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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义相对论推导得到维计算空间
分析功能并佐证时间的性质

莫　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统计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　基于对相对论的研究，作者得到关于一个维度的计算方法。维计算是一种空间计算，它包括了空间分析和数论研

究的两种功能。维计算起源于几何学研究，依赖于力学理论，具体的将空间想象和理解为由相互垂直的维度组成，以此来

分析现实中的世界及宇宙规律。本文重在介绍维计算的空间分析功能，使用该空间分析功能证解析了时间的形状、方向、位置，

并证实了时间是继空间中的长、宽、高以外的第四个维度；基于时间的前三个特征结论，通过几何理论的持续推导得到另

外两个关于虫洞、空间壁的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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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整介绍维计算

维计算由空间分析和数论研究组成。空间分析是以几

何学作为基础的，加入了力学原理，并使用热学和光学的

数据来予以解释分析过程；数论研究是以数论作为基础的，

重在研究数的结构，通过研究数在力学上的关系联系实际，

来予以解释研究过程。维计算中的空间分析功能推导了空

间的五个形态，包括时间的形状、时间的方向、时间的位

置、虫洞、空间壁。空间的前三个形态为时间的形状、方向、

位置，文中使用了其他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来旁证，这些旁

证是目前学术上被前沿科学普遍认可的，可以被认为具有

绝对的真实率；空间的后两个形态是虫洞和空间壁假设，

虽然有一些最前沿的科学家在使用太空数据来做佐证探索，

但目前尚未得到任何的真实的实证，结论真实率有待进一

步论证。维计算的所有空间分析结论都显示出我们不需要

非要研究黑洞，才能够研究虫洞和空间壁，虫洞在空间中

的任意一点都是存在的，它为后两种形态提供了明确和简

便的研究方向。

2 已得到旁证的维计算中空间分析功能部分

2.1 把现实中的空间看成拓扑，三维空间的方向
都可简化整合成为长度、宽度、高度的三个方向，将
时间作为第四个维度加入空间的构造中

时间是空间的第四个维度，画出一个图形就如图一所

示，空间 A 的合力与空间 B 的时间线是垂直的。这是图中

的拆分原理是可以被几何理论逐渐推导而出的，下文将逐

步实现推导过程。

2.2 空间分析理论佐证过程

1. 维度的定义：维指的是单向的长，单向指的是某一

个未定方向。维计算假设了每一个空间是由维度组成的，

维度与维度之间相互垂直。

2. 空间的维度假设：设一个空间中有着基础的三个维度：

长、宽、高。由狭义相对论可知：时间是相对的，也是空

间的一个变量 [1-2]。那么，时间可能本身是一个维度。使用

空间分析作假设检验，来验证时间是否为一个维度。

3. 原假设：时间是一个维度为真。

4. 推导时间的形状、方向、位置。

（1）推导前提：时间必须严格遵守维度定义。由于维

计算假设了每一个维度都和其他维度垂直相切，时间作为

第四个维度，就必须与原有的长、宽、高这三维度都相切，

那么要存在一个怎样的方向，才能使得该方向和空间中某

一点的长、宽、高都相切？

（2）形状：时间实际可以只与三维度的一个合计方向

相切，时间这个方向可以是二维的。由广义相对论可知：

引力可以计算，引力场是时空的扭曲 [3-4]。可见，空间可能

是与力相关的。在力学理论中，多方向的力可以被合并、

一个方向的力也可以根据受力的原因进行角度拆分，以此

推导得到维度的方向也应当是可以合并的，这里引用了力

学理论。将长、宽、高的三个维度合并后，将简化成为一

个方向的三维空间合力，如图一中所示，存在一个“三维

空间合力”。此时，合力线就可以找到一个与之相切的方

向了，这个与空间合力相切的方向将是一个平面。由于平

面代表二维，二维在解析几何中代表乘数，所以可以推导

出关于时间的第一个待验证结论是：时间与长、宽、高的

其他单一维度之间可能是乘数关系。这就意味着某一物体

的时间只会由于单一方向的加速导致自身时间被压缩，对

于不是随着这一物体前进的留在原地空间中的其他物体是

时间无影响的 [5]。所以，由此推导出时间作为第四个维度对

其他单项维度来说是一个平面力，如图二所示。中国农业

大学理学院陈奎孚教授在 2017 年的《为什么时空变换必须

是线性的》[6] 一文中对时间缩放系数和空间缩放系数已作出

了推导。

（3）方向：时间是二维压力，带着向同一个点的卷曲。

由图二所示的分析进一步推导，将得到图形三。原始的长、

宽、高的三个维度立体化复原后，长、宽、高就不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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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联合的方向，时间的维度也将立体化，时间将变成四面

八方的方向，此时与长、宽、高相切的方向将是一个圆球

表面，这是时间的模样，而且这样的压力方向向内，带向

内的压力。假设我们想象存在一个点，这个点可以向所有

方向移动，那么和所有方向都相切的方向将会是一个圆球

表面，表面是面积，也是二维的，符合上文第（2）点时间

形状的推导。由上文第（2）点时间形状可知，时间对于单

一方向的其他维度是平面力，由几何学常识可知，要让一

个平面形成一个圆球状的表面，则这个平面的每一点都必

须受到同一个中心点牵引而向内卷曲，此时一个平面才能

卷成圆球面，所以可推导出时间不止在单一方向有二维平

面力、而且在三维立体上受到来自同一个中心点的牵引，

如图三。关于时间的第二个待验证结论是：在空间中时间

可能呈现为四面八方向中心挤压的压力。这就意味着某一

物体逆着任何时间线向前的时候，时间物体所经历的时间

就会减少。江苏海洋大学海洋技术与测绘学院智茵博士、

德国斯图加特斯图加特大学大地测量研究所尼克·斯尼伍

教授在 2021 年联合发表的《利用 CFD 技术对重力场进行建

模》[8] 一文中关于重力场的图形是一个圆球表面、同时具有

向内的牵引力，重力场重建图形与图三中关于时间方向的

第二属性图形吻合；在已得到复证的平滑的香农球面向基

核函数建模中，向基建模软件包模拟地球重力后建立的模

图一 维计算的空间分析解释图例

图二 压缩后的时间分析图

               图三 立体的时间分析图                          图四 模拟重力体现的平滑香农向基核函数建模 [7]

模拟重力体现的平滑香农向基核函数建模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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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是一个带凸起形状的球形，它通过数据平滑和立体化手

法，模拟了地球重力场核心地带与天体表面形状所呈现的

立体形状，如图四所示。

（4）位置。由图三所示的分析，时间存在一个向内的

卷曲引力，则在现实中向内弯曲，并且不在本空间原有的

三个维度构造中，由向内的牵引方向可以推导出现实空间

中的时间位置存在于每一个点上。所以，关于时间的第三

个结论是：时间轴的位置位于空间中的每一个点，向着点

内部扭曲，如图五所示。这就意味着物体引力场的形状应

当与时间轴的形状吻合。目前许多学术介绍中早已有了关

于引力场形状的图形研究，如早在 2012 年的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院赵峥教授所作《弯曲的时空——介绍〈广义相对

论基础〉》[9] 一文中有关于广义相对论的详细的图形介绍，

引力场模拟图形与图五一致；随后，有 2020 年中国地质科

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刘志明教授所作《超级时空

相对论的其他证明》[10] 关于水星近日点进动计算等 12 项最

前沿计算研究，对基于《广义相对论基础》后续的其他计

算公式提出了修正和改进。

2.3 空间分析的现象佐证过程

1. 时钟在动车上减慢了。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

的历史背景是研究时钟的校准问题。在 1902 年爱因斯坦找

到了第一份工作是供职于瑞士专利局作专利员，由于瑞士

是当时的钟表制作大国，专利局有大量的专利申请与钟表

校准相关 [11]，他由此通过“光速运动着离开时钟的人是时

间静止的”这一理想化实验观念，推出了最初的狭义相对论，

并于 1905 年 6 月在《物理学年报》杂志发表。由此，可以

直观的使用手工手表来验证相对论的正确性。当我们作为

大众，戴着一只手表坐上向着任何方向飞驰的动车，几个

小时之后，当观察手工手表时间时，手工手表所显示的时

间一定比手机在线校准过的标准当地时间慢。无论我们坐

上开往哪个方向的动车，动车在远程中是走直线路径、亦

或是走蛇形曲线路径，手工手表的时间都是会减少的。所以，

时间的压力是向着每一个点内部均匀吹的“风”，是空间

的“质壁”。我们向着任何方向超速前进，都是在逆着时

间的压力“顶风”向前。

2. 月亮的偏转角。在天文学观测中，有一个现象是光

线在天体附近会弯曲。在 1919 年恰好有日全食，科学家爱

丁顿带了观测组到西非的普林西比开展观测 ( 出自《弯曲的

时空——介绍〈广义相对论基础〉》文中的介绍 [12])，通过

日全食拍摄到了日常难以实现的太阳影像，同时在报告中

爱丁顿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研究现象：“根据牛顿的理论，

光线偏转角应是 0.875”；根据爱因斯坦的理论，光纤偏转

角是 1.75”。两个组观测到的偏转角分别是 1.61”和 1.98”，

实验观测支持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说明光线在经

过地球周围时，不止发生了折射、还发生了弯曲。由于日

全食比较少见，且普通人难以观测，我们换用常常出现的

月全食来予以解析。人们平均每年总会看到月全食、有时

一年可以看到好几次月全食，月全食出现的原因是月球刚

好运行到地球背面，地球挡住了太阳光在月球的照射。在月

全食发生的不长一段时间内，月亮看起来特别小、比一年中

的任何时候看着都小。这不是月亮真的离地球太远，而是光

在地球天体附近出现折射和弯曲，正如高度近视眼镜的折射

作用可以让物体看上去更小的原理是一样的，折射和弯曲使

得发生月全食的月亮看起来显得特别远、特别小。

3. 世界线的螺旋形状。另外还有一些现象研究还有世

界线的螺旋现象，在不同的天体上时间流速是不同的。由

于在太阳上的时间流速较慢，太阳天体附近带有大量的氢

气体，在时间较慢的情况下，氢光谱会向红端移动，光被

图五 时间点位的分析图

时间轴

点

现实中长、
宽、高组成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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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压缩而在光谱上出现红光较多的现象，所以在日常生

活中，人们使用远景照相机拍摄照片时，远处的太阳带红

色的毛边；而且，由于光线在太空中是由慢时间的天体向

着快时间的天体运动的，照射到地球的光线中，总是红外

线的比例更大，所以当人们在太阳光线强的时候拍照时，

照片也会偏红。

4. 天体上的时间流速。目前学界将时间流速称为世界线。

但文中提供了一个计算时间流速更明确和简便的方法，由

于时间是点位压力，那么用压力来理解时间的快慢。维度

计算理解来看待空间是这样的：维度是单向的长，维度数

越大代表单向的压力越小，时间流速越慢；维度数越小代

表单向的压力越大，时间流速越快。

所以，简单总结为：点位压力大，射线传播就慢，空

间中的时间就快；点位压力小，射线传播就快，空间中的

时间就慢。如果把太阳系设为正三维空间、单向压力是

3×108 米 / 秒；地球的维度数由于速度未满绝对光速，地球

的维度数就小于三维；太阳虽然天体体积大，但是散发能量

向外，能量形式是逆着所有时间压力的，所以太阳的时间流

速就比地球慢；月球天地体积小，且没有空间压力，几乎在

表面不散发能量，所以月球的时间流速也是比地球慢的；由

此理解模式推导，火星的时间流速和地球差不多，比地球慢

一点；木星的时间流速比地球快，而且快很多。以上推导和

当前国际的空间观测站通过各类射线来观测到的星际观测数

据是基本一致的。

5. 推导结论：原假设应是成立的。由于将时间作为维

度推导得到的结果都与各种现实现象、各类科学研究成果

吻合，应认为原假设为真，即时间是一个维度。而且，时

间是一个单向上的二维挤压压力，还带着向同一个点的内

卷压力，立体中呈现了三维的维度数，和原有的长度、宽度、

高度组成的合并维度舒张度一致，如图一所示。

本文以上空间分析内容是目前学术领域已经定论和成

形的物理研究结果，由于各类学术成果佐证、各类日常现

象佐证的真实性，推导结论可以被认为是已得到证实真实

性的。

以下将通过空间分析方式，分析两个目前学术中尚无

实证的物理前沿分析：虫洞、空间壁。

3 未得到旁证的维计算中空间分析功能部分

3.1 时间的完整样貌分析

如果仔细观察图三、图四和图五，就会发现一个很奇特

的现象，图三是一个球形，图四是一个带尖角的球形，图

五是一个“葱苗”形，这是存在几何原理的。在描述时间

轴的图五中，点位上存在来自四面八方的时间压力，点位

内部存在一个时间轴，看上去有些像“葱苗”，是倒垂的

γ 形的；在描述时间维度的图三中，时间维度是一个二维

的圆球表面，在描述重力时候还带着一个尖角，有些像圆球，

是几近闭合的 Ω 形的。这就引起了一定的思考：一个点位

的 γ 形时间轴的底部，可能通向另一个点位的 Ω 形时间

维度的表面。要理解这样的几何思想，我们用到一个日常

比喻：务农的人们一定戴过塑编草帽，塑编草帽在正常情

况下是碗口形的，头部向上摆放时像一个倒垂的 γ 形；如

果塑编草帽足够软，就可以翻个面，原有的外部翻到里部，

成了一个带尖角的圆球，像是一个几近闭合的 Ω 形；原来

的草帽顶端成了凸起的球表面，原来的草帽边缘就相互靠

拢和聚合、也是球表面。有一些艺术类的折叠草帽也是这

样的设计。所以，基于这样的几何原理启发，得到了时间

的完整路径，如图六所示。

3.2 关于时间路径的理解

由于点位上的时间压力造成了点位内部通道，如图六

所示，A 点到 B 点之间的路径就是虫洞。虫洞是 1916 年由

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弗莱姆首次提出的概念，1930

年由科学家爱因斯坦及其助手纳森·罗森在研究引力场方

程时所作假设。虫洞又称为爱因斯坦—罗森桥，其名称来

源于一个假设场景：对蚂蚁爬洞的比喻，在一只蚂蚁在一

个西瓜表面，从一点爬到另一点需要走一条曲线。但是如

果有一条小虫子在这两个点之间蛀出一个洞，蚂蚁就可以

直接通过这个洞从一端到达另一端，这个洞就像一座桥，

从内部连接了西瓜表面的两个点。物理研究在这里开启了

存在点位与点位之间可以位移的可能 [13-14]。

不过，与现有的大部分虫洞研究所提出的条件不同的

是，本文并不认同打开虫洞就必须要实现无限曲率，曲率

只要达到一定的数值，就可以即时打开一个点位，做到“穿

图六 时间维度的完整路径图

现实的空间

点位外是 Ω 形时间压力

点位内是 γ 形时间轴

A 点到 B 点之间是相通的

A 点

B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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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实际上，只要顺着时间线的方向向点位里走，虫洞

是可以在宇宙的任何一个点上被打开的，是没有破坏空间

壁的。介于目前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真的打开虫洞，也

尚没有一个自然现象可以证实虫洞的推导 [15-17]。所以，本

文关于时间路径的虫洞研究还是属于最前沿的物理研究 [18]，

有待进一步实际的论证和实现。

无数点位上的时间线相互交织，形成了时间维度的完

整形状，时间维度就像一块“布”，在“布”之上有向着

各个方向的时间线在作环形“走针”，而在“布”之下有

一个点位的时间轴与另一个点位压力面的环形“走针”，

它们共同“编织”成了时间，“布”是时间作为第四个维

度的完整形状。作为时间线完全的作用方向，在“布”之

上有着向内的内卷压力，在“布”之下也应当使得时间轴

与其他时间压力面相通的作用力，以此来作用于虫洞通道

的实现，所以时间“布”之下还有其他的作用力。

3.3 空间壁的位置

1. 空间壁分析。如图六所示，从目前的维计算推导来看，

空间中一定存在着空间壁。空间壁就是在不同时间线里的

各个空间之间的间隔，空间壁拒绝空间之间的物体相互干

扰。由于空间壁是存在不同时间线的各个空间之间的间隔，

所以空间壁是难以被穿过的。空间壁理论类似于目前物理

学界正在广为研究的宇宙监督假设 [19-20]，宇宙监督理论假

设是在科学家们观测黑洞时，发现了存在一种保护机制使

得黑洞未能影响无限远的外空，这就出现了一个假设，该

假设认为宇宙存在着一些监督规则可以避免黑洞破坏宇宙，

目前假设还是一个推导前提，没有详细计算式。与空间壁

理论不同的是，宇宙监督假设只是为了证实黑洞中有曲率

无限的奇点存在，从而为奇点理论制造的一个假设条件。

空间壁的推导结果则不同，它扩大了宇宙监督假设的范围。

空间壁的假设是不限于黑洞的，而是假设了整个宇宙都有

空间壁，我们在任何点位上进入时间轴内，都会遇到空间壁。

黑洞只是揉卷了空间“布”，使得黑洞中的能量通过一个

特殊通道传输到宇宙另一端，还不能确定黑洞走的是不是

虫洞通道。黑洞只是时间“布”上的一个“扭花”，研究

黑洞理论也还只是在研究时间“布”，空间壁不是时间“布”

的研究，是比时间“布”更下一层的。空间壁理论可以理

解为时间线不同的空间，A 空间的人活在 1990 年，他们无

法穿过空间壁去到 B 空间中遇到活在 1820 年的人，更无法

穿过空间壁去到 C 空间遇到活在石器时代的人。

2. 空间壁解析。用一个比喻来加深理解，如图六所示，

时间线就像空间壁上附着的一块“布”，时间线通过点位

之间的一个个上下“圆针”“花式”走法，把空间紧密连

接起来。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在“布”之上有关，在“布”

之下又无关。我们在“布”的表面向前行驶，实际都是在

逆着每一个点位的时间线向前。所以在“布”以上的现实

空间里，我们往任何方向超速前进，人们经历的时间都会

缩短；单一方向的超速前进，只是在很短距离内揉皱了这

块“布”，但是对“布”以下的时间轴是没有影响的。空

间壁就像“布”之下的一块“硬纸板”，位上的时间轴根

植于空间壁，人们再怎么在“布”的上方前进，也最多不

过是拉扯了时间轴，即使时间轴断了、空间里出现了一些

“布”扭成旋涡一般的弯曲，即时这层“布”揉成一团，

对更下一层的空间壁也毫无影响，空间壁不允许一个空间

的坍塌去影响其他空间的正常运转。所以从“布”以下的

角度看，只要没有时间轴里没有物质或能量，时间轴就是

纹丝不动的，时间轴就和空间就是无关的，科学家牛顿关

于时间和空间无关的推导就是对的；从“布”以上的角度

来说，时间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压力减少了，向前超速运动

的物体时间确实是减少了，那么时间和空间就又是有关的，

那么科学家爱因斯坦关于时间和空间有关的推导就是对的。

所以，以上两者都对又都不对。受到时代的制约，两位科

学家在那个时代是都对的，但实际都只对了各一半。

3. 虫洞通道和空间壁是互为论证的，一方存在，另一

方才会存在。通过图六可以看到，一个空间点位的 γ 形底

部，可以通向另一个空间点位的 Ω 形周边，两者是相通的。

但从 A 点到 B 点的路径，就必须从 A 点进入，并向着空间

壁俯冲，随着空间壁的斥力反弹，才可以从 B 点出来，两

者的距离和俯冲力度有关，向着空间壁的俯冲力度越大，

点位位移越远。如果空间壁不存在，一个物体就在第四个

维度上就找不到空间的作用力，就无法从 A 点到 B 点；空

间壁的存在就关系到虫洞理论的正确性，只有空间壁存在，

虫洞通道才存在。

所以，虫洞通道与空间壁是一对互生关系，两者互为

彼此论证，假设虫洞通道存在，就必须有空间壁存在；假

设空间壁存在，就必然有虫洞通道存在。

4 一个基于空间分析功能的现实应用设计

由于时间的本质实际是一种能量流动的时侯在周围环

境所产生的压力值，也是空间的质壁。那么，时间就可以

通过乘除、拆分进行初步的计算。在近期，希腊雅典科学

院的科斯塔斯·戴安纳斯院士等科学家根据 NASA 发射到

土星的探测器所返回的数据 [21]，确认了太阳系是一个明确

存在运行轨迹的小型星群，太阳前进会产生彗星一般的焰尾，

其他绕日行星则受到太阳的牵引螺旋前进。受到以上研究的

启发，作者延展出了一个实用的设计——射线回收盒。

因为射线在天体周围可以被折射，太阳系磁场的形状

实际像是一个“有核的苹果”。根据这样的外观，作者设

计了一个可行的射线回收设备图，对于被核辐射污染的环

境可能非常实用。该装置是一个内循环的环绕桶装设计，

内部结构类似于一个小型的太阳系磁场，外部陈列结构类

似于整齐排放的叠桶。

如图七所示，该设计是一个使用可以隔绝或吸收辐射

材质的金属材料做成的桶，桶中有一个圆柱形发动装置。

当该模型设计的桶发动时，首先要从上空吸入空气或者水，

关闭上方开口后，圆柱形发动装置促使桶中的空气或者水

在桶内快速循环，空气或水中的放射性物质会加速进入桶

内壁的隔绝辐射材料中，当循环到一定时间后，如果在桶

中测试到的辐射含量减少了，再从桶底部的部位循环到别

的干净的桶。重复以上循环操作，直到空气或水中的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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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含量可以被自然的消化和接受，在达到生物可承受的

最低辐射量时，才能释放气体或者水。当桶中的金属材质

内壁所含的辐射物质足够多的时候，应及时更换桶。该设

计的原理是通过加速桶内的流动速度，给桶内增加维度，

以使得空气中的放射性物质加速被吸附的过程，进入桶内

壁中被保存。

5 关于暗物质的一些猜测

在宇宙中，物体运动也存在着阻力。给一个物体推力，

即使力量很大，实际运动的惯性也很小、惯性距离也很短，

是什么导致了宇宙中物体的运动不够“丝滑”呢？运动阻

力早已被科学家牛顿发现，阻力就是宇宙中的答案。但是，

宇宙中由于气体微少，实际是不能得到较大的运动惯性的，

太空中的物体运动困难的原因一部分来自惯性太小，另一

部分来自能量线束缚。在宇宙中站立和行走时，需要借助

被能量线束缚的更大的物体来固定自身的位置。所以，我

们无法检测到的暗物质可能就是黑洞或者其他天体喷射而

出的能量线。能量线的形态和速度可能是高于光速的，我

们检测不到它 [22-23]。它的形状可能是近似于一个个的内卷

圆圈，在太空中物体的运动是被宇宙中的一些能量线阻挡

住了，每一个物体都像被包裹在一个网状线中。在没有物

体的地方，一些稀疏的能量线形状像水纹，有弯曲的地方，

有内卷或外扩，一层一层，如希腊字母䩰形，形成运动的阻力；

在有物体的地方，能量线像古代包裹着喜庆红鸡蛋的小渔

网，在物理的周围的能量线是两头窄、中间宽的，使物体

动弹不得，而如果一个物体不够坚硬，它就会被能量线压扁。

例如，我们将一个空的铝盒放入太空，慢慢地就会被压扁。

能量线也可以称为“能量波”。

根据这样的理解，作者认为，在宇宙中航行，实际也

是一个黑暗的“大海”，我们在太空中最节约时间和燃料

的路线走法，是可以参照大洋航行路线的。能够快速到达

各个天体的路径应是顺着能量线的形状遨游，就像在海洋

中利用洋流和风的方向节省行驶燃料一样，天体所产生的

引力就是“风向”，宇宙中的能量线流动就是“洋流”，

甚至可以随着大型天体前进，或者借助尾随彗星的力量高

速到达其他地方。

6 对于维计算的空间分析功能推导结论

维计算的空间分析功能从一个新颖的几何角度拆解了

时间的性质。

首先，时间是空间的第四个维度，它是点位上的二维压

力曲面，所以它与传统的长、宽、高的三个维度是乘数关系；

其次，时间还有一个向点位内卷曲的力，使得它与在点位

内是一个时间轴状态，成为一条线；再次，一个点位内的

时间轴与另一个点位的时间压力表面是相通的，这是时间

通道，也叫虫洞；最后，时间线组成的第四个维度之下还

有一个空间壁，也就是类似于宇宙监督假设的空间隔绝。

维度计算的优点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简单易懂的几何

和物理方法，人们使用维计算的空间分析功能也同样得可

以得到线性相对研究结论、引力场图形、时间的点性位置

结论，和目前所有最新的物理学研究结果都是殊途同归的。

但维计算比其他的许多物理研究成果都更简洁，它运用了

科普的解释方法，使得它运用的基础几何原理非常浅、对

普通人群来说理解界面特别友好，人们非常容易通过维计

算的空间分析来理解空间。

维计算的空间分析从理论上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

又从几何学角度将时间要素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图七 射线回收叠桶

顶部流入空气后封闭

底部交换空气

其他平排陈列
的循环桶

材质的元素价
需要大于铁元

空气进入桶中按图示匀
速循环流动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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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很难让学生真正的形成大数据的思维。因此在学生完

成大数据分析与处理相关课程之后，需要和各种学科内容

进行结合，包括管理学、组织学以及经济学等一系列课程，

在这些基础性的课程上，还需要提高大数据案例的设置比

例，让学生在专业内容的学习过程当中，还能够锻炼大数

据分析的能力，掌握一定的实践能力，这样就能够在加深

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实现大数据素养的培养目标。

4.2 提高学生科研水平

参与科研是培养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大数据素

养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之中，导师需要

不断强化学生获取数据的能力，让学生利用大数据的技术

手段解决科学研究的实际问题。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

生在利用大数据解决科研问题的时候，可以向大数据以及

管理类专业的导师寻求建议，同时学校还可以拓展多导师

培养的模式，这样就能够提升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并且

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大数

据素养培养。

4.3 加大社会实践的力度

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除了可以在教学以及科研

方面锻炼大数据能力之外，还可以通过充分参与社会活动

来检验日常积累。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可以在企业

以及其他机构进行社会实践，除了了解企业的日常生产运

营之外，学生需要加强大数据运营以及大数据处理的学习，

需要通过实际问题来锻炼大数据技能。同时不同的工作岗

位会有着不同的工作要求，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的方式，还

可以积累不同领域的工作经验，掌握不同领域中的核心知

识，同时还能够开拓学生的视野，因此引导管理科学与工

程硕士研究生到企业中开展实践活动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无论是对于学生的日常学习还是未来的工作而言都具有很

大的意义。

5 结语

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之下，大数据技术也在日益成熟，

提升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大数据素养具有很高的时

代意义。为了提升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的大数据素养，

就需要从教学、科研以及实践的角度进行创新，让学生能够

在多角度的活动中锻炼大数据素养与大数据技能。[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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