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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论（总论）

胡均

摘要：时间是什么，有人认为时间是最基本的物理量，有人认为时间是人们意想的，有人认为时间是

可以变化的（相对论认为高速运动的物体的时间可以变慢，有人设想超光速时间可以倒流）。那么时

间到底是什么，高速运动的参照系的时间为什么会变慢！时间到底是什么，这里试图来理解和说明这

些时间本质的问题。

关键词：时间，时空，高速运动，维度，层次，空间轨迹

引言

时间是什么，从古到今，许许多多人都想过这些问题。有认为时间是人的一种思维活动，客观上是不

存在的，那么客观是什么，客观在我们的科学中是什么学科？有什么规律和性质？没有这样的理论！

所以说：讲客观的人，其实他根本不知道客观到底是什么？很多人的时间观念都只是停留在哲学领域，

还没有上升到可以试验的科学层面上来。也有人说，时间就是世界的一个维度，如爱因斯坦，把时间

作为一个维度，于是产生三维空间加时间的‘时空’的概念；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认为，时间就是时

间，不是空间，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是这样吗？时间是不是空间的一个维度表现？时空和时间及空间

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那么时间到底是虚幻的意思活动还是真实存在呢？这些都是目前许多科学家

们千方百计回避及科学本身急需回答的问题。

1.0.时间提要

一、时间是什么？时间和物体及空间的关系？

1. 时间是：

①、相对于‘总观察者’，不同层次的观察者，不同参照系的周期往复运动的平均数率，这

种平均运动就是总观察者体系的时间体系。

②、某一层次上的观察者，对应的时间体系就是观察者所在的系统的平均运动的快慢。

③、量子态层次的单元时间，就是系统内部的一次量子涨落的平均快慢。

2. 时间有层次划分：‘时间’分成不同层次，层次不同，时间体系也就不同。

3. 时间的变化：时间快慢的变化，变化周期性是时间的必要因素。

4. 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 、现在、未来有相对性，也有绝对性；是什么性质？由观察者、观

察者所在的参照系及被观察者的参照系共同作用形成。

1.1. 时间定义是：

时间有层次和维度划分，不同层次的时间体系不同，不同维度的时间体系不同，不同参照系

和不同参照系上的观察者所观察感知的时间不同。所以时间的定义要分层次和维度，同时也要区分和

确定观察者和参照系。

1）、时间的平面定义

时间是一个有限系统的平均周期往复运动的量度；不同观察者，不同参照系的一次往复运动周期

的平均数率就是一个时间单位，时间单位的往复次数就是时间的大小和累计的长短，由于所有系

统的运动是不停的，所以时间就不停的流逝。

2）、时间的多维定义及数学表达式

一个多维空间中的一次往复循环的快慢 tn定义为一个时间周期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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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Lw / vn-1

时间记作 T

( Tn’)w = x tn = L w / vn-1

L 代表位移，位移有多种基本形式，同时有维度划分。

①直线往复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空间距离或往复运动的距离；

②平面上的往复运动的轨迹的长度（包括圆、多边形等等平面上的有起点和终点的闭合图形）；

③三维非平面往复线性运动轨迹；

④三维非平面往复非线性运动轨迹；

⑤球面或球体运动轨迹。

v代表运动的快慢（速度），v 有相对速度和绝对速度之分；

这个时间的定义中的速度和传统的速度的区别就是，时间和速度不在一个层次。

n、n’代表层次，当 n > n’时,是从地球向外看；当 n < n’时 s是从地球向内部观察。也就是

本层次的时间是由下一个层次的运动速度（平均速度）决定的（大多数是内部一个层次的平均运

动速度）。不同层次时间体系不同。

w 代表维度，本文定义的时间，是有维度、层次划分的，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时间体系会有差

异。

T代表我们平常在地球上（或其他参照系中）的观察者所感知的时间。

x 代表时间的累计。如一百年（往复循环了一百个 tn 单位，此时 n 存在地球层次），x 属于复数。

本文的时间定义是多层次的多维度的定义，时间本身就是一种运动，是某一个维度的某一个层次的观察者感知的被观

察的参照系的平均运动（有相对性和绝对性）。

当然时间的定义和性质不是这么简单，它和它的下一个‘维度’的循环往复构成更高层次及更高维度的空间。

3）时间有层次定义和层次划分之分。

时间和速度的关系就是：

①、速度是本层次的某一个物体运动的快慢的表达，速度内部包含时间，而这个时间就是观察者

的参照系的本身的时间体系，也是参照系的一定条件下的平均运动。

②、一个观察者所感知的时间，就是这个观察者所在的参照系的本层次内部的物体（物质）、空

间等一切相互影响的因素的平均运动快慢。当然一个观察者不可能穷尽一个参照系的所有运动的

平均值来作参考，观察者只能确定本身参照系的主要或大多数运动因素，因此一个体系内部所有

观察者确定的本参照系的时间因素都是相对的，同时，这个系统内部的所有元素都有观察者的属

性（人和某一个物体、物质、基本粒子、空间等等都可以视为观察者），这种误差的累积，就会

发生质变（时间、空间、物体乃至整个系统的质变）。

根据六层对称次复数几何
【1，2,3】，时间层次被划分成六个层次，8个亚层次；同时时间又分成外扩

张六个维度、内收缩六个维度以及加上起始点维度和终止点维度，一个 15个维度的变化。

4）时间的维度定义和划分
【4】：

每一个时间系统，都是有起始点和终止点的，也就是所有的系统都有寿命。



时间论

3

5）时空：就是一个系统绕其运动中心周期运动，形成的轨迹及轨迹累计的范围。

爱因斯坦把时间作为一个维的因素，三维沿着时间方向运动构成四维时空。这个假设形式

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时间是什么，三维空间是什么？爱因斯坦没有详细描述，导致后来的多维空

间的混沌和混乱。

本文的时间是分层次的，同运动是互为包含关系，三维空间不是没有边界的立方体，是有边界的

球体，三维空间如果是没有边界的立方体，他怎么去沿时间运动？

四维时空是什么？：是一个子系统绕中心周期运动的轨迹，（同时他的镜像系统，纠缠系统，同

样的运动变化），这些联动系统的复合轨迹形成四维时空系统。在外部观察者看来，这个系统相

对于原来的单个系统就是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新系统。

所以四维空间中包含过去，现在和未来，四维空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总和。

时间是有方向的但是我们却找不到时间的方向，只知道‘过去→现在→未来’而我们又无法抓住‘过

去’、‘现在’、‘未来’。本文中维度是由运动的轨迹构成，运动构成四维的时间单元，一个处在这个

时间单元体系内的观察者，感知的系统的运动方向就是观察者本身的时间单元的运动方向，在多维空

间中，观察者体系不仅仅是一个，是多个同时并存的纠缠的平行系统，又由于这个纠缠系统的传递信

息和物质交换的相对不同时相应，产生差异，这种差异的累积，让纠缠的各个系统发生不同改变，最

终纠缠系统破裂。

6）对于一个系统内部的观察者

他会观察到时间的快慢有绝对性和相对性，

①、时间的绝对性变化：任何一个系统都要有一个绝对参照系，如果这个绝对参照系就是系统内

部的平均周期运动，以这个参照系的平均运动为衡量系统内部的周期过程就是时间在绝对变化。

对于一个系统外部的观察者，一个系统内部时间变化，显示成热力学的变化，这种变化能维持的

外部观察者的 x 周期，就是被观察者相对外部世界时间的寿命。

起始点（零维）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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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点（起始点） 30

有限的三维球体沿轨道往复运动，轨迹构成四维空间，轨迹

是球体运动构成，这种一次的往复周期运动就是四维度的时

间单位。球体往复运动形成的轨迹就是四维时空。当然‘时

间’是指三维球体系统自身的时间，不是四维时间。维球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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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时间的相对性变化：外部观察者看来，一个系统内部的平均运动周期，相对于外部参照系时

间周期变化系统，发生部分或整体的变化，这种被观察的参照系的内部平均快慢的量度的变化，

就是被观察系统的时间的相对变化。时间的变化：快慢的变化，周期性是时间的必要因素。

7）时间为什么会变慢：

时间变化有相对变化和绝对变化，

①、时间的相对变慢就是：两个参照系之间以光速不变为绝对变化的一个参照系，相对于另外一

个参照系的时间变化；两个相对高速运动的物体（子系统），其时间变慢就是两个子系统的内部

所有的运动都相对同步变慢，这种时间变化是当两个系统运动趋向同步时（运动方向及运动快慢

相同，可以相互测量时）。

②、时间的绝对变慢就是：两个参照系，一个相对于同一束光，他们的快慢有差异，这种相对同

一束光的两个系统产生的快慢差异称为相对于该束光的绝对速度，相对光速这两个系统产生的时

间差异就是绝对时间差异，当两个系统趋于同步时，两个系统的观察者会真实的观察到另外一个

时间系统的变化。

2.0时间的层次定义

时间的层次：分成不同层次，层次不同时间体系就不同。不同观察者及不同的参照系时间量度和性质

不同。

2..1第一层次时间定义 0≤ x ≤ ∞

相对性定义

①．时间是一个系统的，一个相对于系统外的环境的系统内部的观察者感知的系统内部的平均运

动（时间的‘广义热力学热力学’系统定义）。

内部时间 tn量子单位表现 t 是时间单位，n 表示外部观察者及所处的层次，当系统以 3n 变化

时：n=（0.1.2.3.4.5.6）；当系统以 2n变化时：n=（0.1.2.3.4.5.6.7.8）

tn= Lw / vn-1

( Tn’)w = x tn =x Lw / vn-1

系统内部总体结构的所有元素相对绝对参照系的内部平均运动速度（一般涉以组成观察者的系

统及观察者自身的内部整体平均运动来作为测量尺寸标准，如热力学）。

由于系统的内部的位移 L 和速度 vn-1是变化的，从热力学得出

tn=Lw / vn-1=gnSn-1

g 是观察者层次调整系数，S 是热力学的‘熵’。

时间用 T 的变化函数

f（T）=( Tn’)w = x·tn = x·Lw / vn-1

时间 T 的累积和 T= 
∞ ≤ x ≤0

x·tn

由于日常中都无法穷尽到（36）7776 ，这里的无穷大（∞）表示：-（36）7776 ≤ ∞ ≤（36）7776 。

我们不难可以从现实中，找到时间的不同层次的答案，如一块岩石，放到阳光下，由于阳

光照射，他的内部热力运动（分子原子运动），比放在一个冷藏箱里的同样岩石要风化的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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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岩石的寿命就是我们说的时间的一种。此时，时间系统相对我们整体地球年这个绝对时间体

系，他的寿命的长短取决于他的内部的熵。‘相对论’的时间变慢实质就是：被测量的参照系的

内部所有或绝大多数元素整体的运动速率 vn-1S 变慢，分子运动的振幅减小。x 时段相比较阳光照

射的系统的时间变化ΔT

ΔT=x(tn-tn’)β

β是观察者的观察使用的时间量子单位调整系数（不同观察者使用的时间量子单位有可能

不同），tn、tn’由被观察的参照系绝定，β由观察者使用的观察方法和观察者自身的参照系决定。

β> tn、tn’ 和 β< tn、tn’ 条件下的层次及观察结果会不同

小结：一个系统，如果它的熵相对绝对参照系，Sn 越小，它的内部时间就会变的越慢，一

个系统达到绝对零度时‘时间就停滞’。

这在现实中的表现就是，一根黄瓜放进低温保温箱，会比放在外部温度相对高的存放时间

要长，我们说放在低温下的物体的寿命周期要比高温的寿命周期长，这个周期是相对外部观察者

的观察结果。我们把两个不同温度系统中的两个物体来测量比较，并站在内部观察者的层次，会

得出两个相同的内部平均运动快慢不同，就会是内部整体的 Sn 不同，我们可以说相对我们的外部

系统，保温箱的物体的寿命周期长，是因为他的内部时间变慢了，所以相对外界寿命周期变长了，

因为外部的物体处在我们的外部环境之下，内部平均运动和外部观察者的系统一样，我们说外部

的物体的内部时间没有变化。

相对论的高速运动的物体时间会变慢，是这个高速运动的物体内部的平均运动相对于绝对

参照系的时间变慢，也可以说，高速运动的物体其内部的 Sn变小，从而导致时间变慢。神秘的时

间快慢的‘相对论’变化，这里不在神秘。

②．时间是一个系统外部的观察者，感知被观察的系统的‘整体’相对外部环境（外部观察者的

参照系）的平均运动周期。

外部时间 tn量子单位表现 ，外部时间就是以一个不变的观察者及参照系为出发点，向这个

观察者的外部系统的观测

t’n 表示外部时间单位，n 表示外部观察者及层次，n=（0.1.2.3.4.5.6）或 n=（0.1.2.3.4.5.6.7.8）

T’ n = L’w / v’n-1 = g’nS’n-1

T’、L’、v’、g’、S’ 表示相对观察者所在系统的外部的物理量。

V’是系统相对绝对参照系的系统的整体运动速度（如地球的转动速度，火车相对地球的

运动速度，太阳系在银河系中相对整体银河系的运动速度等等）。

如果 T’>1,被观察的系统的寿命周期大于一个外部时间周期，如果 T’<1,被观察系统不能

被观察到。实例，如我们一同来某单位检查，3 三个小时，从 8--11.点，某一个人只在这个单位

停留 10 分钟，他虽然来了，我们会认为他是旷工的因为他没有工作满 3 个小时。相反某个人

在三个小时内总是在这个单位里，我们会认为他总是在工作，他是存在的。

绝对性定义

①．存在一个绝对的平均运动速度的参照系，这个参照系是所有系统的统一参照系，是所有系统

运动快慢的尺。

②．其他的普通系统，参照‘绝对参照系’产生的平均运动的快慢，这个快慢相对于普通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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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观察者，就是这个观察者感知的时间运动。不同相对于绝对参照系运动的观察者，都有自己

的时间快慢体系。只有，两个普通参照系的观察者，同时达到绝对参照系，才能感知两个普通参

照系的彼此的时间体系的不同。

③．绝对参照系上的观察者，他能够同时感知不同运动速度的参照系的平均运动速度的不同，这

个运动速度的差异，就是他们的时间体系快慢不同。

复合时间定义

一个系统内部的观察者是无法观察到他的系统内时间周期的变化的；这个系统的时间周期快

慢变化，只有处在外部的观察者才能感知。一个系统内部观察者可以感知本系统内部的局部

子系统的时间周期的相对于于本系统内部平均运动周期的变化，在系统内部的观察者看来，

这种变化就是该子系统时间的绝对改变。比如温度下降，物体的寿命延长，一个岩石，暴露

在阳光下，温度变化大，系统内部平均热运动加快，岩石相对于放在山洞里的同样的岩石，

其风化变质导致它的的寿命周期要短。

①．时间的周期性：时间有一个相互的周期循环单元，这个单元是‘w’维度内‘n’层次的时间

单元，时间长短就是周期单元的循环计数。

②．一个层次内部，不同的没有关联的参照系，时间系统可能不同。

③．不同层次或不同维度的参照系统，时间体系绝对不同。

④．时间系统是相对一个绝对平均运动系统来衡量的，没有绝对系统就没有时间，只有杂乱的运

动，是杂乱的系统。

⑤．总观察者可以看到不同时间系统的变化和转换。相对绝对体系的总观察者，一个被观察的参

照系的时间变化是这个系统的所有运动的共同变化，不是部分运动元素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共同

比例变化和差额比例变化。

共同比例变化，内部观察者难以感知或不能感知。

差异性变化，可能会引起被观察体系运动或质变，是观察者能够感知的。

讨论

时间与时空的差别

爱因斯坦把时间作为一个维度，三维空间沿着时间运动构成四维时空。这个理论有许多问题！

如：

1、时间是什么。爱因斯坦没有明确的定义及说明！

2、三维空间是不是有限的？如果是有限的，这个有限是怎么来的，三维空间外面是什么？

3、三维空间如果是无限的，那么三维空间就无法沿着时间运动！

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理解时间和空间，以及‘时空’是什么。

总结

本理论认为

1、时间分成两种形式，

1 、一个是一个系统的外在环境的总体平均运动，是外在环境系统的变化快慢的总体平均量度；

②、一个是系统内部的总体平均运动，是内在环境系统的变化快慢的总体平均量度；

这个外在系统‘相对’被观察的系统，可以作为绝对时间系统。

也可以把观察者本身的参照系作为绝对时间系统，以观察者本身的时间体系作为绝对时间体系和时间尺度。我们现实测量时间和观测外

部（地球以外）都是应用的是这样的绝对时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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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维空间是一个封闭系统，是一个有限的封闭系统，这个时候，这个三维系统的运动，可以

相对于这个系统在绝对系统中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化，位置变化的快慢就是我们说的速度。从总观

察者的参照系统来观察，这个运动的有限三维空间的外面依然是三维空间，只不过这个三维空间

有对称点，起始点，和终止点，还有属于这个三维空间的镜像空间，这些镜像系统加本体系统运

动形成的轨迹构成一个更高层次的空间，所有的和这个三维空间相关联的空间（包括纠缠的、镜

像的，等等一切）的运动轨迹的复合，构成更高维度的空间。

3、当一个系统体系的内部的所有系统的这种变化是周而复始的，那么这个周而复始的一个平均

周期，称为维度周期，这个周期上升质变成这个更高维度的运动周期的时间单元。

4、‘时空’就是关于系统和系统运动的轨迹。这些轨迹被更高层次的观察者‘串联起来’构成

相对空间和物体，及物体的变化。这个总体过程的总和就是上升一个维度空间；用原层次观察者

或原维度的观察者来感知这种运动就无法感知所有轨迹，这种运动和轨迹分离感知不到质变时，

感知的就是‘时空’。

参考文献

[1] Hu Jun.Introduction to the "Six-level Symmetric Complex Number Static Multi-dimensional" Geometric
Model.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2251297

[2]Introduction to plane six layers symmetrical complex number geometric space.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1341385

[3]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Geometric Space in Plane's Six-level Symmetry
Complex Number.
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1192605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