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万有引力常数

但是牛顿生于 1642 年，这中间还有一大段的空白。就我们所知，有一点似乎很清楚，
牛顿并未像音乐家莫扎特或数学家高斯一类的天才那样在年少时期便展露出伟人的锋芒。母
亲对他的期望是让他成为一个农民。幸好牛顿对于农事毫无兴趣，虽然母亲的态度十分坚决，
但最终在牛顿所就读学校的校长（似乎是当时唯一看到牛顿潜力的人）和他叔叔的联合劝说
下，才答应了把牛顿送去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读书。1661 年，牛顿顺利进入了他的“安全
学校”
。这无疑是历史上最成功的 B 计划之一。
牛顿在学院度过的早期时光也并没有被他自己或同代人很好地记录下来。他在日记中记
录了一些幸事（
“去酒馆两次”
）以及衰事（“打牌输掉两次”），但其中并没有丝毫天才破土
而出的讯息。情况在 1664 年峰回路转，在当年“流水账”式的日记本中，牛顿记下了非常
严肃认真的数学研究。在此之前，牛顿的数学知识似乎只有如今高中二年级学生的水平。牛
顿当时的算术学不错，但他在代数学、几何学和三角学方面则有所欠缺。假如以他当时的水
平去参加 SAT 入学考试的话，恐怕也拿不到什么好成绩。牛顿是通过购买或借阅各种最前沿
的数学书籍跟上了学习的进度。从奥特雷德的著作《数学之钥》（Clavis Mathematicae）
［1］
中，他学习到代数学的强大和灵活性，这为他日后提出二项式定理奠定了基础。他也从沃利
斯的《数学文集》
（Opera Mathematica）
［2］中汲取养分，最终发展出他在数学领域的标志
性成就——无穷小微积分。而通过阅读斯霍滕翻成拉丁语的笛卡儿的《几何学》
（Geometrie）
［3］
，牛顿弥补了自己在几何学方面的缺陷。
他应该是在 1665 年拿到学士学位，那一年英国爆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黑死病疫情。
由于人口密集，卫生条件差，疫情广为蔓延。从一些侧面也可以印证疫情的严重性，查理二
世国王的宫廷从伦敦撤离到了牛津郡，剑桥大学也关闭了。于是牛顿返回他位于乌尔索普的
家乡，在那里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
“专心研习数学与哲学”
［4］。就是在这段时间，他重塑
了整个世界。
万有引力定律的发展
牛顿在数学领域有着突出的贡献，但最令他名垂千古的仍是其对于科学的贡献，因为科
学进步才是引领人类前进的主要动力。虽然牛顿在光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能获得如
此地位的主要原因，首先归功于他在力学和万有引力方面所做的工作，其次则是他发展出的
理论及实验的科学方法。
对一条科学理论的首次阐释几乎都不是最简单的版本。像牛顿这样的革新者通常并不关
心自己所说的是否能被普罗大众所理解，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要让同行接受其观点，然后以此
为基础搭建理论的大厦。牛顿的《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5］便是如此。这本书通常简称为
《原理》
，我会偶尔拿来翻一翻，也曾下决心等退休之后好好读一读（不过它还在尚未完成
的列表中）
。
《原理》的风格仿照了标准的几何学教材，公理、定理、前提条件、证明，条分
缕析，而许多结论实际上也是几何学的。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这本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
为开普勒三大定律的解释提供了依据（其中一部分就是牛顿对万有引力定律的论述），而这
三条定律全部都是几何学的。开普勒第一定律是指行星围绕太阳运动的轨道都是椭圆的，太
阳处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开普勒第二定律是指太阳中心和行星中心的连线在相等的时间内
扫过的面积相等。开普勒第三定律是指各行星绕太阳公转周期的平方和它们的椭圆轨道的半

长轴的立方成正比。
这些定律不只是一位优秀的几何学者通过某些前提所推出的结论，它们都有经验基础，
是基于第谷·布拉赫辛苦积累的数据，经过长期的数据收集和模型拟合才得出的。第谷是一
位对天文学感兴趣的丹麦贵族，他很欣赏开普勒的早期工作，于是邀请开普勒来到他位于布
拉格附近的住所，当时他正在那里建造一座新的天文台。于是，开普勒就成为了第谷的思想
传人。
当时，哥白尼革命渐成气候，开普勒尝试将第谷的那些宝贵数据与哥白尼的太阳系模型
结合起来，后者认为行星是沿着均匀的圆形轨道围绕太阳运动的。开普勒最初设想的行星圆
形轨道模型还引入了五个正多面体——正四面体、立方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以及正二
十面体。
无论如何，开普勒是打算把手头的数据塞进圆形轨道模型之中的。值得庆幸的是，第谷
当时刚刚获得了十分准确的火星观测记录，记录显示出火星的轨道明显不是圆形。要是当时
第谷刚刚完成观测的不是火星而是金星，而金星的轨道几乎就是一个完美的圆，那么开普勒
何时能发现第一定律或者最终能否发现第一定律，可能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
第一定律的发现体现出开普勒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而第二和第三定律的发现则凭借的
是他过人的数学能力。计算第二定律中扫过区域的面积已经大大超出了基础欧几里得几何学
的能力，同时，找出第三定律中所蕴涵的复杂关系也要求具备相当的数学天赋。尽管任务艰
巨，开普勒仍投入了数年时间来构建和检验其第二和第三定律。在这个过程中，开普勒遭遇
了众多个人及政治上的变故，他的妻子和最爱的一个儿子都因病离开了人世，又由于拒绝皈
依天主教，他可以谋生的途径也受到限制。此外，他的母亲遭到施行巫术的指控，他不得不
为此事奔波，进行辩护。在当时，此项指控是会导致酷刑致死的。不过，这项指控被证明是
出于传言。
（这并不意外，因为据我所知，不论是当年还是现在，货真价实的巫术案件并不
多见。
）最终，开普勒帮助母亲证明了清白。
开普勒的墓志铭很好地总结了他的成就：
我曾测量天高，今欲测量地深；
思想遨游天际，肉体长眠大地。
［6］
速度问题
从开普勒第一及第二定律中可以直观得出的结论是，行星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中，在不同
的位置上运行的速度不同。所谓椭圆就是两端拉长的圆圈，形状好像飞艇，有一长一短两根
对称轴。如果画一个椭圆
图1
代表行星的轨道，并把太阳置于椭圆长轴的左焦点上，再假设行星在靠近太阳的一端从
长轴的紧上方运行到关于长轴对称的紧下方（图 1）本书插图均为编者所加，部分图片的许
可协议见文前的“图片使用说明”
，图注文字遵从 CC  BY  SA  3  0 协议。——编者

注，我们可以将行星扫过的区域大概视为一个等边三角形（虽然行星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曲线，
但在很短的距离内，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与长轴垂直的一条线段）。三角形的高是长轴上太阳
与近侧椭圆弧之间的距离，由于太阳位于椭圆的左焦点，因此这一距离比长轴的一半要短。
很明显，如果行星的运行速度保持不变，那么在相同的时间内，不管它是靠近太阳还是远离
太阳，它在轨道上都会划过相同的距离。这时，如果行星在长轴远端的紧下方运行相同的距
离到了紧上方，根据开普勒第二定律，仍然可以将行星扫过的区域视为一个等边三角形，那
么这个等边三角形的底边和刚才的相同。然而，这个三角形的高是从太阳到长轴远端的距离，
这比长轴的一半要长，因而前后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开普勒第一及第二
定律成立，那么行星在太阳近端和远端的运行速度应该是不相同的。
牛顿在微积分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解释以上问题非常重要。微积分提供了一种方法，能
够用于确定不断变化的数值，比如行星或一辆车在任意特定时刻的速度。举例来说，某个下
午我花了三个小时从洛杉矶开车去圣地亚哥，全程 210 千米。通过简单运算，我的平均速度
为每小时 70 千米，但这无从告诉我汽车经过 405 号州际公路的开阔地带时速度有多快，或
是米申维耶霍附近遇到堵车时速度有多慢。如果要确定汽车在下午两点钟的速度，我们需要
查看某一时间段内的平均速度，并逐渐把时间段缩小。要确定某一个时间点的速度，以之为
起点往后一秒钟内的平均速度要比以之为起点往后一分钟内的平均速度更加准确，因为在一
分钟的时间段内汽车改变速度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我们测量平均速度时选择更短的时间段，
比如说 0  001 秒，那么所得出的速度就十分接近汽车在时间段起点的准确速度了。当然，
前提是我不能在这 0  001 秒内撞上一辆卡车。
牛顿的《原理》不仅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且还提出了一种可以计算出在任何时间点的瞬
时速度的方法，在今天的微积分中被称为差商法，其中涉及对平均值求极限。他同时预料到
了很多微积分学生在学习这部分时会面临的困难以下文字引用了王克迪的译文，参见：《自
然哲学之数学原理》
，王克迪译，袁江洋校，陕西人民出版社，武汉出版社，2001 年，第 49
页。——译者注：所以我在证明以后的命题时宁可采用最初的与最后的和，以及新生的与将
趋于零的量的比值，即采用这些和与比值的极限，并以此作为前提，尽我可能简化对这些极
限的证明。这一方法与不可分量方法可作相同运用，现在它的原理已得到证明，我们可以更
可靠地加以使用。所以，此后如果我说某量由微粒组成，或以短曲线代替直线，不要以为我
是指不可分量，而是指趋于零的可分量，不要以为我指确定部分的和与比率，而总是指和与
比率的极限，这样演示的力总是以前述引理的方法为基础的。［7］
虽然我对于微积分知识有很好的把握，但上面这段牛顿的解释对我来说也不好懂。而对
一名 21 世纪的学生来说，我以为，要从他的书中学习不论是微积分还是万有引力定律，几
乎都是不可能的。
大 G 和小 g
牛顿万有引力理论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包含两个常数：
《原理》一书中所描述的普适常数
G，以及在地球表面由重力引起的局部加速度 g。后者常被称为小 g，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测
量，只要我们不要求太高的精准度，比如能够接受小数点后两位或三位的近似值。在一块真
空区域（消除空气阻力）
，让一个物体自由下落，测量坠落距离和坠落时间即可计算出近似
值。最初是伽利略发现物体的坠落距离与坠落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一点同样也是牛顿万有
引力定律的众多推论之一，在微积分第一学期的课程中就会见到：令距离为 d，时间为 t，

则有公式 d=12gt2，很容易就可以计算出小 g 大约为 9  8 米每二次方秒。将该数值拆开来
看会比较容易想象，
“9  8 米每秒”
（停顿）
“每秒”
。也就是说，物体基于地球重力下落的
速度每秒增加 9  8 米每秒。在月球表面，物体的坠落速度会慢得多，这一点宇航员已经向
我们展示过了，这时即使是大笨狼怀尔也来得及从坠落的铁砧下逃脱。正因如此，小 g 并非
普适常数，而是一个局部常数。
大 G 则是普适常数，但 G 和 g 之间存在一种关系，你可能已经有所预料了。牛顿的重
要成就之一，就是提出了球体的万有引力的表现形式就好像其全部质量均集中于中心的一点
上。因此，地球（质量为 M，半径为 R）对一个质量为 m 的物体所施加的引力就有两种计
算方式：按照万有引力定律，F=GmM/R2；按照牛顿的第二力学定律，F=mg。将两个等式合
并，等号两边的 m 被抵消掉，从而推出等式 g=GM/R2。古希腊人就已经掌握了 R 的大体数
值，但如果要确定 G 的大小，则必须知道 M 的数值，这一点直到牛顿去世以后很久才有所
进展。
事实上，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面，并没有人真正想要确定 G 的大小，因为那一时期的
所有科学研究都不需要用到 G 的数值。过去在天文学中的很多进展，今天也依旧如此，都
是利用比例来计算的。这一点并不意外，因为通过各种比例等式也可以进行很实用的运算，
在《原理》一书很久之前人们就已经这么做了。比例最早出现在算术学里。（如果两个鸡蛋
做成的饼干够三个小朋友吃，那么多少个鸡蛋做成的饼干才够 12 个小朋友吃呢？）之后又
出现在几何学里，我们可以利用相似三角形对应边的比例等式来测量一棵无法攀登的树或远
处山峰的高度。这两种对于比例的应用（算术学和几何学）在自然科学领域都有着非常重要
的实用性，
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是如此。鸡蛋数量不对的话，烤出来的饼干可能就会参差不齐，
而这应该不是你期望看到的。
牛顿能从他的万有引力定律中推导出开普勒第三定律——任何两颗行星公转周期之比
等于行星与太阳平均距离的立方之比。天文学家可以利用这些比值，再加上地球与太阳之间
的距离（乔凡尼·卡西尼在《原理》一书出版之前十多年就算出了该数据）
［8］以及一颗行
星的公转周期便可计算出该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平均距离。整个计算过程完全不需要知道万有
引力常数，因此便没有人费心去钻研它，它的面纱直到 18 世纪末才在一项实验中被揭开。
卡文迪许试验
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除了留下了他们的理论和实验记录之外，还会给人留下很多关于他
们参与各种会议以及与其他科学家在工作上或私底下交往的记忆。不过就像我们的日常世界
一样，科学世界也存在一些孤独者，18 世纪最伟大的实验科学家之一亨利·卡文迪许便是
其中一位。
卡文迪许 1731 年生于法国，父母为查尔斯·卡文迪许公爵和安妮·格蕾夫人，他因此
继承了很大一笔遗产。他在剑桥大学读了三年书后便辍学了，也没有拿到剑桥的学位，但这
并未对他的科学事业造成一丝一毫的妨碍。不过卡文迪许却在私人生活中面临着严重的障碍，
社交场合和人际关系对他来说似乎是个天大的困难。他在女子面前过分害羞，连与家里的女
仆沟通时都需要动用纸条。为了防止与女仆狭路相逢，他甚至还在家里修建了特别的楼梯通
道和入口。显然，卡文迪许的社交活动并不值得写进日记之中，不论是他自己的日记还是他
人的。他在公共场合现身的记录大概就只有参加科学会议的场合了。

知名医生和作家奥利佛·萨克斯曾经认为卡文迪许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这种病与孤独
症类似，患者对于与他人接触以及重复相同的行动感到十分困难。但重复行动，或者至少愿
意翻来覆去做一件事，恰好是成为一名实验科学家所必需的素质，而卡文迪许在化学和电学
方面的研究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包括他对于空气成分的分析。他发现空气中包含大约
20%的“可燃气体”
（氧气）以及接近 80%的氮气，并提出空气中还含有大约 1%的其他气体。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人类才发现氩元素以及这种元素存在于空气中的证据。同时，他对于“易
燃气体”
（氢气）也做了很多先驱性的研究工作，并对于氢和氧作为水的化学成分这一发现
富有贡献，已经十分接近于准确的 H2O 的分子式。［9］
卡文迪许在电学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最早研究绝缘材料（不导电的材料）
的科学家，也是最早区分出电荷与电压的人。同时，受到关于某些鱼类能够发出电击的新闻
报道启发，他还第一个进行了水的导电研究：他实实在在用皮料和木材做了一条鱼的模型，
将之放入咸水中，并在其身上安装模拟的发电器官，实验显示出鱼的确可以发出电击。虽然
卡文迪许并未在发表成果方面做过多少努力，但他还是将研究内容记录了下来，这些记录后
来被著名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整理和发表，这一方面确保了卡文迪许在身后获
得他应得的荣誉，另一方面也说明卡文迪许在英国科学界声望之高。
最令卡文迪许广为人知的一个实验首次确认了地球的密度，因此现在通常被称为“卡文
迪许实验”
。虽然测量地球密度是卡文迪许的初衷，但该实验常常被称为“给地球称重”，因
为一旦地球平均密度确定之后，自然可以通过简单的密度与体积的乘积得出非常精准的地球
重量。实际上，由于该实验广为人知，在之后的许多年里，居住在卡文迪许家周围的邻居一
直将他居住的那栋建筑称为“给地球称重的地方”。由于卡文迪许鲜少在公众场合露面，可
以说他是一位真正久闻其名未见其人的科学家。
该实验是一项独具匠心的杰作，实验中采用了一台被称为扭秤的装置（图 2）。两个较
大较重的球相互分开固定好，两只小球分别悬挂在扭秤的横杆两端，就像一只小哑铃，而横
杆挂在一根悬丝上。大球和小球之间的万有引力使得小球会发生非常细微的转动（如果通过
磁铁而非万有引力来制造这种转动效果，所得到的转动幅度要大得多，这一点也说明了磁力
要比万有引力强得多）
。旋转的幅度可以测量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来计算地球的平均密度或
地球质量。由于卡文迪许的测量装置十分精密，他计算出的结果一个世纪后才被超越。
图 2 卡文迪许的扭秤（来源：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vol 
88，p  526，1798）
在卡文迪许的数据背后隐藏着一种计算万有引力常数的方式，可是由于当时并没有什么
人真的在意万有引力常数，所以也没有人费心去算它。今天的物理学家则可以利用卡文迪许
的数据，以一种相对简洁明了的方式计算出万有引力常数。
假设 M 为大球的质量，L 为哑铃形状横杆的长度，θ 为横杆旋转的角度，r 为旋转结束
后大球中心与小球中心之间的距离，T 为扭秤的自由振荡周期（就像一个钟摆周期）
。状态
稳定后，两种施加在小球上的力，
大球的吸引力及悬丝欲恢复原状所施加的复原力是相等的，
这样便可得出以下计算万有引力常数 G 的公式：
G=2π2Lr2θ/MT2

实际上，卡文迪许在计算地球平均密度时采用的也是同样的参数。他运用牛顿第二力学
定律，将小球所受净力 mg 和万有引力 GmME/rE2 画上等号，这里 ME 和 rE 分别表示地球的
质量和半径。我们也可以这么做，设地球的平均密度为ρ ，由于地球体积为 4π rE3/3，于是
可以得出ρ =3g/(4π GrE)。实际上，卡文迪许算出的地球密度为 5  448 克每立方米，而在
对外公布的时候，他却非常意外地漏掉了一个数字 4，给出了 5  48 克每立方米的结论。
我们习惯于将出生以前的时代都看成相对原始，18 世纪末似乎仍趋近于旧石器时代：当时，
生病的原因尚不可知，马背仍然是最快速的运输方式。即便如此，卡文迪许当时的实验结果
已经极为精确。如今在网上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相关资料，大家还可以读到卡文迪许自己关于
这次实验的报告。
［10］
他或许不具备今日的资源，但他对计划和执行实验投入了无比的耐心。同时，他也保有
学术诚信。在给《自然科学会报》的报告中，卡文迪许写道：“许多年前，已故的皇家学会
会员约翰·米歇尔精心设计出了一种方法，利用小质量物体之间微弱的吸引力来测算地球密
度。但由于他一直忙于其他工作，直到去世前不久才完成了这一测量仪器，因而也未能使用
该仪器进行任何科学实验。
他去世以后，设备辗转到了剑桥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约翰·海德·渥
拉斯顿手中。但这位教授不具备方便的实验条件，于是就非常好心地将设备转给了我。
”
［11］
同时，这位米歇尔也是第一位设想黑洞存在的人。在我看来，历史实在是欠米歇尔一个公道。
整个实验是他的思想，用的是他的设备，或许是时候将这个实验的名称改为米歇尔卡文迪许
实验了。
不然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现代科学非常看重对于基础常数数值的测定。国际科技数据委员会（CODATA）会定期
收集最新的基础常数数据。我所能找到 G 的最近一次更新是在 2006 年的 CODATA 报告［12］
中，
那一节的报告开头如此写道：
“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利用扭秤周期法测量了 G 的数值。
他们使用了高 Q 值的扭秤，两端各悬挂一个重 6  25 千克的不锈钢圆柱体„„”
［13］在
米歇尔和卡文迪许去世两百多年的时间里，人类的科技发展天翻地覆，但他们所提出的实验
方法依旧保持前沿地位。在 8 次确定万有引力常数的测量实验之中，共有 6 次使用了扭秤。
为什么我们需要尽可能精确的 G 的数值这并不是个只有像卡文迪许那样的科学呆子才感兴
趣的话题。
万有引力常数是整个宇宙的基础。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可能要早于任何其他的基础常数，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也只是将其精确到了小数点后 5 位，低于本书介绍的所有其他常数的精
确性。原因主要在于万有引力相比其他力（电磁力、强核力、弱核力）来说极其微弱。在不
久的将来，我们应该能看到这方面精确测量的进展。2006 年 CODATA 报告中关于万有引力
常数的章节中也提到科学家正在使用原子干涉技术进行实验，通过分析波形图来确定万有引
力常数。不过，可能也存在众多其他可利用现有数据的实验方法。
如果某个物体沿圆形轨道围绕地球运行，其轨道半径为 r、轨道周期（物体绕地球运转
一周所需的时间）为 T，而地球质量为 M，那么就可以推算出轨道周期 T=2π r3/2/(GM)1/2。
假设 r、G、M 三者数据未知，但只要有足够多的物体沿着圆形轨道运转，我认为就有可能
测算出 T 和 r 的数值，并能达到一个很高的精度。只要有两个不同的物体，就有两个关于 G
和 M 的等式。根据任意一对沿着圆形轨道运转的物体都可以求得 G 和 M 的数值，而这些结

果可以继续进行统计分析。即使轨道不是圆形的，也可以利用轨道参数确立一个轨道周期的
等式，事实上太空中正有非常多的碎片围绕着地球旋转。
或许我们无法测量到足够精确的数据，或许电脑还无法胜任这样的分析工作，或许某种
统计学原理会排除掉此种可能性，但即便如此，也值得一试。NASA 有一个有关太空碎片的
庞大数据库，如果我是个数据挖掘师，就会带上我的数据铲子和凿子，一头扎进这座数据金
矿之中。为什么要这么较真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会为未来的空间飞行带来潜在的麻烦，特
别是当我们有能力探索恒星的时候，我可不想因为没有掌握 G 后面足够的小数位数而在抵
达比邻星前就耗尽了燃料。不过，更紧迫的一个原因在于，精确的 G 的数值能够帮助我们
更精确地确定未来可能会威胁到地球的那些彗星和小行星的位置。有效的预警能够让我们提
前做好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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