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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工质微波推进属于新概念，具有无烧蚀、性能不受环境影响、推力功耗比宽的特点。文章从
普朗克能量子假说和爱因斯坦的光量子理论出发并结合微波理论给出了该装置的推进机理，又从经
典电动力学理论出发解释了推力产生的机理。采用有限元数值求解方法对圆台型推力器腔体内的
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方程组进行了数值模拟，获得了模态和１

Ｗ功率下腔体内的电磁场分布，并分析了

０００

不同模态、不同腔体结构下的具体特征。结果表明，在．ＩＥ。。。、ＴＥｏ。：、，ＩＥｌｌｌ和’Ｉ眠１１
品质因数和推力最大，其次是ＴＥ。¨针对１

０００

４个模态中，ＴＥ０１２模

Ｗ微波功率输入，以黄铜为腔体材料，基于经典电动力

学理论计算出ＴＥｏ¨和ＴＥｍ，模产生的最大理论推力值分别为４１１ｒａｎ和４５６

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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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工质微波推进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在相应的

质微波推进的研究还非常有限，仅仅针对类ＴＥ模

推进装置中，微波通过波导被辐射进封闭的圆台型

的圆台谐振腔进行了净推力理论计算和实验测量。

推力器腔体后作用在腔体表面上，并沿推力器轴线

理论计算的途径是首先对腔内的微波场进行量子

产生净推力。这种推进装置的特点是（１）不需要工

化，再根据量子和壁面相互作用后的动量变化计算

作介质就可以产生净推力，没有高温燃气流的烧蚀、

净推力，而且仅仅考虑前后端面和量子相互作用对

冲刷和传热问题，同时能大幅度降低消极质量。

推力的贡献，很显然这样的理论非常粗糙。

（２）只要微波输出电功率稳定，推进装置的性能不

参考文献［２］在研究电磁波和等离子相互作用

受工作环境的影响。（３）已有的部分试验和理论分

时，采用电磁张力来处理微波在１个体积表面上所

析表明采用不同的推进装置结构材料，在１ ｋＷ微

产生的作用力，为本研究工作提供了一种非常有效、

波功率输出条件下，可以获得０．１—３１

５００

Ｎ范围

实用的研究方法。为此本文首先引出无工质微波推

的推力…。由此可见这种推进装置可广泛地应用

进装置的发明思想，再从经典电动力学理论出发，分

于卫星、深空探测器和近空间飞行器，所带来的效益

析无工质微波推进理论，给出推力计算的电磁张量

是大幅度地提高有效载荷和寿命。

计算途径。在无加载的不同微波模式条件下，从原

无工质微波推进装置是由英国卫星推进研究有

始的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出发，采用有限元方法对不同结

限公司（ＳＰＲ Ｌｔｄ）的Ｒｏｇｅｒ Ｓｈａｗｙｅｒ发明，他已经开

构理想圆台腔体的模态进行数值计算，由此获得腔

展了初步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Ｒｏｇｅｒ

体固有的谐振电磁场分布特征和空载品质因数。在

Ｓｈａｗｙｅｒ

设计了１个品质因数为５０ ０００的类似于横电波ＴＥ

ｌ ０００

模的圆台型谐振腔，矩形波导把微波辐射进谐振腔

不同结构、不同微波模式、有微波耦合窗口的非理想

Ｗ微波功率辐射条件下，采用有限元方法，对

中，利用无阻力试验转台，实际测量出谐振腔在３００

圆台谐振腔内的电磁场分布进行数值计算，从而获

ｗ微波输出功率的直接作用下产生了８６．２ ｍＮ的

得腔体表面的电场和磁场分布，再利用表面张量计

推力…，该测量值和他的计算值相一致。

算轴向净推力。相对于Ｒｏｇｅｒ Ｓｈａｗｙｅｒ的理论计算

从查阅到的有限论文和资料可以看出，对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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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体结构限制，可以准确地分析推进装置的性能。

１无工质微波推进的思想起源
Ｒｏｇｅｒ

Ｓｈａｗｙｅｒ给出的无工质微波推进装置发

明思想…来源于普朗克能量子假说、爱因斯坦的光
量子理论和微波理论。
构成物体的带电粒子在各自平衡位置附近的振

动可看作是带电的谐振子，这些谐振子可以发射或
吸收Ｅ＝ｎｈｆ的辐射能，其中，ｌ为量子数、ｈ为普朗克
常量、厂为谐振子频率。而光波和电磁波也具有粒子
性，是以光速ｃ运动着的光量子，每个光量子的能量

图１无工质微波推进装置示意图

为Ｅ＝ｈｆ，这里的厂为光波或电磁波频率。根据相对

论质能关系Ｅ＝批２，光子的质量为ｍ＝肌２＝

能量不断地被吸收消耗掉，因而在输入能量基础上，

ｈｙ／ｃ２＝ｈ／（ｃＡ）。对于光波，量子的能量传输速度为

腔体内的储存能量将被放大Ｑ倍，则腔体前后端面

光速，因而光子的动量为Ｐ＝ｍ，ｃ＝ｈｆ／ｃ＝ｈ／Ａ。而

上的反作用力也被放大了ｑ倍，即Ｆ—Ｑ（凡，一

对于电磁波，量子的能量传输速度为群速度％，其动

凡）。

量为Ｐ＝ｍｙｓ＝ｈｆｖｓ／ｃ２０当电磁波在波导内部以行

波状态传输时，％＝—羔￥兰＝，其中胁、占，分别为传
’

２无工质微波推进的电动力学理论

ｘｓ≮ｐ１８ｔ

输介质的相对磁导率和相对介电常数，波导中电磁

波的波长Ａ。＝—；＝＝７ｔ＝０＝＝；，Ａ。为波导截止波
’√缸，占，一（Ａｏ／Ａ。）２

另外，可以用经典的电动力学理论来解释无工
质微波推进新概念。
首先以斯莱特微扰定理为出发点。针对１个微

长。假设辐射电磁波入射到波导的金属封闭端，且每

波调谐空腔，当腔体壁发生变形时，空腔的谐振频率

秒入射波的能量为尸０。根据爱因斯坦光量子理论可

将产生漂移。其谐振频率漂移的理论计算式可利用

知，每个光量子具有的能量为毳厂’则入射光量子数为

电磁场的能量密度和电磁场力的表达式得来，即

Ｎ＝Ｐｏ／ｈｆｏ当所有光量子和金属面发生弹性碰撞

ｄ厂

时，金属面获得的反作用力为

，

‘：２丁Ｎｈｆｖｓ：孕（ｖ。／ｃ）：２＿Ｐ万ｏ

ｆｆｆ（ｅｏＥ２＋脚铲）ｄｙ

“ｙ

Ａｏ（１）

对于如图１所示的圆台型无工质微波推进装
置，辐射的微波沿前后端面轴线以及侧表面法线方

向将产生３个作用力只卜％和几，则推力器沿轴
线将获得净推力为Ｆ。＝Ｌ，一Ｆ止一Ｆ，３ｃｏｓ０。为了获

取最大的净推力。设计腔体时要求凡１／如最大、
凡／只。最小，因而凡一只。一如。
在给定的微波功率条件下，为了获得最大的轴

向净推力，推进装置的腔体应该按谐振腔来设计，从
而使腔体反射的微波能量达到最小ｊ根据微波理

Ｑ墙精燃

（８０Ｅ。一ｐ，ｏ∥）ｄｙ

论，定义谐振腔品质因数

当空腔壁向内的扰动发生在电场占优势的区域

时，谐振频率降低，此时腔内电磁场力做功使腔内储
能减少。当空腔壁向内的扰动发生在磁场占优势的

区域时，空腔的谐振频率将升高，此时外力做功使腔
内储能增加。由此可以推想，设计１个结构合理的
轴对称微波谐振腔，利用腔壁上的电磁场分量可以
产生１个沿腔体轴线的净推力，该谐振腔就形成了

仅利用微波辐射电磁场就可以产生推力的一种推进
装置。
微波电磁场中如果存在带电粒子，由于电磁力
的作用，带电粒子能够在电磁场中运动，因而带电粒
子能够从电磁场中获得能量和动量，这说明电磁场

（２）

在最佳的谐振状态下，输入到谐振腔内的微波

具有能量和动量。带电粒子的动量和能量满足以下
关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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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ａｔ＝ｐＥ＋Ｊ

ｘ

心口，＋ｎ，口，＋ｎｓｕ。，并令坐标系菇轴和电场矢量相重

Ｂ

等＝Ｊ·Ｅ

·８０９·

合，则电场张量分量为
（３）

瓦＝８。Ｅｕ，Ｅ比，一矿１。Ｅ２（口，口，＋“ＴＵｙ＋口，Ｈ，）

其中Ｊ为粒子运动产生的电流密度。从Ｍａｘｗｅｌｌ方

＝弘１＂凸２（口。口；－－ｌｔｙｌｌ７一配。“，）

程出发，可以导出

（１０）

Ｖ·（层×日）＝一＿，·Ｅ一击（扣·Ｄ＋扣·口）
（４）

式中Ｓ＝Ｅ×Ｈ代表电磁场能流密度矢量或坡因廷

矢量，ｍｒ＝寺Ｅ·Ｄ＋和‘曰表示电磁能密度。
ｌ

１

则盖（％＋吁）＋Ｖ·ｓ＝０或

ｐ·露ｄＳ＝一言￡（％＋ｗ／）ｄＶ＝０（５）
所以

图２体积表面

ｆｗ，ｄＶ＋上州ｙ＝ｃ。ｎｓｔ

（６）

所以，作用在表面Ｓ单位面积上的电场力为

对坡因廷矢量进行微分同时考虑Ｍａｘｗｅｌｌ方

Ｅ＝瓦·露＝知。酽（ｎ，叱一～砧ｙ—ｎｓｔ＃，）

程，可以推导出如下的方程

（１１）

杀（脚占。ｓ＋ｇＰ）＝一Ｖ·

【（扣酽＋如铲）Ｊ一８０ＥＥ—ｍ脚】（７）
由于ｇｐ为带电粒子动量密度，相对于上方程中
砌氏Ｓ＝脚岛Ｅ×Ｈ即代表了电磁场的动量密度毋。

以上方程的右端项可以定义为电磁场动量流密度张

力的大小为ｌ Ｅ

Ｉ＝｛‰酽。

同样可以获得作用在表面Ｓ单位面积上的磁场
力为

ｆｌ辨＝Ｌ·一＝｛１～铲（，ｋ砧，一～口，二．他球。）

量

（１２）

咖＝÷（占ｏＥ２＋ｇｏＨ２）ｔ＋８０ＥＥ＋／ｘｏＨＨ（８）

力的大小为Ｉ

再引出１个新符号Ｔ＝一咖为作用在单位面积
上的电磁场张力张量，它是由Ｍａｘｗｅｌｌ首先提出的，
因此又可称为Ｍａｘｗｅｌｌ张力张量。对方程（６）应用

积分变换关系，有

Ｆ＿Ｉ＝知铲。

具体结合图１所示的圆台型无工质微波推进装
置．腔体壁面处电场与壁面法线方向相同，磁场和壁
面法线垂直。同时考虑公式（２）．在最佳的谐振状态

下，输入到谐振腔内的微波能量同样将被放大Ｑ倍，

瓤（毋＋ｇ，）ｄＶ＝五万·列ｓ

（９）

＾．，’

和经典动量守恒方程等＝Ｆ相比较，方程（９）
ｄｌ
右端项代表了电磁张量在体积ｙ表面产生的电磁
力。无论体积内是否存在带电粒子，表面电磁力都可
以使体积Ｖ的动量发生变化。
从公式（８）可以看出Ｍａｘｗｅｌｌ张力张量由电场

和磁场张量分量组成。如图２所示，定义１个体积表
面Ｓ和其坐标系（取，，口，，以，）及单位法向矢量露－－．

腔体壁面处驴、铲分别被放大Ｑ倍，因而轴向净推
力为

．

凡＝Ｑ［』：。（Ｅｔ＋Ｌ－）ｄＡ—ｆＡ２（巳＋％）ｄＬ４一
ｊ．，（儿＋Ｆｒ０３）ｃ０８口ｄＡ】

（１３）

式中Ａ。ｏ：、Ａ，分别为大端面、小端面和侧壁表面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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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切，ｎ为壁面法向单位矢量，Ｓ为腔体表面面积，ｙ

３无工质微波推进腔体电磁特征和推
力计算分析

为腔体体积。

３．１模态计算分析
无工质微波推进腔体模态分析的目的是在给定

翠
童

频率下，针对给定结构的理想圆台型腔体进行其固

晏

有的电磁场强度分布和固有的空载品质因数计算，

一

以寻找最大的品质因数和恰当的微波耦合方式为目
标，确定在给定谐振频率下的腔体最佳结构方案。

星

≯
‘２

ｏ

ｇ

目前针对规则矩形和圆柱形波导内的电磁场求解方
法有本征值方程法即解析法和数值解法２种，而求
解圆台谐振腔时，需要在球坐标系中建立Ｍａｘｗｅｌｌ
方程，由于球坐标系中场方程的复杂性，还没有发现
有人采用求解本征值方程的方法来计算谐振场的分
布。仅仅发现参考文献［４］给出了圆锥形波导场求

图３谐振腔工作模式图

解的渐近方法。该方法假定１个等效半径吼，认为

圆锥波导中波前球面上的场Ｂ、‰、风、也可使用

为了得到同类模态下圆台腔体结构变化对品质

该波前位置处半径为吼的等效圆波导中的横向场

因数的影响，选取了不同的圆台大端直径，用电磁场

Ｅ、‰、皿、以来等效。这种方法可以为求解圆台谐
振腔内场分布带来一定的参考，但是其计算精度随

有限元计算方法对腔体内微波谐振电磁场进行数值

圆锥半张角的增加而降低。而采用有限元数值求解

以黄铜为腔体材料，对于同一谐振模式，假设大端直

方法对理想圆台型谐振腔内原始的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方

径从小到大排列时腔体代号为．ｓ耐和％，其中下表Ｉｔ

模拟，并改变腔体高度以尽量获得同一谐振频率。

程组进行数值模拟，直接获得腔体内的电磁场分布，

＝１表示ＴＥｏｌｌ模，ｎ＝２表示ＴＥ０１２模，，Ｉ＝３表示

其方法不受腔体结构和微波模式的限制。对应于圆

ＴＥⅢ模，ｒｔ＝４表示ＴＭⅢ模。采用三维自适应网格

柱波导内的ＴＥ。ｎＴＥ，。和ＴＭ。，３个主模，采用电磁场

划分方法，对ＴＥ０ｌｌ模划分５ ２４７个有限元，对ＴＥ呲

的有限元方法计算圆台谐振腔在２．４５ ＧＨｚ附近

模划分３ ７７０个单元，对ＴＥｌｌｌ划分６ １２６个单元，对

ＴＥｏ。ｌ、ＴＥ０１２

ＴＥｌｌｌ和ＴＭ。，。４种模的电磁分布。确定

ＴＭｏｌｌ划分３ ９５４个单元。

圆台谐振腔结构尺寸时，首先根据图３所示的圆柱

用有限元方法把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在计算网格上进

谐振腔工作模式确定圆柱腔单一模态时的直径和高

行离散处理并数值求解瞪Ｊ，计算出无工质理想圆台

度，认为该直径为圆台腔的平均直径；取圆台腔小端

型推力器腔体的模态计算分析结果如表１所示，结

直径为波导的截止直径，根据平均直径就可以获得

果表明①在圆台谐振腔内，ＩＥ。，，、ＴＥ。阶ｒＩＥⅢ和ＴＭ。。，

大端面直径；再对腔体内谐振微波电磁场模态的场

４个模态中，ＴＥ眦模品质因数最高，其次是ＴＥ。。，模。

分布进行有限元数值模拟，在有限范围内反复调整

其原因可以由ＴＥ眦和，Ｉ＇Ｅ。。。模电磁场分布特征来解

大小端面直径ＤｎＤ：和腔体高度日１，直到获得合理

释：ＴＥ。，：和ＴＥ。。，模电磁场轴对称分布，电场只有环

的固有谐振波电磁场分布。谐振腔模态下的空载品

向分量‰，而且在轴线上和壁面附近以为零，在侧

质因数由下公式计算

壁面附近磁场沿圆台母线方向，而且在前后端面磁
场强度几乎达到零。这种电磁场结构特征决定了

¨耵黑％而

Ⅱ。。：和ＴＥ。。，模圆台型谐振腔具有比较小的壁面电
流损耗和比较高的空载品质因数。②在圆台腔小端
（１４）

式中ｈ为集肤深度，ｔ驴为腔体内充填的电介质损耗

直径不变情况下，大端直径增加，为了获得同一谐振
频率，腔体高度必须减小，随之品质因数降低。
圆台型谐振腔必须与微波传输线路相联接，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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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能量通过耦合装置被传输进腔体并激励起电磁振

磁场的计算分析完成。假设加载条件为微波输入功

荡才能正常工作。对耦合装置的要求是在谐振腔内

率ｌ

０００

Ｗ，频率２．４５ ＧＨｚ左右，以黄铜为腔体结

能建立起某一种振荡模式，同时又能避免其他干扰

构材料，根据表ｌ给出的不同腔体结构尺寸，在空气

模式的产生。

充填介质和电壁面边界条件下，同样采用三维自适

对表１给出的腔体结构进行各模态的电磁场分

应网格划分方法，共划分６９ ５４９个节点，５０ ０８８个

布数值模拟结果表明：ＴＥｏｎ模场分布为轴对称并在

单元，用有限元方法把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在计算网格上

腔体侧表面中间区域明显存在１个较强的磁场强度

进行离散处理并数值求解ｕ Ｊ，计算各腔体内ＴＥ。。ｈ

区。腔体内部存在最强的电场强度值区；ＴＥ。。：模场

ＴＥ０１２、＇ＩＸｌｌｌ和ＴＭｏ。。模在１

分布轴对称并在腔体侧表面也存在１个较强的磁场

件下的电磁场分布，再利用公式（１３）和公式（１４）分

０００

Ｗ微波功率输入条

强度区，在腔体内部存在最强的电场强度值区；

别计算出不同谐振模态下、不同结构腔体在１个周

ＴＥⅢ模电磁场非轴对称，电场强度最大值区位于腔

期内产生的轴向净推力时均值和加载条件下的品质

体中部轴线附近，在侧壁面上某局域存在最强的磁

因数如表２所示。对比表ｌ、２品质因数的计算结果

场强度区；ＴＭ。。。模电磁场轴对称，电场强度最大值

可以看出：①在ｌ

区位于大小端面轴心附近。这些分析结果决定了圆

的品质因数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这是由于实际

０００

Ｗ微波功率输入条件下，腔体

台型谐振腔如下的微波耦合方式：ＴＥⅢ和ＴＥ。。：模采

１０００Ｗ微波功率输入到腔体内时，和１·ｎＷ功率水

用１Ｅ。。模的矩形波导在谐振腔侧壁磁场强度较大

平的模态相比，壁面上的损耗相应增加，从而降低了

处进行窗口耦合如图１所示．ＴＥⅢ模采用同轴电缆

品质因数。②对于计算的不同微波模式和不同腔体

在谐振腔轴线电场强度最大处进行探针耦合，ＴＭ。。。

结构，最小大端面直径的ＴＥ。。：模腔体具有最好的准

模采用同轴电缆在谐振腔小端面电场强度最强处进

力器性能，即品质因数和推力最高；ＴＭｏｎ模推力器

行探针耦合。

腔体的性能最低。③腔体大端面直径增加时，腔体

３．２推力计算分析

的高度降低，腔体体积和内壁表面积比降低，从而导

无工质微波推进的推力计算通过加载条件下电

致品质因数降低、推力减小。

表１腔体模态下Ｑ值计算结果

表２无工质微波推进装置的推力计算结果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公开的研究资料给出表２：Ｓ。。情况下加载品质
因数和推力的实测值分别为３２ ０００和２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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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机理：①从普朗克能量子假说和爱因斯坦的光量

ｍＮ，Ｓ：ｌ

子理论出发并结合微波理论对该装置推进机理进行

０００

解释，即把输入到封闭圆台型内的微波离散成光量

和３１５ ｍＮ，都小于相应的理论计算值，这是由于计

子，其能量传输速度为群速度，光量子和推进装置腔

算难以考虑微波的耦合损耗和在输入到谐振腔之前

体壁面发生弹性碰撞的宏观效果就产生了净推力；

的传输损耗。根据有限的实验数据，对ＴＥｏｎ和

②从经典的电动力学理论出发来解释无工质微波推

ＴＥ呲的理论计算分别采用同样的修正系数进行修

进装置推力产生的机理，根据体积内电磁系统动能

正并列人到表２。可见ＴＥ。儿模推力器的品质因数修

和动量守恒关系、Ｍａｘｗｅｌｌ方程和电磁场能流密度矢

情况下加载品质因数和推力的实测值分别为５０

正值可以达到３２

０００～２７

４２９范围，推力修正值可

达２１４－９７ ｍＮ范围；ＴＥ０１２模推力器的品质因数修
正值可以达到５０

量可以得知该推进装置的推力来源于电磁张量沿体
积表面的积分。

４３９范围，推力修正值可

采用有限元数值求解方法对理想圆台型谐振腔

达３１５—１８７ ｍＮ范围；ＴＥ，，，模推力器的品质因数未

内原始的Ｍａｘｗｅｌｌ电磁方程组进行了数值模拟，直

０００—１３

修正值可以达到１７

５００—１６

７４３范围，推力未修正

接获得模态以及实际１

０００

Ｗ条件下腔体内的电磁

值可达２６４—２２７ ｍＮ范围；ＴＭ。。。模推力器的品质因

场分布，以分析不同模态、不同腔体结构下的具体特

０８０范围，推力未修

征。计算结果表明：在．ＩＥ０１ｌ、ＴＥ０１２、ＴＥｌｌｌ和ＴＭ。。。４

数未修正值可以达到２０

２６２～６

正值可达１９０—８８ ｍＮ范围。

个模态中，，ＩＥ呲模品质因数最高、推力最大，其次是
ＴＥ。，。模。在圆台腔小端直径不变情况下，大端直径
增加，品质因数和推力降低。，Ｉ＇Ｅ蛳和ＴＥ眦模适宜于

４结论

采用ＴＥ。。模的矩形波导在谐振腔侧壁磁场强度较
无工质微波推进装置不需要工作介质，因而没

大处进行窗口耦合，ＴＥⅢ和ＴＭ。¨模适宜于采用同

有高温燃气流的烧蚀、冲刷和传热问题，推进装置的

轴电缆在谐振腔轴线电场强度最大处进行探针耦

性能不受工作环境影响，同时能大幅度降低飞行器

合。针对１

消极质量，采用不同的结构材料可以获得很宽的推

料，基于经典电动力学理论计算出ＴＥ。ｎ和ＴＥ。。：模

力范围，适用于空间和近空间飞行器。

产生的最大理论推力值分别为４１ｌ ｍＮ和４５６

有２种途径可以解释这种新概念推进装置的工

０００

Ｗ微波功率输入、以黄铜为腔体材

而实际测量值分别为２１４ ｎａＮ和３１５

ｎａＮ，

ｍ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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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ｓ ４１ １ ａｎｄ ４５６ｍ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ｔ ＴＥｏｌｌ ａｎｄ ＴＥｏｌ２ ｍｏｄ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ｐａｃｅｃｒａｆｔ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ｒｏｐｕｌｓｉｏ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ｍｉｃｒｏｗａｖ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ｕｓｔｅｒ

琴零祭祭鹕零祭祭鹕社鹕零辑攀紧帮爆嶝岈螭学攀攀窜螭螭祭祭祭鹕鹚鹕琴祭攀螭螭祭攀鹕祭鹕祭鹞祭秘

钱学森求学时代的两个高潮及两者间的关系
２００５年６月徐滨、胡沛泉写了“钱学森受到北师大附中特优教育的经历值得注意”一文。这里只摘录很
小一部分，主要是摘录，个别地方改编。
主要摘录、个别改编的具体内容如下：
钱学森说：“２０年代的１日中国出了很多人才，我对师大附中很有感情。我的一生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
个是师大附中，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
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钱学林在１９３６—１９４５时期的评价，冯卡门在他的自传中有如下的描述（黑体是徐和胡加的）：
“……ｉｎ １９３５ ｈｅ

ｗｏｎ

ａ

Ｂｏｘｅｒ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ｄ

ｍ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ｉｃｅ

ｍａｓｔｅｒ７Ｓ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ｔ Ｍ．Ｉ．Ｔ．Ｏｎｅ ｄａｙ ｉｎ １９３６ ｈｅ ｃａｍｅ ｔｏ

ｓｅ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Ｉ ｌｏｏｋｅｄ ｕｐ 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ｍａｎ，ｗｉｔｈ

ａ

ｓｌｉｇｈｔ ｓｈｏｒｔ ｙｏｕｎｇ

ａ

ｈｉｍ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ｉｓ Ｗａｓ

ａ

ｏｕｒ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ｏｏｋ，ｗｈｏ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ｍ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ｕｓｕａｌ ｐｒｅｃｉｓｉｏｎ．１ ｗａ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ｉ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ｋｅｅｎｍｓｓ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ｈｉｓ ｍｉｎｄ。ａｎｄ Ｉ ｓｕｇｇｅｓ·
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ｅｎｒｏｌｌ ａｔ Ｃａｄ Ｔｅｃｈ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ｕｄｙ．”

钱学森第一次见到冯卡门，就得到了这位世界著名的大师的赏识，是因为他具备了一个优秀科研人员应
有的素质，即“ｋｅｅｎ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ｑｕ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ｈｉｓ

ｍｉｎｄ”（敏锐的思维）。这种素质的形成与北师大附中实施的教学

理念和学习风气有很大的关系。
他因此而师从于这位著名大师，成为我国当代著名的科学家，在科学界为祖国的发展和强盛做出了杰出
的贡献。

－徐滨、胡沛泉２００５年６月原稿
胡沛泉２０１０年１２月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