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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力和加速度建立起联系的牛顿定律是现代物理学的起点。而采用一系列的

流图是天气和气候预报模型的核心。自古以来，力的直观概念一直被理解为一种

静态平衡。我们可以据此来设计建筑物的拱顶，使用杠杆或者描述阿基米德浮力

作用下的处于平衡状态的流体。正是伽利略发现的惯性原理为提出牛顿动力学定

律奠定了基础，牛顿动力学定律非常成功地解释了行星、卫星以及潮汐的运动。

由于需要大量数学专业知识，这限制了我们对于大气或海洋等复杂系统的认知，

然而，在计算机出现后，求解这些复杂系统的动力学方程才成为可能。也正是因

为我们认识到了动量、能量、动力矩等守恒定律以及全局约束条件，才使我们能

更为直接地理解这些现象。 

1. 力的平衡 

力代表着物体受到的某种机械作用，它具有明确的物理来源，如万有引力（重

力）、带电粒子上的电力、电缆受到的接触力或拉力、又比如弹簧的弹力。与物

理学的许多基本概念一样，力本身很难定义，但可以通过实验实测以及它与其他

物理量的数学关系来进行研究。 



 

图 1. a) 弹簧测力计，b) 热气球中的二力平衡。 

[图片来源:《基础物理学》-德里恩和弗奈特（Drion and FERNET) – 1885] （图 1(a) Tension 

du ressort 弹簧的拉力，Poids 重力；图 1(b) poussee d’Archimede 阿基米德浮力，Poids 重

力） 

力的大小（或称为模量）、方向、作用点被称为力的三要素，它在数学上可

用矢量来表示。作用在静止物体上力的合力一定为零。通过弹簧测力计在静态下

的伸长量可以来测量力（图 1）。通过连续添加质量相同砝码的系列实验，可证

实弹簧的伸长量与其所受力的大小成正比。这样，校准后的弹簧测力计就可以用

来测量不同的力了。对于在空气中静止悬浮的热气球来说，其总重量是与阿基米

德浮力相平衡的，而阿基米德浮力与热气球所排开空气的重力大小相等、方向相

反。这恰是大气压力作用在气囊周围的结果：由于大气压力随高度升高而降低，

气囊底部的压力高于顶部，从而热气球受到一个向上的净压力。实际上，压力和

重力之间的这种平衡适用于任意形状的流体的平衡，即所谓的流体静力学平衡

（参见《压强、温度和热量》一文）。正是由于这种平衡，大气中的空气和水分

虽然受重力，但不会下落到地面上去。当空气温度升高时，其密度或者说单位体

积的质量就会降低，而压力要受到气囊周围空气的重量所控制，要使受力状态保

持不变，气球就会失去平衡，导致热气球在竖直方向上加速上升。同理，在大气

层中，局部气团被太阳辐射加热时也会趋于上升：这就是对流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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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迪萨格拉达家族大教堂的倒置模型。 

达到平衡状态的形状是这样的：每根纱线的交点处力的矢量和等于零。每根线代表了一个束

单元，其质量可视为一个砝码。纱线上的张力方向必须与纱线本身的方向对齐。在实际的倒

置模型配置中，束单元的拉力和压缩力要相互抵消以保证本身的机械强度。 [图片来

源:http://olive-art.weebly.com/uploads/2/6/0/5/26053332/6555663_orig.jpg]. 

一般来说，力的平衡必须用矢量来表示，这是建筑结构中计算力的基础，如

图 2。对于每个质点，例如线的交点，当处于平衡状态时，力的矢量和必须为零，

如图 3a 所示，已知力 F3 以及角 θ1 和 θ2，F1和 F2的大小可以通过几何结构或沿

垂直轴和水平轴的矢量投影通过数值的方法来计算。在物理学中，一个实际物体，

如固体，被描述为一组由内力保持在一起的质点。这些内力应与外力，如重力或

与其他物体的接触力，是相区分开来的。根据作用和反作用原理，内力是相互抵

消的，因此物体的平衡只需要外力抵消掉。 

 

图 3. a) 质点上的力的平衡，b) 杠杆原理：实际物体上力矩的平衡。 

然而，实际物体的平衡条件不仅要抵消掉外力，还要抵消掉总力矩以避免其

旋转。力矩定义为为该点到力的作用线所引垂线的长度（即力臂）乘以力的大小。

图 3b 所示的杠杆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平衡状态或是慢速运动的准平衡

状态下，力矩抵消的条件是 F1d1=F2d2（这里的力都是垂直于轴线的），这样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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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减小到转动中心点的距离来放大所施加的力（一般用 F1 表示力的大小，

而 F1 则表示力的矢量）。在这里只考虑与杠杆有关的力矩，因为地面的反作用

力 R 的力矩会自行抵消掉了。如果是对任一数轴而言，则在此基础上还需要考

虑地面的反作用力 R，这样计算才能得到相同的结果。 

2. 力和加速度 

现在让我们离开静力学进入到动力学领域中来，根据著名的牛顿运动定律，

F=mg，物体的加速度与作用在物体上的合力 F 有关，其中 m 是物体的质量，g

是重力加速度矢量。由此可以将力的单位牛顿（N）定义为使质量 1kg 的物体产

生 1 m/s2 加速度的力，即 1N=1kg·m/s2。 

根据伽利略(1564-1642)首次提出的惯性原理，一个不受任何外力的物体将保

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这个原理在当时并不是很直观，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任

何运动都会在不受力的情况下趋于停止。这种减速（负加速度）现在归因于与速

度方向相反的摩擦力。但在星际空间中，摩擦力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牛顿

（1643-1727）的巨大成功在于他通过一个简单的定律从数学上描述了行星和卫

星的运动，即万有引力的大小与它们之间的距离 r 的平方成反比。 

牛顿定律的应用需要用到一个数学概念，即导数，它规定了速度和加速度的

概念。我们注意到速度 v=dz/dt，其中 dz 是时间间隔 dt 内的一小段位移。实际上，

我们考虑的是个极短时间间隔的极限。同样，加速度记为 g=dv/dt。对于恒定的

加速度 g，速度则与时间成正比，v＝gt，很容易证明下降的距离（初始高度 z0

与高度 z 之差）z0-z＝（1/2）gt2。因此，在重力（g=9.8m/s2）的作用下，地球上

的物体要在 1s 内达到 9.8 m/s（35 km/h）的速度，下降高度应为 4.9m。 

现在普遍用矢量形式来表示牛顿定律：即物体可以像前面所说的那样垂直地

下落，同时通过惯性保留其水平速度的分量。当水平速度足够大时，则必须考虑

地球的曲率，如卫星的圆周运动。在这种情况下，速度的大小不变，但速度的方

向随角速度的方向而旋转变化[1]。因而，加速度的方向与速度的方向垂直，并

指向地球的中心，其值为 g=v2/r，如图 4 所示。因此，对于一颗地球的人造卫星

而言[2]，g=9.8 m/s2，r=6500 km，从而得出：速度 v=(gr)1/2=8 km/s，地球周长 40000 

km，因而，卫星旋转一周的时间为 T=5000 s (1h 23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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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a）发射体随水平速度增加的运动而变远，直至圆轨道卫星（8000m/s）和脱离地球引

力（11000m/s）[来源：《大众天文学》上发表的牛顿理论插图]。 

b）卫星圆周运动的运动学定律：在很短的时间间隔 dt 内，卫星旋转的角度 dq=(v/r)dt，速

度矢量旋转的角度 dq=(g/v)dt，由此导出 g=(v2/r)。 

这样，就可以计算出卫星在地球表面附近运动的速度 v=8000 m/s （r=6500 

km，g=9.81 m/s2）。如果重力加速度 g 与 1/r2成正比，则圆周运动的速度 v=(gr)1/2

与 1/(r1/2)成正比，公转周期 2πr/v则与 r3/2 成正比。因此，距离地球 384000 km 的

月球，即 r=384000 km，相当于地球半径的 60 倍，它的公转时间必是地球附近

的卫星的 465 倍，即 27 天。这与观测结果是一致的[3]。行星绕太阳转的公转周

期与 r3/2 成正比的规律最早是被开普勒（1571-1630）发现的。牛顿还阐明了除了

特殊的圆形轨道外的一般情形的椭圆形轨道运动（以及速度不断减小的双曲线轨

道运动）。牛顿根据对行星位置的精确测量证实了之前开普勒建立的三大定律。 

由于重力本身与质量成正比，因此加速度与质量无关，也就是说所有物体在

同一地点都以相同的加速度坠落。伽利略指出了重力质量和惯性质量之间的这种

等效性，并通过他著名的比萨斜塔抛落物体的实验（也许是想象的）来证明。科

学家们在没有空气摩擦的真空中又重复了这个实验，结果与伽利略所说的十分吻

合。为了展示给公众看，阿波罗十五号的宇航员就在月球上拍摄了一段比较锤子

和羽毛下落的影片[4]，同时，科学家们也在地球上一个巨大的真空室中拍摄过

类似的影片[5]。正是由于这个等效原理，卫星中的每个物体都会沿着完全相同

的轨道绕地球转动，因此，在人造卫星上每个物体都会因失重而漂浮。目前，这

种等效性已经得到了相对精度为 10-13（十万亿之一）的检验，预计最近发射的

“显微镜号”人造卫星上的检验精度将达到 10-15。而这些超高精确的测量就是

为了检验新引力理论中所预测的等效原理的偏差。 

 

 



3. 动能和势能 

在上述自由落体的例子中，可以注意到 mg(z0-z)=m(1/2)g2t2=(1/2)mv2。这就

是由动能(1/2)mv2 和势能 mgz 组成的机械能守恒定律。当物体下落时，其动能不

断增加的同时，势能也在不断减小，所以总机械能不变（没有摩擦力的情况）。

对于卫星来说，机械能守恒更加适用，动能(1/2)mv2 一般都为速度大小的函数，

但重力势能的表达式必须修正。这种势能只取决于物体的位置，因此它在绕地转

一圈后会回到原先相同的值，动能也会回到原先相同的值，这才符合行星可以无

限地持续运动这一基本事实。重力势的定义是用这个重力势能除以物体的质量。

这种势表征了重力场的特点，即与围绕它运行的物体本身无关（只要该物体足够

小，且没有通过反作用力的作用使行星产生运动）。 

机械能守恒不适用于一些特殊的力的定律。如摩檫力，它与重力不同，它会

使机械能减少，所以，卫星会因接触残留大气而最终坠落。然而，损失的机械能

会转化为热能，所以总能量仍然是守恒的（见《能量》）。热量本质上对应的是

气体分子的无序动能。对于一个均匀的球状星体来说，势能以-1/r 变化，所以等

势面是一个个同心球面。但是，由于地球的自转和本身的不均匀性，这些同心球

面会发生微小的畸变。平衡状态下的海洋表面就是这种等势面（见《海洋环境》）。

事实上，在等势面上运动的物体都保持着相同的势能，由于它的总能量是守恒的，

所以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不能单独获得（或失去）速度。反之，如果海洋表面的

形状偏离了等势面，表层的水就会倾向于流向势能较低的区域，直到填满这些区

域，重新达到等势面的平衡状态。由于地幔的侵蚀和塑性，地球的固体表面也在

接近于等势面。 

4. 动量 

一个质点的动量被定义为质量和速度的乘积，这个动量的定义可以通过将每

个质点的动量矢量相加拓展到任何物理系统中。很容易证明系统的总动量等于系

统的受其总质量影响的惯性中心（质心）的总动量。牛顿运动定律表明动量对时

间的导数等于作用于系统的合力。 

根据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孤立系统的动量是守恒的。换句话说，它的惯性中

心匀速运动时，只有外力才能改变这个速度。另一种等效的说法是作用力与反作

用力原理，它规定任意一个物体 A 对任意一个物体 B 施加力时，都会受到物体

B 施加的一个大小相等但方向相反的力，而且运动定律表明，这些内力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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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整个系统的动量。这就涵盖了上面所讨论的静态平衡条件。 

假设知道了两个物体的初始质量 m1 和 m2 以及各自的初始速度 u1 和 u2，就

可以计算出它们碰撞前的总的动量 m1u1+m2u2，根据动量守恒就可以求出碰撞后

速度。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是弹性碰撞，即动能(1/2)m1u1
2+(1/2)m2u2

2 也是守恒

的，则可以计算出两者的最终速度。如果 m1=m2，就可以实现它们之间速度的交

换（图 5a）。再假设碰撞完全没有弹性即碰撞后相互粘在的情况下，质量在碰

撞后仍是定值，根据动量守恒定律，可以得到最终速度等于初始速度的加权平均

值(m1u1+m2u2)/(m1+m2)。将这些碰撞特性应用到气体分子上，就可以用来解释粘

度现象，由于要保持总动量守恒，流体内部的快速和慢速区域的动量趋于相等。 

火箭或飞机的推进是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无论哪种复杂的推进机制，飞行器

的动量与喷射气体的动量都一直是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这也适用于万有引力作

用下的情形，月球吸引地球的力与地球作用在月球上的引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因此，地球绕地-月系统的惯性中心旋转的方式与锤式发射器是相同的，锤式发

射器必须旋转摆动以补偿旋转球体的反作用力（见《潮汐》）。正是这个惯性中

心说明了地球是位于绕着太阳旋转的椭圆形轨道上，而不是地球自身的。 

 

图 5-a. 两个等质量物体之间的弹性碰撞 [来源：西蒙·斯坦曼(Simon Steinmann)制作）CC 

BY-SA 2.5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5)] 

 

 

图 5-b. 两个不等质量物体之间的弹性碰撞 [来源：西蒙·斯坦曼（Simon Steinmann，制作）

CC BY-SA 2.5（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5），来自 Wikimedia Commons] 

 

 

图 5-c. 两个等质量完全无弹性物体之间的碰撞 [来源：劳尔·罗克 Raul Roque 制作）CC 

BY-SA 2.5（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2.5），通过 Wikimedia Commons] 

5. 角动量 

关于旋转轴的角动量定义为质点到轴的距离与它的动量在垂直轴的方向上

的投影的乘积。这个定义可以推广到整个物体，例如一个固体，可以将其看成由

很多质点组成，固体的角动量可视作这些质点角动量之和。我们在动力学定律中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eau-zh/the-t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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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过了，动量矩对时间的导数等于作用在系统上的力的合力矩。静力学定律要

求作用在系统上的力的合力矩为零。 

角动量守恒定律规定内力的力矩会相互抵消的，只有外力的力矩才能改变角

动量。因此对于固体来说，内聚力不会影响到动量矩的平衡，正如它不影响动量

一样。这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原理不同，但是互为补充。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一个系统是不可能自发旋转的，或初始旋

转会一直保持下去。但在物体收缩或伸展的情况下，它的旋转速度可能会发生变

化。事实上，对于同一个质点来说，力矩一定时速度 u 与离轴的距离 r 的乘积不

变，所以速度 u 与距离 r 成反比，其角速度 u/r 与这个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滑冰运动员与自然环境中龙卷风和气旋的形成（见《龙卷风：强大的毁灭性

漩涡》）都是很典型的例子。地球的自转也是由于形成地球的物质在吸积过程中

角速度不断增大而形成的。其次，最为壮观的例子是旋转周期为几毫秒~几秒量

级的高密度脉冲星。它们是由百万公里的大质量恒星塌缩至 10 公里时形成，如

此快的收缩可使角速度激增 100 亿倍（部分角动量在超新星爆发时就被抛射出去

了。 

事实上，角动量是一个方向与旋转轴一致的向量[6]，陀螺仪的原理就是它

的角动量的方向和大小保持不变。同样地，地球的旋转轴始终朝着固定的星系，

即指向北极星附近的区域。 

 

图 6. 陀螺的进动：陀螺的轴绕着旋转轴施加一个扭矩。由此产生一个垂直于这个矢量的动

力矩的变化，即导致图中所示的进动。在月球对地球的引力所引起的扭矩作用下，地球的自

转也会产生类似进动的现象（不过由于扭矩与所示陀螺的扭矩方向相反，因而进动的方向也

是相反的）x。 

[来源：http://hyperphysics.phyastr.gsu.edu/hbase/mechanics/imgmechs/imgmech/topp.gif ]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air-zh/tornadoes-powerful-devastating-eddies/
https://www.encyclopedie-environnement.org/zh/air-zh/tornadoes-powerful-devastating-eddies/
http://hyperphysics.phy/


角动量守恒仅适用于孤立系统，更确切地说是在没有外力或扭矩的情况下成

立的。垂直于旋转轴的扭矩会使旋转轴转动，但不会改变其角速度，这就是可观

察到的陀螺进动现象，见图 6 (恰如垂直于速度矢量的加速度只能使它发生偏转，

不能改变速度的大小一样)。因极地的形状扁平，月球对地球其他突出部分的引

力较大，使地球也会有类似的现象发生。这就导致了地球旋转轴以 26000 年为周

期的缓慢进动（见图 6）。于是，数百年来，地极的方向一直在天球上做缓慢的

运动。当地球的旋转轴朝着垂直于太阳的方向上偏斜时，就会导致地球轨道上春

(秋)分点的位移，这是为什么称这个现象为岁差的原因了。由此，太阳辐射的相

应改变会引起冰川期和间冰期之间的气候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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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角速度 Ω 是单位时间内所转过的角度，一般用弧度/s 表示，所以 Ω=v/r。弧度定义为截

取等于半径的圆弧的角度，所以完整的一圈 (周长 2πr)代表 2π 弧度，旋转周期为

T=2π/Ω=2πr/v。 

[2] 为了避免大气摩擦，高度必须达到几百公里，但重力加速度仍然接近地球表面的加速度，

轨道半径与地球半径相差无几。 

[3] 这就是恒星公转，即相对于恒星而言，而两个满月之间的时间为 29.5 天，是同步公转，

即相对于太阳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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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角动量相对于原点 O 的定义更为精确，对于点 M 处的质点 m，它是位矢 OM 与动量 mu

的矢量积，对于一个轴对称的固体，如陀螺或地球，动量矩与旋转轴对齐，其值与角速度和

惯性矩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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