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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文系统地考察了量子测量的相对态解释语境 ,阐述了解读相对态解释的两种意义语境 ———多世界解释

与多心解释 ———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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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现有的国内文献中 ,“relative - state interpretation”有两种译法 ,一种是译为“相关态解释”,另一种是译为“相对态解释”。本文认为译
为“相对态解释”更符合埃弗雷特的本意。因为作者是在类似于爱因斯坦使用坐标的相对性的意义上 ,来使用态的相对性原理的。他认为 ,在
由被测量的对象、测量仪器和观察者组成的复合系统中 ,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使它们的态纠缠在一起 ,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测量过
程中 ,仪器所处的状态是相对于组合系统中其他状态而言的 ,是一种相对态 ,而不是一种绝对态。

　　量子测量的相对态解释 ( relative - state inter2
pretation) 是埃弗雷特 ( H. Everett) 在波士顿大学完

成的题目为“宇宙波函数理论”的博士学位论文中 ,

所阐述的对成功的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进行实在论

解释的一种测量理论①。目前 ,这种解释既受到了

越来越多的宇宙学家的支持 ,也涉及到许多深层次

的科学哲学问题。由于国内学术界 ,尤其是科学哲

学界 ,对这种解释还比较陌生。因此 ,对它的主要观

点与现有的几种理解方式进行系统的研讨是非常有

意义的。

　　　1 　相对态解释的提出

埃弗雷特的相对态解释于 1957 年提出时除了

得到惠勒 (J1A1Wheeler)的肯定性评价之外 ,没有引

起物理学界更多人的关注。雅默 (M1Jammer) 把当

时人们对埃弗雷特理论的忽视程度 ,描述成是“本世

纪保守的最好的机密之一”〔1〕。一直到十多年之

后 ,德威特 (B1de Witt ) 分别于 1967 年、1970 年和

1971 撰写了三篇论文 ,专门介绍埃弗雷特的理论 ;

1973 年 ,德威特与格雷厄姆 (N1 Graham) 在《量子力

学的多世界解释》的论文集中 ,把当时所有与这种解

释相关的文章收录在一起 ,出版了关于量子力学的

多世界解释的第一本经典文集〔2〕,才使埃弗雷特的

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量子测量的埃弗雷特解释是从解决量子测量难

题开始的。在标准的量子力学语境中 ,量子测量难

题是由冯·诺意曼 (J1von Neumann) 测量理论中 ,微

观系统演化的两个动力规律之间的不一致性所导致

的。这两个动力学规律分别描述了微观系统的两种

不同的演化过程 :

演化过程之一 :在微观系统未受到任何观察时 ,

冯·诺意曼用薛定谔方程描述系统表现出的连续而

决定性的演化行为 ;

演化过程之二 :在微观系统受到测量时 ,冯·诺

意曼用“波包塌缩”描述系统表现出的随机而不连续

的演化行为。

问题是 ,其一 ,没有任何一个物理系统 ,能够同

时被这两个规律所支配 ;其二 ,标准的量子理论体系

也不可能明确地告诉我们 ,客体与测量仪器之间进

行什么样的相互作用 ,可算作是完成了一次测量 ;其

三 ,如果认为现行的量子理论是正确的 ,那么 ,按照

量子力学的规律 ,古怪的量子力学行为不是局限于

微观系统 ,而是局限于不可观察的系统。当微观系

统受到观察时 ,现行的量子力学的算法规则只能给

出一个可观察量处于某一状态的可能性的大小 ,而

不能对“塌缩”的过程给出明确的描述。这些问题的

存在说明 ,量子测量难题的实质在于 ,标准的量子力

学的形式体系不能够对我们所测量的系统和所使用

的测量仪器 ,提供一种完备而精确的描述。

这样 ,对量子力学所进行的任何一种解释都需

要对量子测量过程中的“波包塌缩”现象给出一定的

说明。埃弗雷特为了从宇宙学的视角对此问题作出

回答 ,在 1957 年的博士论文中 ,首先在开门见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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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了解释量子测量的五种可能选择的基础上 ,明

确了他自己的选择。这五种选择是〔3〕:

选择一 :假设在宇宙中只存在着一个观察者 ,或

者说 ,约定只有一个真正的观察者能引起量子力学

中的波函数的“塌缩”。埃弗雷特认为 ,这是一种唯

我论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

坚持 ,只有自己是惟一有效的观察者 ,除了自己正在

进行观察之外 ,宇宙的其余部分的居民遵照薛定谔

方程来演化。这种观点虽然是相当连贯的 ,但是 ,人

们一定会觉得如果坚持这种选择 ,很难对观察时的

不连续过程作出一致性的描述 ,也很难把一个特定

观察者的观察写入通用的教科书当中。因为一个人

的观察不能应用于另一个人的观察。此外 ,也不能

够解决波函数的“塌缩”将在何时发生和如何发生等

关键问题 ;

选择二 :限制量子力学的应用范围。认为量子

力学的描述不能应用于观察者 ,或测量仪器 ,或者更

一般地说 ,不能应用于接近于宏观尺度的系统。埃

弗雷特指出 ,如果我们试图限制量子力学的应用范

围 ,那么 ,我们所面对的更加尖锐的困难是 ,如何精

确地定义量子力学的有效范围 ;

选择三 :限制态函数描述的有效性。如果一个

观察者 A 测量系统 S 的状态 ,然后 ,组合系统 A + S

被另外一个观察者 B 所观察。但是 ,观察者 B 不可

能知道组合系统 A + S 的态函数 ,因为确定这一系

统的状态要对系统产生巨大的干扰 ,使得 A 失去观

察者的作用。埃弗雷特认为 ,对这种选择有两种反

对意见 ,其一 ,不管 A + S 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原则

上 ,量子力学能够保证 ,确定处于本征态的某些完备

的对易算符的值 ,将不会对它们所处的态产生任何

影响 ,也不会干扰观察者 A 的操作 ;其二 ,不管观察

者 B 是否知道 A + S 系统所处的状态 ,如果他相信

客体的态是决定论地演化的 ,那么 ,他也会相信 ,最

终确定 A 的测量结果不可能是一种任意的“塌缩”;

选择四 :放弃态函数是对系统的完备描述的观

点。认为态函数不是对单个系统的描述 ,而是对一

个系统的系综的描述。这样 ,量子概率很自然地来

自态函数描述的不完备性。假设正确的、完备的描

述将要包括超出态函数描述的一些参数 ,像经典统

计力学一样 ,量子概率是由于我们对这些更深层次

的参数的无知而导致的。埃弗雷特认为 , 玻姆

(D1Bohm)的隐变量理论不符合简单性原则 ,如果

认为态函数代表了一个真实的物理场 ,那么 ,玻姆理

论中与场相联系的粒子的位置等变量 ,就是不必要

的和多余的 ,因为仅仅基于纯粹的波动理论 ,就能够

令人满意地说明我们的经验。所以 ,埃弗雷特不喜

欢这种选择 ;

选择五 :完全放弃第二种演化过程的动力学规

律 ,假设量子力学的普遍有效性 ,即假设纯粹的波动

力学对所有的物理系统 (包括被测量的系统、观察仪

器和观察者)都有效 ,认为决定论的、线性的动力学方

程是对整个宇宙的物理状态的完备而精确的描述。

埃弗雷特认为和其他四种选择相比 ,选择五有

许多优点 ,其一 ,它具有逻辑上的简单性 ;其二 ,在某

种意义上 ,它可以应用于整个宇宙 ;其三 ,它可以平

等地考虑所有的物理过程 ;其四 ,能够在纯粹的波动

力学范围内 ,把整个宇宙的波函数作为一种基本的

物理实体 ,把量子测量过程看成是一种没有“波包塌

缩”的自然过程。

问题在于 ,如果按照选择五的要求 ,抛弃“波包

塌缩”假设或投影假设 ,完全用量子力学的波动方程

描述包括观察者在内的所有系统的演化行为 ,认为

态函数能够完备而精确地描述整个宇宙的态 ,那么 ,

在理论意义上 ,按照现行的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 ,子

系统之间发生相互作用后 ,由被测量的系统、测量仪

器和观察者所组成的组合系统的态 ,将会始终处于

某种形式的纠缠叠加态。但是 ,在具体操作的实践

意义上 ,当观察者完成了一次测量之后 ,他实际上得

到的是某种确定的测量结果 ,而绝对不是任何一种

形式的叠加态。这是经验事实 ,而不是理论假设。

这说明 ,如何将理论上得出的叠加态与观察者

记录的单一而确定的测量结果对应起来 ,是试图对

量子测量过程进行任何一种形式的“无塌缩”解释
(no2collapse interpretation) ,所必须解决的一个基本

问题。在某种意义上 ,要求“无塌缩”解释意味着 ,我

们不需要有冯·诺意曼描述的两种类型的量子过程 ;

不需要选出某些子系统作为“测量装置”,更不需要

按照特殊的规则来探讨这些测量装置 ;不需要使用

测量概念来选择演化波函数的某种特殊分支或分

量。埃弗雷特在放弃了微观过程演化的“波包塌缩”

规律之后 ,运用态的相对性原理 (the principle of the

relativity of states)和观察者的自动模型 (automation

①　在用希尔伯特的失量空间来表述量子力学体系时 ,通常把波函数称之为态函数。

②　到目前为止 ,引起人们关注的对量子测量的“无塌缩”解释主要有三种类型 :其一是玻姆与海利主张的本体论解释 ;其二是由范·弗拉

森等人提出的模态解释 (modal interpretation) ;其三是埃弗雷特等人阐述的多世界解释。埃弗雷特的多世界解释由于与观察者的心灵或意识相

关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以来 ,广泛地引起了物理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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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of observers)假设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阐

述 ,形成了量子测量的相对态解释语境。

　　2 　量子测量的相对态解释语境

埃弗雷特认为 ,在量子测量系统中 ,冯·诺意曼

的“塌缩”解释所描述的组合系统从叠加的“可能态”

向具体的“现实态”的跃迁是根本不存在的。实际

上 ,是观察者的观察状态分裂 ( split) 成了同时存在

的各个不同的“分支”( branches) ,每一个分支对应

于客体系统中的一种本征态 ,代表了观察者获得的

确定的 (虽然是不同的) 测量结果 ,而根本不是态函

数真正地发生了塌缩。因为我们拥有的是包括观察

者在内的整个宇宙的态函数 ,这个态函数的变化是

决定论的 ,观察者的认识和经验完全是由自己记忆

中记录的物理状态决定的。测量结束后 ,处于纠缠

叠加态且没有确定的测量记录的观察者 ,只能够从

主观经验中体验到确定的测量结束的某种表象。他

指出 :“我们面对的任务是 ,在主观层次上推论出相

对于观察者的现象 ,这些观察者被看成是纯粹的物

理系统 ,并用波动理论来论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

有必要把该观察者的某些客观特性与主观认识一致

起来。”〔4〕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埃弗雷特对用态函数描述

的观察者和态函数的叠加形式作出了下列假设 :

(1)观察者就像是一架自动的机器 ,它拥有感知

设施 ,这个感知设施能够记录观察者过去的感觉数

据 ;

(2)该自动器当前的行动 ,不仅要取决于它当前

的数据 ,而且也将取决于机器记忆的内容。这样一

种机器能够完成一系列的观察 (或测量) ,此外 ,也能

够基于过去的结果 ,决定它的未来的行为。埃弗雷

特用下列短语来表示这种机器 :如果把事件 A 记录

在机器的记忆中 ,那么 ,“机器就能察觉到 A”,或者

说 ,“机器能意识到 A”;

(3)态函数的每一个部分或每一个分支都与意

识到的观察者的记忆内容中确定的态相对应 ;不同

的分支代表了观察者的不同的经验。所有的分支是

共同存在的 ,具有同样的“实在性”,没有任何一个分

支会比其他分支更“真实”。因此 ,没有必要像“塌

缩”解释那样 ,假设除了一个特殊的分支外 ,其余分

支被莫明其妙地破坏掉了 ;

(4)连续测量后 ,观察者的记忆结构的“轨道”不

是线性连续的 ,而是与最终叠加态中同时存在的可

能结果相一致的一种分叉树 (branching tree) 。在相

同的记忆装置中 ,分支不是无限连续的 ,而是停留在

记忆容量的极限这一点上 ;

(5)不同分支之间的演化是彼此分离的、是互不

干扰的。这意味着 ,没有一个观察者能够意识到自

己的任何一种态的分裂过程。不能因为观察者感觉

不到分叉的过程 ,而否认波动力学描述的世界图像

的真实性 ,就像我们不能因为在日常经验中感觉不

到地球的运动 ,而否定地球的运动性是一种真实的

物理事实一样 ;

(6)如果观察后 ,对于一个观察者存在着许多不

同的相对态 ,那么 ,可以说 ,不同的态描述了不同的

观察者 ;如果只有一个物理系统 ,那么 ,观察后只存

在着具有叠加态的各个元素的不同经验的一个观察

者。态函数中的各种各样的元素起着把态分配给观

察者的记忆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 ,埃弗雷特进一步补充了好的观察

者的两个条件或两个测量规则 : ①如果一个好的观

察者测量一个客体系统 ,该客体系统的初始态处于

被测量的可观察量的本征态 ,那么 ,测量后 ,观察者

与客体系统将处于分离态 ,这时 ,观察者记录了客体

系统所在的本征态 ,而客体系统仍然处于同一本征

态 ; ②如果一个好的观察者测量一个客体系统 ,该客

体系统不处于被测量的可观察量的本征态 ,那么 ,测

量后 ,观察者与客体系统将处于相互关联的叠加态。

在这种叠加态中 ,观察者记录了各种不相容的结果 ,

而客体系统则处于相对应的本征态。规则 ①说明 ,

不同的观察者测量处于同一本征态的可观察量 ,将会

得到一致的测量值 ;规则 ②表明 ,能够单独地把规则

①应用于某一叠加态中的每一个元素 ,然后 ,把测量

相互作用之后得到的终态叠加起来。而观察者在整

个观察过程中都由一个单独的物理态来表征 ,这种物

理态只是关于测量后所谈论的许多观察者的主观经

验而言的 ,它是一种相对事实 ,而不代表绝对的测量

结果。或者说 ,观察者所记录的测量结果是相对的。

在埃弗雷特看来 ,测量结束后的组合系统所处

的叠加态 ,描述了一组同时存在的分支 ,其中 ,每一

个分支来自叠加态的一种元素 ,而叠加态中的每一

种元素好像具有惟一的指针读数 (本征值) 。这种惟

一性只具有相对的意义 ,它是相对于组合系统的其

余态的一种详细陈述。通常情况下 ,在由量子系统、

测量仪器和观察者组成的组合系统中 ,不同子系统

的态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问一个子系统的绝对态

是无意义的 ,而只能问 ,相对于已知的其他剩余子系

统的态而言 ,该子系统处于何种态。正如埃弗雷特

所言 :“一般情况下 ,对于组合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而言 ,不存在任何独立的态。人们能够任意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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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系统选择一种态 ,而使其余的子系统表现出相对

态。”〔5〕这也是他把自己的解释取名为“量子力学的

相对态解释”的原因所在。

例如 ,在测量电子的 X - 自旋实验中 ,测量仪器

指针显示出自旋向上或向下 ,是相对于对象态是处

于自旋向上或向下而言的。当一个典型的量子相互

作用发生之后 ,从表面上看 ,在每一个叠加态中 ,测

量仪器 (或观察者) 已经记录了确定的测量结果 ,被

测量的对象则近似地处于与这个测量结果相对应的

本征态。但是 ,实际上 ,组合系统始终处于相互纠缠

的叠加态 ,而不是任何一种相对态。叠加态中的所

有元素是同时存在的 ,并且整个过程也是相当连续

的。既不存在任何确定的仪器态 ,也不存在任何确

定的对象态 ,而是存在着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所

以 ,在相对态解释中 ,“量子跃迁”只是一种相对现象。

或者说 ,量子测量系统表现出的随机的不连续现象是

相对的 ,而由线性的、决定论的波动方程所描述的叠

加态的连续变化则是绝对的。可以把波动理论的演

化理解为 ,在客观意义上是连续的、因果性的过程 ,而

在主观意义上则是不连续的、概率性的过程。

埃弗雷特提出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 ,测量仪器

与其他物理系统之间不再存在着基本的区别。因

此 ,对于我们而言 ,测量是物理系统之间发生相互作

用的一种特殊情况。”〔6〕测量结束之后 ,对象态不连

续地“跳跃”到一个本征态 ,只是一件相对的事情。

它依赖于把总的态函数分解为叠加态的理论模型 ,

它是相对于某种选择的特定仪器坐标的值 ,或者说 ,

是相对于特定的观察者而言的。因此 ,在相对态解

释中 ,量子测量系统中不同子系统之间的态的相对

性类似于相对论中物体运动的坐标的相对性。就像

在相对论中 ,物体的位置坐标只有相对于它所处的

参考系才有意义一样 ,在量子力学中 ,相对态也是一

个全新的概念 ;同样 ,就像在相对论中 ,允许有许多

坐标“框架”存在一样 ,在量子理论中 ,也允许有许多

观察者的“框架”存在。这就是埃弗雷特的态的相对

性原理的基本含义所在。

基于上述假设与规则 ,埃弗雷特认为 ,用主观经

验的语言来讲 ,测量结束后 ,作为叠加态的一种元素

的观察者已经感觉到了一种具有肯定观察结果的随

机序列。因为测量使系统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处于某

种测量的本征态。如果对同一系统进行第二次测

量 ,具有记忆结构的观察者将由最终叠加态中的每

一个元素来描述 ,观察者较早的记忆与较晚的记忆

是一致的 ———即记忆态是相互关联的。这样 ,对于

观察者而言 ,对系统的每一次最初的观察 ,好像都会

导致系统以一种随机的方式“跳跃”到一种本征态 ,

然后 ,停留在那里。因此 ,从定性的意义上看 ,第二

种演化过程中提出的概率性的断言 ,对于由叠加元

素描述的观察者来讲是同样有效的。至少在客观意

义上达到了如同“波包塌缩”现象所表现出的那样的

效果。但是 ,事实上 ,却不存在量子力学态的塌缩。

所以 ,没有任何概率性断言的波动力学 ,在主观层次

上 ,使通常所说的量子力学的统计预言 ,成为观察者

的某种主观现象表现出来。

问题是 ,埃弗雷特的相对态理论虽然提出了一

种全新的解释思路 ,但是 ,他对某些基本的关键性概

念的阐述并不是十分明确的。特别是 ,埃弗雷特没

有明确说明 ,测量后观察者的态分叉成同样真实的、

同时存在的“分支”是什么意思 ? 德威特最早把埃弗

雷特的理论理解为是多世界解释。但是 ,玻姆认为 ,

埃费雷特的目的不是解释宇宙 ,而是解释我们对宇

宙的感知〔7〕。斯奎尔斯 ( E. Squires)指出 ,在宇宙波

函数中 ,许多分支的出现可能是相当合理的 ,作为波

函数的一部分 ,观察者“不可能站在世界的外面去观

察它”,能够意识到特定的实验结果的观察者 ,完全

意识不到波函数的其他部分 ,因为在进行一种有意

识的观察行为时 ,“我”成为与特定的被观察值相对

应的波函数的一个部分。所以 ,斯奎尔斯认为 ,埃弗

雷特的解释不应该称之为是多世界解释 ,应该称之

为是“多视域解释”( many views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8〕。艾伯特 (D1Albert) 等人则把同

样的观点称之为是对量子理论的“多心解释”(many

minds interpretation) 。

这说明 ,学术界对埃弗雷特解释的理解是不一

致的。如果说 ,可以把德威特和格雷厄姆于 1973 年

编辑出版的《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文集 ,看成是

关于量子测量的多世界解释在学术界引起人们关注

的一个主要标志的话 ,那么 ,巴雷特 (J . A. Barrett)

于 1999 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与世界的量

子力学》一书 ,则标志着多世界解释已经在各个不同

的层面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就发展的主线而言 ,出

现了解读相对态解释的两种意义语境 :其一 ,在客观

意义语境中解读相对态解释的各种形式的“多世界

解释”;其二 ,在主观意义语境中解读相对态解释的

各种形式的“多心解释”。

3 　多世界解释 :解读相对态解释的
客观意义语境

　　德威特在《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解释》的论文集

中 ,把相对态解释和他对这种解释的解读统一取名

“多世界解释”。在德威特看来 ,他对相对态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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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与埃弗雷特本人的解释 (尽管埃弗雷特没有使

用过“多世界”这一术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 ,

许多作者的研究表明 ,不管德威特本人是否意识到 ,

他在描述埃弗雷特解释的过程中 ,已经不可避免地

渗入了个人理解的成分 ,形成了一种新的有代表性

的多世界理论。德威特认为 ,相对态解释提出了两

个假设 :一个是关于量子形式的数学内容的假设 :真

实的世界或者是世界中的任何一个孤立部分 ,都被

下列数学客体集合惟一地表示 ;另一个是关于真实

世界的复杂性的假设。从这两个假设就可能证明一

个元定理 :“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有能力产生出它自

己的解释。”证明这个元定理必须回答两个问题 ,其

一 ,量子力学的概率是如何从它的形式体系中出现

的 ;其二 ,如果认为态失量从不塌缩 ,那么 ,如何使理

论与实在对应起来。

德威特在解读埃弗雷特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方

式时 ,在客观意义的语境中 ,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多

世界解释 ,也可称为分裂世界的观点 (简称 SWV) ,

巴雷特把德威特的解释总结为下列六个方面〔9〕:

①存在着一个表征整个宇宙的态的态失量 ;

②总的态失量按照通常决定论的、线性的动力

学方程演化 ,并且决不塌缩 ;

③宇宙 (物理实在) 是由许多相互不可观察到

的 ,但是 ,是同样真实的世界所组成 ;

④对物理实在的完备的描述要求人们指定宇宙

的态失量和动力学变量 ;

⑤代表总态的态失量将自然地分解成相互垂直

的失量 ,这些失量表征了不同世界的态。在总态失

量的分解中 ,每一项都对应于一个真实存在的世界 ,

并描述了这个世界的局域态 ;

⑥总态失量的自然分解是惟一的 ,每一个好的

测量都有一个确定的记录 ,这个记录 ,在每一个世界

中是不同的 ,这就是对确定的测量记录的解释。

德威特认为 ,在埃弗雷特的相对态解释语境中 ,

用态函数来描述整个宇宙的方法 ,使实在作为一个

整体成为决定论的。这种实在不是我们通常所思考

的实在 ,而是由许多世界所组成的实在。由于动力

学变量随时间的变化 ,态失量将分解成相互垂直的

失量 ,表明了宇宙连续分裂成互相不可观察的、但是

同样真实的许多个世界。在每一个世界中 ,任何一

个好的测量都会产生一定的结果。宇宙之所以不断

地分裂成大量的分支 ,是由其部分之间像测量一样

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有这种

相互作用发生 ,整个宇宙就会分裂成与自己几乎完

全相同的摹本。

但是 ,在量子态的线性演化的过程中 ,什么样的

相互作用可以算作是一种像测量一样的相互作用

呢 ? 德威特对此问题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他只是

指出 ,一旦人们选择出一种首选基 (a preferred ba2
sis) ① (即解释的起点) ,就能立即知道什么样的相

互作用算作是像测量一样的相互作用 :即这种相互

作用是指在总态的首选分解期间 ,能带来较多项的

那种相互作用。按照这种理解 ,这样的相互作用 ,不

仅在测量的过程中 ,而且在同样能使宇宙连续分裂

的所有类型的自然过程中都会发生。可以看出 ,德

威特虽然明确地把自己的解释说成是来自埃弗雷特

的理论 ,并且有些基本主张确实是共同的 ,这也是他

把这种类型的解释统称为多世界解释的原因所在。

但是 ,从总体意义上看 ,在两种解释的基本假设之间

仍然还存在着值得令人关注的根本性差异。

首先 ,在埃弗雷特的解释语境中 ,没有涉及到分

裂的宇宙 ,而是说观察者的观察状态分裂成许多部

分。在这里 ,虽然说承认态函数的各个分支是共存

的 ,但是只存在着含有彼此互不相识的许多意识的

一个宇宙 ,而不是多个共存的宇宙 ;在德威特解释的

语境中 ,世界在测量的那一时刻产生了分裂。每一

次测量都存在着类似的分裂 ,这样就在本体论意义

上产生了像树一样的世界结构。分裂的越多 ,世界

的数目就越大。在任意时刻 ,从我们所在的世界中

分裂出来的许多世界可能只是稍有不同 ,但是 ,从很

早以前分裂来的世界可能就会完全不同。其次 ,在

埃弗雷特的解释语境中 ,虽然为了解释观察者如何

得到确定记录的问题 ,提到了观察者和对象系统的

态 ,但是 ,他对态的相对性原理的讨论 ,说明了没有

任何一个基失是享有特权的 ;而在德威特的解释语

境中 ,人们必须在一个世界中选择他们希望确定的

物理量 ,即相当于在物理意义上选择一个首选基。

没有这个首选基 ,总态将不能决定局域态。

由此可见 ,德威特的方法与埃弗雷特的方法之

间的关键区别在于 ,前者的理论完全是客观的 ,而后

者的理论决定性地依赖于观察者的主观实验 ,或者

说 ,德威特是在一种完全客观的意义语境中 ,使用

“多世界”这一概念的。巴雷特认为 ,分裂世界的理

论最有意义的优点在于 ,它回答了埃弗雷特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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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但却从未作出明确回答的问题之一 :即 ,它解释

了当总态处于叠加态 ,而从叠加态的不同分支所得

到的测量记录却不一致时 ,观察者拥有一个确定的

测量记录的意义所在。例如 ,在测量粒子的自旋实

验中 ,观察者在一个世界中记录了自旋向上的测量

结果 ,在另一个世界中记录了自旋向下的测量结果。

从概念上看 ,这两个观察者将居住在客体的局域态

与他的记录结果相一致的那个世界之中。

在客观意义语境中阐述多世界概念 ,所带来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形而上学假设是 :用多世界的本体

论来解释我们得到的确定的经验。这种解释虽然在

许多方面比埃弗雷特的解释更清楚 ,但是 ,它也遇到

一些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其中 ,受到最多批评的

是 ,分裂世界的解释在本体论意义上是多余的或是

浪费的 (extravagant) ,因为它假设了太多实体的存

在。毕竟 ,如果希望解释我们的经验 ,只需要假设一

个世界 ———我们的世界 ———的存在即可。在这个意

义上 ,承认存在着多个物理世界 ,总是假设了不必要

的实体的存在 ,违反了简单性的方法论规则。

更严重的问题是 ,如果为了解释我们的经验 ,多

世界解释不需要许多同样真实的世界 ,那么 ,为什么

要假设一个多余的或浪费的多世界本体论呢 ? 贝尔

认为 ,根本没有很好的理由来说明 ,人们为什么要采

纳多世界的观点。如果人们拥有一个成功的多世界

理论 ,那么 ,可以推测 ,这些世界之一可能恰好就是

我们的世界 ,这就简单地否定了其他世界的存在 ;多

世界解释受到的另外一个严重的批评是 ,多世界解

释的拥护者们没有清楚地提供世界在不同时刻的同

一性概念。许多作者把叠加态中的每一个项与一个

分支或一个世界联系起来 ,定义某一时刻的分支或

世界 ,但是 ,却没有说明不同时刻的世界为什么会是

相同的世界 ,即没有说明分支或世界的同一性问题。

为了避免分裂世界理论所面对的这些困难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以退相干效应为基础的“多历

史解释”,也称为“一致性历史解释”,或“退相干历史

解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杰瑞克 ( W1H1Zurek) 证

明〔10〕,当埃弗雷特阐述他试图抛弃冯·诺意曼在经

典世界与量子世界之间所要求的边界时 ,没有对观

察者如何获得感知给出充分的说明。如果考虑到观

察者与自己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那么 ,这样的一

种说明是可能的。因为一个宏观的量子系统很难从

其所处的环境中孤立出来 ,它是一个与其环境自由

地发生相互作用的开放系统。因此 ,观察者的环境

的态很快会变得与观察者的态相关联 ,在极其短暂

的时间内产生退相干效应 ,这时 ,就不应该再期望观

察者会出现来自纯粹相干态的不确定的量子力学的

行为。

盖尔曼 (M1 Gell - Mann) 和哈托 (J1Hartle) (简

称 GH)阐述了一种把退相干作用延伸到定义埃弗

雷特的“分支”的解释 ,称为“多历史解释”,或“退相

干历史”解释〔11〕。在多历史解释的术语中 , GH 把

多世界改称为多历史 ,把他们分析问题的方法称为

“多历史”的方法。GH 认为 ,科学领域内的所有预

言是最可靠和最普遍的 ,是宇宙中特定事实的时间

历史的概率性预言。对于宇宙学而言 ,一个满意的

量子力学阐述 ,应该允许人们把概率归因于作为整

体的宇宙可选择的历史。在量子力学的传统解释

中 ,区分观察者与被测量系统的测量概念 ,虽然曾起

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是 ,这种解释不足以用来讨论

宇宙学问题。因为在宇宙学中 ,观察者和测量不可

能仍然是基本的概念 ,也不可能在观察者与被测量

系统之间作出任何区分 ;埃弗雷特于 1957 年首先提

出的解释 ,虽然有可能用来讨论宇宙学问题 ,然而 ,

埃弗雷特的量子力学阐述是不完备的。为此 , GH 试

图在他们的研究中 ,扩展、澄清和完善埃弗雷特的解

释 ,以求找到一种包括宇宙学在内的量子力学阐述。

GH 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首先 ,他们在海森

堡的矩阵力学图像的语境中把量子态看成是演化的

恒量和可观察量 ,用密度算符表示宇宙的量子态 ,用

按照海森堡的动力学方程所演化的投影算符表示

“是 ———否”的可观察量 ,即那些所表征的事实或者

是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可观察量 ;其次 ,把投影算

符的时间序列所表征的特定事实的时间序列称为历

史 ,每一次通过指定的可选择的事实集合来确定可

选择的历史集合。在特定的可选择的历史集合中 ,

每一种历史描述了每一次可实现的一个特殊事实 ,

在这种特定集合的语境中 ,可选择的历史集合描述

了确定的事实的每一种可能的时间序列 ;最后 ,他们

在一个特定的可选择的历史集合中 ,定义了一对历

史的一个退相干函数 ,对于集合中的每对历史而言 ,

当退相干函数的非对角元素足够小时 ,可以把粗粒

的可选择的历史 (coarse - grained alternative histo2
ry)说成是退相干的。

这样 ,就能够把概率指定给可选择的粗粒历史

的退相干集合 ;而对于退相干的历史集合而言 ,退相

干函数的对角元素给出了每一种历史的近似概率 ,

表明不同的历史所实现的概率是不相同的。GH 认

为 ,并不是所有的可选择的历史集合都能够与一个

近似的概率测量联系在一起。只有粗粒历史 ,或经

典历史 ,能够与概率测量相联系 ;而精粒历史 (fine -

grained history) ,或量子历史 ,不可能被分配给任何

概率 ,即不能够与概率测量相联系。因为只有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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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间的干涉效应可以消失 ,而粗粒历史之间的

干涉效应不会消失。这正说明了量子概率与经典概

率之间的区别所在。或者说 ,粗粒历史是指与一个

惟一的不可逆事件的时间序列相联系的历史 ,包括

测量、记录、观察等 ;精粒历史是指能给出每一个粒

子的精确位置的历史。

GH 认为 ,可选择历史的退相干集合赋予了埃

弗雷特所讲的分支以确定的意义 ,或者说 ,在特定的

退相干集合中 ,每一个可能的历史都代表了埃弗雷

特的分支。问题是 ,作为对埃弗雷特理论的一种改

进而提出的量子力学的多历史阐述 ,仍然是令人困

惑的。其一 ,在 GH 的多历史解释语境中 , GH 是在

实用的意义上来理解概率的 ,没有明确地说明如何理

解近似概率 ;其二 ,如果把一种历史理解为是一个特

定的退相干集合。那么 ,在描述的意义上 ,量子力学

态就是不完备的 ,因为它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历史是

退相干的 ;其三 ,退相干规则本身并不能真正地解决

测量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 , GH 的多历史理论

目前还处于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与完善之中。

然而 ,试图在客观意义语境中解读或扩展埃弗雷

特解释的各种努力 ,至今还没有形成一种得到普遍公

认的观点。因此 ,与此相伴随的语境转换是 ,出现了

在主观意义语境中解读埃弗雷特解释的各种努力。

　4 　多心解释 :解读相对态解释的
主观意义语境

　　解读埃弗雷特解释的主观意义语境来自各种形
式的“多心解释”。与德威特把埃弗雷特的分支看成

是不同世界的理解方式所不同 ,“多心解释”是把埃

弗雷特的分支理解为是不同的心态 ,试图把无穷多

个不同的心 (minds) 与大脑 (brain) 的物理态联系起

来 ,用观察者总是具有确定的精神态 (mental states)

的事实 ,来解释观察者具有的确定的经验和信念。

各种类型的多心解释的代表人都坚持认为 ,埃弗雷

特所阐述的是多心解释 ,而不是多世界解释。因为

在相对态解释中 ,测量过程中组合系统的态 (或作为

整体的宇宙的态)在测量前后没有更多地分裂 ,一种

基态的叠加相对于另一种态而言是不变的 ,不存在

基失的选择问题。或者说 ,这就像在狭义相对论中

的洛仑兹变换的不变性一样 ,在量子力学的希尔伯

特空间中 ,失量基的变换也应该具有不变性。

多心解释的代表人认为 ,同态失量的“塌缩”一

样 ,首选基现象也是一种假象。这两种错觉都能够

利用有意识的精神态与量子力学描述的物理世界相

一致的理论来说明。同各种形式的多世界理论一

样 ,多心理论也假设 ,在任意时刻 ,存在着与知觉主

体相联系的具有多重性的不同观点 ,首选基不过是

为这种多重性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维度而已。他们认

为 ,这些被意识到的不同观点 ,体现的是“各种心

灵”,而不是“各个世界”,在时间上的不同。所以 ,多

心解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 ,假设存在着一个连续的

无限可区分的心灵。在这种类型的理论中 ,艾伯特

和洛克伍德 (M1Lockwood) 的阐述是最值得令人关

注的。

1988 年 ,艾伯特与洛伊 (B1Loewer) (简称 AL)

首先阐述出了一种类型的多心解释〔12〕。他们认为 ,

SWV 并没有对埃弗雷特的基本观念提供一种满意

的理解。首先 ,SWV 与动力学方程不一致。按照薛

定谔方程 ,在测量前后 ,组合系统的总的质量 ———能

量是相同的 ,粒子总数也是守恒的。但是 ,根据

SWV ,测量实际上导致了组合系统的粒子数和总的

质量 ———能量的巨增。没有任何一种适当的多世界

解释会支持与动力学方程的这种不一致性 ;其次 ,在

SWV 中 ,测量导致了世界的分裂 ,并认为分裂出来

的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 ,是决定论地演化的 ,测量

后 ,不仅所有的结果都会发生 ,而且都将被观察者所

观察到。这样 ,如果把概率引进这种图像中 ,一定需

要增加一些假设到 SWV 中去 ,而这一做法有背于

SWV 主张从量子力学的形式体系中得到它的解释

的初衷 ;第三个困难是关于基失的平权问题 ( the

problem of the democracy of basis vectors) ,也就是前

面讲到的首选基问题。

立足于上述分析 ,AL 为了避免和解决 SWV 所

面对的问题 ,简要地概述了他们对多世界解释的一

种新的理解方式。其目的在于 ,为埃弗雷特的下述

论点提供一致性的说明 :即为什么宇宙的量子力学

态的演化总是线性的和决定论的 ,而主观表象的演

化却是随机的和概率的 ? 如何能够把量子力学的概

率预言看成是观察者的主观表象 ? 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 ,AL 阐述了两种密切相关的观点 ———“单个心灵

的观点”(a single mind view ,简称 SMV) 和“多心的

观点”(many minds view ,简称 MMV) 。

AL 对他们观点的阐述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 ,

首先他们利用 SMV 来解决 SWV 所面临的某些问

题 ,然后 ,利用 MMV 进一步解决 SMV 所面对的新

问题 ,最后 ,详细分析了 MMV 的优点所在。AL 的

基本思路是 ,从分析粒子的 X - 自旋测量着手 ,认为

要克服多世界解释所面对的主要困难 ,需要补充某

种基本观念 ,从这种观念中推论出宏观测量仪器和

观察者为什么会处于叠加态 ,而在测量过程中 ,观察

者所“看”到的宏观客体却不处于叠加态 ,也从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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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自己处于叠加态的任何体验的经验事实。他们认

为 ,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 ,观察者想象自己的精

神态、信念、记忆等的方式。既然观察者得不到处于

叠加态的任何体验 ,那么 ,简单地把这些状态或心灵

说成是处于某种叠加态 ,就是无意义的。

因此 ,应该放弃测量后观察者的精神态是叠加

态的假设 ,取而代之的新假设认为 ,在测量过程中 ,

观察者的精神态的演化不是决定论的 ,而是概率的。

在测量前 ,观察者的心灵对粒子的 X - 自旋方向没

有任何信念 ,测量后 ,观察者或者处于与自旋向上相

对应的态 ,或者处于与自旋向下相对应的态 ,但是 ,

不会处于信息态的叠加形式。基于这样的考虑 ,他

们提出下列假设 ,并把这个假设作为一个原理增加

到量子论当中。即 ,测量后 ,观察者的心灵最终相信

自旋向上的概率等于自旋向上的态函数的系数的模
(或绝对值)的平方 ;相信自旋向下的概率等于自旋

向下的态函数的系数的模 (或绝对值) 的平方。AL

把这种观点称之为 SMV ,认为这样可以解决 SWV

所面对的某些问题。

按照 SMV 的主张 ,整个物理世界都能够用量

子力学的基本原理来描述。量子力学的概率是指 ,

测量后 ,一个观察者 (或一种心灵) 所拥有的一定的

信念。这样 ,世界不是在测量中分裂 ,而是测量后 ,

与大脑相联系的心灵最终处于与其中的一种大脑态
(brain states) 相联系的精神态。在测量后的客体、

仪器和观察者的纠缠叠加态中 ,观察者真诚地报告

的自己的信念是真实的。在这里 ,所存在的是描述

观察者大脑的大脑态 B 的叠加 ,而不是观察者的精

神态 M 的叠加 ,心灵处于某一定态的概率完全是由

观察者 + 仪器 + 被测系统的物理态所决定的 ,所以 ,

就用不着担忧观察者感觉不到自己处于叠加态的经

验事实。

但是 ,令人不能接受的是 ,SMV 显然是典型的

非物理主义 (non - physicalism) 的解释。按照 SMV

的假设 ,在测量后的组合系统的叠加态中 ,除了其中

一种元素之外 , 其余的元素代表了无心的大脑
(mindless brains) ,而那个表征心的元素不是由构成

大脑基础的物理性质所决定的 ,也不可能从量子态

或任何一种物理实验中推演出来。AL 意识到这是

一种非常有害的结果。从 SMV 不能推出精神态是

伴随着大脑态 (或更一般地说是物理态) 而产生的 ,

因为观察者不可能分辨出自己的单个心灵所相信的

是大脑态的哪一个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AL 接着提出了一种补救

的办法。假设与每一个有感知能力的物理系统 (即

每一个观察者)相联系的不是单个心灵 ,而是心灵的

无穷集合。AL 把它称之为“多心的观点”即 MMV。

其中 ,观察者的每一个心灵准确地按照 SMV 所描

述的那样进行演化 ,并且独立于他的其他心灵。他

们假设 ,当一个人的大脑 (或大脑 + 环境) 处于 B K

态时 ,这个人一定处于某一个精神态 M K ,即有一定

的信念、意向、记忆、体验等 ,这种假设是物理主义

的 ,它说明精神态是由大脑 (或大脑 + 环境) 态决定

的。依照 SMV 的解释 ,个人的心灵不是量子力学

的系统 ,从不处于叠加态 ;依照 MMV 的解释 ,每一

个心灵就像 SMV 所认为的那样 ,随时间的演化是

概率性的。但是 ,与 SMV 所不同是 ,在 MMV 中 ,

有足够的心灵与大脑相联系 ,这样 ,所有的心灵将与

最后叠加态的每一个元素相联系。AL 指出 ,需要

有无穷多的心灵是因为测量或一系列测量可能有无

穷多的结果。此外 ,尽管个人心灵的演化是概率性

的 ,但是 ,与 B 相联系的心灵集合的演化却是决定

论的 ,因为测量过程的演化是决定论的。

这样 ,MMV 以假设与每一个感知主体相联系

的无穷多的心灵为代价 ,得到了精神态是伴随着物

理态而产生的结论 ,从而克服了 SMV 所面对的非

物理主义问题和无心灵的大脑问题。AL 认为 ,

MMV 听起来有些稀奇古怪 ,但是 ,和其他解释相

比 ,它具有下列优点 : ①它与多世界解释的基本观念

相一致 ; ②承认整个物理世界随时间的演化完全是

决定论的 ,每一个感知主体的“总的精神态”惟一地

被他们的物理态所确定 ; ③精神态从不叠加。所以 ,

感知主体能够准确地报告出它们所处的精神态 ; ④

从 MMV 能够推论出 ,对用世界态的术语所表示的

基失的选择是没有物理意义的。在一个量子力学的

态中 ,总是只有一个物理世界 ,这种态能够用任何一

组基失的术语平等地书写出来。只要大脑处于能够

表示为 B 态的叠加中的一种态 ,那么 ,就有心灵与

此相联系 ; ⑤它能够很好地解释概率。虽然没有涉

及到物理事件 ,而是涉及到一连串的个人心灵的态 ,

但是 ,概率完全是客观的 ; ⑥它对问题的说明是定域

实在论的。符合实在论的两个基本主张 ,其一是物

质决定意识的主张 ;其二是测量后意识具有可错性

的主张。

问题是 ,在整体意义上 ,由于 MMV 是以 SMV

为基础的 ,所以 ,AL 理论中内在地隐含了心 —身二

元论 ( mind - body dualism) 的约定。1996 年 ,洛克

伍德试图吸取 AL 方法中的有利因素 ,消除 AL 方

法中的二元论的约定和在基本意义上存在着随机过

程的约定 ,以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的假设为基点 ,得

出了类似于 AL 的 MMV 的理论〔13〕。洛克伍德为

了阐明自己的多心灵的观点 ,先对一些常用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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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了界定 ,他用“Mind”表示“multimind”(即 ,多元心

灵)的意思 ,指主观意义上各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用

最多经验 (maximal experience)表示一个完整的意识

态。在这些术语中 ,与“Mind”相对应的某一特定的

“mind”是 Mind 的一个方面 ,在任意给定的时刻 ,一

个已知的心灵只能拥有一个独立的最多经验。在明

确了一些基本术语后 ,他指出 ,与 AL 方法所不同 ,

他喜欢的多心方法在本质上由下列三个解释的假设

所组成 :

①我的 Mind 是我的大脑 (或至少是我的身体)

的一个子系统。换言之 ,存在着我的大脑的庞大数

目的自由度的某些子集 ,这些子集在基本构成的意

义上包含了我的有意识的精神 ( my conscious men2
tality) ;

②存在着一组相互垂直的纯态 ,这些纯态构成了

我的 Mind 的基失 ,他称为意识基 (consciousness ba2
sis) 。在时间 t ,我的 Mind 的每一个基态是我的 Mind

所在的态 ,那么 ,在不同的埃弗雷特分支中 ,我在时间

t 所拥有的最多经验 ,在主观意义上将是完全相同的。

此外 ,每一个最多经验 E 都与一个属于我的 Mind 的

意识基的态|Ψ >相联系。在不同的埃弗雷特的分支

中 ,最多经验 Ei 分别对应于不同的基态 ;

③让 | Ψ > 表示属于我的 Mind 的意识基的纯

态 ,E 表示相应的最多经验 ,假设在时间 t ,我的

Mind 的混合态表示为与相互垂直的纯态相对应的

投影算符的加权之和 ,其中 ,每一个纯态都能够表示

为意识基的元素的叠加 ,极限情况下可能是基态 ,那

么 ,我的 Mind 将含有一个连续的、同时存在的、无

穷多的 Ei。

洛克伍德相信 ,在上述三个假设基本上阐述的

多心理论的策略 ,抛弃了 AL 方法中有关心灵的超

验的同一性 ( the transcendental identity of minds) 。

放弃心灵的超验的同一性 ,也就放弃了心灵在时间

上的同一性 ,从而能够从量子力学中消除所有的随

机过程。在这种情况下 ,对一个心灵的精神态是如

何随时间而变化的担忧 ,就是无意义的。这样 ,从根

本意义上拒绝了 AL 理论中的 SMV 的方法 ,也就避

免了二元论的问题。那么 ,为什么意识应该偏爱它

们所在的态呢 ? 洛克伍德认为 ,这个问题可以用当

前时髦的退相干方法来解答。退相干方法为思考下

列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理论基础 ,即宏观对象和它

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将总会使这些对象进入某

些态 ,这些态类似于一种类型的混合态。这些相互

作用的结果是 ,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速度破坏掉已经

纠缠在一起的系统之间的所有关联。在一种不太严

格的意义上 ,这些可观察量的本征态具有在周围的

相互作用的环境下是稳定的特性 ,它们构成了所谓

的退相干基 (decoherence basis) 。洛克伍德认为 ,他

对埃弗雷特的理论的发展 ,能使精神态完全是伴随

着物理态而产生的 ,这比 AL 理论更贴近埃弗雷特

本人所理解的“分支”的含义。

洛伊指出〔14〕,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多心理论 :

连续心灵的观点”( Continuing Minds View ,简称为

CMV) 和“同时存在的心灵的观点”( Instantaneous

Minds View ,简称为 IMV) 。所谓 CMV 是指 ,在某

一时刻 ,与一个大脑的量子态相联系的一个特定的

心灵 ,同晚些时刻 ,与一个大脑的量子态相联系的一

个特定的心灵是相同的这一事实 ,因为没有任何物

理事实支持心灵在时间上的同一性。所以 ,洛伊同

意 ,这种观点带有很浓的“二元论”的色彩。洛伊认

为 ,CMV 由于支持心 ———身“二元论”的观点 ,致使

它失去了自身的吸引力。但是 ,尽管如此 , IMV 并

不比 CMV 更好。此外 , IMV 不能像 CMV 那样 ,把

量子概率理解为观察者心灵的演化是占有各种精神

态的动态的或然性。因为在 IMV 中 ,不存在心灵的

同一性概念 ,人们也就不能谈论一个特定心灵态随

时间的演化问题。因此 ,洛克伍德的理论不能满意

地解释量子概率问题。巴雷特认为 ,在经验的意义

上 AL 的多心理论是一致的 ,而洛克伍德的理论是

不一致的。

由于这些分歧 ,其他形式的“多心解释”正在探

索之中〔15〕。这种状况说明 ,不管这些不同观点之间

的分歧有多大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 ,任何

一种形式的多心解释的目的都在于 ,通过大脑 ———

心灵的二分法 ,避免谈论心灵的分裂 ,取而代之是谈

论事先存在的彼此分离的精神态的不同。但是 ,到

目前为此 ,多心解释由于不能给出可操作性的定义 ,

因此 ,它除了只具有方法论的启迪外 ,并没有明确的

物理学基础。巴雷特和洛克伍德认为 ,多世界理论

的阐述与多心理论的阐述之间的差别并不很大 ,真

正的区别在于 ,如何理解量子概率 ,把那种类型的事

实看成是确定的。在多世界理论中 ,量子概率是客

观现象 ,物理记录和定域的精神态是确定的 ;在多心

理论中 ,量子概率是主观现象 ,只有局域的精神态是

确定的。如果人们有一个成功的多心理论 ,那么 ,用

假设一个连续的、无穷的世界取代一个连续的、无穷

的心灵 ,就能够把多心理论的语境变换为多世界理

论的语境。这种观点说明 ,随着未来研究的不断深

入 ,也许多心解释与多世界解释会在某一个共同点

上达成某种一致。

综上所述 ,多世界解释与多心解释虽然理解问

题的意义语境有所差异 ,但是 ,他们分析问题的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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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其实都是试图在实在论的基础上 ,对埃弗雷特的

相对态解释作出更明确的说明。多世界解释通常是

立足于量子事件发生的客观语境来分析问题 ;多心

解释通常是立足于心灵认识的主观语境来理解问

题。但是 ,实在论的基础是他们共同所寻找的归宿。

也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 ,当前学术界的大多数学者

还是采纳了类似于德威特的观点 ,把“相对态解释”、

“多历史解释”、“多宇宙解释”、“宇宙波函数理论”还

有“量子力学的元定理”等 ,统称为“多世界解释”;而

把“多心解释”看成是另一种类型的解释。

　　5 　相对态解释的特征、可信度
和受到的批评

　　不管是在多世界语境中 ,还是在多心灵的语境

中 ,解读埃弗雷特的相对态解释 ,都揭示出埃弗雷特

的相对态解释具有下列值得关注的基本特征 ,其一 ,

它是一种类型的无“塌缩”解释 ;其二 ,它具有明显的

整体论特征 ;其三 ,它是一种实在论的解释 ;其四 ,它

具有内在的相对性特征 ;其五 ,它是一种心 ———身平

行论的解释。但是 ,到目前为此 ,还没有任何可能的

实验证据 ,使我们能够肯定地在量子力学的各种解

释中间作出最后的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问卷

式的调查方式似乎就暂时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

方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 , 一位名叫罗伯
(L1D1Raub)的学者 ,公布了他对 72 位宇宙学家和

量子场论的理论家 ,对多世界解释的可信度进行名

义调查的下列结果〔16〕:

(1)相信多世界解释是正确的人占有 58 %

(2)不相信和不接受多世界解释的人占有 18 %

(3)认为多世界解释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 ,却不

相信的人占有 13 %

(4)弃权的人占有 11 %

罗伯在认为多世界解释是正确的人群中间列出

了霍 金 以 及 诺 贝 尔 奖 获 得 者 盖 尔 曼、费 曼
(R1Feynman)和温伯格 (S1Weingerg) 等物理学的领

头人物的名字。虽然名义调查不可能从根本意义上

解决问题 ,但是 ,超过半数的从事宇宙学和量子场论

研究的物理学家对埃弗雷特解释的信任 ,至少在某

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解释也许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首先 ,与过去的解释相比 ,多世界解释有可能用

来处理宇宙学中的问题。因为天体物理学不需要任

何外在的观察者 ,许多天体物理学家 ,比较喜欢用既

不要求有这样的一个观察者 ,也不要求一个经典区

域 ,并且能够讨论宇宙波函数的多世界的术语来谈

论问题。

其次 ,埃弗雷特的解释与所谓的宇宙论的人类

学原理相关。按照宇宙大爆炸假说 ,宇宙在大爆炸

以后 ,经过一系列的演化、膨胀 ,然后 ,再收缩成一个

点。在这个过程中 ,至少可能假设 ,宇宙在不同的膨

胀与收缩时期 ,物理学常数是不同的。但是 ,如果存

在着足够长的演化序列 ,那么 ,有一些宇宙将会出现

生命。在我们现在居住的宇宙中 ,如果物理学的许

多常数 (例如 ,基本粒子的质量、电荷等等) 所取的

值 ,只要稍稍不同于它们现在的实际值 ,那么 ,宇宙

中的生命将不可能存在。似乎生命的存在正是一个

惊人的巧合 ,我们所在的宇宙好像是专门为了我们

的利益而设计的。相对态解释认为 ,许多世界是共

存的 ,在这些世界的早期 ,量子过程至少有可能产生

出现在的物理常数。虽然这些常数在不同的世界中

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 ,可以预期 ,至少在某些世界中 ,

能够出现维持生命存在的这些常数的值。目前 ,我们

所居住的世界一定是这些特殊的世界之一 ,我们完全

不关心生命不可能存在的巨大数目的那些世界。

第三 , 多世界解释的主要拥护者多艾期
(D1Deutsch)认为〔17〕,多世界解释是对量子论的一

种最简单的解释。这种解释能够消除与冯·诺意曼

的塌缩相关的所有问题 ,并且无条件地回到纯粹的

薛定谔方程。多艾期所指的多世界解释是埃弗雷特

的相关态解释 ,而不是真正的德威特的多世界解释。

他通过分析后指出 ,量子计算机有可能利用多世界

的观点 ,在不同的世界中 ,沿着不同的路径进行计

算 ;计算结束后 ,一种测量将允许在不同的过程之间

发生干涉 ,因此 ,在任何一个特定的世界中经过极短

的时间之后 ,获得了一个总结果。最后 ,在分解大数

目的过程中 ,已经建议使用这种相同的过程〔18〕。

除了这些肯定性的评价之外 ,多世界解释也受

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一种有代表性的批评认

为〔19〕,埃弗雷特的解释不过是在基本意义上对实在

的一种表征。在这里 ,“表征”这个词意指人心中拥

有的实在的某种图像。这种图像不完全是经验的 ,

而是包括了想象或发明的成份 ,是从某种偏爱的角

度观察实在的一种方式。因此 ,它不是科学 ,因为没

有任何经验能够表明它是错误的 ;它不是理论意义

上的真理 ,因为没有任何人能够证明它 ;但是 ,它是

有意义的 ,因为人们也不能够证明它是不一致的。

第二种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统计解释的代表人

贝勒廷 ,他认为 ,虽然多世界解释的辩护者所提供的

数学结果是引人注目的 ,但是 ,由于他们的数学本质

与传统解释是相同的 ,他们没有清楚地说明 ,为什么

数学必定会支持多世界解释 ,而不支持传统解释或

别的其它解释。因此 ,从量子理论的统计假设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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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 ,“多宇宙解释既不是必要的 , 也不是充分

的”〔20〕。

贝尔也是多世界解释的强烈反对者 ,他认为 ,这

种解释虽然“在具体的 EPR 语境中具有某种优越

性 ,它能够不借助超光速就能处理遥远事件何以能

即时发生的事情。就某种意义而言 ,如果每件事均

发生 ,如果一切选择 (所有平行宇宙中某处)均实现 ,

如果直到最后 ,在实现的一切可能结果之间没有作

出选择 (这是一种多宇宙假说方案中所暗含的) ,那

么 ,我们就绕过了困难。”所以 ,多宇宙解释只是有启

发的简化了的理论〔21〕。

总之 ,这些贬褒不一的评论在整体上反映出 ,埃

弗雷特的相对态解释是不成熟的 ,还有待于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但是 ,不管多世界解释和多心灵解释

的最终命运是多么的吉凶难卜 ,至少应该承认 ,这些

理论的提出 ,无疑极大地丰富了物理学家解决量子

测量难题的思考维度 ,有希望使量子力学的研究与

宇宙学的研究和认知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在此感谢我的导师郭贵春教授的悉心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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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paper investigate systematically the relative - state interpretation’s context of quantum measurement and expounding the two views of

readings the relative - state interpretation : many - worlds interpretation and many - minds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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