性，反对称张量场只是横向方向的函数。
如果扣除ｐ－膜所占的那个ｐ 维空间方向，ｐ－膜看起来就象是一个生存在Ｄ－ｐ 维时空的一个
带电粒子。如果Ｄ－ｐ 恰恰等于４，我们就得到四维时空中的一个点状电荷。这样我们就可以直
接应用已知的知识，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点电荷有一个对偶的“磁荷”，也是点状的。回到原
来的Ｄ 维时空，一个ｐ－膜的对偶物体是一个点状磁荷，如果Ｄ－ｐ＝４。如果Ｄ－ｐ 大于４，我们就必
须人为地扣除一些ｐ－膜的横向维度，使得剩下的时空维度等于４，同样可以引入一个“磁荷”，
这被扣掉的维度可以看成是这个“磁荷”所 占的空间，也就是这个新物体的纵向方向，所以这
个新物体也是一个膜，其维度是Ｄ－ｐ－４。可以直接应用狄拉克的量子化条件，我们得出结论，
一个ｐ－膜和一个对偶的（Ｄ －ｐ－４）－膜所带的两种对偶荷满足量子化条件。这是内泊麦基和泰特
伯莫的主要结果。由于后来的进一步发展发现新的对偶，我们将这种对偶统称为电磁对偶。想
提一下，在泰特伯莫的工作后，我、高洪波以及高怡泓用了一个当时很时髦的拓扑方法重新获
得量子化条件。由于这个方法很形式，加之大家本来就不重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的文章没有
人理睬。
从数学上来看，上面的结论很容易理解。ｐ－膜对应的长程场，或可称为规范场，是ｐ＋１ 阶
反对称张量场，它的场强是一个ｐ＋２ 阶张量。类似电场的对偶是磁场，这时ｐ＋２ 阶张量在Ｄ 维
时空中的对偶是Ｄ－ｐ－２ 阶张量场，可以解释为Ｄ－ｐ－３ 阶反对称张量场的场强。现在，Ｄ－ｐ－３ 恰
恰是（Ｄ －ｐ－４）－膜的世界体的维度。
当Ｄ 是４ 时，如果ｐ 是零，那么Ｄ－ｐ－４ 也是零，所以互为对偶的物体在四维中都是点粒子。
我们也可以形式上取ｐ 等于－１，这个“物体”的对偶在四维中就是一个弦。当然不存在维度为
负的物体，但由于此时ｐ＋１ 是零，这个怪怪的东西可以解释成瞬子，因为瞬子的世界点是零维
的。这个对偶看起来怪，在弦论中是存在的，瞬子的对应的规范场是一个标量场，我们后来会
看到，这个标量场的真空期待值就是西它角。所以，当弦论紧化到四维时空时，总有一个标量
场存在，我们通常将这个标量场称为轴子场（ａｘｉｏｎ）。
当Ｄ 等于１０ 时，也就是所有的超弦理论的基本时空维度，取 ｐ 等于１，此时Ｄ－ｐ－４ 等于５，
也就是说弦的对偶物体是５－膜。５－膜的发现有一个有趣的历史，最早的５－膜应当是施特劳明格
于１９９０年构造的杂化弦中的５－膜。他利用杂化弦中存在非阿贝尔规范场，所以有瞬子解，将瞬
子解的四维空间解释为九维空间中的子空间，这样这个解不依赖另外的五维空间，解有５＋１ 维
的洛仑兹对称性，所以是一个５－膜。当然，由于这里是弦论，除了规范场以外，引力场和其它
零质量玻色场也应当是５－膜横向空间的函数。施特劳明格猜测，存在一个以５－膜为激发态的理
论，是杂化弦的强弱对偶。应当注意的是，虽然施特劳明格的５－膜也是弦的电磁对偶，它的性
质与Ｎ 等于２ 的两个１０ 维超弦中的５－膜完全不同，我们将来在谈到所谓的Ｄ－膜后再回到这个
话题。
取Ｄ 为１１，ｐ 等于２，我们由一个两维的膜出发，得到其对偶膜也是一个５－膜。很久以前，

人们就知道１１ 维超引力中含有一个三阶反对称张量场。要到１９８７ 年，以汤生为代表的一些人
才注意到这里有可能存在２ 维的膜，其无质量的激发态就是１１ 维超引力多重态。与弦不同的
是，模的世界体理论很难量子化，即使在最为简化的光锥规范下，也无法量子化，所以膜是否
是１１ 维超引力的微观理论还是一个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有一点没有疑问，就是，模的最低激
发态的确是１１ 维的无质量超多重态。现在，１１ 维超引力的微观理论被称为Ｍ－理论，其中有２－
膜和５－膜，它的量子力学性质还有待于发展。
１９８７ 年，我正好参加在的里雅斯特的一个２＋１ 维物理讨论班，汤生的几个合作者都去了。
记得伯格肖夫（Ｅ． Ｂｅｒｇｓｈｏｅｆｆ） 讲的就是超膜理论，他的开场白说，为什么要研究膜，回答是，
为什么不研究。当时我觉得这个回答太牵强，所以根本不去注意听他的演讲。今天看来，虽然
不得已可以用这样的理由，当时应当可以找到更好的理由来吸引听众的。从听众的角度来说，
“为什么不”这样的理由不能忽略。如果那时听众中有人听进去了，做了一点研究工作，说不
好这样的工作在今天来看就是重要的工作。
如果取Ｄ 为６，ｐ 为１，那么弦在六维中的对偶也是弦。的确，六维中的Ｎ 等于２ 的超引力
中有一个自对偶的两阶反对称张量场，其对应的荷既是电荷也是磁荷，这就是自对偶弦。如果
将弦作为基本激发态，弦的耦合强度不可能太小也不可能太大，因为它是自对偶的，狄拉克量
子化条件完全决定了耦合常数。
在两个Ｎ 等于２ 的十维超弦中，除了两阶反对称张量场外，还存在着所谓Ｒ－Ｒ 反对称张量
场，这些场从弦的一次量子化的角度看，来源于雷芒－雷芒分支，所以叫Ｒ－Ｒ 反对称张量场。
在ＩＩＡ 理论中，这些场的阶是奇数，对应的膜是偶数维的，有０－膜、２－膜、４－膜、６－膜、８－
膜。ＩＩＢ 理论中的张量场的阶是偶数，所以膜是奇数维的，有１－膜、３－膜，５－膜、７－膜、９－
膜，甚至还有－１－膜，就是瞬子。这个瞬子是纯粹的引力瞬子，因为这里还没有规范场。所有
的这些膜统一地叫做Ｄ－膜。
（第六节）
我们在上一节谈了谈弦论中可能存在的一些膜，这些膜的统一特征是带反对称张量场对应
的荷。如果膜的空间维数高于零，这个荷是延展的，均匀分布在膜上，如同膜上的能量密度一
样。所以膜的存在并不破坏延着膜的纵向方向的洛仑兹不变性。
在对应的低能理论，即经典超引力中，人们可以找到相应的解。解的方式很直接，在大多
数情形下，只要考虑度规，伸缩子场以及相应的反对称张量场。由于纵向方向上的洛仑兹不变
性，度规和张量场只能采取一些特殊形式。人们在解方程之前，可以假设有一个膜提供能量源
及荷。有趣的是，当方程解完了，往往发现其实并不需要能量源：由于度规及伸缩子的关系，
能量源在横向方向的原点往往被一个函数零化了。至于荷的源是否被零化，就要看情况了。这
里主要是看我们处理的是什么反对称张量场。如果是与弦相耦合的内吾－史瓦兹反对称张量
场，则弦或者与其对偶的５－膜的源没有被零化，所以这些解类似电磁理论中的电子，是有奇
异性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子解。如果反对称张量场是雷芒反对称张量场，那么荷源也被零
化了，这是真正的孤子解。此时，我们只是解低能引力场方程，能量源及荷源是一种非线性效
应，很像非阿贝尔规范理论中的磁单极解。
这些膜通常破坏时空中的一些超对称，保留一些超对称。简单的世界体是欧氏空间的膜只
破坏一半的超对称，超对称条件往往可以用来简化运动方程，因为这些条件通常是一阶微分方
程。这个事实与所谓的ＢＰＳ 条件有关，该条件我们在谈孤子时已经解释过。在这种情况下，给
定一个荷，带这个荷的所有可能的物体的能量有一个下限，下限正比于荷。当能量正好是这个
下限时，我们也得到一组一阶微分方程，与用超对称条件得到的方程一样。由于一部份超对称
没有被破坏，可以想象围绕这个孤子膜解的激发态是这些超对称的表示。通过过去研究孤子集
体坐标的经验，我们知道膜的世界体上的动力学一定是超对称的。当然有了解后这个结论是自
然的，但有一段时间人们不知道除了弦外，能否在高维膜上实现超对称。在场论中的膜解最早

发现可以实现的，是泡耳钦斯基和他的两个学生，这个工作在１９８６ 年作出，比他和他的另外
两个学生发现Ｄ－膜，要早了三年。
很容易将单个孤子解推广为多孤子解，表示有若干个平行的膜。这些膜由于不破坏同样的
超对称，也是稳定的位行，说明膜与膜之间的相互作用完全抵消。通常，两个膜之间有引力相
互作用，在弦论中，伸缩子所引起的力也是吸引力。由于膜都带同样的反对称张量场的荷，荷
之间引起的是排斥力。很明显，吸引力和排斥力正好抵消。其实，在没有超对称的情况下，如
果满足ＢＰＳ 条件，孤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抵消，规范场中的磁单极和瞬子解就是这样。
一旦找到了孤子膜解，下一步就是研究在其附近的激发态，特别是所谓的零模，因为零膜
就是集体坐标，控制膜的动力学。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对应于时空平移的零模，这些模的存在
对应于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膜的解中有不确定的参数，其中一部份是膜在横向方向的位置。
当这些位置依赖于膜的纵向坐标时，膜的位形在时空中是一个一般的弯曲的超面。由此可知，
这些零膜是局域在膜上的，对应的引力中的解也是局域在膜上的，但可以有一个宽度。
表面上看，孤子膜的解通常是有奇点的，这个奇点可以选择在原点。例如，与弦对偶的５
－膜就有奇点，特别在度规中，有一个看起来是奇点的原点。如果将弦看作理论的基本激发态，
我们应当研究孤子的弦度规，即弦感到的度规是否是奇异的。回答是，几何不是奇异的，只是
弦的相互作用强度在５－膜的中心变成无限大。在ＩＩＢ 理论中，存在一个二阶的雷芒－雷芒反
对称张量场，所以有对应的１－膜和５－膜，这个５－膜与前面的５－膜不一样，叫做Ｄ５－膜。同
样，从弦的角度来看，Ｄ５－膜的度规是非奇异的。所以这些孤子膜是真正意义上的孤子。进一
步，如果我们研究弦在５－膜背景下的运动，我们就发现弦的运动方程在任何一点都是定义好
的，不会发生测地线断开的现象：一个无限大的平行于５－膜的弦将花费无限长的时间才能到
达５－膜的中心，换言之，５－膜的位置可以看成视界。
弦本身也可看作是一个孤子解，最早发现这一点的是达波尔卡等人（Ａ． Ｄａｂｈｏｌｋａｒ）。虽
然在弦的所在我们不需要能量源，我们却需要二阶反对称张量场的源，就是弦的荷，所以弦很
像电磁理论中的电子，是个奇异解。弦的解中的度规更是奇异的，有一个曲率奇异点，就是弦
的所在处度规的曲率是无限大。达夫和卢建新猜测有一个基本的５－膜理论，这个理论与弦论
对偶。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应当从５－膜的角度来看弦。５－膜与弦度规的耦合不
是通常的耦合，要加一个伸缩子因子，所以５－膜看到的度规不是弦度规。如果将弦的解用５
－膜所”体会“到的度规表示出来，曲率奇异性就消失了。虽然我们不能认真地认为有一个基
本的５－膜理论，这个观察还是很有趣的。弦的相互作用强度在弦的所在位置变成零，这也是
一个合理的结果，否则可能与弦的微扰论
矛盾了。
也许杂化弦中的５－膜值得单独提出来谈一谈，因为这是施特劳明格以及哈维和凯仑（Ｃ．
Ｃａｌｌａｎ）十年前致力研究的，在经典引力的框架下算是研究得相当透彻的了。杂化弦的特点是
包含规范场，这就有可能将规范场的一些结果应用到那里去。最简单的是四维规范理论中的瞬
子。将这个瞬子嵌入到杂化弦中，六维的时空中的规范场是平庸的，所以我们得到一个５－膜，
其横向方向就是瞬子所在的时空。杂化弦另一个与众不同的是，运动方程要求规范场与曲率有
一定的关系，由两阶反对称张量场联系起来，这样度规自然也不能是平庸的。这样获得的５－
膜与其它弦论中的５－膜不同，进一步，其世界体上的动力学也非常特别，我们将在介绍Ｄ－膜
时详细谈这个不同。
史前的关于对偶的猜想有许多是希望高维的膜有基本理论，可以量子化，从而所对应的理
论可以有一个对偶，例如弦／５－膜的对偶。现在看来，高维膜不但很难量子化，可能作量子化
也是没有太多意义的。例如，Ｍ 理论中的两维膜就可能除了零质量粒子外，剩下的谱中的物体
都是极不稳定的，很快会衰变成零质量的粒子。
最后，我们谈谈当膜被激发后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坚持在引力中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必

须假定激发态沿着膜是均匀的，否则我们无法对方程作出严格解。如果激发是均匀的，那么沿
着膜的能量密度是均匀的，所以膜上面的欧氏对称还在。由于静态的能量不再有洛仑兹不变性，
引力解也破坏了这种不变性，从而类似黑洞的物体可以形成，因为度规的时间分量与其它分量
不同了。赫洛维芝与施特劳明格１９９１ 年就得到了这个解，的确是黑洞。我们后来会看到，膜
的均匀激发态是黑洞的解释将在理解黑洞的热力学上面起到重要作用。
先声就谈到这里，后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次革命了。
第八章 第二次革命：场论的发展
（第一节）
使人真正体会到革命的来到，无疑是塞伯格和威顿１９９４ 年夏天的两篇文章。我在第一章
中就提到，当时塞伯格并没有计划去亚斯本参加任何活动，他专程飞到那里宣传他和威顿的工
作。那时有两个讲习班交错地举行，一个和量子色动力学有关，另一个是超对称的讲习班。我
当时参加量子色动力学的讲习班，正在很有兴味地研究量子色动力学中的高能散射问题，不会
想到超弦的长达数年之久的革命就此到来。在大多数人们还在尝试理解塞伯格－威顿的工作
时，纽约时报以一版的篇幅介绍了他们的工作，评价极高。
这件重要工作建立在几个重要的概念之上。第一是塞伯格本人在过去一年发展的全纯分
析：场论中有一些参数和场的期待值，场论以全纯（ｈｏｌ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的方式依赖于这些量。在复
分析中，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函数是全纯的，通常就被确定了。第二是电磁对偶概念，不同于
我们前面谈到的Ｎ 等于４ 的规范理论，塞伯格－威顿所研究的Ｎ 等于２ 的理论本身没有电磁对
偶，但由于理论中存在磁单极，电磁对偶以及推广的ＳＬ（２，Ｚ）群可以作用在依赖于真空的一些
物理量上面，从而帮助我们理解该理论的一些性质。最后，老的概念如磁单极凝聚所带来的后
果也帮助了他们严格解出低能的作用量。
Ｎ 等于２ 的规范理论比Ｎ 等于１ 的规范理论有更多的限制，特别是对超对称多重态和作用
量的可能形式。如果我们将研究范围限制在自旋不超过１ 的场，在 ４ 维中只有两种超对称多重
态。一种叫手征多重态，又叫矢量多重态，含一个自旋为１ 的粒子，两个标量粒子和两个带手
征的自旋为１／２的粒子。用Ｎ 等于１ 超对称的术语来说，一个Ｎ 等于２ 的手征多重态含有一个
矢量多重态和一个手征多重态。Ｎ 等 于２ 超对称的另一个多重态叫“超多重态”
（ｈｙｐｅｒ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ｔ），含两个带手征的费米子，４ 个标量粒子，或者两个复标量粒子。我们可
以仅仅用手征多重态来构造Ｎ 等于２ 的超对称规范理论，此时理论中没有“物质”，是纯规范
理论。这个时候，手征多重态形成规范群的一个伴随表示，也就是说，对应于每一个规范群的
生成元，有一个手征多重态。也可以引入“物质”，就是超多重态。最简单的情形，这些超多
重态形成规范群的基本表示，这个基本表示可以自洽地与手征多重态耦合。手征多重态与超多
重态的共同特点是，每一个多重态中含４ 个玻色子和４ 个费米子，比 Ｎ 等于１ 的简单多重态大
了一倍。
塞伯格和威顿在第一篇文章中研究的是最简单的Ｎ 等于２ 的规范理论，只有手征多重态，
并且规范群是ＳＵ（２）。理论虽简单，内容却是出奇地丰富。首先，与Ｎ 等于１ 的单纯规范理论
不同的是，这里有一个复标量场，所以有许多不同的真空，每一个真空代表一个超选择分支－
也就是说，如果空间无限大，不同真空之间不可以互相过渡。很容易确定所有的规范不等价的
真空：作用量中的势要求复标量场与它的复共厄对易，这样在ＳＵ（２）的李代数中它们成正比， 通
过规范变换可以使他们转到嘉当子代数中去， 在这里是一个Ｕ（１）子代数。所以，在经典的层次
上，所有的真空由一个复变量来刻画，就是复标量场在Ｕ（１）中的真空期待值。一般地，当标量
场有真空期待值时，原来的对称性破缺到Ｕ（１），除了这个Ｕ（１）手征多重态保持零质量，其余的
粒子通过黑格斯机制获得质量。这些有质量的粒子都是带电粒子，带未破缺的Ｕ（１）的电荷。Ｎ 等
于２ 的超对称限制，不可能加上任何非平庸的超势，从而真空简并不可能被破坏，这样，将量
子效应计入，真空还是由一个复参量来刻画。

同样由于多了一个复标量场，理论中存在磁单极解，这个解完全等同于我们介绍过的磁单
极。不但如此，磁单极还可以带“电荷”，也就是理论中ＳＵ（２）未破缺子群Ｕ（１）的荷。其实，
存在无限多中既带磁荷又带电荷的双子（ｄｙｏｎ），这些双子是ＢＰＳ 态，所以质量完全由他们所带
的荷所决定，当然，这些荷通常有量子修正。要强调一下，所有的双子形成超对称的超多重态，
因为最大的自旋是１／２。
Ｎ 等于２ 的低能的、含导数不超过两次的有效作用量完全由一个全纯函数所决定，这个函
数叫初势（ｐｒ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初势是真空参数，即标量场真空期待值的函数，它的二次导数决定
了真空模空间（参数空间）上的度规，所以必须是正定的。在经典意义下，二次导数的虚部正
是规范耦合常数的倒数。在量子层次上，我们定义这个虚部就是有效耦合常数，包括圈图修正
以及非微扰修正。事实上，Ｎ 等于２ 的贝它函数在微扰论中只有单圈图的贡献，从而我们期待
初势除了单圈图的贡献外，只有非微扰贡献。塞伯格－威顿的结果显示，这些非微扰贡献都是
瞬子的贡献。
由于初势的二次导数与耦合常数有关，这个函数要正定的话就必须有奇点，这是复分析的
结果。为了保证物理没有奇异性，塞伯格和威顿引进了一个新的函数，使得真空模空间上的度
规是这个新座标与以前老座标（标量场的真空期待值）的一个简单二次型的“拉回”
（ｐｕｌｌｂａｃｋ），
这个新的标量代表的是磁单极相应的场，但不是什么真空期待值，因为一般情况下磁单极的质
量不为零，不会发生凝聚。引入了这个新的参数后，度规有明显的ＳＬ（２）不变性，也就是推广
了的强弱对偶。但我们再次强调，这不是物理上的强弱对偶，因为新的标量没有一个无质量的
磁单极与之对应。但是，在双子的质量公式中，这个新的标量与电荷标量同等地出现，所以双
子譜有明显地ＳＬ（２）不变性。据我看来，引入磁标量是塞伯格－威顿工作中的最大胆的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从场论的逻辑来说，这一步没有证明，自洽的结果将支持这个大胆的假设。
前面说过，在微扰论中，初势只有单圈图的贡献。当标量场的真空期待值很大时，非微扰
的贡献越来越小，因为瞬子的作用量越来越大，从而贡献成指数衰减，换成标量场的函数，成
负幂次衰减。这个理论又是渐进自由的，所以当真空期待值很大时，我们可以相信微扰论的结
果（除了那个渐进自由理论中的普适质量外，真空期待值是唯一的质量标度）。这样，初势在
真空模空间上无限远处的性质就被决定了。由于标量场的反演对称性，我们用标量场平方的真
空期待值来参数化模空间。由于这个全纯函数在无限远处有个对数分支点，绕无限远点一圈，
电标量和磁标量都发生变化，这个变化可由一个线性矩阵表示。其实，这两个标量形成模空间
上的一个两维的矢量丛。
接下来是塞伯格－威顿文章中的关键一步。既然无限远处是矢量丛的一个和乐（ｈｏｌｏｎｏｍｙ）
不平庸的点，那么由于模空间本身的拓扑平庸性，必须存在更多的和乐不平庸点。当这些点出
现时，物理的原因是什么呢？经过一番讨论，他们确定，唯一的可能是当新的奇点出现时，某
些粒子的质量趋向零，而这些粒子的自旋不超过１／２，只有双子才是可能的选择。所有奇点的
和乐形成ＳＬ（２）的一个子群，他们进一步论证，由于度规的正定性，这个子群不可能是可交换
的，这样要求除了无限远点外，至少还有两个奇点。
当这些奇点发生时，某些双子变成无质量的。如果磁单极变成无质量，那么那个磁标量为
零（通
过双子的质量公式），同时规范场的耦合常数变成无限大（因为磁标量的一次导数与耦合
常数成反比），也就是说原来的规范理论在这个奇点附近是强耦合的，从而相应的磁耦合是非
常弱的。磁单极含有一个标量粒子，如果质量为零，可以凝聚，也就是可以认为地使磁单极场
获得真空期待值。一旦磁单极凝聚了，色禁闭就要发生，理论中不再存在无质量的粒子，而真
空简并也消失了。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在原来的理论中，我们尝试加一个Ｎ 等于１ 的手征场
的质量项。当该项存在时，理论只有Ｎ 等于１ 的超对称，一般认为真空是唯一的，并且色禁闭
也将发生。但是如何使得本来是无质量的矢量粒子获得质量呢？最可能发生的是矢量粒子通过
黑格斯机制获得质量。黑格斯机制要求存在无质量的标量粒子，现在磁单极正好满足这个要求。

所以磁单极通过对偶的（即磁理论）的黑格斯机制使得光子获得质量。这对超势的要求同时给
出磁单极的凝聚值！
以上的分析支持新的奇点中的一个对应于磁单极成为无质量粒子的图象。在这一点，磁单
极是弱耦合的，可以应用微扰论，这一点附近的两个标量函数可以确定下来，从而这个奇点的
和乐也就确定了。现在，选择极小的可能：在无限远点和这个奇点外只存在第三个奇点，第三
个奇点的和乐由前两个和乐所决定。在第三个奇点，一个双子变成无质量的粒子。有了三个奇
点的和乐以及全纯性质，下面就不难通过复分析解出整个模空间上的两个标量函数，从而解出
初势了。所有这些函数与椭圆函数有关。事实上，原标量场平方的真空期待值是一个椭圆曲线
的模参数，而真空的模空间参数化了这组椭圆曲线。后来人们将这些椭圆曲线称为塞伯格－威
顿椭圆曲线。
最后，初势的二次导数给出有效耦合常数，以标量场的真空期待值展开，不难获得单圈贡
献以及瞬子贡献。
希望以上的冗长的文字描述能帮助大家了解哪怕是一点点塞伯格－威顿理论。如果想进一
步理解这个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进展，还需要阅读他们的原文。
（第二节）
我们前一节介绍塞伯格和威顿在１９９４ 年发表的两篇著名文章的第一篇，研究Ｎ 等於２的纯
规范理论，规范群为ＳＵ（２），这很快为其他人推广到更为一般的群。这里再简要说一下塞伯格
和威顿的结果。这个理论有无限多个真空，为一个复变量所参数化，就是黑格斯场的真空期待
值。低能的有效作用量完全被一个叫初势的函数所决定，初势给出真空模空间上的一个正定度
规。这个初势以及同样重要的电标量场和磁标量场都可以通过一组椭圆曲线来决定，每一个真
空对应一个椭圆曲线。在模空间上的两个奇点处，磁单极或者一个双子的质量为零，奇点对应
于一个简并的椭圆曲线（就是环面变成了一个圆）。如果给黑格斯场一个质量，磁单极（或双
子）发生凝聚，色禁闭发生。
在第二篇文章中，他们将这些结果推广到有超夸克的情形。这些超夸克是Ｎ 等於２ 的超多
重态，同时也形成规范群ＳＵ（２）的一个基本表示，一个这样的超多重态叫一代。通过对单圈图
的分析，当只有少于四代的超多重态时，理论在高能区是渐进自由的。当有四代超多重态时，
单圈图对耦合常数没有修正，他们猜测，也没有非微扰的修正，这样和Ｎ 等於４ 的纯规范理论
一样，四代的Ｎ 等於２ 的理论是共形不变的，同样也有强弱对偶。不但如此，由於ＳＯ（８）作用
在超多重态的费米场上，还有所谓的三重对称性（ｔｒｉａｌｉｔｙ，因为ＳＯ（８）的基本表示和两个旋
量表示都是８ 维的，它们有交换对称性，而理论中的ＢＰＳ 态也有这种对称性）。
由於引进了超多重态这样的物质场，理论就变得很复杂，一是粒子谱本身就复杂，加上可
以给每个超多重态以不同的质量，理论有不同的能区。在没有物质场时，纯规范理论的真空中
非阿贝尔对称性破缺成Ｕ（１）对称性，我们叫这些真空形成的模空间为库仑分支，因为长程力是
库仑力。当有物质场时，超多重态中的标量场，如果没有质量的话，也可以获得真空期待值（这
些方向往往叫做平方向，ｆｌ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如果仅有一代，要求势能为零的条件，所谓Ｄ 条
件，不允许有任何真空期待值。当代数超过一时，就会有新的平方向，在这些方向上原来的矢
量多重态中的标量场不能有真空期待值，而在新的真空模空间的分支上，规范对称性完全破缺，
所以这些新的分支叫做黑格斯分支。库仑分支和黑格斯分支只在某些点相交。
当有两代超多重态时，有两个黑格斯分支，每个分支是两维复空间，与库仑分支相交于原
点（在这一点上经典理论中所有的标量场为零）。当代数超过三时，只有一个黑格斯分支。当
然，塞伯格和威顿没有研究超过四代的情况，因为这个时候理论不在是渐进自由的或者共形不
变的，从而存在兰道极点，理论在微观上没有定义。

所有这些理论都有新的整体对称性，这些对称性有一部分是手征对称性，和量子色动力学
一样。当矢量多重态中的标量粒子被人为地加上质量时，超对称破缺为Ｎ 等於１ 的超对称，库
仑分支也变成一点或两点，也就是说只有有限几个真空。在这些真空中磁单极发生凝聚，色禁
闭发生。如果有无质量的夸克，人们预期手征对称性破缺，这个预期的确在这里得到证实。手
征对称性的破缺会产生ｐｉ 粒子这样的介子，是哥德斯通粒子。
回到Ｎ等於２ 的超对称情形，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量子效应如何修改真空模空间的结构，
从而决定低能有效作用量，以及稳定的粒子谱。当一些物质场没有质量时，存在黑格斯分支，
这些分支都是复空间，复维数是偶数。进一步，这些空间都是所谓的超凯勒空间
（ｈｙｐｅｒ－Ｋａｈｌｅｒ），度规为对称性所唯一决定，只是其绝对归一化由无限远处即渐进行为所决
定。可以说，没有量子修正，从而原来有的奇点还存在。
库仑分支就完全不同了。和纯规范理论一样，库仑分支还是一个一维的复空间。和纯规范
理论不同的是，此时奇点的个数以及奇点的行为（如绕奇点一圈的和乐）依赖于物质场的代数
及质量。无限远点依然是一个奇点，它的和乐由单圈图决定，从而与代数有关。与纯规范理论
相同的是，电标量和磁标量作为模参数的函数有非微扰的贡献，还是瞬子贡献，这些贡献依赖
于代数，因为不同的代数有不同个数的费米子零模，而瞬子的个数的贡献取决于这些零模。一
般地，只有偶数个瞬子才有贡献。
当物质场有质量时，ＢＰＳ 粒子谱也依赖于这些质量，从而质量公式里有三个量子数，两个
是以前的，电荷何磁荷，第三个是对应于这个夸克质量的量子数，是一个整体Ｕ（１）对称性的荷。
这样，质量公式不再有原来的某种ＳＬ（２）对称性，从而围绕一个奇点的和乐也不是Ｓ：Ｌ（２）的一
个元了。
塞伯格和威顿对所有情况下的模空间的奇点做了仔细的分析，结果自然十分复杂。举例来
说，在三代的情况下，假如所有的物质场有同样的质量。当这个质量很大时，在很远处有一个
奇点，因为在这个点，双子的质量公式告诉我们有带电的零质量粒子。因为物质场的质量很大，
模空间上靠近原点的低能有效理论等价于纯规范理论，当然这个纯规范理论的能标与三代理论
的能标以及物质场质量都有关系。这个纯规范理论有两个奇点，这样，加上无限远点和较远的
那个奇点，理论中共有四个奇点。
如果将三代的情况研究清楚，低于三代的理论可以通过研究重正化群得到。当然，如果四
代的情况知道了，连三代的理论都可以推出。奇点的情况就是这样通过逐步降低代数获得的。
当奇点的个数知道了，以及每个奇点附近的零质量粒子也知道了，接下来就可以研究每个
奇点的和乐。所有的和乐知道了，就可以导出塞伯格－威顿椭圆曲线，从而决定低能有效理论。
他们其实是从一代的情况开始研究椭圆曲线的。当超多重态的质量为零时，模空间的有限部分
有三个奇点。当物质场有质量时，椭圆曲线是能标和质量的多项式，这个多项式可以通过分析
瞬子贡献以及联系纯规范理论来获得。
当有两代物质场时，无质量的情况下有两个有限的奇点，同样，无质量的三代理论也只有
两个有限的奇点。椭圆曲线用同样的方法得到，只不过曲线公式越来越复杂。这些公式相互之
间是自洽的：比方说，在三代的情况下，如果将一代的物质场的质量推向无限大，同时保持低
能的特徵能标固定，我们应当获得两代的理论。
最后，四代的理论最为复杂。当物质场的质量都是零时，这是一个共形不变的理论，类似
Ｎ 等於４ 的超规范理论。由於没有量子修正，电标量和磁标量的公式很容易得到。但模空间的
库仑分支上的几何，虽然是真空期待值的简单函数，却是耦合常数的复杂函数。必须强调的是，
与渐进自由理论不同，那里没有耦合常数，只有能标，这里没有能标（共形不变），只有耦合
常数。没有理由认为椭圆曲线也由一个耦合常数的多项式来刻画，事实是，椭圆曲线由耦合常
数的两个椭圆函数来刻画。这个事实也证明了四代理论也有强弱对偶，其实是比强弱对偶更大

的对偶：ＳＬ（２）不变性。所以，从很多性质来看，四代理论很象Ｎ 等於４ 的规范理论。当四代
物质场获得不同的质量时，椭圆曲线也可以确定。自然，这些结果可以用来推出小於四代的理
论。
最后，我们谈谈威顿将他们的结果用到四维流形的数学上面，这是在数学界引起相当大的
震动的工作，虽然在物理界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当然弦论的研究者喜欢将这个工作作为场
论和弦论对数学有重要应用的一个典型来引用）。数学在８０ 年代末获得关于四维流形的微分
拓扑不变量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唐纳德逊不变量（ Ｄｏｎａｌｄｓｏｎ），这些不变量由研究四维流
形上的自对偶规范场获得。一个自对偶规范场就是瞬子解，所有这些解形成空间，其维数和四
维流形的拓扑以及瞬子数有关。唐纳德逊不变量是瞬子模空间上的一些积分。维顿于８８年在阿
蒂雅的启发下发现这些不变量对应于一个拓扑量子场论中的关联函数，而这个拓扑场论可通过
修改Ｎ等於２ 的规范理论中的超对称获得。这种修改是将一些超对称生成元由旋量变成标量，
所以叫扭变（ｔｗｉｓｔｅｄ）。标量的超对称可以看成ＢＲＳＴ 的对称生成元，所有可观测物理量在这
个被扭变的理论中都是ＢＲＳＴ 不变的。威顿指出，由於理论的作用量本身是一个量的ＢＲＳＴ 变换，
所以场论中的关联函数不依赖于耦合常数，也不依赖于四维流形上的度规。将度规变得任意小，
理论趋於紫外极限，所有的关联函数成为瞬子模空间上的积分，从而是唐纳德逊不变量。这个
结果只是指出数学上的不变量和量子场论的关系，对数学上如何计算这些不变量毫无帮助。
另外一个极限显然是红外极限。但在红外极限下，理论是强耦合的，所以乍看起来红外的
计算更为困难。９４ 年夏天之后，塞伯格－威顿在平坦的四维空间解决了低能问题，所以威顿
本人开始考虑红外的结果在数学中的应用。在低能极限下，真空的模空间上通常有一个零质量
的光子，但这个简单的理论对拓扑场论中的关联函数没有贡献。当我们趋向两个奇点时，出现
新的无质量粒子，就是磁单极和双子，这些新的场和光子耦合对关联函数有贡献。类似紫外的
情况，这些贡献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典”理论，而经典理论就是解电磁场与磁单极场的耦合
方程。威顿将这个方程组叫作磁单极方程。这些方程的解通常是分立的，可以定义有关的一些
拓扑不变量。将两个奇点的贡献加起来，就获得了拓扑场论中的关联函数的生成函数。威顿并
说明，奇点附近的真空对这个生成函数在红外极限下没有贡献。由於磁单极方程是阿贝尔的，
解的性质容易研究，这 就帮助计算唐纳德逊不变量。从物理的角度，他的结果很容易理解，而
从数学的角度，就很不可思议了。
其实，后来弦论的发展带来许多数学的结果，从数学的角度都很难理解。当然，即使是物
理本身也没有完全理解机制问题，如强弱对偶，还有许多要去理解的。这就说明，将来无论是
物理上还是数学上，场论和弦论都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三节）
可以不太夸张地说，第二次革命中纯粹场论的发展，主要工作在９４ 年就结束了。我们前
面介绍了最有影响的工作，塞伯格－威顿理论。在这个工作前后，塞伯格自己也作出非常重要
的工作。利用超对称所带来的好处，如超势的全纯性，来研究Ｎ 等於１ 的超对称量子场论，开
始于塞伯格，但在他和威顿的工作之前，还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从９３ 年开始，他和一些合
作者陆续获得一些非微扰的结果，这些结果当然到他和威顿的工作和他自己关于Ｎ 等於１ 的强
弱对偶的工作发展到极致。
要了解他的关于现在称为塞伯格对偶，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说他因这个工作只能做卡车司机
（与威顿比），的工作，我们要稍微谈谈量子场论中各种相。其实我们已经介绍了库仑和黑格
斯相，现在重复一下。库仑相就是在这个真空中，只存在阿贝尔规范对称性，长程力是由一个
或若干个光子引起的库仑力。在黑格斯相中，没有任何无质量粒子，原来的规范对称性完全由
黑格斯机制所破坏。还有第三种相，就是也提到过的色禁闭相。在这个相中，不存在有限能量
的非色单态，任何带色的态都被禁闭了。一般地说，在这个相中，粒子谱全都是有质量的，类
似量子色动力学，其中有胶球，可以看作是胶子形成的色单态，也有夸克形成的介子和重子。
介子由一个夸克和一个反夸克组成，重子由Ｎ 个夸克组成，这里Ｎ 是规范群的阶，也就是颜色

的个数。在色禁闭相中，也可能存在无质量的色单态。最后，还存在一种态，是塞伯格的工作
中所强调的，叫非阿贝尔库仑相，其中规范对称性没有破缺，但是也没有色禁闭，相互作用可
能是强的，也可能是弱的。当然，最典型的非阿贝尔库仑相是Ｎ 等于４ 超对称规范理论中模空
间上在原点的相。通常，这些相有共形不变性。总结一下，四维的量子场论可能有四种不同的
相。
色禁闭相应当在通常的量子色动力学中发生，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个自然的猜测还没有理论
上的证明。同样，色禁闭也在一些Ｎ 等於１ 的超对称规范理论中发生，这个已被塞伯格－威顿
的工作所证实。一个最为流行的色禁闭机制是磁单极凝聚，这早在量子色动力学被提出的初期
已为曼德斯塔姆和其他人所建议，但是，纯粹的量子色动力学中并没有独立的磁单极。而 Ｎ 等
於２ 的规范理论中有，所以当超对称破缺为Ｎ 等於１ 时，色禁闭通过磁单极凝聚发生。为什么
磁单极凝聚了就不会存在色单态呢？这是超导现象中的麦斯纳效应（Ｍｅｉｓｓｎ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的一
个简单推广。我们知道，超导电现象的机制是电子对的凝聚。一个电子对是玻色子，可以发生
爱因斯坦凝聚。当凝聚发生时，任何外界的磁场都不可能进入超导体。如果我们人为地在超导
体的内部放一对磁单极，那么磁单极的磁场被压缩成一条很细的磁力线管，从磁单极通向反磁
单极，因为磁通量必须守恒。这根磁力管带有能量，很像一根弦。如果超导体无限大，而我们
尝试放一个磁单极进去，就会有一个无限长的磁力管出现，从而能量无限大。如果我们将磁荷
解释为色，那么色单态有无限大的能量。现在，我们将这个麦斯纳效应推广到规范理论，将磁
荷与电（色）荷互换一下，以前是电荷凝聚，现在变成磁单极凝聚，以前是磁荷禁闭，现在就是
色荷禁闭了。Ｎ 等於１ 的量子色动力学除了包括Ｎ 等於１ 的矢量多重态（含规范场和胶微子，
后者是费米场），还可以含手征多重态。每一代有两个手征多重态，一个是规范群的基本表示
（如果规范群是ＳＵ（Ｎ）），一个是反基本表示，可以有若干代。Ｎ 等於１ 的量子色动力学大概是
最接近量子色动力学的理论了，与没有超对称不同的是，很多性质可以通过全纯分析和超对称
的其它性质获得。
这个系列理论的贝它函数，也就是耦合常数随著能标的变化，和质量的反常指标有一个严
格的关系。当代数小於色的个数时，理论是渐进自由的，所以应当有色禁闭。当标量夸克没有
质量时，存在许多平坦的方向，这些平坦方向克由介子场（和标量夸克成双线性关系）来描述。
事实上是，当代数小於色的个数的三倍时，理论总是渐进自由的，但理论的红外行为不仅仅是
禁闭相，可以有其它不同的相。如果代数超过颜色的个数，还可以用标量夸克来构造重子场（一
个重子含Ｎ 个标量夸克），理论的平坦方向由介子场和重子场一同描述。
当代数小於色个数，超势早在８３ 年就由塞伯格和他的两个合作者严格地算出来了，这个
超势是介子场的函数，包括瞬子贡献，在介子场的“原点”处不是解析函数。其实，当夸克无
质量时，超势没有极小，所以没有稳定的真空。这种跑离现象（ｒｕｎａｗａｙ） 在超对称理论中比
较常见。
理论的性质与代的个数密切相关。当代数大於色的个数加一时，真空的模空间没有量子修
正。当代数等於色的个数时，模空间有量子修正，这个修正与理论的能标有关（记住在一个渐
进自由的理论中，物理参数不是耦合常数而是特徵能标）。当代数等於色的个数加一时，量子
的模空间和经典的模空间一样，但是作为奇点的原点的物理解释不同：经典理论中是无质量的
胶子等等，量子理论中是无质量的介子和重子。
当代数超过色个数的三倍时，理论不再是渐进自由的，而在红外极限，理论完全是自由的，
所以是一个平庸的共形场论。因此，塞伯格集中精力研究代数小於色个数的三倍情形。当代数
同时又大於色个数的３／２ 倍时，他猜测理论在红外有一个不动点，也就是说贝它函数有一个非
平庸的零点，从而红外的理论是共形不变的。但这个理论显然不是自由的，因为理论在紫外才
是渐进自由的。
利用四维的超共形代数，可以推出一些严格的结果。例如，理论中存在一些所谓的手征算
子，类似希尔伯特空间中的ＢＰＳ 态（对於一个共形场论来说，一个算子的确对应一个态，这个

态可以用算子插在原点来产生）。和所有ＢＰＳ 态一样，一个手征算子的维度和它所带的一个中
心荷成正比，这个荷就是超量子色动力学中的阿贝尔Ｒ 对称性。所以，质量所对应的反常指标
就可以严格地算出来，代入我们前面说的贝它函数，就发现贝它函数的确为零。
当代数变小时，理论在红外的耦合越来越强，所以塞伯格寻求一个对偶理论，其红外耦合
在小的代数时是弱的。可以容易地看出，当介子场和重子场都没有期待值时，理论中的整体对
称性不应发生变化，从而在对偶理论中，这个整体对称性也只能由同样多的代数的超夸克来实
现。所以，两个对偶理论中含有同样多的手征超多重态。可以进一步证明，色的个数在对偶理
论中不同了，是代数减去原来的色的个数。
色的个数可以变化当然是强弱对偶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仔细一想，其实也可以理解，
规范对称性本身和整体对称性不同，后者是真正的对称性，而前者是一种描述的方便，可以说
是多余的对称性，例如我们考虑物理态时，总是要求态是规范不变的。
可以在新的对偶理论中构造重子，由於色的个数小於代数。但不能构造原来理论中的介子，
因为新的标量夸克的中心荷与原来的不同，所以要引入新的独立的介子场。塞伯格研究了所有
可能研究的性质，发现这个对偶猜想是自洽的，比如对偶的对偶回到原来理论。他猜测，对偶
的理论中的基本变量应当是磁荷。当代数小於色个数的三倍而大於色个数的两倍时，原来的“电
理论”是弱耦合的，红外极限是是弱耦合的非阿贝尔库仑相。我们前面说过，当代数大於色个
数的三倍时，电理论不再是渐进自由的，而红外极限是没有相互作用的库仑相。如果我们进一
步降低代数，到比色个数的两倍小时，电理论在红外变成强耦合的，而磁理论则是弱耦合的，
所以这是磁非阿贝尔相。磁理论可以一直延伸到小於色个数的３／２ 倍，此时电理论的耦合无限
大，而磁理论是完全自由的。
所以，塞伯格对偶的好处是可以对任意代数作研究，一个理论的耦合变强了，其对偶的理
论的耦合就变弱了。
塞伯格－威顿理论后来在弦理论中有若干种实现，也就是说弦理论可以用来证实他们的工
作，甚至可以走得更远。同样，塞伯格对偶后来在弦论中也有不同的实现，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写这一节的时候，超对称规范理论又有新的发展，这些发展与老的矩阵模型有关，我们在这
个系列中也许有机会提到。
第九章 第二次革命：弦论中的对偶
（第一节）
场论中的对偶如果是令人惊讶的，那么弦论中的对偶就是令人震撼的。９４ 年塞伯格－威
顿的工作带来一波研究超对称场论的热潮，一直持续到下一年，后来在弦论中还一而再、再而
三地出现。这个热潮却使得人们几乎完全忽略了９４ 年秋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胡耳和汤生
的关于弦论对偶的猜测。
这些猜测建立在过去的若干工作基础上，如芳特（Ａ． Ｆｏｎｔ） 等人的工作和森以及史瓦兹
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针对维象上最吸引人的弦论：４ 维的杂化弦。而胡耳和汤生的工作
主要针对型ＩＩ 弦论，虽然也涉及到杂化弦。
重视他们工作的可能只是少数几个人，包括威顿、森和史瓦兹。仅仅５ 个月后，威顿在９５
年南加州大学的超弦年会上公布了他的关于弦论中对偶的结果，这才将弦论界的目光引导弦论
上来。
我们先介绍胡耳和汤生的工作。这是一个相当有远见的工作，预见到后来许多弦论对偶，
可惜被人们忽视了一段时间。威顿后来的工作研究了更多的对偶，在细节方面为对偶提供了很
多证据，但就原创性来说，比之胡耳和汤生的工作似乎还稍有不如。胡耳和汤生的主要贡献是

提出了低维型ＩＩ 弦论的所谓Ｕ 对偶，以及一类四维杂化弦与一类四维型ＩＩ 弦的对偶。他们甚
至还提到了１１ 维超引力的可能作用。
Ｕ 对偶的字母Ｕ 的含义是统一（ｕｎｉｔｙ），就是弦论中的Ｔ 对偶和强弱对偶的统一。这里的
强弱对偶在形式上和我们上一章中讨论的Ｎ 等于４ 超对称规范理论的强弱对偶完全一样。这个
强弱对偶被森等人推广到四维的含有Ｎ 等于４ 超对称的杂化弦中，强弱对偶的群是ＳＬ（２，Ｚ），
也就是模为一的整数一般线性群。在规范理论中，这个群作用在一个复耦合常数上（实部为西
它角，虚部是规范场耦合常数），在杂化弦中，群作用在一个复标量场上。这是一个重要的变
化：在弦论中，没有自由的无量纲常数，任何这样的常数一定和一个标量场有关。
可是在胡耳－汤生之前并没有人猜测四维的Ｎ 等于８ 的弦论中有强弱对偶，他们只是简单
地认为如果杂化弦有，那么型ＩＩ 弦也应当有。弦论在四维的Ｔ 对偶群是一个极大的分裂正交
群－所谓极大分裂的含义是，第一，群是非紧的，第二，群是极大非紧的，它的极大交换子群
是一些实数群（Ｒ）的乘积。我们在第七章第三节中已经介绍了Ｔ 对偶，在四维中，型ＩＩ 弦的Ｔ 对
偶群是ＳＯ（６，６，Ｚ）。四维的极大超对称弦论是由型ＩＩ 弦紧化在６ 维的环面上获得的，所以弦谱
中含有６ 个动量模和６ 个绕数模，Ｔ 对偶群是这１２ 个模的转动变换。在四维中，强弱对偶群
作用的复标量场的实部是一个雷芒－雷芒标量场，而虚部是伸缩场（决定弦的相互作用强度）。
在Ｔ 对偶变换下，雷芒－雷芒场也作变换（是Ｔ 对偶群的一个旋量表示），所以，Ｔ 对偶群和
强弱对偶群不可交换。它们共同生成的群是它们的简单乘积要大，这个群就是Ｕ 对偶群。在四
维中，这个群是Ｅ（７，Ｚ）。Ｅ 是例外群，而这里采取的形式不是通常的紧群，是极大分裂群，即，
它的极大交换子群是实数群的乘积。Ｅ（７）有７ 个实数因子。
对于胡耳和汤生来说，Ｕ 对偶群的出现是自然的，因为Ｎ 等于８ 的超引力恰恰就有这个对
称性，而Ｅ（７）这个群是以连续群的形式出现的，不是Ｕ 对偶的分立群。它包含ＳＯ（６，６）和ＳＬ（２），
在弦论中由于动量和绕数的量子化，前者必须是分立的，所以，后者也应当是分立的，这就成
了强弱对偶群。换言之，超引力的对称群在量子理论中破缺为它的一个分立子群。
在Ｎ 等于８ 的超引力（弦论的低能极限）中，有七十个标量场，这是Ｎ 等于８ 超对称的极
小表示要求的。这七十个标量场，可以看作是群Ｅ（７）的一个陪集空间。陪集的一点就是Ｅ（７）
中的一个子群ＳＵ（８），前者的维度是１３３，后者的维度是６３，所以陪集空间的维度是７０。从弦论
的角度来看，七十个标量场中有三十八个来自于内吾－史瓦兹分支，其余来自雷芒分支。Ｔ对
偶群分别作用于这两个分支上，不将它们混合。比如说，三十二个雷芒标量场是ＳＯ（６，６，Ｚ）的
一个旋量表示。
在Ｔ 对偶的作用下，所有ＢＰＳ 弦态形成一个矢量表示。从一个ＢＰＳ 态出发，通过Ｔ 对偶的
作用可以生成所有的ＢＰＳ 态。当然，在Ｔ 对偶的作用下，弦真空的模－标量场的真空期待值会
改变，所以在Ｔ 对偶的作用下，一个ＢＰＳ 态被映射到另一个弦真空中的ＢＰＳ 态。但是弦的真空
期待值是可以连续改变的，将弦模连续变化到原来的值，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新的ＢＰＳ 态。所以，
ＢＰＳ 态必须形成Ｔ 对偶群的一个表示。
现在，我们用更大的Ｕ 对偶群可以产生更多的ＢＰＳ 态，很显然，有些态不是弦态。胡耳－
汤生猜测，这些态是非微扰态，是所谓的极端黑洞。这里极端的意思是黑洞的质量与一个荷成
比，这也是一个ＢＰＳ 态的性质。我们今后为了避免概念上的错乱不叫这些非微扰态为黑洞，而
干脆叫它们为孤子态。
这些孤子态，有些是过去大家熟知的态。比方说，和 ６ 微环面上一个动量模形成强弱对偶
群ＳＬ（２，Ｚ）的一个表示的是相应的ＫＫ 磁单极，在这里，沿着一个圆方向的动量是电荷，而ＫＫ
磁单极是相应的磁荷，它们一起形成强弱对偶群的一个矢量表示：它们之间可以任意转动。所
有孤子态中，许多是我们不很熟悉的，但我们第七章中已经提到过了。第七章中讨论的一些膜
就是这些孤子态的来源：当膜在６ 维环面上的一个封闭子空间绕一圈的时候，在四维中生成一
个粒子态。

一共有多少ＢＰＳ 态？当然有无限多个。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这些态可以带有不同的荷，一
共有多少独立的荷？例如，对应于强弱对偶，最简单的情况需要两个荷，电荷及磁荷。在 Ｔ 对
偶群的表示下，弦态共有１２ 个荷，６ 个动量模，６ 个绕数模。在强弱对偶群的表示下，６ 个
动量模带来６ 个ＫＫ 磁单极，那么６ 个绕数模带来什么？这６ 个绕数模对应的磁荷不是别的，
正是我们讨论过的内吾－史瓦兹５－模，如果弦绕在一个圆上，５－模的五根“腿”就绕在其余
的五个圆上。这样，我们一共有了２４ 个荷。
２４ 个荷还不能形成Ｕ 对偶群的一个表示，我们还需要其它的荷。这些荷，与雷吾分支中
的反对称张量场有关。
这些新的荷在强弱对偶群的作用下不变，所以不能分成电荷和磁荷。它们在Ｔ 对偶群下形
成一个３２ 维的旋量表示，与前面的２４ 个荷结合起来，共有５６ 个荷，形成Ｅ（７，Ｚ）的一个表示。
从雷芒反对称张量场出发，我们可以得到１６ 个四维的矢量场，它们有电荷及磁荷，共３２个。
当然，这些电荷和磁荷在强弱对偶的变换下不变。我们只是形式第叫它们为电荷及磁荷，Ｅ（７）
含有另一个ＳＬ（２）子群，在它的作用下，这些荷形成矢量表示。那么，这些１６ 个新的规范场如
何得到？以ＩＩＡ 弦为例，在十维中我们有一个矢量场，一个三阶反对称张量场。矢 量场在四维
中提供一个矢量场，而三阶反对称张量场提供１５ 个矢量场。
这样，Ｕ 对偶的猜测预言了一些新的孤子态，而这些孤子态作为弦论中的低能解早就存在
了，只是我们过去根本没有认为它们的确会在弦论的动力学中出现而已。我们在下一节中接着
介绍胡耳－汤生的工作。
（第二节）
上一节介绍了四维型ＩＩ 超弦的Ｕ 对偶，必须注意到，我们考虑的理论是十维型ＩＩ 超弦紧
化在六维环面上的理论，所以四维中的超对称是极大超对称。Ｕ 对偶群和超对称的个数有极大
的关系，当完全没有超对称时，我们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对偶。
没有在上一节提及的是为何我们要研究ＢＰＳ 态在对偶变换下的性质，而不是其它态。这是
因为ＢＰＳ 态是稳定的态，其存在和弦论中的模参数无关。举例来说，当我们变化耦合常数时（模
参数之一），ＢＰＳ 态谱不变，所以应当形成对偶群的表示。谱不变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质量不变，
质量是模参数的函数。比方说，当弦的耦合常数小时，弦的微扰态的质量与耦合常数无关（用
所谓的弦度规来测量），而孤子态有的与弦耦合常数成反比，有的与弦耦合常数的平方成反比，
所以在弱耦合下比弦的微扰态重，从而在动力学中不起主要作用。同样由于ＢＰＳ 态的质量没有
量子修正，所以作为模参数的函数可由弱耦合的计算确定。这样，孤子态在强耦合情况下反而
变得比原来的弦态要轻，从而在动力学中起到关键作用。Ｕ 对偶的存在告诉我们，在这个情况
下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耦合常数，相对于这个耦合常数，这些孤子态成为微扰态，而原来的
微扰态反而成了较重的孤子态。
我们说过，Ｎ 等于８ 的四维超弦理论的模参数空间是Ｅ（７）的一个陪集空间。考虑到Ｕ 对偶，
这个陪集空间上的真空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所以真正的模空间是这个陪集空间再除掉Ｕ 对偶
群，是一个陪集空间的陪集。原来的陪集空间是非紧的，就是说体积是无限大，而 考虑了Ｕ 对
偶后的模空间的体积是有限的。当然，这里的体积的定义是由理论中的标量场所决定的：在作
用量中，所有标量场的动力学项由模空间上的一个度规决定。我们谈的体积是这个度规决定的
体积。Ｔ 对偶群的佚与紧化的环面的维数相等，加上强弱对偶的佚为一，Ｕ 对偶群的佚就比环
面的维数大一。这是四维弦的情况，其实，高维弦的Ｕ 对偶群也一样，它的佚比紧化的环面大
一。
下面我们就简略谈谈高维的Ｕ 对偶。

由于Ｔ 对偶，紧化在环面上的ＩＩＡ 弦与ＩＩＢ 弦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区别这两种弦论，
只是在十维中我们要做一个分别。当型ＩＩ 弦紧化在五维的环面上时，我们获得五维时空中有
着极大超对称的弦论。这个时候Ｔ 对偶群是ＳＯ（５，５，Ｚ），加上强弱对偶，新生成的Ｕ 对偶群是
Ｅ（６，Ｚ），同样是Ｅ（６）的极大分裂形式。上升到六维时空，此时环面是四维的，所以Ｔ 对偶群是
ＳＯ（４，４，Ｚ），结合强弱对偶，我们获得的Ｕ 对偶群是ＳＯ（５，５，Ｚ）。七维时空的Ｕ 对偶群是ＳＬ（５，Ｚ），
由Ｔ 对偶群ＳＯ（３，３，Ｚ）和强弱对偶生成（注：六维和七维的Ｕ 对偶群在胡耳和汤生的文章中被
弄颠倒了）。到了八维，Ｕ 对偶群是ＳＬ（３，Ｚ）与ＳＬ（２，Ｚ）的直积，这个ＳＬ（２，Ｚ）和强弱对偶群不
同，强弱对偶群包含在ＳＬ（３，Ｚ）中。到了九维，Ｔ 对偶群仅仅是Ｚ（２）了，因为紧化空间是一个
圆，Ｔ对偶只是将半径变成其倒数。这样，Ｕ 对偶是强弱对偶与Ｔ 对偶的直积。最后，在十维
空间有两个不同的型ＩＩ 弦，ＩＩＡ 的对偶我们后面再谈，ＩＩＢ 的对偶就是强弱对偶ＳＬ（２，Ｚ）。
现在介绍胡耳－汤生工作中的第二个重要猜测，四维的杂化弦和一类四维的型ＩＩ 弦的对
偶。
在十维中，有两种杂化弦，其中一种的规范对称群是ＳＯ（３２），还有一种的规范对称群是
Ｅ（８）ＸＥ（８），这两个规范群的起源是弦在１６ 维环面上的左手模所带来的。当这些杂化弦紧化在
一个圆上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不同的规范群。一般地，这些规范群的佚总是１６＋２，不一定
比原来十维中的规范群要大，原因是我们可以让一些规范场在圆上获得真空期待值（叫做威尔
逊线），这些真空期待值的作用是使得所有不与其对易的群对成性破缺。我们在第七章的第三
节和第四节介绍了Ｔ 对偶，但没有提及杂化弦的Ｔ 对偶。在九维空间中，两个杂化弦是互相Ｔ 对
偶的。虽然它们在十维空间中的规范群不同，在九维中，可以利用威尔逊线和可能的规范增大
使得它们的规范群完全一样。规范增大的来源是圆半径可以在Ｔ 对偶变换下不变，从而可以有
更多的规范场出现。在十维中，由于１６ 维环面上只有左手模，所以Ｔ 对偶群是ＳＯ（１６，Ｚ）（见
第五章第二节）；在九维中，多了一个圆上的右手模和左手模，所以Ｔ 对偶群是Ｓ（１７，１，Ｚ）。
这样，规范群可以等价地由１７＋１ 维中的偶的自对偶晶格来决定，从而也就没有两种杂化弦的
区别（原理和我们在第五章第二节中介绍的完全一样，这个分类是第一次革命中纳阮（Ｎａｒａｉｎ）
发现的）。
当十维的杂化弦紧化在六维环面上时，我们获得四维时空中Ｎ 等于４ 的超弦理论。这时多
了这个环面上的右手模和左手模，Ｔ 对偶群变成了ＳＯ（２２，６，Ｚ），其中２２ 是原来的１６ 个左手模
加上６ 个新的左手模，第二个因子６ 是６ 个右手模。在这个Ｔ 对偶外，许多人在９０ 年代初期
猜测还有一个强弱对偶群ＳＬ（２，Ｚ），作用在一个复数场上，这个复数场的虚部是伸缩子场，而
实部是所谓的轴子场（在弦论中总有一个内吾－史瓦兹反对称张量场，这个张量场在四维中等
价于一个标量场，因为张量场的场强是三阶反对称张量场，而标量场的场强是一个矢量，它们
在四维中对偶）。由于杂化弦的强弱对偶只作用在内吾－史瓦兹场上面，所以与Ｔ 对偶群是对
易的。这样，四维杂化弦的Ｕ 对偶群是ＳＯ（２２，６，Ｚ）和ＳＬ（２，Ｚ）的直积。
我们前面谈到了四维极大超对称型ＩＩ 弦的规范对称性，当模参数任意时，对称性是阿贝
尔的，共有２８ 个。其中只有１２ 个是弦的微扰态生成的，与六维环面有关，而两外１６ 个来自
于雷芒分支，对应的电荷完全是非微扰的，也就是弦论中的孤子。四维极大超对称杂化弦同样
有２８个阿贝尔对称性，这些对称性的起源及电荷完全是弦的微扰态，是Ｔ 对偶群ＳＯ（２２，６，Ｚ）
的矢量。加上强弱对偶，我们共有５６ 个荷，另外２８ 个荷是磁荷，它们的起源是１０ 维里的０
－膜和６ 个ＫＫ 磁单极以及Ｈ－磁单极。
四维中还有一类超弦具有Ｎ 等于４ 超对称，这类弦由型ＩＩ 弦紧化在６ 维空间Ｋ３Ｘ 两维环
面上，其中Ｋ３ 是四维的卡－邱流形，它的存在使得一半的超对称破缺。我们同样可以获得２８ 个
阿贝尔规范场，其中四个来自于两维环面，余下的２４ 个来自于雷芒反对称张量场。以ＩＩＡ 为
例，原来的矢量场给出一个四维的矢量场，而原来的三阶雷芒反对称张量场可以用２２＋１ 个二
阶调和形式来展开，其中２２ 个来自于Ｋ３，一个来自于两维环面，这样三阶张量场的第三个指
标就是四维时空中的矢量。

我们同样可以数出型ＩＩ 弦论中的２８ 个电荷及磁荷，其中４ 个电荷是两维环面上的动量模
和绕数模，剩下的２４ 个电荷当然是孤子解，一个是ＩＩＡ 弦中的０－膜，带ＩＩＡ 理论中矢量场的
荷，剩下的２３ 个电荷来自于２－膜，分别绕在两维环面上以及Ｋ３ 中的２２ 个不可收缩的两维子
流形上。
这样，我们自然猜测这些新的四维Ｎ 等于４ 的弦论和原来的杂化弦完全一样，这个猜测是
胡耳－汤生的第二个重要猜测。如果这个猜测是正确的，那么型 ＩＩ 弦的对偶群也必须是
ＳＯ（２６，２，Ｚ）与ＳＬ（２，Ｚ）的直积。我们看看从型ＩＩ 弦出发能否得到这个群。首先，两维环面带来
Ｔ 对偶群ＳＯ（２，２，Ｚ），等价于两个ＳＬ（２，Ｚ）的直积。其次，Ｋ３ 理论告诉我们有一个推广的Ｔ 对偶
群ＳＯ（２０，４，Ｚ）。考虑到型ＩＩ 弦的强弱对偶，还有一个强弱对偶群，这样总的佚的确是１５，与
要求的相同。
胡耳和汤生并没有给出我们在以上两节介绍的Ｕ 对偶的更多证据，只是指出，所以这些可
能和１１ 维超引力有关。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对偶，我们必须介绍威顿９５ 年三月份的工作。我们在下一节开始介
绍威顿的工作。
（第三节）
威顿的文章《弦论在不同维度中的动力学》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将１１ 超引力纳入了弦论的
框架。胡耳和汤生在他们的文章中已经提到１１ 维超引力，但主要讨论紧化到低维时空时的ＢＰＳ
谱，没有直接猜测这个理论在弦论中的位置。威顿则明确无误地说，十维ＩＩＡ 弦论的强耦合极
限是１１ 维超引力。当然他并没有说这个理论本身是自洽的量子理论，只是说低能物理由这个
理论给出。事实上，１１ 维超引力所对应的量子理论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全的答案。几乎与威顿
同时，汤生在一篇短文中指出了１１ 维超引力的作用，特别指出十维中的弦是由１１ 维的膜而来。
但他所持的１１ 维膜是基本动力学态后来没有得到什么证据。
威顿首先指出，十维ＩＩＡ 超对称代数允许一个中心荷，这个中心荷不是别的，正是雷芒矢
量规范场所对应的荷。当质量正比与这个荷时，态是ＢＰＳ 态，当然这些态不在弦的微扰谱中出
现。存在极端黑洞解，其质量和电荷是连续的。考虑到量子效应，电荷必须量子化，最简单的
可能是这些电荷是一个基本电荷的整数倍。威顿证明，质量与电荷的正比系数与弦的耦合常数
成反比，而电荷与耦合常数无关，所以质量和耦合常数成反比。只是在弦论中才有这种现象出
现，在一个场论中，一个孤子的质量与耦合常数的平方成反比。
在强耦合极限下，这些孤子的质量越来越小，逐渐趋于零。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在什么
样的十维理论中会有无限多个无质量的粒子呢？一个微扰弦论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的无质量粒
子，所以ＩＩＡ 弦的强耦合不可能对偶于另一个弦论。一个最简单的可能是，这些轻态其实是一
个１１ 维理论紧化在一个圆上的动量模。当弦耦合常数趋于无限大时，圆的半径也趋于无限大。
由于１１ 超对称代数必须约化为十维ＩＩＡ 超对称，只有一个理论，其低能极限就是１１ 维超引力。
不但如此，我们可以通过通常的ＫＫ 程序由１１ 维超引力的低能作用量获得十维的ＩＩＡ 低能作用
量－这个关系很久以前就知道了。威顿通过这种办法获得第１１ 维，即那个圆，的半径与弦耦
合常数的关系。一个强耦合的十维理论其实是一个１１ 维理论的确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另一个十维型ＩＩ 弦是ＩＩＢ 理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理论有强弱对偶，当弦的耦合
常数变大时，理论对偶于一个弱耦合的ＩＩＢ 弦，我们可以称这样的对偶为自对偶，因为两个理
论除了耦合常数不一样外是同一个理论。
当型ＩＩ 弦紧化到低维时，我们获得更多的对偶，就是Ｕ 对偶。威顿作了一个很重要的分
析，就是研究模参数的不同极限，看能得到什么样的弱耦合理论。分析表明，只有两个弱耦合
极限，其一是弦论，其二是１１ 维超引力，前者由ＩＩＢ 弦的强弱对偶所控制，后者由威顿指出

的ＩＩＡ 与１１ 维理论的对偶所控制。
在有着Ｕ 对偶的低维弦论中，弦的耦合常数不再是一个特别的常数，它与其它的一些模参
数地位是一样的。由于Ｕ 对偶群是一个极大分裂群，有若干非紧的方向，其数目和群的佚相等。
模空间的非紧方向也有这么多，而弦耦合常数只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其余的方向有的紧化环面
上的半径。举一个例子，当型ＩＩ 弦紧化在三维环面上时，我们得到七维弦论，其Ｕ 对偶群是
ＳＬ（５，Ｚ），模空间有４ 个非紧的方向，一个是耦合常数，另外三个是三个半径。我们可以研究
顺着其中任意一个方向走到无限远时ＢＰＳ 态的谱，比如将弦耦合常数调到无限大。威顿定义了
所谓极大方向，其含义是沿着这个方向ＢＰＳ 的谱中的变成无质量的态是极大的，不能靠调其它
模参数使其变得更大。扣除置换对称（如交换两个半径），只有两个独立的极大方向。一个极
大方向对应于七维的弱耦合弦论，另一个极大方向对应于１１ 维超引力：七维弦论可以看着是
１１ 维理论紧化在四维环面上，这个极大方向就是将４ 个半径变成无限大，所得到的轻ＢＰＳ 态
就是１１维超引力子。
同样，当考虑那些非极大方向时，可以得到高于七维的弦论。这个思路可以用到更低维的
弦论，威顿获得一个自洽的图象，当沿着一个非紧参数走到无限远时，我们或者得到一个更大
维度（也可能是同维度）的弱耦合弦论，或者得到１１ 维理论。当一个高维弦论出现时，没有
破缺的对偶恰恰就是这个维度型ＩＩ 弦论的Ｕ 对偶。这样，不同维度弦论的Ｕ 对偶以及１１ 维理
论形成一个自洽的系统。
最后我们指出，两个十维的型ＩＩ 弦都可由１１ 维理论的紧化获得。ＩＩＡ 理论是１１ 维紧化
在一个圆上的结果，圆的半径小于１１ 维的物理标度－普朗克标度－时，我们得到弱耦合弦论，
弦的耦合常数与圆的半径的３／２ 次方成正比。而十维的ＩＩＢ 弦可由１１ 维理论紧化在一个二维
环面上得到，这是一个九维理论，要回到十维，我们可以将环面的两个半径缩小，一直趋于零，
但两个半径之比要固定，这样ＩＩＢ 弦的耦合常数也固定了：它正好是两个半径之比。我们可以
将ＩＩＢ弦的强弱对偶理解维１１ 维理论的几何对称性，将两个半径互换，这样弦耦合常数就变成
原来的倒数。我们以后再详谈这个对偶。
威顿同样对杂化弦和型ＩＩ 弦的对偶做了细致的研究。我们前面介绍的的四维Ｎ 等于４ 的
杂化弦与型ＩＩ 弦的对偶，其实可由六维的杂化弦与六维的型ＩＩ 弦的对偶得来，前者是十维杂
化弦紧化在四维环面上，而后者是十维ＩＩＡ 弦论紧化在Ｋ（３）上。威顿研究了两个理论的低能作
用量，发现它们是一样的，只要重新定义场，特别是伸缩子场。这两个理论之间的对偶是强弱
对偶。
当我们进一步将两个理论紧化在两维环面上时我们就得到以前的两个四维弦的对偶，同时
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杂化弦紧化在两维环面上时，会产生一个新的Ｔ 对偶群，就
是ＳＯ（２，２，Ｚ），可以写成两个ＳＬ（２，Ｚ）的直积，一个ＳＬ（２，Ｚ）作用在环面的复结构参数上（就是形
状参数），另一个作用在由面积和反对称张量场组成的一个复标量场上面。同样，型 ＩＩ 弦紧化
在两维环面上也产生一个ＳＯ（２，２，Ｚ）Ｔ 对偶群。这个Ｔ 对偶群和杂化弦的不完全一样，因为两
个理论中的场作了重新定义。两个度规不一样，但成正比，这样两个不同环面的复结构是一样
的，从而两个Ｔ 对偶群Ｓ（２，２，Ｚ）中的一个因子ＳＬ（２，Ｚ）是一样的，但两个环面的面积不一样，
并且反对称张量场的份量也做了置换，所以第二个ＳＬ（２，Ｚ）因子不一样。通过研究场的对应，
不难看出，杂化弦的第二个因子变成型ＩＩ 弦的强弱对偶，而型ＩＩ 弦的第二个因为变成杂化弦
的强弱对偶！所以四维弦中的强弱对偶竟然和另一个弦论中的Ｔ 对偶一样。
威顿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型ＩＩ 弦中的新的规范对成性的起源。在六维中，虽然杂化
弦的规范群一般地是２４ 个阿贝尔群的直积，但当模参数取一些特别的值时，可以有非阿贝尔
对称性的出现。最大的非阿贝尔群的佚不超过２０，但可以是三类典型群中的一种。我们知道，
型ＩＩ弦（实际上是ＩＩＡ 弦，因为Ｋ（３）上的Ｔ 对偶不混合ＩＩＡ 和ＩＩＢ）中的规范场来自于雷芒反
对称张量场，只能是阿贝尔的。那么非阿贝尔对称性从何而来？威顿指出，流形Ｋ（３）可以有一
些迹形（ｏｒｂｉｆｏｌｄ）奇异性，当模参数在迹形奇异点时，Ｋ（３）中的一些两维子流形变成一点，

这些奇异性正好可以由三类典型群分类，与杂化弦的典型群吻合。所以他猜测当 K(3)处于一
个迹形奇异点时，型 II 弦中有非阿贝尔对称性产生。我们以后再介绍规范场从何而来。
威顿不但研究了这个对偶在低于六维弦论中的体现，也研究了在高于六维中的体现。他并
做了关于十维杂化弦的猜测，就是，有着规范群 SO(32)的十维杂化弦对偶于型 I 弦。这也是
一个大胆的猜测，因为杂化弦是闭弦理论，而型 I 弦是开弦理论，很明显这个对偶是强弱对
偶，因为两个弦的微扰谱不一样：假如是弱弱对偶，那么我们应当在杂化弦的微扰谱中看到开
弦，反之亦然。通过研究低能作用量，我们看到的确是强弱对偶。
另外，既然六维杂化弦对偶于六维 IIA 弦，既然 IIA 弦有 11 维起源，那么杂化弦是不是
也有 11 维起源？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如将 11 维理论紧化在 K(3)上，获得的七维理论可以有
七维杂化弦的解释，当杂化弦是强耦合时，11 维理论是弱耦合的。我们可以继续追问，十维
杂化弦有没有 11 维理论的起源？威顿没有立即回答这个问题，但半年后他和哈加瓦(P. Horava)
一同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四节）
我们已经提到十维中有 SO(32)规发群的杂化弦与型 I 弦的对偶，但 想把具体的介绍放在 D
－膜的后面。十维中最后的一个对偶是规范群为 E(8)XE(8)的杂化弦的强耦合极限与 11 维理论
的对偶。这个对偶也相当出人意表，所以到了 95 年的十月份才被威顿和哈加瓦提出来。
11 维理论不是别的，正是型 IIA 弦的强耦合极限。这个理论还没有很好的微观定义－当然
有一个矩阵模型，低能极限是 11 维超引力。当然，杂化弦的强耦合极限不是简单的 11 维理论
紧化在一个圆上，因为十维的杂化弦只有 N 等于 1 的十维超对称。如果我们顺着 IIA 弦强耦
合的思路，那么我们需要将 11 维理论紧化在一个一维的空间上同时破坏一半的超对称，因为
11 维理论直接下降到十维产生十维的 N 等于 2 超对称。
一维空间的分类很简单，只有四种。如果我们要求紧化后的十维理论的确象一个十维理论，
那么这个一维空间必须是紧致的。只有两种一维紧致空间，圆或者有两个端点的线段，后者可
以通过圆的迹形得到：在圆上取两个对极点，然后以它们为基点将圆对折。这个线段是一个迹
形，因为对折可以看作是群 Z(2)的作用，而两个端点是这个群作用的不动点。
在 Z(2)的作用下，第十一维反演，11 维理论不变，只要 11 维理论中的三阶反对称张量场
同时做反演。理论不变是弦论中构造迹形模型的必要条件，如同我们由一个对称图形出发通过
对称性构造更小的图形。11 维理论中的费米场在反演下也要做变换，这个变换是量子场论中
熟悉的，就是将费米场乘以一个第十一维的伽马矩阵。由于迹形中的态必须在反演不变的，所
以费米场只剩下一半，就是那些在第十一维伽马矩阵作用下不变的场。从十维的角度来看，这
些场的手征是正的。同样，遗留下来的超对称在十维中的手征也是正的，所以只剩下十维 N
等于 1 的超对称。
我们必须说明，哈加瓦-威顿的迹形构造是假定了 11 维理论的确可以做迹形构造，这个假
定是自然的，因为 11 维理论的特殊情形是型 II 弦论，弦论可以做迹形构造，那么 11 维理论
也可能可以直接在 11 维中做迹形构造。这么一来，我们在十维中又获得了一个 N 等于 1 的理
论，这个理论如果不是新理论，就应当是已知的弦论，也只有一个可能，就是规范群是 E(8)XE(8)
杂化弦，因为只有这个理论的强耦合极限还不知道。
接着他们从三个角度来论证这个迹形构造的确是杂化弦，我们一一介绍那三个论证。

首先要说明，由于 11 维理论还没有太好的微观的表述，所有三个论证几乎都是比较直观
的以及与对称有关的。第一个论证是引力反常，就是引力微子的量子涨落带来的对引力协变性
的破坏。在 11 维中，没有引力反常，但在十维中有。11 维理论的迹形构造的结果还是 11 维
理论，只是在线段的端点我们有十维的理论，就是说如果有引力反常，反常也是集中在两个十
维的边界上。这两个边界就象磁畴壁(domain wall)，而反常很像过去人们讨论过的反常流：磁
畴壁是这个流的源。这样，在广义坐标变换下，量子有效作用量的变化含有两个部份，一部份
集中在一个壁上，另一部份集中在另一个壁上。由于反常是局域性质的，作用量的变化也是场
的局域函数。
如果只有引力本身，反常的形式是固定的，因为引力微子与引力的耦合是固定的，所以我
们不需要了解 11 维理论的微观形式也能决定反常的形式。在边界上，我们有十维 N 等于 1 的
超引力，如果没有其它场，引力反常不可能被消除－但是我们已经假定 11 维理论是可以通过
迹形构造获得自洽的理论的，所以必须有其它场介入，才能消除反常。
能引入的场只能是十维的 N 等于 1 的矢量超多重态，因为 11 维中只存在引力超多重态。
这样，新的场只能定义在边界上，边界看起来就像我们已经知道的膜。要在每个边界上抵消引
力微子带来的反常，就必须给引入 248 个矢量超多重态，这就是 E（8）群的维数，两个边界
有两个 E(8)群，理论应该和 E(8)XE(8)的杂化弦一样。
一旦引入规范场，引力反常就会既是引力场的函数，也是规范场的函数。由于反常是局域
的，不应该有两个边界上规范场的混合项，这样反常的形式也可以确定下来了，而没有被抵消
的反常可以通过格林－史瓦兹机制抵消，就是对三阶反对称张量场引入新的变换，这个变换也
只是集中在边界上，而且，11 维理论中的确存在三阶反对称张量场与引力的一种耦合可以用
来抵消剩余的反常。（格林－史瓦兹反常抵消机制已在谈第一次超弦革命中介绍过，见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个论证类似强耦合 IIA 弦与 11 维理论关系的论证，就是看杂化弦在强耦合时的低能
有效作用量和 11 维作用量的关系。与 IIA 弦的情况一样，可以确定弦的耦合常数与第 11 维尺
度的关系，当耦合常数很大时，第 11 维即线段的长度也很大，两者的关系与 IIA 弦的耦合常
数与第 11 维圆的半径的关系完全一样。所以，当线段的长度小于 11 维理论的普朗克长度时，
11 维的半经典引力描述已经失效，人们也许以为有很强的量子引力效应，其实不然，代 11 维
引力的理论是弱耦合的杂化弦论。
第三个论证也和 IIA 弦一样，就是弦本身的 11 维起源。在 IIA 理论中，弦不是别的，就是
11 维理论中的膜，膜的一条腿饶在第 11 维圆上，所以弦的张力就是膜的张力乘以圆的周长。
这个论证还不够严格，如果要严格，就要将 11 维理论紧化在一个两维环面上，膜的两根腿各
饶环面的两个圆一次，我们获得一个 BPS 态，这个 BPS 态在弦论中就是弦在第二圆上的绕数
模。11 维膜上的世界体作用量早就在八十年代末被研究过，不久它的所谓双约化也被研究过：
不但 11 维时空约化在一个圆上，而且膜也约化在一个圆上。这样所得到的零膜作用量正好是
IIA 弦的世界面作用量。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将 11 维理论紧化在两维环面上，然后对其中
的一个圆（第 11 维）作迹形构造。饶在环面上的膜也作迹形构造，这样这个膜也就有了两个
边界，每个边界都是一个圆（弦），直接约化下来的世界面含有杂化弦世界面上的一部份变量。
但这部份变量含有两维中的共形反常，所以我们也要引入新的场来抵消反常。类似前面时空中
的反常，反常集中在膜的边界上，可以通过在每个边界上各引入 16 个费米子来抵消。这些费
米子加上原来的变量正好组成杂化弦世界面上的变量。
我们不通过在环面上的紧化也能获得杂化弦，当然就是一个有两个边界的膜，一个边界搭
在时空的一个边界上，另一个边界搭在时空的另一个边界上。从而我们也知道了时空边界上矢

量多重态的起源：它们就是这些有边界膜的特别激发态：膜边界上的费米子被激发了。
哈加瓦－威顿构造可以用来理解规范群为SO(32)的杂化弦与型I 弦的强弱对偶，这很类似
用11 维理论来理解IIB 弦的强弱对偶。将 11 维理论紧化在一个两维环面上，我们获得一个紧
化在圆上的IIA 理论，但 IIA 理论与IIB 理论是T 对偶的，所以这个理论又可以描述IIB 理论。
但IIB 中的紧化圆不同于11 维理论中环面上的任一个圆，因为它的起源是11 维理论中的绕数
模，11 维理论中的环面越小，这些绕数模就越轻，从而有一个新的维度产生，在这个新维度
中，环面上的绕数模被解释为动量模。所以当环面缩小到无限小时，IIB 理论中的圆变成无限
大，我们回到十维IIB 理论。IIB 理论中的耦合常数是11维理论中环面的两个半径之比，这样
强弱对偶就是将环面上的两个圆交换。我们必须强调，无限缩小的两维环面产生一个无限增大
的圆！
现在，我们研究E(8)XE(8)紧化在圆上的情形，这是11 维理论紧化在环面迹形上。从杂化
弦的角度来看，它 T 对偶于SO(32)杂化弦。当环面迹形无限缩小时，SO(32)杂化弦中的圆的半
径无限增大。那么，与SO(32)杂化弦有着强弱对偶的型I 弦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交换一下环面
迹形中的线段和圆，这样我们获得紧化在圆上然后再紧化在线段上的11 维理论。通过第一次
紧化，我们获得IIA 理论，第二次次紧化相当于在IIA 理论中作迹形构造，我们会获得开弦（以
后再详细介绍这种所谓的定向迹形构造），这个开弦不是别的，正是原来模在环面迹形上的绕
数模，这个绕数模在E(8)XE(8)杂化弦中也是绕数模，应当对偶于SO(32)杂化弦中的动量模，
所以，我们获得SO(32)开弦中的动量模，可见IIA 迹形构造出来的开弦不是与SO(32)杂化弦对
偶的开弦，应当是它的T 对偶。
我们后面再谈与杂化弦对偶的开弦其实是IIB 弦的定向迹形构造。

第十章 第二次革命：D 膜
（第一节）
1994 年年中到 1995 年年底这一年半中，新的发展令人眼花缭乱，从一开始的场论中的一
些非微扰的严格结果，到弦论中的对偶再到 D 膜，流行变了几次。当威顿的关于弦论的对偶
的文章以及施特劳明格的工作（下一章中介绍）出现后，弦论界有相当一部份人研究弦论紧
化后的对偶，得到许多结果，特别是四维的 N 等于 4 和 N 等于 2 的弦论得到比较多的研究。
这些研究，和我们前面介绍的一些有着极大超对称的弦论对偶一样，依赖于一个重要假定，
即一些保持一些超对称的膜的存在，特别是一些带有雷芒反对称张量场的荷的膜。我相信，
当大家一窝蜂地追逐弦论中的各种对偶时，一定有一些人在考虑如何能更有效地研究各种膜
以及它们的动力学，因为到那时为止，膜仅仅作为超引力理论中的解存在着。至于膜的动力
学，人们也只能满足于膜的低能行为，那些零模激发。即便如此，当多个膜一同存在时，重
要的低能膜也被遗漏了。泡耳钦斯基在 95 年十月份的文章，真象平地一声雷，改变了局面。
事实上，早在 1988 年，研究带雷芒荷的膜的主要技术和概念已经被泡耳钦斯基和他的学
生发现，只不过被大家忽略了许多年而已。所以，我们介绍 D 膜应当从那篇文章谈起。

那时有一部份人对各种可能存在的弦论的分类感兴趣，而泡耳钦斯基对开弦的分类感兴
趣，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问题，因为那时很多人相信杂化弦最有可能描述我们的物
理世界。泡耳钦斯基等人在那篇文章中主要研究开弦理论中 T 对偶所带来的结果。
我们早就介绍了闭弦理论中的 T 对偶，这里物理上重要的是，闭弦在一个紧化圆上不仅
有动量模，还有绕数模，这两组模处于一个对等的地位。将这两组模交换一下，我们得到一
个新的紧化圆，其半径是原来半径的倒数。在新的圆上，原来的动量模成为绕数模，而原来
的绕数模成为动量模。在开弦理论中，由于开弦的两个端点是自由的，不再存在绕数模，我
们同样可以做 T 对偶变换，但不会产生新的动量模，从而在 T 对偶理论中，开弦不会感到新
的圆存在。可是一个开弦理论中含有闭弦，对于闭弦来说，新的圆是存在的，从而在这个 T
对偶的理论中，开弦感到的维度比闭弦感到的要小一维。
假定在 T 对偶前的圆半径很小，T 对偶之后的圆半径就很大，对于闭弦来说，有效的维度
并没有改变，世界还是十维的，如果我们讨论的是超弦。对开弦来说，由于原来理论中不含
绕数模，世界成为九维的了。也就是说，在 T 对偶之后的理论中，开弦也是九维的，这如何
解释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在十维空间中存在一个九维的膜，与新产生的维度垂直，开弦
的端点在这个膜上运动。我们下面看看弦论的 T 对偶变换如何解释这个膜的存在。
开弦的世界面作用量产生的运动方程包括一个边界条件。如果时空是一个简单的平坦空
间，没有任何其它场的背景，有两种可能的边界条件，一种是弦的端点的法向导数为零，叫
做诺依曼边界条件，这相当于要求弦的端点以光速运动，所以开弦不可能是静止的，至少也
要转动，其最低激发态（快子除外）是矢量粒子，也就是光子。第二种边界条件就是狄雷克
利条件，也就是说某些坐标在端点处固定。我们可以考虑最一般的情形，其中某些坐标满足
诺依曼条件，某些坐标满足狄雷克利条件，满足后者的坐标说明弦的端点只能在时空的一个
超平面上运动，这个超平面由固定那些坐标确定。例如，假定九个空间坐标中的最后一维空
间满足狄雷克利条件，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八维的超平面，开弦的端点只能在这个超平面上以
光速运动。
一般来说，我们在时间方向不要求狄雷克利条件，所以超平面上有一个时间方向（后面我
们会谈到也在时间方向加狄雷克利条件），如果这个超平面的空间维度是 p 维的，这样定义的
膜叫做 Dp 膜，其中 D 的含义就是狄雷克利条件，虽然我们其实在 p 维空间和时间方向要求
的是诺依曼边界条件。当 p 小于九时，我们不再有十维的洛仑兹不变性，只有 p+1 维的洛仑
兹不变性，因为时间不能与加狄雷克利条件的空间方向混合了。物理的直观很清楚，Dp 膜的
存在破坏了原来的洛仑兹不变性。
现在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开弦的 T 对偶。开弦和闭弦一样，弦的振动模可分为左手模和
右手模，与闭弦不同的是，左手模和右手模两者不独立，因为边界条件要求它们是相关的。
在 T 对偶变换下，相应坐标的左手模不变，右手模变一个符号。这样，对于闭弦来说，动量
模与绕数模互换，对于开弦来说，原来的诺依曼边界条件变成了狄雷克利边界条件，也就是
说，在 T 对偶之后的理论中，开弦的端点必须在这个坐标方向固定，这与我们前面的直观讨
论完全吻合，在新的理论中，开弦端点的空间减少了一维。
当然，除了端点之外，开弦的其它部份还在整个十维时空振动。但是，这些振动模通常是
很重的，所以开弦的低能激发态只能在低一维的空间运动。形式上，我们可以叫在 T 对偶之

前的那个膜为D9 膜，因为整个九维空间中都有开弦，T 对偶之后，成了D8 膜。当然，我们
也可以从Dp 膜出发，在Dp 膜上的一个方向做T 对偶变换，获得一个低一维的D 膜。相反，
如果我们在垂直于Dp 膜的一个方向做T 对偶，原来的狄雷克利条件变成诺依曼条件，D 膜
多出了一维。
泡耳钦斯基等人一开始的出发点是型I 弦，其中含有许多D9 膜，他们通过T 对偶说明，
还应当存在其它维度的D 膜。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其实，他们的文章被审稿
人拒绝过，最后才发表在新加坡的世界科学出版社的一个刊物上。
他们在那篇文章中进一步说，如果这样的膜存在，那这些膜不可能是刚体，因为在广义相
对论中没有刚体存在，所以这些膜本身也有动力学，可以改变形状等等。
最简单的论证D 膜不是刚体的方法是计算引力子与D 膜的相互作用，或者是所谓的单点
函数。我们知道，在广义相对论中，引力场与能量动量张量耦合，所以引力场的单点函数包
含有能量的信息。在这里，就是膜的张力的信息。张力的定义是膜的没单位体积中所含的能
量－当我们企图拉伸膜时，每增加一个单位体积我们要做的功。单点函数的计算在弦论中已
有固定的方法：在一个实心圆上计算引力子的顶点单点函数，圆的边界条件是诺依曼条件和
狄雷克利条件。这个计算的物理图象是，实心圆的边界代表一个从膜上辐射出来的一个闭弦，
在引力子的顶点算子选择了虚引力子的辐射。由于引力子的顶点算子含有一个弦耦合常数，
所以单点函数与弦耦合常数成正比，也就是说，D 膜产生的引力场正比于弦耦合常数。但我
们知道，这个结果应当正比于牛顿常数和膜的张力，前者正比于弦耦合常数的平方，所以，
膜的张力应当反比于弦的耦合常数。这正是带雷芒荷的膜的正确行为。
所以D 膜既象场论中的孤子，也不完全象。象场论中的孤子是因为当耦合常数很小时，膜
的张力很大，不完全象是因为只是与耦合常数成反比，而不是与耦合常数的平方成反比。当
耦合常数为零时，D 膜的张力无限大，可以看作是一个刚体，可是此时牛顿常数为零，引力
已经没有了动力学，所以这个刚体极限不和广义相对论发生矛盾。D 膜的张力与耦合常数成
反比这个事实很重要，是 D 膜后来在许多进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原因之一。成反比本身说明D
膜是非微扰物体，不会在弦论的微扰谱中出现。由于牛顿常数与弦耦合常数的平方成正比，
所以D 膜引起的闭弦场（包括引力场）与耦合常数成正比，在微扰仑中（当耦合常数很小时），
D 膜引起的时空背景变化也是微扰的，可以忽略。这个现象与场论中的孤子很不同。例如，
规范理论中的磁单极所引起的磁场与电耦合常数成反比，在微扰论中这样的场不能被忽略。
我们还没有讨论T 对偶后原来的动量模的解释，也没有讨论膜上的低能场，更没有论证在
超弦理论中，为什么D 膜带有雷芒荷，这留在下一节讨论
（第二节） 超 D 膜
上一节中我们谈到如何决定一个 D 膜的张力，还有一个相对简单的办法，就是计算两个平
行 D 膜的相互作用。这个相互作用可以看成是其中一个 D 膜发射出一个虚闭弦态，另一个 D
膜接受这个态。当两个 D 膜相距很远时，相互作用由无质量的闭弦态主导，是长程相互作用。
例如，在纯粹的玻色弦理论中，只有引力子、伸缩子和反对称张量粒子，后者不对 D 膜的相
互作出贡献，因为 D 膜不带这个反对称张量场的荷（只有弦本身带有反对称张量场的荷）。所
以，两个 D 膜的相互作用正比于 D 膜张力的平方和牛顿常数，也正比于无质量弦态的个数。

一旦相互作用已知，就能推出 D 膜的张力。
两个 D 膜通过交换单闭弦引起的相互作用在弦的微扰论中是一个柱面图，这个图表示一个
闭弦由其中一个 D 膜传播到另一个 D 膜。考虑所有端点搭在不同 D 膜上的开弦，当开弦在“真
空”中涨落出来又消失时，最简单的贡献就是单圈图，这个单圈图恰恰也是一个柱面，与闭弦
图的柱面毫无二致。所以，同一个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开弦理论中的圈图，代表最低阶的
量子涨落，另一种解释是闭弦中的树图，完全是经典效应。这个对偶性就是所谓 s-t 道对偶：
沿着开弦传播的方向是一个道，沿着闭弦传播的方向是另一个道，这两个道互相垂直。
这样，通过世界面上的对偶，我们将闭弦中的一个树图计算变成开弦中的一个单圈图计算，
因为我们不知道 D 膜的张力所以我们不知道如何做闭弦中的树图计算。开弦的单圈图计算比
较简单，因为是单圈图，计算与任何耦合常数都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知道开弦的谱就可以了。
开弦可以简单地量子化，质量谱除了通常的弦振动模的贡献，还有与两个 D 膜之间的距离成
正比的一个贡献，因为如果一根弦的两个端点搭在不同的 D 膜上，其长度必然有 D 膜之间距
离的贡献。这样计算下来的单圈图在高能极限下，也就是距离很大的情况下，与垂直于 D 膜
的空间（横向空间）的格林函数成正比。这里我们注意到，大距离对应于开弦的高能极限，
因为开弦的能量很大。但是在闭弦的图象中，是红外极限，也就是长程极限。这个计算结果
不依赖于弦耦合常数，但由于和 D 膜张力的平方以及牛顿常数成正比，所以 D 膜张力与牛顿
常数的平方根成反比，也就是与弦耦合常数成反比，这是已经知道的结果。
泡耳钦斯基在他的 95 年十月份的著名文章中所作的计算就是这个开弦单圈图计算，这个
计算同时说明了开弦/闭弦的某种对偶，开弦中的紫外对应于闭弦中的红外，也就是后来所谓
的红外/紫外对应，另一方面，闭弦中的经典相互作用由开弦中的量子效应给出，这在后来的
反德西特引力/场论对偶得到极大的体现。
在十月份的文章中，泡耳钦斯基并没有考虑纯粹的玻色弦。玻色弦中的 D 膜的张力计算他
在后来的一篇总结文章中给出。在这个理论中，很容易数出 D 膜上开弦的激发态。零质量的
激发态包括一个矢量场，若干个标量场。标量场的数目等于横向空间的维数，这不奇怪，因
为一个标量场代表 D 膜在这个横向空间方向上的位置，D 膜上不同的点的横向位置可以不同，
对应于标量场是可变函数。在上一节的 T 对偶变换中，如果我们沿着 D 膜的一个纵向（切向）
方向作 T 对偶，诺依曼边界条件变成狄雷克利边界条件。如果沿着这个纵向方向有一个取值
为常数的矢量场（叫做威尔逊线），经过 T 对偶变换后，这个矢量场变成 D 膜在新坐标中的位
置，也就是说，原来的矢量场份量变成了标量场。标量场有明显的几何含义，矢量场不一定
有。但在 D 膜上，由于 T 对偶，我们可以将矢量场看成 D 膜在纵向方向的一种振动。
D 膜上的标量场也有一个简单的场论解释。我们知道，当一个平坦空间中没有任何 D 膜时，
有极大的空间对称性，特别是有空间平移不变性。当 D 膜存在时，我们仍然有沿着 D 膜的纵
向方向的平移不变性，但沿着横向方向的平移不变性因 D 膜的存在受到破坏。这是一种对称
性自发破缺，场论中的哥德斯通定理告诉我们，必然产生一些零质量的粒子。这些粒子不可
能在纵向方向传播到无限远去，因为在那里对称性渐进地恢复了，所以这些粒子应当相对地
局域化了，这些粒子不是别的，正是 D 膜上的标量场。
在超弦理论中，D 膜只破坏一半的超对称，被破坏的超对称同样有相应的哥德斯通粒子。
这些粒子是 D 膜上的费米子，与矢量场及标量场一同形成一个超多重态，这个超多重态正是

没有破缺的超对称的表示。在型 II 弦论中，有 16 个没有破缺的超对称，在场论中，这是极大
超对称，从而 D 膜上的场形成一个极大超对称的矢量超多重态。在玻色分支中，有八个粒子，
同样，在费米分支中，也有八个粒子。例如，D3 膜上有两个矢量粒子，六个标量粒子，八个
费米子，正好形成 N 等于 4 的超规范场论。
两个平行的有同样维度的 D 膜保持和单个 D 膜情形一样多的超对称，所以这个系统应当
是稳定的（ BPS 态），一个结论是，两个平行的 D 膜之间的相互作用完全抵消。我们知道，如
果仅仅存在引力和伸缩子相互作用，两个 D 膜之间应当存在一个吸引力。现在，由于超对称
的关系，这个吸引力应当被另一种力抵消，这个力不是别的，正是 D 膜所带的雷芒荷引起的
力。两个 D 膜交换一个雷芒张量场的量子引起的力是排斥力。泡耳钦斯基的计算表明两个 D
膜间的相互作用的确抵消了，他不但计算了 D 膜的张力，同时计算了 D 膜的雷芒荷。他的结
果表明，一个 p 维的 D 膜的雷芒荷与一个 6-p 维 D 膜的雷芒荷满足狄拉克量子化条件。我们
在介绍 p 膜的一节中已经解释了，p 膜是 p+1 阶反对称张量场的电荷，而 6-p 膜是这个张量场
的磁荷。
接下来我们谈谈什么样的 D 膜才是 BPS 态，也就是能保持一些超对称不被破坏。在型 I
理论中，存在开弦，开弦的端点满足诺依曼边界条件，我们可以说这些弦其实是 D9 膜上的激
发态。型 I 中的超对称是十维时空中 N 等于 1 的超对称，有十六个生成元，可以取为十维空
间中右手旋量（这是约定而已）。在经过 T 对偶变换后，这个超对称仍然有固定的十维手征性。
经过 T 对偶变换的 D 膜可以看作是一个型 II 弦论中的 D 膜（后面我们将解释型 I 弦论可以看
作是 IIB 理论的一个派生），所以超弦理论中 D 膜所保持的超对称在十维时空中有固定的手征。
现在，这个超对称无非是型 II 理论中两个超对称的线性组合，并且，这个线性组合不破坏沿
着 D 膜纵向方向的洛仑兹不变性。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没有破缺的超对称是两个超对称的
简单叠加，但具体计算表明这个可能没有实现。第二种可能是没有破缺的超对称是一个超对
称和第二个经过纵向方向所有咖马矩阵作用的超对称的叠加，这个可能是实现了的。现在，IIB
理论中两个超对称有同样的手征性，所以上述的线性组合只有当 D 膜是奇数维时才有固定的
十维手征性。这也和 IIB 理论中只存在偶数阶反对称雷芒张量场这个事实吻合：奇数维的 D
膜的时空维数是偶数，可以与反对称张量场耦合。同理，IIA 理论中的 D 膜必须是偶数维的，
否则破坏所有的超对称。
当然，我们上面给出的理由并不是原始文献中的理由，在原始文献中，没有破坏的超对称
可由所谓的边界态直接算出。另外一个方法是研究所谓的格林－史瓦兹弦作用量在狄雷克利
边界条件下如何取世界面上的费米子的边界条件。这个费米子边界条件破坏一部份超对称，
保留另一部份超对称。
当然，型 II 弦论中也允许完全破坏超对称的 D 膜存在，只不过这些 D 膜不再是稳定的，
也不带任何雷芒荷。例如，我们可以研究 IIB 理论中偶数维 D 膜，如 D 粒子（零维），但这些
膜不稳定，膜上的场论也完全不一样，特别是，存在一个快子，对应于一个不稳定模。
一个保持超对称的 D 膜的稳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带相应雷芒荷的质量最小的物体
(在这里，质量的体现是张力），由于雷芒荷是守恒的，它不可能衰变成任何其它物体。

(第三节) 非阿贝尔对称性
膜物理学带来最有意思的物理是当有若干个膜同时存在的时候，特别是若干个平行的维度
相等的 D 膜。威顿在 95 年十月份泡耳钦斯基的文章出现在网络的两周后，写出了一篇研究多
D 膜和 D 膜束缚态的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当多 D 膜存在时，会出现非阿贝尔对称性。
前面已经看到，当两个 D 膜同时存在时，除了两个端点都搭在同一个 D 膜上的开弦，还有两
个端点搭在不同 D 膜上的开弦。前者组成两个 D 膜上的低能激发态，包括每个 D 膜上的无质
量规范场和标量场。在超弦理论中，它们形成两个阿贝尔矢量超多重态。现在的问题是，两
个搭在在不同 D 膜上的开弦是什么样的激发态？
其实，这个问题在弦论的早期就有了回答。现在我们用 1 来标志搭在第一个 D 膜上的端点，
用 2 来标志搭在第二个 D 膜上的端点。如果开弦是可定向的（在型 II 弦论中必须是可定向的，
原因是两个开弦可以合并成一个闭弦离开 D 膜，从而是型 II 理论中的一个闭弦，必须是可定
向的），用 1、2 来标志端点还简单了一点，因为定向性本身要求在一个 D 膜上有两种不同的
端点，一种对应于弦的一个定向，其实相对于该 D 膜上的矢量场来说，就是正电荷和负电荷，
后面这个观点可以通过研究开弦世界上的作用量看出：开弦的端点与规范场只有两个不同的
耦合。这样，端点搭在不同 D 膜上的开弦有两种，对应于两个不同的定向。其中一种在第一
个 D 膜的规范场下带正电，在第二个 D 膜的规范场下带负电，另外一种端点的带电正好反过
来。
如果我们将两个 D 膜上的规范场看成是 U(2)的两个 U(1)子群，上述的两种新开弦正好可
以补足整个 U(2)伴随多重态，与过去的开弦加起来一共有四种开弦，是 U(2)的维数。过去的
所谓陈－巴顿因子恰好就是我们上一段所描述的 1 和 2 以及它们的负电荷。开弦的么正相互
作用要求所有的陈－巴顿因子形成一个群，在这里就是 U(2)群。
当两个 D 膜完全重合时，两个端点搭在不同 D 膜上的开弦包含零质量态，有矢量场和标
量场。在纯玻色弦论中，这些场与过去的零质量场形成 U(2)规范理论中的矢量场和伴随表示
的标量场。在超弦理论中，我们得到 U(2)的矢量超多重态，由于超对称相当于四维中的 N 等
于 4 超对称，矢量超多重态正好含有六个伴随表示的标量场，以及四个手征费米场。总结一
下，对于 U(2)的一个生成元，有八个玻色场，八个费米场。
非阿贝尔对称性的出现是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果，在单个 D 膜时，阿贝尔对称性的起源是
几何的，规范场相当于 D 膜在纵向方向的振动，而标量场直接对应于 D 膜在横向空间中的位
置。当两个平行 D 膜存在时,U(2)中的对角元还有两个 D 膜的几何意义，但非对角元没有直接
的几何解释。当两个 D 膜分开时，这些非对角元直接对应着搭在两个 D 膜上的开弦，且有质
量。当两个 D 膜完全重合时，由于非阿贝尔对称性，非对角元已经和对角元之一（两个对角
元的差）完全混合，所以不一定解释成搭在两个 D 膜上的开弦。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两个
D 膜中的一个位置，就是位置的差，已经非阿贝尔化，不再有明确的时空解释。只有两个对角
元之和，也就是两个 D 膜的重心位置，才有几何意义。这个和不与非对角元混合。
当存在多个平行的 D 膜时，对称性扩大为 U(N)，其中 N 是 D 膜的个数。D 膜上低能物理
完全由 U(N)规范理论所决定。所以，知道多个 D 膜的性质可以推出非阿贝尔规范场论的性质，
反之亦然。
D 膜的物理还直接告诉我们弦论中小距离的物理。例如，当两个 D 膜靠近时，按照我们通
常的理解，量子引力的效应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当两个 D 膜的距离小于普朗克长度时。
可是当两个 D 膜的距离很小时，D 膜上的物理完全由零质量的开弦激发态决定，在极大超对
称的情况下，规范理论并没有特别不同的效应，从而显示出小距离上的量子引力效应。这里，

红外/紫外对应又一次出现，在闭弦理论中，小距离上的物理是紫外物理，而在开弦理论中，
低能规范理论中的物理是红外物理。
到此为止，似乎一个 D 膜对应于弦论中的一个态，这个印象当然是错的。如果弦本身一样，
每个 D 膜应有一个超多重态。型 II 弦论中弦的基态超多重态一共有 256 个，一半是玻色态，
一半是费米态。同样，型 II 中的 D 膜也有 256 个态，一半玻色一半费米。这个结论可以通过
研究超对称得到。我们知道，D 膜破坏一半的超对称，保持另外一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
一半超对称生成元作用在 D 膜的量子态上，我们得到零，对应于没有破缺的超对称。用破缺
的超对称作用在 D 膜态上，得到一个新态。如果有 n 个破缺的超对称，我们获得 2 的 n/2 次
方个新态，通过反复作用，这当然是极小可能，所以叫短超多重态。在型 II 理论中，共有 16
个破缺的超对称，所以有 256 个 D 膜基态。
型 I 弦论中的 D 膜上的规范理论不同于型 II 弦论中的 D 膜。型 I 理论中本来就有不可定向
的开弦，弦的端点在整个十维时空中自由运动，所以型 I 理论中可以看作有 D9 膜，这些膜的
世界体充满整个十维时空。那么有多少这样的 D9 膜呢？回答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得到。一种方
法是计算场的单点函数，这相当于决定规范群的阶。我们早以介绍过，型 I 的规范群是正交群，
为了消除规范反常，这个规范群必须是 SO(32)。D9 膜可以形式上看成带有十阶反对称张量场
的荷，所以会产生充满时空的反对称张量场。当规范群的阶恰好是 16 时，反对称张量场的源
抵消，所以应当有 16 个 D9 膜。比弦中的单点函数与规范反常有关，后者是开弦中的量子效
应，这是开弦/闭弦的量子/经典对应的又一个例子。
上面的这个方法并不很直观，第二办法相当直观。我们知道 D9 膜有张力，这个张力就是
十维时空中的能量密度，如果没有其它能量密度来完全抵消 D9 膜的贡献，就会有宇宙学常数，
从而使得真空解不再是平坦的。所以，我们推测，应该存在另一种物体，其张力是负的，这
种物体叫做不可定向面(orientifold plane)。在十维型 I 弦中，恰好有一个九维的不可定向面。
这个不可定向面的存在，解释了为什么开弦在型 I 理论中是不可定向的，例如，一个端点搭在
同一个 D9 膜上的开弦可以看成两个端点搭在自身和该 D 膜在不可定向面中的镜像，所以开弦
不能带有箭头。
如果存在 N 个 D9 膜，在不可定向面的反映下，有 N 个镜像，所以有 2N 个 D9 膜。从 N
个 D9 膜中的一个膜出发的开弦，可以终止在除了它自身的膜和所有镜像上面，共有 2N-1 种
可能，这样共有 N(2N-1)种不同的开弦，正好是规范群 SO(2N)的维数。如何计算不可定向面
的张力？过去我们解释了开弦的单圈图计算可以给出 D 膜的张力，这个单圈图是柱面。对于
不可定开弦来说，还有两个单圈图，就是莫比乌斯带和克莱茵瓶，前者的对角元可以解释为
开弦一段搭在一个 D9 膜上，另一端搭在不可定向面上（如果没有不可定向面，就很难解释这
个图），后者的对角元可以解释为开弦的两个端点同时搭在不可定向面上。注意这些开弦没有
在壳态。这些贡献与不可定向面的张力以及雷芒荷有关，这样计算下来的张力是 D9 膜张力的
16 倍，而且是负的，所以必须有 16 个 D9 膜来抵消张力。
型 I 理论中除了 D9 膜外，还可以有 D1 膜和 D5 膜。研究这些膜比研究型 II 理论中的膜要
复杂些，主要原因是 D9 膜已经存在。以 D1 膜为例，不但有 D1 膜上的开弦，还有一个端点
搭在 D1 膜上，另一个端点搭在 D9 膜上的开弦。由于有 16 个 D9 膜和它们的镜像，这些开弦
会产生许多新的态。基态通过格舍奥投射后剩下费米场，共有 32 个费米场，正好是杂化弦中
的左手费米场的个数。D1 膜上的开弦给出 8 个无质量标量场和 8 个右手费米场，没有矢量场。
总之，D1 膜和杂化弦的世界面理论完全一样，再次说明杂化弦在型 I 理论中是孤子。
型 I 理论中的 D5 膜理论较为复杂，我们下一节讨论。

（第四节） D 膜的一些应用
我们在介绍弦论中的孤子解时就提到，在杂化弦中，有一类孤子，其中规范场以及引力场
和伸缩子在一个四维的子空间是一个孤子解，特别地，规范场是瞬子。从十维时空来看，这
是一个五维膜。威顿后来指出，弦的对偶性要求这个膜当瞬子的尺度为零时还存在，并且膜
的低能有效物理是一个 SU(2)规范理论。这个膜很不同于我们前面研究的膜，那些单个 D 膜的
规范群是 U(1)，特别地，在型 I 理论中，D1 膜没有规范群。
泡耳钦斯基和他的一个学生在 1996 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尺度为零的规范五维膜正是型 I
理论中的 D5 膜。他们论证，在型 I 理论中，如果要求搭在 D5 膜以及 D9 膜上的开弦的相互
作用与 D9 膜上的开弦以及 D5 膜上的开弦形成一个自洽的系统，D5 膜上的规范群必须是辛群
Sp(n)，当 n 为 1 时，这个辛群就是 SU(2)，有两个陈－巴顿因子。两个因子的存在也可以解释
成 D5 膜总是成对地存在，就是说，所谓单个 D5 膜可以形式上看成两个重合的 D 膜。这个看
法还可以由推广的狄拉克量子化条件看出。如果我们重复 D1 膜以及 D5 膜的荷的计算，由于
开弦的不可定向性，我们发现它们不满足狄拉克量子化条件（D1 膜看成是型 I 弦论中量阶雷
芒张量场的电荷，而 D5 膜是该场的磁荷），当 D5 膜总是成对地出现的时候，极小量子化条件
成立。
所以，型 I 弦论很不同于型 II 弦论，其中 D1 膜和 D9 膜上的规范群是正交群，而 D5 膜上
的规范群是辛群。
现在我们谈谈 D 膜的一些简单应用。最简单的 D 膜是零维的，就是 IIA 理论中的 D0 膜。
这个粒子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提过的带有雷芒矢量场荷的粒子，而该矢量场被解释为由 11 维紧
化在圆上所带来的 KK 矢量场，所以 D0 膜是最基本的 KK 粒子。如果型 II 弦的确与一个 11
维理论对偶，那么还应当存在其它 KK 动量模。由于在第十一维方向的动量是量子化的，这些
模所带的雷芒荷是 D0 膜的整数倍，而质量也是 D0 膜的整数倍，这就预言 D0 膜应当有无限
多个束缚态。这些束缚态在型 II 理论中很难直接证明其存在，目前为止只是证明了两个 D0
膜束缚态的存在。困难的原因之一是由于 D0 膜是粒子，所以束缚态问题是一个量子力学问题，
因为粒子满足测不准原理。困难的原因之二是这个量子力学系统很复杂，是一个非阿贝尔量
子力学，相当于 N 等于 4 的四维规范理论约化为一维的理论，而束缚态的能量是两个粒子质
量之和，没有束缚能，这种束缚态叫临界束缚态。但是，通过 T 对偶将问题化为一个 D1 膜的
问题，可以证明所有束缚态是存在的。
D 膜在型 II 弦论中的重要性莫过于 IIB 弦论的强弱对偶依赖于 D1 膜或者叫 D 弦的存在，
D1 膜是弦的对偶，当我们施行最简单的强弱对偶变换时，原来的弦被变换成 D 弦，而 D 弦被
变换成弦。因为强弱对偶群很大，是 SL(2,Z)，我们通过更一般的变换，可以将弦变成弦与 D
弦的束缚态，其中有 p 个 D 弦，q 个弦，而这两个整数是互素的，也就是没有公约数。威顿在
95 年十月的讨论 D 膜的束缚态一文中指出，当 p 个 D 膜上的重心 U(1)群所对应的电场场强是
某个固定值的整数倍时，我们就得到一个 D 弦和弦的束缚态。最简单的情形是一个 D 弦，此
时 D 弦上的电场场强如果是一个固定值的 q 倍，这个位形代表 D 弦和 q 个弦的束缚态。我们
可以通过以下的理想实验来理解这个结果。开弦的端点带有 D 弦上电场的一个正电荷或者一
个负电荷，当我们将 D 弦上的一个开弦无限地拉伸与 D 弦重合时，我们就得到一个 D 弦与一
个重合的弦的位形。而现在有一对位于无限远的正电荷和负电荷，产生一个均匀的场强。事
实上，一对电荷在一维空间所所产生的场强不依赖于电荷之间的距离。

当 D 膜上有电场和磁场时，会有有趣的事情发生。我们前面说了 D 弦上的均匀电场可以
解释成 D 弦和弦的束缚态，其实，电场的出现还可以说明所谓的威顿效应。在通常的规范理
论中，如果有磁单极解，磁单极也可以和原有的电荷形成束缚态。在规范理论中，我们可以
让作用量多一个西它角，这样得到的真空叫西它真空，破坏宇称对称。当磁单极在这种真空
中出现时，磁单极不仅带有磁荷，还带有与西它角称正比的电荷，这就是威顿效应。在型 II
弦论中，对于强弱对偶来说，弦就像电荷，而 D 弦象磁荷，弦论中的雷芒标量场如同西它角，
不同的是现在这个角成了一个场。如果要求强弱对偶不变性，双子（就是 D 弦和弦的束缚态）
的张力谱必须依赖于雷芒标量场，这样也就必须有威顿效应。我在威顿 95 年十月份的文章出
之后一个礼拜，写了一篇论文，说明威顿效应的存在。不但如此，当 D 膜上有规范场时，还
用诱导低维的雷芒荷。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 D4 膜，此时空间是四维的，所以可以有不依赖于时间的四维空间中的
“瞬子”解。这个瞬子解的解释是 D4 膜上有一个 D0 膜，这个事实可以由 D4 膜上规范场所诱
导的雷芒荷来看出。当瞬子解的尺度为零时，说明这个 D0 膜刚刚融入 D4 膜。
其实，除了平行的有相同维数 D 膜是 BPS 态，还有平行的不同维数的 D 膜也能形成 BPS
态。这里所谓的平行的意思是，那个有较低维数的 D 膜的纵向空间与有着较高维数的 D 膜的
一部份纵向空间相同。如果我们要求两个膜的同时存在还能保持一定的超对称，那么两个膜
维数之差必须是 4 的整数倍。前面说的 D4 膜和 D0 膜的情形就是这样，这里原来的四分之一
的超对称没有破缺。
超弦的对偶要求存在着 D4 膜和 D0 膜的束缚态，而且，与 D 弦与弦的束缚态不同的是，
这里对 D4 膜和 D0 膜的个数没有限制。紧化所有 D4 膜的空间方向，通过 U 对偶，我们可以
将这个束缚态变换为一个绕在一个圆上带有一定动量模的弦态。与 D0 膜本身的束缚态一样，
D4 膜的束缚态和 D0 膜的束缚态是一个量子力学问题。在这个量子力学中，D0 膜上原来的自
由度以及搭在 D4 膜和 D0 膜上开弦提供的自由度形成一个超对称体系，有 8 个超对称。虽然
束缚态的存在得到证明（从而为 U 对偶提供证据），但量子力学的波函数很难得到。同样，这
个束缚态是临界束缚态。当弦的耦合常数很小时，D0 膜的质量很大，但从有效的量子力学效
应来来看，束缚态的半径很小，是 11 维理论中的普朗克长度。当耦合常数为零时，D0 膜完全
融入 D4 膜，这就是 D4 膜上的零尺度瞬子，此时我们可以通过研究 D4 膜上的物理来确定束
缚态，这是道格拉斯 95 年底的工作。
同样通过研究 D0 膜 D0 膜之间的有效相互作用，我们可以决定 D0 膜本身的束缚态的尺度，
并不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尺度也是 11 维普朗克长度，说明 IIA 弦论与 11 维理论有关系。
D 膜束缚态的最重要的应用也许是黑洞的微观物理，我们打算专写一章黑洞的物理。本章
中没有提及的是所谓的不可定向平面的构造以及与弦论对偶的关系，我们希望后面有机会介
绍。

第十一章 弦论中的对偶 （续）
(第一节)
94 年中最为轰动的事情是塞伯格－威顿的工作，上了纽约时。当年的胡耳－汤生的工作虽
然后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却被忽略了。第二年威顿关于弦论对偶的工作再次轰动理论
界，这样，以前跟着潮流研究塞伯格－威顿工作的人自然接着研究四维弦论中 N 等于 2 的超
弦的对偶。在泡耳钦斯基提出 D 膜就是带雷芒荷的孤子之前，这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当时的
超弦研究。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介绍这个方面的部分工作。在第九章中我们介绍的超弦对偶涉及的超对
称最少含有 16 个生成元，相当于四维时空中 N 等于 4 的超对称，如杂化弦紧化在四维环面上，
这个理论对偶于 IIA 理论紧化在 K3 流形上。其实，超对称的生成元越少，动力学就越复杂，
我们了解的就越少。接下来我们感兴趣的就是四维的 N 等于 2 的理论，我们已经看到，在场
论中，这样的超对称理论已经有相当复杂的动力学，如不平凡的模空间，等等。
其实，斯特劳明格 95 年的四月份的重要文章虽然受到塞伯格－威顿的工作的影响，却没
有直接受到当年三月份威顿的关于弦论中对偶文章的影响，尽管他在文章中提到威顿的工作。
斯特劳明格所用的标题很吸引人，他用了无质量黑洞。黑洞在这里完全是一个名词而已，与
真正的黑洞无关。
我们先稍微介绍一下斯特劳明格工作的背景。卡－丘流形是自第一次革命后许多人相信的
与现实世界有关的紧化，那时人们一般认为杂化弦紧化在一个六维的卡－丘流形上是最有可
能与粒子物理的标准模型有关的情形。由于这些流形只允许存在一个基林旋量（见第五章第
三节），这样另外四维时空中的超对称就是 N 等于 1 的超对称，与超对称扩充后的标准模型一
样。人们并没有注意型 II 弦论紧化在卡－丘流形上的物理，主要原因是那时还不知道型 II 弦
可能产生非阿贝尔规范场，同时，四维时空中的超对称是 N 等于 2 的超对称，与现实世界无
关。后者是因为型 II 弦论中本来的超对称比杂化弦多了一半，每个 10 维的 N 等于 1 的超对称
通过卡－丘流形上的基林旋量约化维四维时空中的 N 等于 1 的超对称。
然而在塞伯格－威顿理论的出现后，人们开始关心如何得到四维的 N 等于 2 的弦论。最方
便的办法就是将型 II 弦紧化在卡－丘流形上，我们既可以用 IIA 理论，也可以用 IIB 理论。这
两种理论都产生四维的 N 等于 2 的非手征理论，虽然只有 IIB 理论在十维中有手征性。我们
在第七章第四节中介绍过镜像对称性，这个对称性将一个紧化在某个卡－丘流形上的 IIB 理论
对应到一个紧化在另外一个卡－丘流形上的 IIA 理论。这两个流形虽然很不相同，但对应的弦
的世界面上的共形场论却完全一样，所以，两个弦理论起码在微绕论中是完全一样的。这是
推广的 T 对偶。

在坚持研究镜像对偶的过程中，坎德拉斯等人发现一般的卡－丘流形都有一个奇异的极
限，这个极限下的卡－丘流形上有一个奇异点（当然也可以有若干个奇异点）。笼统地说，一
个卡－丘流形是一个六维紧致空间上加了一个复结构和度规。给定一个空间，复结构和度规
都可以改变，这些改变由许多复参量来标志。其中一部分复参量用来描写复结构，个数等于
流形中三维不平凡子流形个数的一半。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不平凡的子流形：这些流
形本身不同调于一个点，或者说，不是一个高一维子流形的边界。举例子：在球面上我们随
便看一个圆，这个圆一定是球面上一个实心圆的边界；相反，在环面上存在一些圆不是实心
圆或者其他什么面的边界，独立的个数有两个。巧合的是，两维的卡－丘流形就是环面，其
复结构参数的个数是 1，也是不平凡的圆的个数的一半。现在，一个六维的卡－丘流形上有偶

数个不平凡的三维子流形，其中部分是三维球面。在一个极限下，某三维球面变成了一个点，
这个点是奇异的。在复结构参数空间（我们也叫它为模空间），这对应于将一个复参数调成零，
这些地方叫锥形点（ conifold），因为卡－丘流形上这个奇异点附近看起来象一个锥面。沿着这
个锥面走到锥顶，一个三维球面缩小成一个点。
坎德拉斯等人的研究结果是，所有已知的卡－丘流形都有一个甚至更多的锥形极限，起码
有一个不平凡的三维球面可以缩小成一个点，有时，更多的三维球面缩小成一个点。一般地，
要将一个三维球面缩小成一个点，模空间上的某个复参数要调成零。并且，有意思的是，在
模空间中绕着这个锥点（其实有许多锥点，因为还有其他复参数，但我们将其他复参数固定）
转一圈，其他不平凡的三维子流形会发生变化: 如果某个三维子流形与锥点流形（就是可以缩
小为点的）相交，那么这个流形在转了一圈后会多出这个锥点流形。
在锥形点，卡－丘流形是奇异的，因为标量曲率在锥点处变为无限大，从而弦的世界面上
的物理没有定义，弦的微绕论很难处理。坎德拉斯等人发现，将该锥点吹大的办法有两种，
一种当然是回到原来的非奇异的卡－丘流形，还有一种是将锥点变成一个两维球面，从而获
得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卡－丘流形 （当然数学家较早地知道这件事）。这两种卡－丘流形
的拓扑完全不同，差别比两个互为镜像的卡－丘流形还要大。他们猜测，有一个物理的办法
将这两个卡－丘流形连接起来，就是说，物理上，我们可以从一个卡－丘流形光滑地变到另
一个卡－丘流形，但那个时候（90 年左右）并不知道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并且，那个时候所
知道的所有的卡－丘流形都可以通过这个缩小－吹大的办法连接起来。
斯特劳明格 95 年四月份的贡献是提供了从一个卡－丘流形通过锥形点过度到另一个卡－
丘流形的物理机制。他首先注意到，几何奇异性出现在物理中。对应于那个与锥点正交的不
平凡三维子流形有一个复函数，该复函数是模空间上的一个指数函数。当我们在模空间上绕
锥形点转一圈后，该函数改变了。这个改变非常类似塞伯格－威顿中初势（prepotential）在模
空间上绕奇异点的改变（见第八章第一节）。其实，这个函数正是某 U(1)规范群的初势（稍后
再谈），而模空间上的复参数正是该规范超多重态中的复标量场。所以，直接的几何竟然是低
能有效理论中的物理。这大概是弦论令人惊讶的事实之一。
这个事实以前已经有人注意到，但没有理解为什么会有奇异性。斯特劳明格所作的进展是
将这个事实和塞伯格－威顿理论联系起来，这样他就被迫寻找类似的解释。在塞－威的理论
中，奇异性的出现是一个零质量的超多重态的出现，可能是一个磁单极超多重态，也可能是
一个双子超多重态。在弦论中，这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了解了弦论中的各种膜，特别是 D 膜的存在，所以他的回答对于我们来说并不奇
怪。他当时的回答是带雷芒荷的黑洞，今天更准确的说法就是 D3 膜，IIB 理论中的 D3 膜－
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黑洞。当 D3 膜的三度空间绕在那个可以缩成为点的三维球面上时，这个膜
在其余的四维时空看来就是一个粒子，其质量正比于三维球面的体积。当体积变成零时，这
个粒子的质量就变成零了，正是我们希望得到的类似塞－威理论中的零质量的粒子。
IIB 理论中有一个自对偶的四阶反对称张量场，其电荷－磁荷的携带者就是 D3 膜（这里
电荷与磁荷没有区别，因为这个场是自对偶的）。当紧化在卡－丘流形上时，对应于一个非平
庸的三维子流形，我们由四阶反对称张量场获得一个四维时空中的 U(1)规范场，而绕在该子
流 形 上 的 D3 膜 正 好 是 这 个 规 范 场 的 电 荷 ， 并 且 ， 这 些 D3 膜 形 成 一 个 超 多 重 态
（hyper-multiplet）。当这个超多重态变轻时，我们可以积出它们从而获得一个低能的有效理论，
单圈图对初势的贡献会有指数函数，这正是模空间上的几何所给出的。从而，原来知道的锥
形点的奇异性来自于零质量的粒子。如果我们不积出这些粒子，理论就没有奇异性。诚然，
这里最不可思义的是经典的几何反应了 D3 膜的量子效应。

(第二节)
我们上一节大略总结了一下斯特劳明格的工作，接着他和格林（ B.Greene)以及莫里森（D.
Morrison）将这个工作用到理解从一个卡－丘流形过渡到另一个卡－丘流形这个问题上去。
在斯特劳明格的文章中，他还试图理解为什么经典的几何会反映量子的信息。就是说，D3
膜单圈量子修正为什么会出现在模空间的经典几何中。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单圈图通常有
普朗克常数。他的解释是，普朗克常数通常伴随着弦耦合常数出现，所以要看为什么弦耦合
常数不出现。D3 膜所耦合的雷芒张量场的耦合常数的确与弦耦合常数无关，加之，决定弦耦
合的伸缩子在一个 N 等于 2 的超多重态中，不会与张量场所产生的矢量多重态发生任何耦合，
因为超对称不允许中性超多重态与矢量场耦合。所以，D3 膜在四位时空所产生的超多重态，
由于带矢量多重态的电，又是无质量粒子（如果有质量的话，其质量与弦耦合常数有关），其
量子效应也不会与弦耦合常数相关。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何在 IIA 理论中理解锥形点的奇异性：每个在锥形点的卡－丘流形上的
IIB 理论应当有一个 IIA 理论在另外一个流形上。但在 IIA 理论中，不再有 D3 膜，相应的流
形也不会有缩小为一点的三维球面。原先的与复结构相关的模空间现在变成与开勒形式相关
的模空间，所以应当是两维子流形缩小成一个点。这个时候，代替 D3 膜出现的是 D2 膜。
斯特劳明格和他的合作者在 95 年四月份的第二篇文章中利用无质量的 D3 膜从一个锥形点
光滑过渡到另一个卡－丘流形。
一般地，紧化在一个卡－丘流形上的 IIB 理论中的矢量多重态的个数等于非平凡子流形个
数的一半，这些四维时空中的矢量场来自于四阶雷芒反对称张量场，给定一个三维子流形，
四阶反对称张量场在这个子流形上的积分给出一个四维的矢量场（四阶张量场中的三个时空
指标在三维子流形上已被积掉）。但我们所得到的矢量场的个数不等于非平凡三维子流形的个
数，这是因为四阶张量场是自对偶的，给定两个正交的三维子流形（交于一点），由这两个子
流形得到的矢量场互为对偶。这样，对于一个矢量场来说，绕在该子流形上的 D3 膜带这个场
的电荷，而绕在与其正交的子流形上的 D3 膜带它的的磁荷。一个三维子流形对应的矢量多重
态中的复标量场标志该三维子流形的“大小和形状”。当这个标量场为零时，我们得到一个缩
小为一点的三维球，这就是一个锥形极限。但不是所有的三维子流形都可以缩为一点，能缩
成一点的三维球面的个数依赖于具体的卡－丘流形。
在 IIB 理论中，还有度规和内吾－史瓦兹二阶反对称张量场。这些场在卡－丘流形上可能
取的值给出四维时空中的标量场，由于我们有 N 等于 2 的超对称，这些标量场与费米场形成
超多重态：每个这样的多重态中有四个实标量场。当然伸缩子，雷芒标量场以及四维中的二
阶反对称张量场也给出超多重态，不难计算，所有超多重态的个数是卡－丘流形中非平凡二
维子流形的个数加上 1。
当我们处于锥形极限时，就多出了一些超多重态，来自于无质量的 D3 膜，并且带一些矢
量多重态的电。由于是无质量的，一部分这样的超多重态中的标量场对应于所谓的平坦方向，
也就是说，这些标量场可以获得真空期待值，从而发生黑格斯现象。其所带电的矢量多重态
变成有质量的，而一些新的超多重态仍然是无质量的。这样，我们从一个卡－丘流形过渡到
另一个卡－丘流形，这个新的卡－丘流形少了一些矢量多重态，多了一些超多重态。
举一个例子，一个所谓的五阶卡－丘流形（quintics）中有 202 个非平凡三维子流形，从而
有 101 个矢量多重态，有 1 个二维非平凡子流形，从而有两个超多重态。现在，16 个三维子
流形可以同时缩成一点，但缩成一点的自由度是 15，就是说，当其中 15 个三维球面缩成一点

时，第 16 个自动缩成一点。所以，15 个矢量多重态可以通过黑格斯机制变成有质量的。但是
并非会产生 16 个无质量的多重态，因为规范独立的平坦方向只有四个，所以黑格斯机制后，
只多出一个无质量的超多重态。总结一下，新的卡－丘流形上有 86 个矢量多重态，3 个超多
重态。这个新的卡－丘流形正好可以通过吹大 16 个锥形奇点点获得（吹大出一些两维球面，
而不是三维球面），这样，过去的一些猜测得到证实：通过缩小－吹大联系起来的卡－丘流形
的确在物理上可以光滑地连接起来，原来独立的模空间其实是一个大的模空间的两个分支。
有意思的是，在新的卡－丘流形上的新的超多重态来源于微绕弦态，尽管原先是无质量的
D3 膜。
已知的所有的卡－丘流形都可以通过锥形极限连接起来，人们并且猜测，所有的卡－丘流
形都可以这般连接起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在物理上，只存在唯一的卡－丘流形模空间，这
就将弦论统一在一个“真空模空间”下。
这样，过去的镜像对称猜测一定是对的，因为现在我们只要找到一个镜像对偶，其余的镜
像对偶一定存在，因为物理上所有的卡－丘流形处在一个模空间上。
我们过去难以想象，物理中的概念如黑格斯机制、孤子等会与看起来完全没关系的数学有
着这样深刻的联系。
四维的 N 等于 2 弦论既可以由型 II 弦紧化在卡－丘流形上得到，也可以由杂化弦紧化在
K3XT(2)上得到，K3 就是四维的卡－丘流形，而 T(2)是两维环面。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
这两类 N 等于 2 的弦论是完全不同，还是对偶的？弦论中对偶的普遍性隐含着一个结论，就
是这两类弦论是对偶的, 如果规范群允许的话。型 II 的规范群的阶可以很大，因为，我们已经
看到，如果不平凡三维子流形很多，矢量多重态就很多，这是 IIB 的情形。但是，杂化弦的规
范群的阶有一个上限。当规范群的阶允许时，卡切儒（S. Kachru）和瓦法（C. Vafa）得到一些
对偶的例子，他们的工作出现于 95 年五月份。
从拓扑的角度，四维卡－丘流形只有一个，就是 K3 流形。当然这个流形上的复结构参数
和开勒参数有许多，我们在第九章第二节已经介绍了一点，这里不再作进一步介绍，因为实
在比较技术。K3 流形破缺一半超对称，所以原来杂化弦中的 16 个超对称生成元只剩下 8 个，
等于四维 N 等于 2 的超对称。进一步紧化在两维环面上，没有超对称被进一步破坏，得到的
四维理论是一个 N 等于 2 的弦论。
杂化弦中可以得到非阿贝尔对称性，型 II 弦如何得到？其实，当六维 IIA 理论紧化在 K3
上时，我们已经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理论对偶于一个紧化在四维环面上的理论。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IIA 理论中多出的非阿贝尔规范场来自于绕在缩小为一点的 K3 中的两维
球面上的 D2 膜，此时 D2 膜在六维非紧的时空中表现为一个矢量多重态。进一步紧化在两维
环面上，这个 N 等于 4 的矢量多重态可以解释为 N 等于的一个矢量多重态和一个超多重态。
但上面是 IIA 理论紧化在 K3XT(2)的情形。六维的卡－丘流形很不同，但也有两维面，有
些卡－丘流形可以通过将 K3 流形在两维球面上作丛获得，这个 K3 纤维在两维球面上的某些
点缩小为一点，从而提供了出现新矢量多重态的可能－也是来自于 D2 膜。事实上，卡切儒－
瓦法构造的对偶中涉及的卡－丘流形都可以通过这个办法获得。在后瓦法和另外三个人的工
作中，卡－丘流形可以通过 K3XT(2)的迹形获得。
这些工作都相当技术化，我们不拟介绍任何细节。需要指出的是，在型 II 理论中，由于伸
缩子处于中性超多重态中，与矢量多重态没有耦合，所以后者的经典模空间没有量子修正，

如果有修正，在 IIA 理论中是弦的世界面瞬子修正，这是树图，但超多重态的模空间有量子修
正。在杂化弦中，伸缩子处于矢量多重态中，从而矢量多重态的模空间有量子修正。这些量子
修正在型II 理论中已经为经典几何决定。同样，杂化弦中的超多重态的模空间没有量子修正，
因为伸缩子在矢量多重态中，所以经典结果是严格的。可是，相应的超多重态的模空间在型II
理论中有量子修正，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用杂化弦得到严格的结果。
塞伯格－威顿的N 等于2 的量子场论结果虽然是一个奇迹，但在弦论中，奇迹更多，而场
论的结果在这里反而轻而易举地被得到，因为，通过弦论的对偶，时空瞬效应等价于对偶理论
中的弦的世界面的瞬子效应。

(第三节)
在第九章的结尾，我们提到型 I 弦可以看作是 IIB 弦的迹形，这个构造其实是一类构造的
特例，这类构造叫定向迹形（orientifold), 早在 80 年代末就被发现。这是泡耳钦斯基及其学生
在发现 D 膜的文章中所指出的，同时也被其他人独立发现。
迹形构造我们在介绍弦论第一次革命时已经提过，这里再简要说一下。当弦在一个自洽的
时空中运动时，该时空可能有对称性，也可能没有；可能有连续对称性，也可能有分立对称性。
只要有对称性，我们就可以构造迹形。构造迹形的对称群是一个分立子群，在这个子群的作用
下，我们将所有可由子群联系的点等同起来，得到的时空是原来时空的一个陪集空间。在过去，
一般假定对称子群只作用在空间上，不作用在时间上。这样，迹形的弦论的时空就是这个陪集
空间。与迹形量子场论不同的是，弦论构造会产生所谓的纽态（twisted states ），这些纽态不是
别的，是原来不能闭合的弦在子群的作用下闭合的弦。最简单的例子是一个圆上的绕态，在构
造迹形之前，圆本来是一根无限长的直线，对称子群由一个平移产生的无限群。一个绕数为 1
的态原来不可能闭合，因为两个端点差一个平移。
上述的一般迹形所用的对称是时空对称。现在我们想利用的对称性是弦世界面上的宇称对
称，就是世界面的定向反演。这个对称性无非是将一个有着一定定向的弦变到一个有着相反定
向的弦，弦的相互作用不破坏这个对称性。在弦的定向反演下，世界面上的左手模被映射到右
手模。可以说，这是弦的一个“内部对称性”。这个对称产生的群只有两个元，我们用这个对称
群来构造迹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迹形构造是将分立对称性规范化：所有可以通过这些对称
元变换的物理态被等同为同一个物理态。
当考虑超对称时，我们要考虑到弦的定向反演如何作用在世界面的费米场上。同样，我们
将左手费米模映射到右手费米模。但由于格舍奥投射，IIA 弦没有这个对称性，因为左手模和
右手模的格舍奥投射相反。IIB 弦有这个对称性，因为格舍奥投射相同。从时空的角度来说，
IIB 弦论中两个超对称的手征相同，所以可以等同起来，其他场如两个引力微子场的手征性也
一样，可以等同起来。当我们构造迹形后，闭弦不再是可定向的，而超对称也只剩下一个。这
正是型 I 弦的情形。从某种意义上看，开弦可以解释成迹形构造的纽态。但这个解释不宜太认
真地对待。
如此构造后的型 I 弦含有 16 个 D9 膜和一个不可定向平面，这个平面的张力是负的，正好
抵消 16 个 D9 膜的张力。形式上，D9 膜也带有十阶反对称张量场的荷，这个荷也被不可定向
平面所带的荷抵消。从这个定向迹形的构造，我们很难看出不可定向平面是怎么来的。
不可定向平面最容易从 T 对偶来理解。将型 I 弦紧化在一个一维缘圆，我们问经过 T 对偶
变换，所得到的理论是什么？或者，我们问，IIB 弦的迹形的 T 对偶是什么？
在 T 对偶的映射下，新的世界面上的场（一维圆）的左手模和过去的一样，右手模改变符
号。在定向反向变换下，左手与右手交换。这个变换作用在 T 对偶的世界面上的场，不但交
换左手和右手，同时还改变符号。由于 IIB 弦的 T 对偶是 IIA 弦，所以我们用 IIA 弦作迹形构

造，群也是两阶群，群元作用在对应于一维圆的那个世界面标量场，效果是在交换左右手的同
时还改变符号。这样，就有两个不动点，两个对极点。这两个点不变，其余的点通过改变符号
等同起来，所以型 I 弦的 T 对偶不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线段。在线段中的任何一点，左手模
和右手模是独立的，这不同于型 I 弦。当然，由于这个线段比原来的圆小于一半，自由度和 T
对偶前一样。在线段的两个端点上，左手模和右手模等同起来。这两个端点从十维时空的角度
来看是一个空间为八维的面，这两个面是不可定向平面。所得到的新的开弦理论叫做型 I'。由
于对称群的元是定向反演和圆上的对称的结合，这个构造叫定向迹形构造。
在讨论 D 膜时我们知道，沿着 D 膜的一个纵向方向的 T 对偶使得 D 膜减少一个空间方向。
这样原来的一个 D9 膜变成一个 D8 膜，与线段垂直。一个不可定向平面的张力是 D8 膜的 8
倍且差一个符号，这样，总张力为零，所以型 I'理论中的九维时空宇宙学常数为零。现在，D8
膜上线段上的位置就是原来 D9 膜上的一个威尔逊线的相，由于原来的规范群是 SO(32)，有
16 个独立的相，对应于 16 个 D8 膜在线段上的位置。这个规范场与标量场在 T 对偶变换下的
对应我们在上一章的第二节已经说明了。
当 N 个 D 膜在一起时，规范群为 U(N)，注意这里弦是可定向的。当 N 个 D 膜与一个不可
定向平面重合时，由于它们的镜像也重合于这个面，此时规范群变大了，成了 SO(2N)。
我们可以将这个一维的定向迹形构造推广到高维。将 IIB 紧化在一个高维环面上，结合定
向反演和 T 对偶，我们得到一个新的理论，这是一个定向迹形，非平庸元是定向反演和整个
环面反演的结合。现在有若干个不可定向平面，个数等于环面上不动点的个数。如果是两维环
面，有四个不动点，就有四个不可定向平面。一维圆的陪集是一个线段，两维环面的陪集看起
来就象一个四面体的面，拓扑和一个圆一样。
如此这般构造出来的不可定向平面都叫 SO 平面，因为当 D 膜与其重合时，扩大的规范群
是一个正交群。还存在 SP 平面，因为可以用来构造 SP 群。这种平面可以通过推广以上的构
造获得。
一般的定向迹形所用的群可以包括定向反演以及其他的时空对称元，最简单的例子是泡耳
钦斯基和他的学生基芒（ E. Gimon）96 年考虑的一个例子。考虑 IIB 弦紧化在四维环面上，对
称群含有定向反演，空间反演以及这两个反演的结合。这样得到的理论其实就是型 I 弦紧化在
四维环面的迹形上，一共有 16 个不动点从而有 16 个五维的不可定向平面。N 个重合的 D5 膜
的规范群是 SP(N)，当这些 D5 膜同时和一个不可定向平面重合时，规范群就是 U(2N)。D5 膜
的规范群是 SP 和我们在上一章中的讨论吻合。
如何获得以上的结果呢？和过去一样，这里要考虑所谓蝌蚪图的抵消（tadpole）。也就是，
开弦的单圈图要抵消，这里的单圈图包括莫比乌斯带、克莱因瓶和交叉帽（crosscap）。当这些
图抵消时，就不会存在产生非紧的六维时空背景场的源。这些要求给 D5 膜可能的陈－巴顿因
子一些限制，从而决定了可能的规范群。我们知道，开弦对偶于闭弦（s-t 道对偶），开弦的单
圈图可以解释成闭弦的树图，所以我们叫这些计算为蝌蚪图计算（产生经典场的源看上去象蝌
蚪）。
六维时空中的手征理论含有规范和引力反常，而蝌蚪图从开弦的单圈角度看又和反常有关，
所以相应的抵消其实也就反常的抵消。这在后来包括泡耳钦斯基和塞伯格等人的文章中有很好
的讨论。
定向迹形构造随着紧化空间的维度增大越来越复杂，可能性也越来越多。这些构造可能以
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其他的弦论对偶。一个非常特出的例子我们在第九章的结尾已经提出过，
就是九维的型 I'弦和杂化弦以及哈加瓦－威顿理论的对偶。
两维环面上的定向迹形构造还和一种特别的 IIB 紧化对偶，这个紧化被叫成 F 理论，我们
在下一节中再说。

(第四节)
在 11 维的 M 理论提出不久，有一部分人有提出更高维理论的趋势。其中瓦法提出的 F 理
论，影响较大。虽然他的目的是提出一个 12 维的理论，但这个理论似乎并不是独立的理论，
只是 IIB 弦的特殊紧化而已。那时提出的一些高维理论，现在看来，并不是实质的新理论。当
时还有 13 维理论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理论有什么生命力。
一次革命后讨论的弦论的紧化一般要求紧化空间的二阶曲率张量（里奇张量）为零，一来
可以保证非紧的时空有一定的超对称，二来不会因为曲率的产生要求非紧的时空也有曲率。
二次革命后，由于 D 膜的发现，紧化有了更多可能，上一节中的定向迹形就是一种新的紧化，
但定向迹形还是里奇平坦的，因为在构造迹形之前，紧化流形是平坦的。瓦法引入的一种新
的紧化可以说第一次引进了里奇非平坦的紧化流形。
所以可能有非平坦的流形是因为 IIB 理论中存在不同的 D7 膜，这样就不需要引入定向平
面来抵消相同 D7 膜的所带的雷芒荷，同样，D7 膜所带的张力使得两维横向空间弯曲而完全
闭合，不会带来八维非紧时空中的宇宙学常数。后者的另一个解释是，紧化的两维空间的正
曲率对非紧化的 8 维时空贡献一个负宇宙学常数，正好抵消 D7 膜张力的贡献。由于每个 D7
膜在横向两维空间产生一个缺陷角（deficit angle），是 30 度，我们需要 24 个 D7 膜来产生足
够的缺陷角使得两维空间闭合，也就是产生 720 度缺陷角。
IIB 理论中为何有不同的 D7 膜？原因是，IIB 理论中有不同的弦，如基本的弦以及 D 弦，
还有所谓(p,q)弦，带内吾－史瓦兹荷以及雷芒荷。每一个这样的弦又有自己的 D 膜，这种弦
可以在其上断开运动。只有一种 D3 膜，因为 D3 膜是强弱对偶不变的，但有不同的 D1 膜以
及 D5 膜和 D7 膜。
不同的 D7 膜产生非平庸的伸缩子场和标量雷芒场。这两个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虚部为正
的复标量场，当我们在两维横向空间绕 D7 膜一圈时，这个复标量场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值，而
与原来的值差一个 SL(2,Z)变换，不同的变换对应于不同的 D7 膜。当 24 个不同的 D7 膜放在
一起时，由于空间是闭合的，我们要求所有的 SL(2,Z)变换的乘积为 1。这也是各种荷抵消的
一个要求。
瓦法在提出新的 IIB 弦的紧化之前，对这样的解很熟悉。他过去和一些合作者研究过所谓
轴子（axion）弦，和 D7 膜的解完全一样。在三维空间中，弦有两维横向空间，轴子弦产生伸
缩子背景场和一个轴子场，合起来也是一个复标量场。现在我们加上六维纵向空间，由弦可
以得到 D7 膜。在研究轴子弦的时候，瓦法等人发现，如果将复标量场解释为一个两维环面的
复结构模（moduli），很容易找到解。在两维横向空间的每一点加上与这个模对应的环面，我
们得到一个四维空间。如果横向空间是一个球面，这个四维空间就是一个 K3 流形，一个四维
的卡－丘流形。这个 K3 流形叫球面上的椭圆纤维，因为每个纤维是一个环面－数学中的复椭
圆曲线。在一个 D7 膜上，环面是奇异的，缩小为一个圆。
瓦法在他的 F 理论文章中，很认真地对待这个环面。加上两维球面，紧化空间就是四维的，
加上八维非紧时空，我们就有 12 维时空，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理论，F 理论。两维环面被看
成是 SL(2,Z)强弱对偶的几何实现，因为这个群由环面的几何对称性生成。但是，除了这个复
模参数之外，环面上没有其它场。这样，这个 F 理论与 M 理论很不相同。
在他提出这个理论后，因为去哈佛报告，我问了瓦法为什么将 12 维理论叫做 F 理论，他
答，他太太刚生了第二个儿子，F 是英文父亲的简写。而 M 理论对于某些人来说，是母亲理

论。
但目前除了用来获得比较复杂的 IIB 弦紧化，F 理论并没有什么独特的内容，所以作为一
个新理论，已经没有很多人认真对待了。
瓦法的两维球面紧化使我们获得一个 N 等于 1 的八维理论，并且有规范场，由于对偶的普
遍性，自然我们会猜测这个理论与已知的 N 等于 1 的八维理论对偶，如紧化在两维环面上的
杂化弦。数闭弦中的无质量场，这两个理论的确一样。一般地，八维杂化弦有 20 个阿贝尔规
范场，16 个从十维的杂化弦直接得到，另外四个来自于环面上的紧化。表面上，F 理论中含
有 24 个 D7 膜，所以应该有 24 个阿贝尔规范场。瓦法论证，由于这 24 个 D7 膜不同，可能有
重复计算，所以只有 20 个规范场是独立的。比较直观的证明是我和道格拉斯在一篇文章中提
出的。
还可以通过观察不同的非阿贝尔点来论证这个对偶。当然还有所谓的追逐对偶论证法，就
是用一个许多对偶串起来的链子来证明，其中一个论证是，将球面紧化进一步紧化在环面上，
我们得到一个 N 等于 2 的六维理论，在杂化弦方面，是一个紧化在四维环面上的理论。IIB 理
论过去被论证对偶于 IIA 理论在 K3 流形上的紧化，后者对偶于杂化弦在四维环面上的紧化，
所以 F 理论的紧化对偶于杂化弦在四维环面上的紧化。
相对直接的证明来自于森。森指出，瓦法的 F 理论紧化其实是一种定向迹形的变形。这个
定向迹形正是我们上一节讨论过的。将 IIB 理论紧化在两维环面上，此时有弦的定向反演不变
性，以及定向反演结合环面的两维同时反演不变性。用前者构造迹形得到型 I 理论，用后者构
造迹形，我们就得到定向迹形。由于环面反演有四个不动点，迹形的两维紧致空间就是一个
四面体的面，拓扑是一个球面。这个球面应该是瓦法的紧化球面一个极限情形，在这个极限
下，球面上除了四个点外没有曲率，而复标量场也是一个常数。这的确是 F 理论紧化所允许
的，那个四维 K3 流形在这个极限下是一个四维的迹形。
在定向迹形理论中，在四个不动点上有四个不可定向平面，其雷芒和可被 16 个 D7 膜的雷
芒荷抵消。的确，在每一个不动点上有四个 D7 膜，所以对应的规范群是 SO(8)。F 理论中瓦
法通过奇异点的分析用在这里也得到 SO(8)群。更为重要的是，在 F 理论也就是 IIB 理论的紧
化中，当我们绕一个顶点转一圈后所得到的 SL(2,Z)变换正是定向反演，而所谓绕一圈等于环
面上的反演，所以这个结合变换正是定向迹形中的对称性。这样，瓦法紧化的一个极限是定
向迹形。
但这两个图象有所不同。在瓦法紧化中，有 24 个 D7 膜，每个定点上共有 6 个。而在定向
迹形中，每个定点上只有 4 个 D7 膜。森说明，定向迹形的非微绕效应使得每个不可定向平面
分裂成两个 D7 膜。特别是，当每个顶点上的四个 D7 膜分开后，定向迹形构造中的复标量场
不再是严格的，有非微绕修正。这些修正正好使我们得到是瓦法构造中的复标量场的解。奇
怪的是，微绕结果以及非微绕结果正好对应于塞伯格－威顿理论中有四个超多重态情形（复
标量场被解释为塞－威理论中的复耦合常数，而两维横向空间是塞－威理论中的模空间）。当
然，这里是一个巧合，因为塞伯格－威顿理论是四维理论。
F 理论还可以紧化到更低维的非紧时空，同样，要利用复标量场可以解释为两维环面复模
参数这个好处。当紧化到四维非紧空间时，还必须引入 D3 膜，但这里的技术细节比较复杂。
在结束本章时，我们要强调，我们仅仅讨论了一些最为重要的对偶和紧化，还有更多的对
偶和紧化我们不能涉及。这些对偶使得弦论的对偶非常丰富多采。

第十二章 黑洞
(第一节)
黑洞的量子物理的理解可以说是弦论第二次革命最大成功之一，虽然弦论还没有解决黑洞
的所有问题。对于一大类可以在弦论中实现的黑洞，弦论不仅可以解释贝肯斯坦－霍金熵公
式，还可以解释黑洞的霍金蒸发以及更为细致的所谓灰体谱。从这些进展中我们无疑可以得
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弦论在原则上可以解决与黑洞相关的所有量子问题，包括过去长期争论
的黑洞信息问题。但是，所有目前技术所限，最为普遍和最为简单的黑洞－史瓦兹希尔德黑
洞－的量子物理还没有在弦论中得到理解。可以肯定，一旦这方面有进展，弦论的发展将又
进了一大步，甚至会带来弦论的又一次革命。
我们早在第二章第三节就介绍了黑洞及其量子物理的一部分，现在不再重复。想补充强调
的是，黑洞热力学建立在半经典物理基础之上，所导出的结论是非常可信的，不依赖于具体
的微观物理，如霍金温度以及黑洞的熵公式。黑洞与热力学的类比虽然有一定的假设，但还
是得到贝肯斯坦等人的物理论证的支持。真正缺乏的是，由于没有一个量子引力理论，我们
不知道黑洞的热力学是否和通常热力学一样有微观的起源；如果有微观的起源，这个微观理
论是什么？还有，在黑洞的蒸发过程中，量子力学的基本假设如么正演化是不是已经被破坏？
黑洞蒸发的末态是一个量子纯态还是一个混合态？
过去数年弦论中黑洞理论的发展预示着“保守”观点是正确的，也就是说，黑洞的确和任何
其它热力学系统一样，遵从量子力学，黑洞的熵也是微观态数目的一个度量。黑洞的末态是
纯态的最终证明将引入一些不可思义的观念，我们后面要谈。
早在第二次革命之前，弦论中就有了关于黑洞的一些猜测，主要由沙氏金及其合作者作出。
他们有两个重要结果，其一是弦的微绕态很重时可以变成黑洞，在变成黑洞的时候，弦微绕
态在给定一个质量时的态数目与黑洞的微观态数目一样；第二个结果我们在本章最后稍加介
绍，就是所谓的量子全息原理，这个原理基本上是一个定性结果，只是后来在弦论中的特殊
场合才被定量地实现。
在自然单位制中，牛顿引力常数有长度的平方量纲，就是通常的普朗克长度平方。贝肯斯
坦－霍金公式说，一个宏观的黑洞所带的熵是黑洞的视界面积除以四倍的牛顿引力常数。由
于普朗克长度非常小，而宏观黑洞比较大，这个熵相当大，比我们熟悉的热力学系统的熵要
大得多。当然，当黑洞变得很大时，黑洞熵要小于同样大的热力学系统，因为后者的熵正比
于体积，而前者的熵正比于面积。可是黑洞是一个系统可能达到的最大的熵，因为当一个热
力学系统达到相当大的体积时就变成引力不稳定的，逐渐塌缩成一个黑洞。
弦论中的微绕态的数目随着弦态的质量增大而增大，因为质量平方与弦上的激发量子数成
正比，而量子数越大弦态的数目越大。当量子数大到一定程度时，弦态的渐进数是量子数的
平方根的指数，当然指数上有一个无量纲的常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定义弦的熵，熵与该
量子数的平方根成正比，与质量成正比。但是，黑洞的熵在四维中与质量的平方成正比，所
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弦的熵和黑洞的熵等同起来。沙氏金猜测，弦态如果成为黑洞，引力的
效应就不能忽略，引力使得弦的质量“重正化”，也就是说物理的质量比微绕态的质量要小。这
样就能解释为什么弦态的熵与“裸质量”成正比，而与物理质量的平方成正比。
虽然直观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但很难加以证明。后来泡耳钦斯基和豪罗维芝说明，我们
没有必要一定要去计算质量的重正化。我们要做的是去考察什么时候我们既可以相信微绕弦
论的结果也可以相信黑洞的结果。要相信微绕弦论，弦的质量就不能太大，否则有效的引力
耦合强度太大使得微绕论失效。要相信黑洞的结论，弦的质量也不能太小，否则弦不会给出
经典的几何（如果质量太小，几何量子涨落可能很大）。所以，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点，在这一

点两种不同的图象同时正确，他们将这个点叫作对应点。我们叫这个将成为黑洞的弦为重弦。
从几何的角度来看，其他弦（试验弦）在这个重弦的背景下运动时，世界面上的理论正好当
几何的尺度是弦论标度时变成强耦合的，几何开始失效。也就是说，这个对应点应当发生在
重弦的引力半径接近于弦标度时。这样，用对应点的弦的熵公式，我们就得到黑洞的熵公式。
可惜这个计算只是半定量的，因为很难严格计算对应点。许多人相信，当弦的质量由轻调重
经过对应点时，应当发生某种相变。可以将这个相变叫做对应点相变。
在高于四维的时空中，黑洞的熵不再与质量的平方成正比，但对应点还是存在，计算表明
在对应点黑洞的熵由微绕弦态的熵给出。
弦论中的许多黑洞的熵都由贝肯斯坦－霍金公式给出，这就说明，如果弦论是正确的量子
引力理论，黑洞对应的微观态的数目，是熵的指数，无论这个黑洞是简单的史瓦兹希尔德黑
洞还是更为复杂的黑洞。
早在 90 年代初，弦论中的黑洞就为豪罗维芝和斯特劳明格以及吉本斯等人（G. Gibbons）
等人讨论过。他们讨论的是一般的黑膜，可以带一种荷以及质量。当膜紧化在环面上时就可
以获得低维的黑洞。但是在那个时候，根本无法讨论黑洞的物理，所以这些工作没有得到重
视。相反地，也是在 90 年代初，威顿提出的一种两维黑洞吸引了相当大的注意力，因为这个
黑洞可以解释为当时研究的两维玻色弦中的解，同时世界面理论在是一个严格的共形场论。
这个方向在第二次革命中没有人重提，也许最近的对两维弦论的新的兴趣可以使得这个问题
复活。
弦论中的确存在许多种复杂的黑洞，因为弦论中有许多长程场，如内吾－史瓦兹反对称张
量场以及雷芒反对称张量场。根据黑洞无发定理，应该存在带有这些场所对应的荷的黑洞。
其实，我们熟悉的各种膜就是带这些荷的“黑洞”解。这些解不能真正地被看成黑洞，因为它们
的视界面积（或者体积）都是零。
我们经常说，弦论中的膜是 BPS 态，也是临界黑洞（extremal black hole）。在四维中，临
界黑洞是那种既带电荷又有质量的黑洞，同时电荷达到允许的最大值。这种黑洞虽然温度为
零，但熵不为零。弦论中只带一种荷的临界黑洞的熵为零，与四维的临界黑洞不同。这个现
象的微观起源很简单，举例来说，一个绕在一个紧化圆上的弦是一个 BPS 态，其绕数就是一
个荷，这样的弦态的数目是一个超对称多重态的数目，不大，从而也就没有宏观的熵。视界
体积为零的现象也有一个简单的物理解释：还是以弦的绕态为例，由于弦的张力，圆的长度
越是靠近视界－也就是弦的位置－越小，在视界上等于零。有意思的是，弦的横向空间的体
积因为弦的存在变得比原来大。这个现象很普遍，在 D 膜的情形，纵向空间越靠近视界越小，
横向空间越靠近视界越大。
当然，上面的结论只是对类似绕态才成立。对于动量态，纵向空间越靠近视界变得越大。
这可以由 T 对偶看出来，因为动量模 T 对偶于绕数模，而动量模所在的圆的半径是绕态所在
的圆的半径的倒数。同样，如果一个绕态上也存在动量激发态，圆的长度会因为动量的存在
变大。这也有一个直观的物理解释，动量模对应的能量与圆的半径成反比，所以圆的半径越
大，激发这些动量模所需的能量越低－这是能量极小化原理。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我们想在弦论中得到一个有宏观视界的临界黑洞，我们
必须有几个不同的荷。上面所说的弦的一个绕态上同时有动量激发是一个带两种荷的例子。
但两种荷还不足以产生一个宏观的视界，其实，要产生一个宏观的临界黑洞，最少需要三种
不同的荷，非紧时空必须是五维的。我们或者可以说，要产生一个宏观的黑膜，其横向空间
必须是四维的。将这个黑膜紧化在于其纵向空间平行的环面上，就得到一个低维的黑洞。到
目前为止，弦论中的临界黑洞都是这么构造的，第一个例子由斯特劳明格和瓦法给出。

(第二节)
斯特劳明格和瓦法的黑洞构造利用了新发现不久的带雷芒荷的 D 膜，他们的工作出现于
96 年一月，距泡耳钦斯基的 D 膜文章只有三个月，这在当时也是正常的，那时的发展的确飞
快，弦论的知识一天一个样。虽然他们的五维黑洞的构造是第一个，却不是最简单和最自然
的。最简单的构造由卡伦（C. Callan）和马德西纳给出，相应的文章出现在斯特劳明格和瓦法
文章的一个月之后。在这篇文章中，卡伦和马德西纳不但讨论了临界黑洞，还讨论了稍微偏
离临界黑洞的情况，也给出了霍金蒸发计算的大致想法。所以，我们先从这篇文章谈起。
将型 II 弦紧化在五维的环面上，由于 T 对偶，我们既可以从 IIB 出发，也可以从 IIA 出发，
比较简单的是 IIB 中的构造。我们要构造一个既带三种荷的黑洞，同时还要求一些残余的超对
称没有破缺。这个要求很重要，我们后面要解释为什么重要。在 IIB 理论中，我们有 D1 膜和
D5 膜，这些可以被利用，D7 膜不能被利用，因为横向空间只有两维。D5 膜和 D1 膜可以形
成束缚态，只有四分之一的超对称没有破缺。这个束缚态有许多解释，其中最直观的解释是
将 D1 膜看成 D5 膜上的激发态。如果将 D5 膜绕在五维环面上，D1 膜绕在五维环面其中的一
个圆上，D1 膜在 D5 膜的纵向空间中有四个垂直的维度，在这个四维空间中，D1 膜是 D5 膜
上规范场的瞬子解。但在实际应用中，我们总是假定 D1 膜在这四维空间中没有固定位置，瞬
子荷均匀分布在四维空间中。从超引力的解来看，就是将 D1 膜的荷在四维环面上弥散化
（smearing）。从 D5 膜上的规范理论来看，瞬子解不是通常的有固定位置的解，而是特霍夫特
的环子解（toron）。
有两个方法来看为什么这样的舒服态破坏了四分之三的超对称。一种是直接从 D 膜来看。
D5 膜以及 D1 膜分别破坏二分之一超对称，但这些超对称不完全一样，只有四分之一是同样
的，所以当它们同时存在时，共有四分之三的超对称被破坏了。第二种方法是从 D5 膜的理论
来看。D5 膜的存在破坏了一半超对称，所以 D5 膜的规范理论含有 16 个超对称元。这个规范
理论中的瞬子解和环子解能保持一半的超对称，也就是说只有 8 个超对称元被保留了下来，
是型 II 弦理论中超对称的四分之一。
我们接着要再加一个荷，就是沿着 D1 膜方向的动量模。可以证明，这个动量模破坏剩下
超对称的一半，所以三种荷的存在使得原来的超对称只剩下八分之一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是，这些动量模是什么开弦的激发态？因为两种不同 D 膜的存在，应该有三种开弦。一种是
两个端点都在 D5 膜上的开弦，一种是两个端点都在 D1 膜上的开弦，第三种开弦的端点一个
在 D5 膜上，一个在 D1 膜上。卡伦和马德西纳试图论证，前两种开弦的动量模所费的能量要
大。但他们的论证不具体，没有很大的说服力。这个问题很久以后在仔细分析 D5 膜 D1 膜系
统后才得到令人信服的说明。尽管如此，卡伦和马德西纳是对的，只有搭在 D5 膜和 D1 膜上
的开弦才有无能隙的激发。
如果我们对上述的无能隙的开弦量子化，得到一些无质量的两维玻色场和同样多数目的无
质量的两维费米场，数目分别是 D5 膜的数目乘以 D1 膜的数目的四倍。在这些场中分配所有
的动量，得到很大的量子态的数目。取这个数目的对数，由一个渐进公式，我们得到对熵的
最大贡献，这个贡献不是别的，正是贝肯斯坦－霍金熵公式。这个公式非常简单，是三个整
数乘积的平方跟乘以一个常数。三个整数分别是：D5 膜的数目，D1 膜的数目，在圆上动量量
子化的那个整数。熵公式有明显的对称性，我们可以随意交换三个整数。这个对称性也是 U
对偶所要求的，在 U 对偶下，不同的 D 膜甚至动量模可以互相转化。
要得到稍微偏离临界的黑洞，我们可以对一种或多种荷加对应的反荷。例如，如果原来的
动量模是向右运动的模，在加了向左运动的模后，我们得到一个偏离原来临界黑洞的黑洞。
有了向左运动的模，所有的超对称都破缺了，黑洞不再是稳定的，也有了霍金温度。黑洞不
稳定性在 D 膜理论中有简单的解释，那就是，向右和向左的动量不是分别守恒的，一个基本
的向左运动的模可以和一个基本的向右运动的模湮灭，成为一个闭弦离开 D 膜的束缚态，这

就是霍金辐射。标准的几何计算表明，霍金温度与向左运动的动量的平方跟成正比。
卡伦和马德西纳不但在 D 膜理论中计算了加入向左运动模后的熵的变化，还计算了霍金温
度。计算霍金蒸发就是计算辐射一个闭弦的几率，这由两个开弦的湮灭振幅给出，还要在可
能的初态中作平均。涉及的要作平均的算符是向左运动的数目算符，这样平均的结果是普朗
克分布，其中的温度就是霍金温度。当然，如果向右运动的动量不是比向左运动的动量大很
多，霍金温度就不这么简单。其实，如果我们将向左（右）运动的动量模看成一个气体，就
可以定义温度。这样就有个两个温度，向左温度和向右温度。由于向右的模多，温度也高。
霍金温度的倒数是这两个温度倒数的和，所以，如果向左温度远远低于向右温度，霍金温度
就接近向左温度。
我们回来谈谈斯特劳明格和瓦法的原始文章。这篇文章也是利用了 D5 膜和 D1 膜，但紧
化的方式稍有不同，是将 IIB 理论紧化在一个 K(3)流形和一个圆上面。这样，没有黑洞的时空
中的超对称比紧化在环面上少了一半。这里，只考虑那些只破坏一半时空超对称的 D 膜位形，
这些 D 膜位形可由一个整数来刻划，这个整数很类似我们前面例子中的 D5 膜和 D1 膜数目的
乘积。在 K(3)理论中，这相当于所有闭合子流形的交合点的数目：K(3)与一个点，或者两个
垂直相交的两维子流形。前者对应于四个维度绕在 K(3)上的 D5 膜和在 K(3)上只处在一点的
D1 膜，它们的其余一个维度绕在圆上。后者对应于一些绕在一个两维子流形上的 D3 膜和一
些绕在另一个正交子流形上的 D3 膜，同样它们剩下的一个维度绕在圆上。
这样获得的 D 膜构形破坏时空超对称的一半，剩下的超对称和我们前面环面上的 D 膜构
形一样多。现在，假定 K(3)的尺度比圆小得很多，D 膜上的有效理论就是一个 1＋1 维的理论。
如果只考虑无质量的激发态，我们得到一个两维共形场论，其中心荷就是那个交合点数目。
现在，激发 D 膜理论中的向右动量，我们计算熵的结果和黑洞的几何熵完全一致。
我想，斯特劳明格和瓦法的合作正好利用了他们各自的长处，前者对弦论中的黑洞很熟悉，
后者刚做完 K(3)上 D 膜的有效理论。但这个工作也有一些猜测的地方，如 D 膜位形上的共形
场论是一个迹形共形场论。但这个猜测是正确的，后来有更严格的证明。
后来发现，上面介绍的两件工作在数黑洞的微观态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D 膜
上的有效理论的中心荷太大，原来用以计算态数的方法不能给出正确的结果。这个问题是马
德西纳和沙氏金发现的，他们指出，正确的物理图象是，D5 膜和 D1 膜的束缚态其实形成了
在圆上的单个绕态，而不是许多绕数为一的膜的简单组合。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非常长的膜，
其上的中心荷是一个固定的数，也就是 6。这样，通常用来计算态数的渐进公式是适用的。这
个物理图象同时解释了另一个问题，就是 D 膜上激发态的能隙。根据黑洞的预测，这个能隙
很小，这和很长的 D 膜有关，因为当 D 膜很长时，其第一激发态的能量与长度成反比。
我们接着解释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集中讨论临界黑洞？其实，弦论中讨论
D 膜上的有效理论时，我们必须假定这个理论是弱耦合的，否则我们很难证明有效理论是我们
想得到的那个共形场论。有效理论中的耦合常数与弦论的耦合常数成正比，同时也与 D 膜的
个数成正比－当然，这是假定 D 膜没有形成一个单独的长膜。要获得宏观黑洞，这个有效耦
合常数很大，所以黑洞的区域正好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情况。但如果所考虑的微观量子态保
持一定的超对称，这些量子态的存在不随耦合常数变化，所以我们可以人为地调节耦合常数
到很小来计算态的数目，虽然此时没有宏观黑洞。这个计算结果当耦合常数变大时也成立，
的确，黑洞的熵不依赖于弦论的耦合常数。
当 D 膜形成一个长 D 膜时，似乎耦合常数变小了，这是个假相。有两个原因我们还要面
对强耦合问题，第一是形成长 D 膜本身是强耦合的结果，第二，虽然只有单个 D 膜，但 D 膜
绕在圆上许多次，D 膜上的激发态在真实空间上相遇的几率还是很大，所以有效耦合常数还是
很大。

(第三节)
五维的黑洞虽然由 D5 膜、D1 膜和动量模形成，由于 U 对偶，也可以由其他构造得到。
一个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绕着 D1 膜的圆上作 T 对偶，从 IIB 理论过渡到 IIA 理论。在 T 对偶下，
原来的 D1 膜变成 D0 膜，其绕数变成 D0 膜的个数。原来的 D5 膜变成 D4 膜，垂直于新的圆，
而原来圆上的动量模变成新圆上的绕数模，这些绕数模是连接 D4 膜和 D0 膜开弦的绕数。直
观地，我们可以想象，此时 D4 膜和 D0 膜均匀地分布在新圆上，而开弦则尽量地变成链接相
邻膜的开弦，这就是所谓分数化的最简单的体现。这个 IIA 位形看起来象一个手链，D4 膜和
D0 膜在新圆上是珠子，绕数模是串起这些珠子的链子。
由于 U 对偶，即使在 IIA 理论中，5 维黑洞有许多不同的构造。上面是用 D4 膜和 D0 膜
以及开弦构造的位形。D0 膜在 M 理论中是沿着第 11 维方向的动量模。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 11 维理论看这个位形，那么 D4 膜就是 M 理论中的 M5 膜，而开弦是 M 理论中的 M2 膜，
这两种膜的共同特点是在第 11 维圆上绕了一圈，也就是说，M5 膜与 M2 膜相交于一个圆，相
交的地方是一根弦，现在，D0 膜是沿着这个弦运动的动量。这样，M 理论中的解释就很清楚
了：M5 膜与 M2 膜相交于一个弦，这个弦沿着 M5 膜剩余的 4 个方向作振动，振动以沿着弦
方向的动量出现。

在 11 维理论中，我们有随意选取第 11 维的自由。现在，我们选 M2 膜上垂直于相交弦的
那个方向作为第 11 维，M2 膜在新的 IIA 理论中的解释还是弦，但原来的 D4 膜的五个空间方
向都垂直于第 11 维，所以是新的 IIA 理论中的内吾－史瓦兹 5 膜，弦可以看成是内吾－史瓦
兹 5 膜上的弦激发态（我们还没有仔细解释内吾－史瓦兹 5 膜上的激发态，现在我们将弦是
基本激发态的这个事实直接接受下来），这个弦在 5 膜中剩余的四个方向作振动。这个 5 膜中
弦的振动形成黑洞的图象是后来马德西纳给出的。
将 M 理论或者型 II 弦论紧化到四维非紧时空，我们可以构造带四个独立荷的临界黑洞。
和五维黑洞一样，为了得到有非零面积的视界，必须要有不同的荷，也就是不同的膜。现在，
为了得到四维时空中的黑洞，我们要将弦论紧化在六维环面上，比五维的情况多了一个圆，
从而，为了使得这个圆在视界上的周长不为零，我们需要另一个荷如沿着这个圆方向上的动
量抵消别的荷的缩小效应。为了得到一个还有剩余超对称的黑洞，四个荷不能是任意的四个
荷。
克莱巴诺夫(I. R. Klebanov）和赛特林(A. A. Tseytlin）在 96 年四月份的构造也许是最简单
的。他们也是在 M 理论中直接考虑这个问题，利用 M5 膜。当两组 M5 膜相交于一个三维空
间时，我们得到 BPS 位形，剩余超对称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在 M 理论中，这两组 M 膜需要
的空间维度是七维，因为一组 M5 膜已经占了五维，另一组 M5 膜与前一组相交于一个三维空
间，还需要两维吹直的空间。现在，加入第三组 M5 膜。第三组膜与第一组也相交于一个三维
空间，这三维空间与原来两组相交的三维空间只有一个共同的空间。同样，第三组膜与第二
组也相交于三维空间，我们不难看出，第三组膜的五个空间维度中的一维与前两组完全相交，
其余的四维分别于两组膜相交。这样，三组 M5 膜占据了七维空间，完全相交于一维。这个三
组 M5 膜的位形的剩余超对称是原来的八分之一。
将这个由三组 M5 膜形成的位形紧化在七维环面上，当然这个七维环面就是三组膜所占的
空间的环面，我们得到一个四维的黑洞。由于只有三个独立的荷，这个黑洞的世界面积为零。
我们现在激发三组膜相交的那个弦，使得沿着那个弦有动量出现。加上这个动量模，现在的
黑洞带了四个荷，世界面积不为零了。这个带有四个荷的临界黑洞在 92 年和 95 年就有人解
出，很容易利用这些解算出黑洞的熵，我们发现这个熵公式和五维黑洞的熵公式很类似。只

要将四个整数荷乘起来开平方乘以一个常数就获得了熵。这个四维临界黑洞的剩余超对称是
原来的十六分之一。
这个位形在型 II 弦论中有不同的解释。例如，取那个相交弦的方向作为第 11 维，三组 M5
膜在 IIA 理论中的解释是 D4 膜，在十维中相交于一点，而沿着第 11 维方向的动量是与三组
D4 膜形成束缚态的 D0 膜。
三组 M5 膜的简单图象却不是可以用来计算统计熵的最好构造。可以用来计算统计熵的一
种构造是马德西纳和斯特劳明格在 96 年三月份的一篇短文中提出来的，其框架是 IIA 理论，
所以和 M5 膜的构造差一个 U 对偶变换。在这个 IIA 构造中，理论紧化在六维环面上，有一
组绕在六维环面上的 D6 膜，还有一组 D2 膜（可以解释成 D6 膜上与其垂直的四维空间上的
瞬子解）。如果没有其他的膜，搭在 D6 膜和 D2 膜上的开弦可以有激发，但是一个两维空间上
的激发，这两维空间就是 D2 膜和 D6 膜共有的空间。现在，我们加入一组内吾－史瓦兹 5 膜，
与 D2 膜相交于一根弦，由于 5 膜的出现，原来的 D2 膜分数化，也就是说，D2 膜变成许多两
端搭在 5 膜上的开膜，这样，原来搭在 D6 膜和 D2 膜上的开弦种类增多了，因为 D2 膜的种
类增多了。这些开弦的激发是统计熵的来源。
虽然克莱巴诺夫和赛特林的三组 M5 膜的图象不能用来直接计算统计熵，但他们提供的解
释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说，用来计算微观态的是一种开膜激发态。这种开膜是两维的，就
是 M2 膜，其端点是一维的，可以搭在 M5 上。但是，现在有三组 M5 膜，所以相应的开膜有
三个端点（很象一个短裤），每个端点搭在一种膜上，这样激发态的种类是两组 M5 个数的乘
积。这样也能大概地解释统计熵。
我们过去没有解释开膜的概念，现在回过头来简介一下。开膜的存在可以从开弦的存在用
对偶的方法推出来。严格的推导要求考虑 BPS 位形，所以我们从两个平行的 D 膜和一根搭在
两个 D 膜间拉直的开弦出发（如果这个开弦有振动，就不是一个 BPS 位形）。如果两个 D 膜
是 D3 膜，在 IIB 理论的强弱对偶变换下，D3 膜还是 D3 膜，开弦变成了有两个端点的 D1 膜，
或者叫 D 弦。所以，D 弦可以搭在 D3 膜上，在 D3 膜理论中，这个开 D 弦的解释是标准的磁
单极。现在，我们沿着垂直于 D3 膜的一个方向作 T 对偶，D3 膜变成 D4 膜，而开 D 弦变成
开 D2 膜，与 D4 膜相交成一根直线。我们可以继续作这样的 T 对偶。
M2 膜可以搭在 M5 膜上的这个事实也可以从 D 膜推出。我们从两个平行的 D4 膜出发，
这是绕在第 11 维方向上的 M5 膜。考虑一个拉直的两端搭在 D4 膜上的开弦，我们知道，弦
来自于 M2 膜，其一维绕在第 11 维的圆上，所以，这个位形在 M 理论中就是两个平行的 M5
膜，还有一个两端搭在 M5 膜上的开 M2 膜，其端点是一个圆。将这个圆无限拉大，开 M2 膜
与 M5 膜相交于一根直线。
在 96 年上半年，许多不同的临界黑洞被构造出来，除了前面所述五维和四维的临界黑洞，
带角动量的黑洞也被构造出来。例如，在五维非紧时空中，角动量由两个整数所描述。当两
个角动量数相等时，黑洞是一个临界黑洞。角动量量子数在 D 膜理论中对应于相应的共形场
论的 R 对称性，如果量子数不为零，我们要激发带有这些 R 荷的激发态。具体的计算表明，
黑洞的熵同样可以通过数 D 膜上有效理论的微观态获得。
同样，对临界黑洞的小偏离的微观数态也是很成功的，贝肯斯坦－霍金熵一再被微观计算
所证实。
比推广这些熵计算更有意思的是严格地计算霍金蒸发，计算方法已经由卡伦和马德西纳提
出。具体的认真计算是达斯(S. R. Das）和马图(S. D. Mathur）完成的。他们先准确地计算了一

个左手的开弦态与一个右手的开弦态湮灭成一个带零动量的引力子（一个闭弦态）的几率，
然后结合可能的初态（由对黑洞熵贡献的所有微观态给出），这样得到辐射几率，与霍金的黑
体谱吻合。不但如此，能量辐射谱前面的系数正比于黑洞的视界面积，所有这些，都与经典
的黑洞辐射计算相同。能量辐射谱在（半）经典的计算中正比与黑洞吸收几率，他们也具体
计算了这个吸收几率，因为计算结果与具体的黑洞解有关，这是前人还没有做过的。前人的
计算一般是基于简单的史瓦兹希尔德黑洞和类似的推广。这样，黑洞在弦论中的微观实现不
但能解释微观态，还能解释具体的动力学。这些计算不但体现了弦论在理解在黑洞的量子性
质上的成功，还为将来的一些发展如反德西特/共形场论的对应作了准备。
达斯和马图的计算最早是关于五维黑洞的，这当然很快被推广到其它黑洞情形，也包括带
电粒子的辐射。
黑洞的微观考虑不但证实了在弦论中黑洞的存在并不破坏量子力学，还为弦论本身的发展
提供了动力和洞察，例如，非临界 M 膜的熵就预言了一些 M 理论中非常微妙的东西。

(第四节)
黑洞的膜的理论到了马德西纳和斯特劳明格的灰体谱计算可以说到了高潮。
我们在上一节提到达斯和马图关于 D 膜辐射的计算，这个计算假定黑洞离临界黑洞不远，
这样除了标准黑体谱中应有的普朗克公式外，还有一个和吸收截面成正比的因子。这个因子
的存在是因为被辐射出的无质量粒子要克服黑洞的引力，幅射谱不再是简单的黑体谱。在黑
洞的半经典计算中，计算这个因子比较复杂。而 D 膜的图象中，我们只要计算两个开弦合并
成一个闭弦的几率，计算相对简单。这样简单的计算所给出的结果与半经典计算完全一样，
不能不令人惊讶。在离临界黑洞不远时，对于一个被辐射出的标准标量粒子来说，当能量低
于霍金温度时，这个吸收因子与黑洞视界的面积成正比，也就是说，对于长波来说，黑洞看
起来象一个黑盘。
而马德西纳和斯特劳明格则考虑黑洞离临界极限比较远的情况，同样考虑低能极限。在这
种情况下，吸收因子是能量的一个复杂函数，不仅仅与黑洞视界面积有关。这个因子破坏了
标准的黑体谱，所以这个因子被称为灰体因子。同样，吸收因子在黑洞背景下的半经典计算
很复杂，因为黑洞的几何比较复杂。但是，他们的计算结果表明，灰体因子和 D 膜的简单计
算结果完全一样。所以，简单的 D 膜图象不但能给出霍金辐射的黑体谱，同时给出与几何相
关的灰体因子。这是一个谜，为什么 D 膜图象能够知道黑洞的几何？这在当时没有真正答案，
后来的反德西特/共形场论对应解开了这个谜。
当然，这些计算还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叫做稀薄气体近似。在这个近似下，
D 膜上用来解释熵的开弦形成一个稀薄的气体。当这个气体不再稀薄时，我们真正的远离了临
界黑洞，而且黑洞在某种意义下相当大。
从后来发展的德西特/共形场论对应来看，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96 年黑洞文献中各种极限的
意义。一般说来，如果某个极限可以放在德西特/共形场论的对应之下，两种计算的结果的吻
合是这种对应所保证的。共形场论是 D 膜上的理论，表面看来与黑洞的几何完全无关，但这
个对应保证场论知道黑洞的几何，这是后来基于黑洞物理上的最重要的发展。
马德西纳和斯特劳明格还计算了带电粒子的蒸发，这里的带电粒子所带的电与五维黑洞所

带的第三种荷一样，这第三种荷就是开弦激发态沿着圆的动量。他们发现，带电粒子的辐射
超过中性粒子的辐射，这个结果还是和半经典计算的结果完全一样。
所有这些计算都针对标准的标量粒子，也就是说，辐射出来的粒子是一个和引力场有着标
准耦合的标量场。还有一种标量场，叫做固定标量场（fixed scalar），这种标量感受到一个有
效的势，使得它在黑洞视界所取的值固定。对于这种标量场来说，灰体因子的计算与标准标
量场不同，结果也很不一样。当能量很低时，固定标量场的灰体因子趋向于零，而标准标量
场的灰体因子趋于黑洞的视界面积。当能量不为零时，固定标量场的灰体因子更复杂一些，
对黑洞的几何更“敏感”一些。同样，半经典近似计算的结果和相对简单的弦论计算结果完
全一样。
我们到目前讨论的五维黑洞和四维黑洞都有一个有效弦的图象，例如四维黑洞可以看做是
三组不同的 M5 膜相交于一根弦，这根弦振动起来，就产生了黑洞。其实，以上描述的所有物
理都可以由这根有效弦来描述。当我们激发这根弦上的向右运动的模时，我们产生临界黑洞，
当我们同时激发向右运动和向左运动的模时，我们产生了一个偏离临界的黑洞，此时黑洞有
了温度，从而有了霍金辐射。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这根有效弦与引力场以及其它闭弦场耦合，
我们就可以计算弦的振动模衰变成闭弦的几率，这个几率就是霍金辐射加上灰体因子。有效
弦与闭弦场的耦合完全是过去已知的，不同的是，我们这里处理的不是基本弦而是有效弦，
所以弦的张力不一样。要得到正确的霍金辐射，有限弦的张力必须与不同的 D 膜的数目成反
比，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分数化现象，弦不是简单的与 D 膜形成束缚态的弦，而是被 D 膜
“切割”成很小很小的弦了。
在过去的三节以及本节的开头我们讨论的黑洞是由不同 D 膜或者 M 膜形成的黑洞，这样
我们留给大家的印象是弦论中必须用到不同的 D 膜。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我们可以用一种
膜形成黑膜或者黑洞，只不过这类黑膜的弦论计算不容易实现。举例来说，我们可以由一种 D
膜出发在上面激发零质量的开弦态。当 D 膜是无限大时，我们就获得一个黑膜，这个黑膜只
带一种荷，就是 D 膜所对应的雷芒荷，与 D 膜的个数成正比，黑膜的能量是 D 膜的张力加上
D 膜上的激发态的能量。当我们紧化黑膜的所有纵向方向时，我们就获得一个低维时空中的黑
洞。例如，由若干个 D3 膜出发，激发上面的零质量开弦态，然后紧化在一个三维环面上，我
们就获得一个七维时空中的黑洞。这个黑膜或者黑洞解早在九十年代初就知道了，所以可以
很快算出黑洞的熵。这个熵与 D 膜个数的平方成正比，这很容易理解，因为 D 膜上的零质量
开弦的低能有效理论是超对称规范理论，有 8 乘 N 平方个场，这里 N 是 D 膜的个数。8 是每
个 D 膜上场的数目。可是，D3 膜的计算表明，熵似乎是由 6 个无质量没有相互作用场所作的
贡献。这就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将 D 膜上的量子场论看成是自由理论，否则我们应当有 6
个场。的确，黑洞解是宏观解的条件表明，D 膜上的场论是强耦合的，超对称规范场不应当是
自由场论。黑洞物理告诉我们，虽然场论是强耦合的，但是处于一个不动点，也就是说是一
个共形不变的场论。我们可以说，D3 膜上的场论是一个共形不变的有相互作用的理论，或者
叫非阿贝尔不动点，其有效自由度是 6 乘以 N 平方。这个结论应当是最早的黑洞告诉我们的
有关场论的结果。由于我们对四维 N 等于 4 的超规范理论的有限了解，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
在场论中直接证明这个结果。
由其它 D 膜所获得的场论更为复杂，因为当 D 膜的空间维度小于三时，超对称规范场论
在高能极限下是渐进自由的，或者用场论的术语，这些理论是超可重正的
(super-renormalizable)。而在低能极限下，理论是强耦合的，所以我们也不能由第一原理计算
膜上热激发态的熵。当 D 膜的空间维度大于三时，理论在高能极限下是强耦合的，而且是不
可重正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到质量不为零的开弦态的贡献，从而场论不再可以信赖。在
低能极限下，理论是自由的，可是，黑洞所对应的物理要求膜的数目很多，有效相互作用强
度不可能趋于零。所有这些理论都有几个不同的区域，对应于黑洞也有几个不同的区域，这

样理论中可能存在相变，我们现在不打算继续这个有趣的话题，将来可能的话回到这个话题。
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最为神秘的膜，M 膜。在 11 维理论中，有两种膜，M2 膜和 M5 膜。
当这些 M 膜完全重叠在一起时，膜上的理论是共形场论，而且是有着相互作用的共形场论。
这在 M2 膜的情形比较容易理解，毕竟是一个 2＋1 维的量子场论，而且，我们可以通过 D2
膜上的理论来定义它。我们知道，M 理论是 IIA 理论的强耦合极限，而 M2 膜可以由 D2 膜在
这个极限下得到。D 膜上场论的耦合常数的平方与弦论的耦合常数成正比，所以，在 M 理论
的极限下，D2 膜上的超对称规范理论是强耦合的，并且趋于一个共形不变点。可是，M5 膜
上的理论是一个高维量子场论，我们的通常的量子场论知识告诉我们很难有高维的可重正的
量子场论。M5 膜上的理论的确是量子场论，由于 M 理论的存在性，我们可以确定这个量子
场论的存在性，但是我们不知道如何描述它。很可能，这个量子场论不是通常的有著作用量
的量子场论，我们要通过量子算符来定义它。
与 M 理论本身的神秘性一样，这些 M 膜上的量子场论也很神秘，可以称为小 M 理论。理
解这些小 M 理论必定会带来对 M 理论本身的进一步理解。同样，黑洞物理已经能够告诉我们
一些关于 M 膜上的量子场论的信息。在 M2 膜的情形，黑洞熵正比于膜的个数的二分之三次
方，这有别于 D 膜的平方。这个结果说明，在强耦合极限下（或者低能极限下），D2 膜上的
有效自由度由原来的 N 的平方降低到 N 的二分之三次方，说明低能极限的共形场论的确很复
杂，很难用一个自由理论来描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在 D 膜的相下，理论的自由度正比于
N 的平方，说明有效自由度就是规范理论中的场，那些可以写成矩阵的场，而在 M 膜的相下，
理论不可能用弱耦合的场来描述，因为谁也写不出 N 的二分之三次方个场。
M5 膜更加神秘，不仅是因为这是个高维理论，而且还因为根本不可能由强相互作用的拉
氏量场论获得。第一，人们似乎可以说，M5 上有张力为零的弦，因为我们知道，当两个 M 膜
分开时，M2 膜可以搭在上面，端点是弦而不是点。当两个 M5 膜无限靠近时，开 M2 膜的长
度越来越小，所以端点弦的张力越来越小。可是，我们知道，弦有无限多个激发态，这些激
发态的质量的平方正比于弦的张力。无张力的弦似乎告诉我们应该有无限多个零质量的场，
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黑洞物理告诉我们，黑洞的熵也就是 M5 膜上的自由度正比于膜的个
数的三次方。所以，M 膜不可能是弦论，起码不是一个弱耦合弦论，同样也不是一个简单的
场论，因为我们不知道场如何带三个子标因而场的个数与膜的个数的三次方成正比。
弦论黑洞的一些重要文献：
1. A. Strominger, C. Vafa, hep-th/9601029, Phys.Lett. B379 (1996) 99.
2. Curtis G. Callan, Juan M. Maldacena, hep-th/9602043, Nucl.Phys. B472 (1996) 591.
3. J. M. Maldacena, L. Susskind, hep-th/9604042, Nucl.Phys. B475 (1996) 679.
4. J. Maldacena, A. Strominger, hep-th/9603060, Phys.Rev.Lett. 77 (1996) 428.
5. I.R. Klebanov, A.A. Tseytlin, hep-th/9604089, Nucl.Phys. B475 (1996) 164.
6. I.R. Klebanov, A.A. Tseytlin, hep-th/9604166, Nucl.Phys. B475 (1996) 179.
7. S. R. Das, S. D. Mathur, hep-th/9606185, Nucl.Phys. B478 (1996) 561.
8. J. M. Maldacena, A. Strominger, hep-th/9609026, Phys.Rev. D55 (1997) 861.
9. C.G. Callan, S.S. Gubser, I.R. Klebanov, A.A. Tseytlin, hep-th/9610172,Nucl.Phys. B489
(1997) 65.

第十三章 矩阵理论
（第一节）
M 理论在超弦理论中的地位自 95 年威顿的文章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除了低能极
限是 11 维超引力以及五维膜和两维膜的存在，人们对 M 理论的其他性质一无所知。特别是，
我们无法量子化超引力，11 维微扰超引力到了一定的圈数是发散的。可以说我们没有一个 M
理论的微观理论。
泡耳钦斯基的 D 膜理论发表之后，我们对 M 理论中出现的 KK 引力子，就是 IIA 理论中
的 D0 膜有了一定的理解。但这个理解也不出低能的范围，因为一个完备的 D 膜理论涉及所有
的开弦激发态。 令人惊讶的是，96 年十月份班克斯(T. Banks)等四人提出 M 理论的非微扰量
子理论其实是多 D0 膜理论的一个极限，而需要的 D0 膜理论也只涉及到低能理论。这个理论
提出来时许多人不相信，因为这个理论也太简单了，怎么可能是包罗万象的 M 理论？
要理解当时四人提出这个理论的原因，我们需要了解提出这个理论的两个主要人物在当时
对弦论的理解，这两个人就是闲克和沙氏金。
先谈闲克的背景。闲克于当年的八月份和另外三个人写了一篇关于 D0 膜性质的长文，据
我所知，他们在这篇文章上断断续续花了近八个月时间。我在他们研究 D0 膜期间曾经两次访
问洛特格斯大学，每次都见到闲克和道格拉斯(M. Douglas) 在黑板上讨论和 D0 膜有关的问题。
在这种讨论中，我也看到了闲克的研究风格，他很少作计算，但对物理的把握非常好。这篇
D0 膜文章的另外三位作者不是矩阵理论的另外三位作者。在这篇 D0 膜文章中，他们用低能
理论，也就是矩阵量子力学－一维的非阿贝尔规范理论，来研究 D0 膜相互作用的性质。他们
得出结论，在 D0 膜散射振幅中，只有 11 维的普朗克长度出现。这个长度当弦是弱耦合时，
远远小于弦的标度。这样，在弦论中，人们可以探测到小于弦标度的长度，这和微扰弦论的
结论不同。
另外一个重要的结果是，用矩阵量子力学可以计算两个 D0 膜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这个势
是长程力，但当两个 D0 膜相隔很远时，长程力有所有开弦的贡献，而矩阵力学中只有最低能
模的贡献。这就说明，开弦的激发模的贡献互相抵消了。这个现象在我和道格拉斯的一篇文
章中已经知道了，抵消的原因是超对称。
D0 模之间的长程力其实是引力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能看到 11 维普朗克长度是自然的。
闲克一直相信 D0 膜在弦论中是特殊的，可以看成其他物体的基本组元，但在 D0 膜文章中他
们没有走得这么远。
沙氏金提出矩阵理论的动机完全不同，他的背景中六七十年代的粒子物理更多些。在六十
年代，强相互作用是粒子物理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强子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很难用一个
简单的理论来概括。后来，费曼介入强相互作用研究，提出部分子的概念(partons)，后来我们
知道，部分子不是别的，正是夸克和胶子。费曼的想法是，当一个强子的动量很大时，我们
可以假定强子的动量无限大，这样，强子可以看成是带不同动量的部分子的束缚态，部分子
的个数与动量成正比。强子的相互作用可以看成是部分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强子的动量
不够大，我们总可以人为地选取一个参照系，在这个参照系中，强子的动量变成无限大了，
这个参照系叫做无限动量参照系(infinite momentum frame)。在无限动量参照系中，部分子的相
互作用比较简单，而强子的复杂相互作用来源于强子中的部分子分布函数以及部分子之间的
相互作用。无限动量在这里并不是指动量的所有分量都是无限大的，而是一个固定的分量无
限大，这个分量对应的方向叫做纵向方向，其余与纵向方向垂直的方向叫横向方向。
物理上，当一个物理系统被沿着纵向方向加速到无限动量的情况下，由于相对论效应，横

向方向的运动变得很慢，所以系统中的一切和横向运动有关的动力学化成非相对论动力学，
即伽利略力学。这对动力学作了很大的简化，例如，在相对论场论中有一种粒子就有对应的
反粒子，而非相对论场论中没有反粒子。在部分子模型中，每一个粒子都带有一个正的纵向
动量，部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非相对论相互作用。
在最早的弦的一次量子化中，光锥坐标的选取也起了关键的作用。这里，光锥坐标等价于
无限动量参照系，虽然严格地说在光锥坐标中弦的纵向动量不是无限大。即使一个相对论性
粒子，我们也可以采用光锥坐标。在光锥坐标中，我们选取一个光锥时间，是时间与纵向坐
标之和，另一个光锥坐标是时间与纵向坐标之差，其余为横向坐标。对于一个相对论性粒子，
我们可以任意选取粒子的本征时间，或者叫联络参数(affine parameter)，而在光锥坐标中，我
们选取标度粒子的本征时间为光锥时间。这是一个特别的选择，在这个选择下，粒子的作用
量被简化为横向方向运动的作用量，并且采取非相对论形式。同样，在光锥坐标下，弦的作
用量也变成了横向坐标的非相对论作用量。这种选择对于一次量子化弦尤其重要，因为我们
不必处理非物理模了，所有作用量中出现的变量都是物理的。当然，直接处理物理模带来的
坏处是系统失去了直接的相对论不变性，要证明弦的相互作用是相对论不变的比较复杂。
因为弦在光锥坐标下只涉及物理模，所以最早的弦场论是光锥规范下的弦场论，理论看起
来很正常，既有空间上局域性也有时间上的局域性。弦在纵向方向的长度与纵向动量成正比，
而在相互作用过程中纵向动量是守恒的，所以所有初始态中弦的纵向长度只和等于所有末态
中弦的纵向长度之和，同样在任何中间过程中，所有弦的纵向长度之和也不变。这样，任何
一个弦的圈图在光锥规范下都是一条带（开弦），我们在这个带上画出长短不一的平行线分割
这条带，就会出现不同的初始弦，中间弦和末态弦。
对于单个弦来说，在光锥规范下，弦的振动模式也可以看成在一个长度与纵向动量成正比
的弦上作振动。这个图象加上上述的相互作用图象使得我们猜测，如果弦是一些更基本物体
的复合态，那么在光锥规范下这些更基本的物体应该带有最小的纵向动量。
以上一些关于部分子和光锥规范下的弦论是沙氏金提出矩阵模型的主要动机。在 M 理论
中，如果我们从 IIA 弦论出发，我们逐渐增大弦耦合常数，第 11 维的半径越来越大，M 理论
的极限就是半径无限大的极限。由于 D0 膜是第 11 维方向上的 KK 模，即带有单位动量的模，
所以当半径增大时，它们的动量和能量越来越小。如果我们考虑一个在第 11 维方向带有有限
动量的物体，并且象部分子模型一样，假定这个物体是带有单位动量 D0 模的束缚态，那么当
第 11 维的半径越来越大时，该物体所含的 D0 膜越来越多。我们想象，物体的束缚态模型在
这个极限下越来越好。

这个猜测并不是非常令人惊讶。令人惊讶的是，班克斯等四人猜测描述束缚态所需要的动
力学都含在 D0 膜的低能理论中，即非相对论矩阵力学。乍看起来，虽然非相对论符合我们前
面解释的无限大动量参照系中的运动学，但 D0 膜本身在 11 维半径趋于无限大的极限下质量
（从 10 维弦论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小。要满足非相对论要求，我们需要限制 D0 膜在横向方
向的动量。在 M 理论极限下，D0 膜的个数越来越多，可以假定每个 D0 膜的横向动量越来越
小。
需要强调的是，D0 膜的确是部分子的最佳选择，一是因为它们带有纵向（第 11 维）动量，
二是弦论中的 D0 膜的动力学只涉及到弦论中的空间方向，这些空间方向垂直于第 11 维，正
是所有的横向方向。D0 膜的动力学是矩阵量子力学，矩阵也可以对角化时，本征值对应于 D0
膜在横向空间中的位置，非对角元没有很好的几何解释。当矩阵不能同时被对角化时，我们
也就没有了 D0 膜在横向空间中的几何解释，而理论中的自由度远远大于 D0 膜本身的自由度，
因为有更多的非对角自由度。当然，除了对应于横向空间的矩阵外，我们还有 16 个费米矩阵，
这是超对称要求的。我们在下一节中介绍关于为什么矩阵理论可能是正确理论的两个理由。

(第二节)
班克斯等四人的矩阵理论提出不久，立刻就有许多人来验证这个理论。在他们的原文中，
支持这个猜测有两个重要的检验。一个就是原来道格拉斯等人的关于 D0 膜的相互作用的计算，
计算结果表明 D0 膜的矩阵力学的确给出 D0 膜作为 11 维时空中的引力子的相互作用。第二个
证据是由若干个 D0 膜可以构造出 M 理论中的两维膜，D0 膜的个数越多，这个构造就越精确。
我们后面再仔细解释这个有趣的构造。
基于这些验证，沙氏金受到鼓舞，于第二年，也就是 97 年四月份，又提出另一个猜想。
同样是类比于原来的场论结果，沙氏金现在考虑的是将 11 维 M 理论紧化在一个类光座标上（沿
着一个类光座标，本征时间为零）。现在只考虑 M 理论中的一个子系统，该子系统沿着类光方
向的动量是固定的。由于量子力学，这个动量也是量子化的，是类光方向半径倒数的整数倍。
沙氏金的第二个猜想是，描述一个带有固定类光动量系统的理论就是 N 个 D0 膜的低能矩阵力
学。如果这个猜想是正确的，那么班克斯等人的猜想就是这个猜想的一个推论：我们只要取
无限大类光半径和无限大类光动量极限就回到班克斯等人的猜想。
97 年的九月份和十月份，森和塞博格分别提出了沙氏金猜想的一个“证明”。他们的论证当
然不是什么严格的证明，只是一个相当有力的说明而已。后来泡耳钦斯基给出一个论证更为
明晰，我们稍后再谈泡耳钦斯基的论证。
森和塞博格的论证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这里解释一下后者的理论。光锥紧化在物理上不
太容易被接受，因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闭合光线（在时空中闭合，而不是仅仅在空间中闭合）。
所以，塞博格稍稍变化了一下，将光锥的那个座标加了小的空间分量，这样原来的光线圆变
成了一个类空圆，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光锥紧化是这个类空紧化的极限。可以看出，这个
接近光锥的类空紧化是通常空间紧化的一个不同表述，在另一个座标系中，我们得到一个纯
空间紧化，紧化圆的半径很小，两个紧化相差一个洛仑兹推动。在光锥极限下，空间紧化圆
的半径趋于零。换句话说，光锥紧化是零半径空间紧化的一个无限大洛仑兹推动。
撇开在一个紧化方向作洛仑兹推动这个复杂问题不谈，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光锥紧化的
M 理论等价于 M 理论紧化在一个零半径的空间圆上。后者又等价于零耦合的 IIA 弦论，微妙
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想保持前者的“寻常”物理，如有限的普朗克长度和有限能量，我们就得
考虑后者－弦论－中的一些特别的物理，如无限大的弦长度和接近零的能量系统，这是我们
不熟悉的。好在一个理论中的物理只依赖于那些有量纲量的无量纲比例，我们可以将弦论中
无限大的弦长度变成有限的，而能量也变成有限的。这样变换的结果是，弦论中的无限多的
振动模式全部成了无限大能量模。如果我们只考虑 D0 膜（带有固定的纵向动量的系统），理
论简化成 D0 膜的矩阵力学，因为无限大的能量膜脱耦了。
非常有趣的是，当一部分人开始相信以上的证明而另一部分人还在迷惑时，97 年十月份出
了两篇否定沙氏金新猜想的文章。一篇是道格拉斯和大栗(H. Ooguri)的文章，他们声称在 K3
面（其实是放大后的 K3 面）上的 D0 膜计算不符合引力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个矛盾至今没
有解决。另一篇文章是达因(M. Dine)和一个学生的文章，他们考虑的是三个引力子的相互作
用，也发现 D0 膜矩阵力学的计算不符合引力预言。好在这个所谓的矛盾后来被米谷民明等人
解决了：达因等人犯了两个错误，一个出在 D0 膜相互作用的计算上，另一个出在引力子相互
作用的计算上。仔细地将两种情形算出，这两个结果实际上完全一致。米谷等人的文章几乎
是一年之后才出现的，在他们的工作出现之前，许多本来就怀疑矩阵理论的人更不相信这个
理论了。
时至今日，几乎没有人再公开地怀疑矩阵理论了，这不是因为矩阵理论有了什么证明，而

是因为还没有人能够找到真正的矛盾。我们前面说过，矩阵理论最明晰的“论证”是泡耳钦斯基
给出的，这是 99 年三月份的事。泡耳钦斯基这里直接在 IIA 弦论中取零耦合极限，同时固定
M 理论中的普朗克长度，这样，弦的张力趋于零。看起来，所有弦的激发态的能量都趋于零，
而 D0 膜的质量趋于无限大。但是，如果我们固定 D0 膜的动量(从而其横向速度趋于零），D0
膜的动能也趋于零，与弦激发态相比，其趋于零的速度更快。如果我们只对 D0 膜在横向空间
的动力学感兴趣，我们就可以忽略弦的各种激发态。同样，在 D0 膜之间的拉直的开弦的能量
也趋于零，其趋于零的速度与 D0 膜的动能一样。如果我们重新标度能量，让 D0 膜的动能有
限，这样 D0 膜和其间的拉直的开弦都幸存下来，而动力学完全由矩阵力学给出。
上面的讨论也说明一旦 D0 膜的数量给定，我们不能改变这个数量，因为多出一个 D0 膜
需要无限大的能量，因为与 D0 膜的动能相比，D0 膜的质量无限大。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沙氏
金的猜想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在这个极限下，不同数目的 D0 膜系统完全不同，互相之间没有
动力学联系，这就是我们熟悉的超选择分支（super-selection sectors)。
泡耳钦斯基的论证虽然最为明晰，但如果仅仅这样我们还不能和班克斯等人的猜想联系起
来，因为后者讨论的是 11 维理论，也就是无限大耦合 IIA 弦论，另外，能量在后者的猜想中
一开始就是有限的，而不是趋于零再通过重新标度得到有限的结果。解决第一个矛盾，也就
是零耦合与强耦合的矛盾，我们可以借助塞伯格的无限大洛仑兹推动手续达到目的。其实，
泡耳钦斯基接着做的事情也类似这个手续，但更加物理和更加可以接受了：他利用马德塞纳
猜想将强弱耦合的两个极限联系起来。我们在将来讨论了马德塞纳猜想后再回到他的讨论。
在矩阵理论的提出和马德塞纳猜想的提出期间，许多人从看起来不同的角度讨论了矩阵理
论和各种奇怪极限的联系。这些不同极限看起来很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泡耳钦斯基在他的
文章中做了很精彩的讨论，限于这个讨论过于技术，我们不作介绍了。
说了这么多矩阵理论为什么成立的理由，现在该谈谈理论的动力学。我们在讨论 D 膜时已
经解释了一般 D 膜的动力学，这里要特别回顾一下 D0 膜的动力学。从 IIA 弦论的角度看，
D0 膜是九维空间中的点粒子，而从 M 理论的角度来看，D0 膜是十维空间中的引力子，带有
纵向方向的单位动量，也在九维横向空间中运动。对单个 D0 膜来说，动力学极其简单，只是
九维空间中的一个非相对论性自由粒子，因为我们假定动能远远小于质量。原则上，单个 D0
膜的世界线理论中有一个规范场，只有时间分量（因为世界线是一维的），所以完全规范等价
于零规范场。除了九维坐标外，还有 16 个费米子场，量子化之后，这些费米场使得粒子可以
带不同的自旋，这就是引力子及其超对称伙伴。
有了若干个 D0 粒子，动力学就完全不同了。九个坐标变成了九个矩阵，当这些矩阵可以
同时对角化时，矩阵的对角元就是各个 D0 膜在横向空间中的坐标。如果矩阵不能同时对角化，
并且非对角元相对于对角元来说并不小，矩阵完全失去空间坐标的解释，我们在这里看到了
非对易几何的起源。当矩阵可以近似对角化时，我们还可以认为对角元对应于 D0 膜的位置，
非对角元就是 D0 膜之间的开弦激发态。完全不可对角化时，区分 D0 膜和开弦就失去意义。
和单个 D0 膜的另一个不同点是规范场有了物理意义，虽然我们还是可以将其等价于零规范场，
但规范场诱导一个限制，就是多个 D0 膜所形成的物理态必须是“色单态”。
和单个 D0 膜一样，多个 D0 膜同样存在超对称，也就有 16 个费米矩阵。这么多的费米矩
阵使得 D0 膜的物理态大大增多。超对称的存在使得 D0 膜的动力学变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
却是不可或缺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得到最简单的要求：D0 膜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与引力子一
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