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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方法在化学通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实践
侯华，王宝山*
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 武汉 430072
摘要：量子化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理论课程，在开展“量子世界探秘”通识教育时，采用了类比教学方法，将知
识点以概念类比、文化类比等方式进行归纳分析，有效解决了学生物理基础弱、课程专业性强之间的矛盾，降低了
学习难度，避免了学生在学习深奥理论知识时产生的排斥心理，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学科交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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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nalogy in General Education of Quantum Chemistry to
Undergraduates
Hua Hou, Baoshan Wang *
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Molecular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Quantum chemistry is one of the sciences with heavy theoretical backgrounds, leading to significant
difficulty in its general education to the undergraduates without prerequisite training in either physics or chemistry or
both. Analogy in terms of concept and culture is proposed to present the key theories for the sake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recondite and scholastic words.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that the use of analogy is able to stimulate the creative
thinking for all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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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适合当前科技发展的创新型复合人才，多数院校开展了通识教育课程改革[1,2]。在加强专
业基础课程教学的同时，在本科阶段全面推进通识素质教育，充分贯彻与执行当前我国对基础教育
改革的指导方针和政策，秉承“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理念。多学科交叉融
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训练学生的创新思维。
量子概念提出迄今已有120年的历史，量子力学催生出各种先进技术与产品。虽然量子力学的基
础理论起源于西方，但是我国在量子计算机、量子通讯等最前沿应用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3,4]。
然而，除了物理、化学等专业的少数学生之外，大多数本科生乃至研究生对量子力学的认识仍停留
在“遇事不决、量子力学；解释不通，穿越时空；脑洞不够，平行宇宙”等所谓的“美剧逻辑”层
面。
以学生对量子世界的好奇心为出发点，我校开设了“量子世界探秘”通识教育课程[5]，旨在对非
物理或化学专业的本科生进行量子通识教育。通过讲解生活中各种量子现象，由浅入深地揭示量子
世界的神秘规律，指导学生认识量子世界、探索量子世界的客观规律。同时，引导学生将专业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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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量子力学原理贯穿并融合，体验学科交叉带来的创新式思维冲击。自2013年以来，已经有超
过1500人选修了该通识课程，表1给出了近3年的选修人数及其学科专业分布。其中，人文社科专业
占32%、理工专业占36% (少数物理与化学专业的选修不计学分)、信息科学专业占25%，医学专业占
7%。可以看出，量子力学在所有学科专业中均受到关注，即使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对量子力学的
热衷程度并不亚于理工专业学生。各学科选修“量子世界探秘”通识课的人数前三位的专业分布也
列于表1中。选修人数最多的专业包括新闻与传播、艺术、经济管理、信息管理、资源与环境、数学
与统计、水利水电、城市设计、动力与机械、计算机、测绘等，其中以经济与管理、计算机专业人
数最多。这与量子力学在经济学、资源与环境、计算机科学等领域的日益广泛应用有关，一些新型
学科专业包括量子经济学、量子计算、量子通讯等相继诞生。值得指出的是，生命科学与药学专业
的选修人数并不理想，反映出这些领域的量子力学应用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表1

2017–2020学年“量子世界探秘”通识课选修人数与学科专业分类统计
专业分布

编号

学科

人数

1

2

3

其他

1

人文科学

78

28% (新闻与传播)

24% (艺术)

14% (哲学)

34% (文学、国学、历史外国语等)

2

社会科学

168

58% (经济与管理)

30% (信息管理)

7% (政治与公共管理) 5% (法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等)

3

理学

120

50% (资源与环境)

30% (数学与统计)

16% (生命科学)

4% (物理、化学等)

4

工学

158

29% (水利水电)

28% (城市设计)

23% (动力与机械)

20% (电气自动化、土木工程等)

5

信息科学

195

55% (计算机)

16% (测绘)

9% (电子信息)

20% (遥感、印刷与包装、网络安全等)

6

医学

47

51% (基础医学)

32% (健康学)

10% (药学)

7% (护理、口腔、临床)

总计

766

众所周知，即使对于物理或化学专业的学生，量子力学仍是一门晦涩难懂的理论课程。量子力
学的基本概念足以令人望而却步，更不用说演算极其复杂的波动方程。人文社科、工学、信息科学
等专业的学生基本没有受到系统性的量子物理教育，相应的理论基础普遍较为薄弱。另外，通识课
程的学时一般较短(32学时)，难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展开专业级的量子力学教学。因此，在“量子世界
探秘”的课堂上不可能采用传统专业教学模式。我们以量子科学家的传奇故事为引子，基于科学文
献，从见识、知识、认识三个层面讲述量子的历史、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引
导学生紧跟当前最前沿量子科学技术发展的步伐。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并初步掌握量子力学的关键知
识点，我们采用了“类比”教学方法，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获得了选课学生的普遍认可。
事实上，
“类比”一直是量子力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与利器。最著名的类比应是“薛定谔猫”对量
子叠加态的描述。在量子世界里，任何物质均同时处于很多本征状态的叠加，只有对该叠加态进行
观测的时候，才可能测量到其中的一个本征态(即叠加态坍缩)。为了描述这一奇特量子现象，Schrödinger
以“箱子中的猫”为类比。量子世界里的“猫”是生与死两种本征态的叠加态，即既死又活的“猫”：
Ψ(猫) = c生ψ生 + c死ψ死
“薛定谔猫”这一经典
当打开盖子(观测)时，量子猫则变为ψ生或ψ死的本征态。不仅教学与科普，
“类比”甚至经常出现在学术文献中，例如人们在实验室里已经制备出各种“薛定谔猫态”，并初步
实现了对“薛定谔猫”的量子控制 [6,7]。另一个类比的例子出现在著名的Bohr-Einstein争论中。对于
“只有观测才导致存在”这一不可思议的量子力学观点，Einstein曾用“赏月”类比，提出“Do you
really think the moon isn’t there if you aren’t looking at it？(不看月亮的时候你真认为它不在天上
么？)”，这个类比与他的名言“上帝不掷骰子”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向学生充分展示量子世界的奥秘，进而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我们将“薛定谔猫”的类比
思想推广应用到量子力学的通识教育中，提出概念类比与文化类比两种教学方法。“量子世界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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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实践表明，
“类比”教学方法能够帮助非物理或非化学专业的选修学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理
解并掌握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并能够激发学生对量子世界的主动思考。

1

概念类比

与复杂的波动方程(例如：Schrödinger方程、Dirac方程)相比，量子力学的理论概念显得更为深
奥、难以理解甚至难以接受。Niels Bohr曾经说过“Anyone who is not shocked by quantum theory has
not understood it (不被量子理论所震撼的人则不懂她)”为了让几乎“零”基础的学生正确理解量子
世界的各种基本概念，同时避免陷入“不可知论”的困境，我们设计了一系列类比概念，极大缓解
了量子力学入门难的问题。
量子世界与经典世界完全不同，不能直接套用经典力学概念理解或解释量子力学概念。我们从
量子世界的关键特征出发，以“人类社会”类比“量子社会”，如表2所示，将量子力学概念引申到
容易理解的人文社会概念，不仅降低了学习难度，而且显著提高了学生的积极性，激发了学生进一
步引申并独立思考的潜力。
表2
组成

量子社会

语言

Planck语

量子社会与人类社会的类比

人类社会

说明

汉语、英语、俄语等 量子世界的Planck单位，用于表述量子世界的物理量，比如 ℏ、光
速c等，常称为“God’s Units”

社会性质

波粒二象性

社会属性

波粒二象性是量子世界的基本特性，小到电子，大到分子(例如富
勒烯C60)、高分子(例如25 kDa以上的生物分子)，都被观察到波动
性，即物质波

社会成员

态(叠加态、本征态)

人民；群众；家庭

量子世界由独立的本征态个体组成，相互叠加形成实际的“态”

成员标记

量子数

姓名

每一个量子态都由一组量子数确定，例如表示氢原子状态的3个
量子数：n，l，m

社会价值

几率

个人贡献或地位

量子世界里没有高矮胖瘦之分，因为态乘以常数保持不变，几率
决定了态的贡献

运行法则

波动方程(Schrödinger、Dirac等)

法律法规

波动方程描述了态在某种特定范围内的变化，态与态之间的变化
与交流也复合波动方程

量子力学中的许多概念都可以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合适的类比对象。例如描述物质结构与能量变
化的“势能面(Potential Energy Surface)”，它是基于Born-Oppenheimer近似研究系统能量随分子结构
变化关系的重要概念，在化学反应、分子模拟、光-物质相互作用等领域至关重要，也是量子化学计
算的核心。势能面的建立涉及深奥的专业知识，无相关物理与化学基础难以理解。我们以“地图”
类比“势能面”则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现实世界中，陌生环境中的人们需要地图指引，沿最佳
路线到达目的地；量子世界中则以“分子地图”为指引，并依此设计最优化路线开展实验，从而发
现各种新结构、新材料。地图是三维的，需要测绘技术；分子地图则是多维度的超曲面，需要求解
波动方程(即对“态”进行测量)获得。通过类比，学生甚至自行设计了各自学科专业的“量子地图”，
切实发挥了通识教育的学科交叉碰撞作用。
量子力学中关于叠加态的概念一直广受关注。基于“薛定谔猫”，文献中曾引申出各种改进版
本，例如2014年Nature Physics曾发表了Gary Cuba撰写的科幻论文“How to lose the one you love (如
何失去你的心上人)”[8]。我们以“量子幻象(Quantum Mirages)”研究结果为基础[9]，提出了“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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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Quantum Marriage)”的类比，即以“如何找到你的心上人”类比量子幻象。实验首先在Cu(111)
晶面上用Co原子形成椭圆形的“量子围栏”，然后发现只有当将1个Co原子放置在椭圆的焦点位置
时，另一个焦点上才能出现因Kondo共振导致的量子幻象。这种现象的本质来源于电子波动性与量
子态叠加。用“量子婚姻”做类比则可以很容易理解：椭圆形的区域为合适的环境条件，椭圆焦点
则为合适的地点。只有在合适的地点与合适的时间，你的心上人才能自然出现。错过任何一个条件，
则无法观测到另一半。

2

文化类比

除了概念类比，针对学生的人文社科背景以及理工学生对人文的普遍喜爱，我们设计了“文化
类比”教学方法，即将量子力学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做类比，从成语、谚语、甚至俗语中找到与量
子力学理论相通的切入点。虽然量子力学源于西方科学体系，但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并
不乏充满量子力学思想的闪光点。
以量子力学叠加态本性为例，与之相关的成语包括：眼见为实——用眼睛(可以理解为观测仪器)
观测才能知道真相；车到山前必有路——山即为最终前行路线的“观测仪器”。又譬如“如影随形”
可以用于描述物质波或波粒二象性：形代表粒子性，影代表波动性；影子是光投射后形成的波，虽
然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不传递能量)，但是可以用影子的运动描述形体状态的变化规律，求解影子的
运动方程，即可获得形体的信息，反之亦然。表3给出了一些传统文化与量子力学理论的类比关系。
表3
量子力学
量子化

测不准原理

传统文化与量子力学理论的类比

传统文化

解释

天下之势，分久必合，合久

经典世界的连续图像，量子世界的量子化分立能级。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并不是

必分

水火不容，甚至可以合二为一(例如QM/MM杂化方法获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

水至清则无鱼；

两个不互易的物理量(位置与动量、能量与时间等)，测量误差大于或等于Planck

难得糊涂

常数，即无法精确测量，对位置的测量(例如用光)必然会导致动量的改变(例如
Compton效应)

叠加态

眼见为实；车到山前必有路

观测导致存在

物质波

如影随形

波粒二象性

零点能

无中生有；空穴来风

物质永远在运动，即使在0 K也有能残余量，零点能是测不准原理的直接结果

量子能级

靠谱

光谱是量子能级存在的直接证据，能级之间的跃迁产生光谱，光谱则是量子力学
最有力的测量工具

微扰与组态相互作

蚕食鲸吞

用方法
耦合蔟方法

求解薛定谔方程时，微扰法采用微扰项以级数形式逼近真实解，即“蚕食”；组
态相互作用则是考虑所有组态之间的相关，即“鲸吞”

墙里开花墙外香

耦合蔟方法起源于核物理领域，并未开展应用，直到被用于量子化学计算，才真
正发挥其优势，成为量子化学计算的“黄金标准”

以零点能为例详细说明。零点能是物质的本性，可以通过求解Schrödinger方程获得，但计算过
于复杂，无法被基础薄弱的通识课学生特别是人文社科专业学生理解或接受。我们设计了一种简单
的算法，揭示了零点能“无中生有”的机制。
在绝对零度时，原子都被“冻”住，即在平衡位置位置(x = 0)静止不动(p = 0)。然而根据测不准
原理，此时的位置与动量应分别为：
x = 0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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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 + p
可以看出体系存在残余能量E，即所谓的零点能：
1
2

E = V +T = kΔx 2 +

1
Δp 2
2m

其中k、m分别为势能力常数与质量。根据测不准原理公式：
1
k Δx 2
2

Δx 2 ·

Δp 2 ≥


，可得：
2

2

1
  k
Δp 2   
2m
4 m

应用简单变换关系：a + b ≥ 2 ab ，则有：
E≥

 k ω 1
=
= hv
2 m
2
2

其中v为振动频率，即证明零点能为振动频率的一半，与Schrödinger方程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在量子力学通识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激发了学生学习量子力学的热情，大部分学生
突破了学习基础理论知识的心理壁垒，增强了学习的主动性。年末选课学生曾掀起为量子世界写对
联的热潮，其中不乏优秀作品。例如，上联：普朗克举奇量勇照黑体；下联：薛定谔驱怪猫巧送方
程；横批：经典莫入。从中可以看出学生对量子力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的专业准度与深度。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量子力学概念都可以类比，更不能随意类比，否则容易产生歧义。
例如，隧道效应是一种纯粹的量子现象，虽然称为隧道效应，却不适合用经典的“隧道”类比。如
果将隧道效应理解为因能量不够而“穿越隧道”的传统图像，则会产生严重误导。事实上无论能量
高低均存在隧道效应，且隧穿系数截然不同。再例如自旋也是一种纯粹量子现象，不能简单用“旋
转的地球”做类比，因为量子自旋态与空间旋转运动并不相类似。

3

结语

采用类比方法开展量子力学的通识教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学生基础弱、课程理论强的矛
盾，有效避免了学生在接触深奥专业理论知识时产生的排斥心理，促进了学习兴趣与积极性、主动
性的提高。类比教学法可以推广应用到其他所有通识课程，将各学科门类融会贯通，真正实现通识
教学效果，为培养全方位创新型复合人才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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