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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FACE ?

当前一般材料专业的物理知识体系的课程是由数学物理方法、量子力学基础、统计物理学

基础、固体物理、材料物理性能等课程组成的,以上课程均单独开设,知识涵盖面广且信息量

大,涉及的理论知识比较抽象,学时较多,知识点分散,学生学起来会感觉难度较大。编者根据

工科材料类专业中对物理知识体系的需求,针对工科大学生的特点,参阅了大量的教材,以“数
学物理方法、量子力学、统计物理学”等内容为基础进行编写,希望通过对本书的学习能为后续

专业课程如固体物理基础、磁性材料、固体发光基础等的学习奠定基础。教材内容涉及数学物

理方程的建模、数学物理方程的解题方法、量子力学基本理论的建立、量子力学基本理论的应

用以及统计物理基础等知识,基本上涵盖了材料类专业所需物理体系基本理论数理基础的核

心内容。本教材的特点是突出物理基本原理和数学方法,启迪学生科学思维,提高学生运用数

学方法和基本原理解答习题的能力,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全书共11章,第1章到第4章主要内容为数学物理方程。主要包括三类典型数学物理方

程、定解条件和定解问题等的建立,使读者了解从材料物理、力学以及工程技术问题中抽象出

数学问题,建立数学物理方程的基本方法。还介绍了两种求解无界区域内定解问题的方法:行
波法与积分变换法。以及直角坐标系、极坐标系、球坐标系和柱坐标系等典型数学物理方程有

界区域的分离变量法。使读者了解复杂的偏微分方程如何简化为多个单变量的常微分方程,
锻炼读者分析、运算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第5章至第9章主要包括量子力学基本概念、薛定

谔方程和波函数、量子力学中的数学表示、量子力学的近似方法、自旋与全同粒子等量子力学

的基本原理,使读者了解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体会创新思想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

和数学物理方程如何应用于解决量子力学问题。第10章与第11章主要介绍了经典统计力学

基础、量子统计力学基础等统计力学的基本原理,使读者了解如何运用统计方法由体系的微观

状态推引出体系的宏观性质及规律性。本书的附录提供了有关常微分方程和高等数学的常用

数学公式,便于读者学习。
本教材每章后都留有一定量的习题,这些习题是为了巩固每章知识点和检验知识掌握程

度而设置的。为了便于教师的讲授和学生自我检查,本教材给出了习题的最终答案。
受学时的限制,书中带有*号的内容建议选修,对于本教材未涉及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

可查阅相关的参考书。
限于作者的知识水平,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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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数学物理方程的定解问题




所谓数学物理方程(简称数理方程)是指从物理学和工程科学与技术中导出的反映客观物

理量在各个地点、各个时刻相互之间制约关系的一些偏微分方程(有时也包括常微分方程和积

分方程)。这些偏微分方程是人类在对很多物理现象进行研究,总结出相应的物理规律,并将

物理规律转化为数学形式而得到的。例如,在材料物理、材料力学中有一类所谓的振动或波的

现象,如弹性体的振动、光波、电磁波等,它们虽各自有其特殊的物理现象,但都有一个共

性———波动,因此在数学上均能用波动方程来描述它们的运动规律。物理规律反映了同一类

物理现象的共同规律,物理规律用偏微分方程表达出来,叫作数学物理方程,简称数理方程。
就物理现象而言,各个具体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研究对象所处的特定条件,即初始条件和边界条

件。在数学上,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合称为定解条件。在给定的定解条件,求解数学物理方

程,叫作数学物理定解问题,简称定解问题。对于数学物理方程,需要讨论各种典型问题的解,
通过和实验或观测结果比较,来检验相关的物理理论,从而加深人们对有关自然规律的认识,
甚至预言新的现象。

本章主要讨论偏微分方程的基本概念,通过物理学的一些定律,从一些材料物理现象归结

出三类典型数学物理方程、定解条件和定解问题等,使读者了解从材料物理、力学以及工程技

术问题中抽象出数学问题,建立数学物理方程的基本方法。

1.1 基本概念

1.1.1 偏微分方程的相关概念

含有自变量、未知函数及其导数的方程称为微分方程。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中许多规律

都可以用微分方程来描述。当方程中的未知函数含有两个以上自变量时,称此方程为偏微分

方程,如:

F x1,x2,…,xn,u,ux1
,u
x2
,…,u
xn
,…, mu
xm11 xm22 …xmnn

æ

è
ç

ö

ø
÷=0 (1 1)

式中,x1,x2,…,xn 为自变量;u为未知函数;m=m1+m2+…+mn。

1.方程的阶

出现在方程中未知函数的最高阶偏导数的阶数称为方程的阶数。如式(1 1)就是一个m
阶偏微分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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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线性和非线性微分方程

如果一个偏微分方程对于未知函数及它的所有偏导数来说都是线性的,且方程中的系数

都仅依赖于自变量,那么这样的偏微分方程就称为线性偏微分方程,否则称为非线性偏微分方

程。例如,一个含有变量x,y的未知函数,满足的方程为

A(x,y)
2u
x2+B

(x,y)
2u
y2
+C(x,y)=f(x,y) (1 2)

式(1 2)就是一个二阶线性偏微分方程。

3.齐次和非齐次方程

方程中不含未知函数及其导数的项称为自由项,当自由项为零时,称方程为齐次方程,否
则称为非齐次方程。式(1 2)中f(x,y)就是自由项,当f(x,y)=0时,方程为二阶线性齐次

方程,否则为非齐次方程。

1.1.2 数学物理方程的一般性问题

用数理方程研究物理问题的步骤是以材料科学、物理学与工程技术中的具体问题作为研

究对象,简单地说,是把对物理问题的研究“翻译”为对数学问题的研究。为了使这个“翻译”及
其研究工作做得既完整又准确,一般需要三个步骤:首先求出该问题所服从的数理方程,其次

要正确写出该问题的定解条件,最后求出数理方程满足定解条件的解。所谓定解条件,即系统

所处的环境,以及研究对象的特定历史,又分别称为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定解问题的适定性

包括:①有解;②唯一;③稳定。

1.确定定解问题

在材料科学或物理学中,经常需要研究某个物理量(如位移、温度、浓度以及电势分布等)
在空间某个区域的分布和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数学物理方程是从物理问题中导出反映客观物

理量在各个地点、各个时刻相互之间制约关系的数学方程。换言之,是物理过程的数学表达,
如牛顿定律、胡克定律、热传导定律、浓度扩散定律、热量守恒定律、电荷守恒定律、高斯定律、
电磁感应定律等。

从物理规律角度来分析,需考虑研究区域物理问题,才能确定反映物理规律的数学物理方

程。数学物理方程描述的是同一类物理现象的共同规律,反映了物理量变化的最本质关系。
要解决具体的物理问题必须考虑研究区域所处的物理状态,即确立具体问题在研究区域所满

足的约束边界条件和时间初值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定解条件”。简而言之,定解问题的确定就

是将研究的物理问题利用数学语言对应翻译为数学问题,同时利用物理规律,确定能够恰当反

映物理规律的数学方程(泛定方程)和定解条件的过程。

2.求解定解问题

提出了定解问题,实际上就完成了将物理问题“翻译”成数学语言的解释工作,下面紧接着

面临的,就是对所提出的定解问题进行求解,数理方程的求解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行波法(或达朗贝尔解法);
(2)分离变量法;
(3)积分变换法;
(4)格林函数(或积分公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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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保角变换法;
(6)变分法。
此外,对于有些具体问题,当无法得到其解析解(或不需要得到其解析解)时,还可采用近

似方法求解。

3.解的适定性

用数理方程研究物理问题,仅仅求出解答当然是不够的,还必须分析解的物理含义并论证

解在数学上的存在性、唯一性和稳定性。至于物理含义,显然,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物理意义。
而存在性是指验证所求得的解是否满足方程。唯一性是指讨论在什么样的定解条件下,对于

哪一类方程的解是唯一的。通过对唯一性问题的研究,可以明确,对于一定的方程,需要多少

以及哪些定解条件才能唯一地确定一个解。稳定性是指讨论当定解条件有微小改变时,解是

否也只有微小的变化。若是,则解是稳定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尤为重要,因为在把一个物

理问题表示成数学问题时,一般都作了一些简化或者理想化的假定,与真实情况有一定出入。
稳定性问题的研究,可以对解的近似程度作出估计。

一个定解问题,若其解是存在、唯一而且是稳定的,就称该定解问题是适定的(即在物理上

是适当而确定的)。

1.2 数学物理方程的导出

所谓的“导出”,就是用数学语言把物理规律表达出来。数学物理方程的导出步骤大致可

以归为:

① 变量选择———确定所要研究的物理量(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未知函数);

② 微元分析———选取某个微元作为代表,利用微元之间相互作用所遵循的物理规律,写
出微元所满足的方程;

③ 近似处理,写出方程———进行必要的近似和简化处理,整理得到物理量所满足的泛定

方程。
根据典型物理过程,本节主要讨论三类常见的数学物理方程:波动方程、输运方程和稳定场

方程。
(1)波动方程主要描述波动过程(机械波和电磁波)。

utt=a2Δu+f

式中,u=u(x,y,z;t)代表坐标为(x,y,z)的点在t时刻的位移(未知函数);a是波的传播

速度;f=f(x,y,z;t)是与振源有关的函数;Δ=

Δ2=
2

x2+
2
y2
+

2

z2
;utt=

2u
t2
。

(2)输运方程主要描述输运过程(热传导过程和扩散过程)。

ut=DΔu+f

式中,u=u(x,y,z;t)表示扩散物质的浓度(或物体的温度);D 是扩散(或热传导)系数;

f=f(x,y,z;t)是与扩散源有关的函数;ut=ut
。

(3)稳定场方程主要描述平衡状态的稳定场分布(势场分布,平衡温度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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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u=-h

式中,u=u(x,y,z)表示稳定现象的物理量,如静电场中的电势等;h=h(x,y,z)表示与源

有关的已知函数。
从三类方程来看,其特点主要是:关于未知函数的偏导数最高阶是二阶的,都是二阶线性

偏微分方程。这三类方程都是关于空间的二阶偏导数,而时间分别是二阶、一阶偏导数或与时

间无关。这三类方程在数学上是三类不同的方程。
以下具体讨论三类典型数学物理方程的建立。从这些例子可以学习如何把物理问题转化

为数学问题,换言之,如何进行数学建模。

1.2.1 波动方程的导出

(a)

x+dx xxA B

u

(b)

x+dx xx

T1

T2α2

α1

O

u

图1 1 弦的横振动示意图

1.均匀弦的横向振动方程

如图1 1所示,设有一根细长而柔软的弦线,紧绷于A、B 两点之间,在平衡位置AB 附

近产生振幅极为微小的横向振动,求这根弦上各点的运动规律。
(1)变量选择

以弦的平衡位置为x轴,研究弦上任意一点x在任意时刻t的沿垂直于x 方向的位移,用

u(x,t)来表示。
(2)微元分析

把弦分为许多小段,以区间上的小段dx为代表加以研究,分析受力。
假设弦线没有重量且柔软,即ρ(x,t)=ρ(t),且只受到邻段的拉力T1 和邻段的拉力T2。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F=ma(其中F 为外力;m 为质量;a=utt,为加速度),小段dx的纵向

和横向运动方程分别为:

T2cosα2-T1cosα1=0,

T2sinα2-T1sinα1=(ρds)utt
{ (1 3)

(3)近似处理,写出方程

因为是微小振动,|ux|= u
x ≪1,(u2x≈0),所以α1,α2 为微小量,于是有cosα1≈1,

cosα2≈1,sinα1≈α1≈tanα1=ux x,sinα2≈α2≈tanα2=ux|x+dx

弦的伸长可以略去ds= (dx)2+(du)2= 1+(ux)2dx≈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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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小段dx的运动方程(1 3)简化为:

T2-T1=0,

T2ux x+dx-T1ux x=ρuttdx{ (1 4)

T1=T2,所以张力与位置无关;根据胡克定律,弦上的张力正比于弦的拉伸长度,而由于

弦的长度ds≈dx,不随时间而变,所以张力与时间无关。因此张力为常数,记为T,从而有:

T(ux x+dx-ux x)=ρuttdx

利用偏导数定义,有ux x+dx-ux x=
ux

xdx=uxxdx

于是,弦作微小横向振动的运动方程为:

ρutt-Tuxx=0

通常记a2=T
ρ
,上述方程改写为:

utt-a2uxx=0 (1 5)

式(1 5)称为弦的自由振动方程。
如果弦在振动过程中还受到外加横向力的作用,设每单位长度弦所受横向力为F(x,t),则

T2sinα2-T1sinα1+F(x,t)=(ρdx)utt

弦作微小横向振动的运动方程可改写为:

utt-a2uxx=f(x,t) (1 6)

式(1 6)称为弦的受迫振动方程。其中,f(x,t)=F(x,t)/ρ,称为力密度,为作用于单位

质量上的横向外力。可以看到,弦的微小横向振动方程是一维的波动方程。

2.均匀薄膜的微小横振动方程

把柔软的均匀薄膜张紧,静止薄膜所在的平面记为xy平面,如图1 2所示,求薄膜在垂

直于xy平面方向上做微小横振动时所满足的运动规律。
首先对薄膜的运动做数学抽象:
(1)研究的物理量为横位移u(x,y;t);
(2)薄膜是“柔软”的,即在膜的横截面内不存在切应力;
(3)膜是均匀的,ρ(x,y;t)=ρ(t);
(4)振动是微小的,张力的仰角α=0;
(5)张力T 与空间坐标无关,为常量。
将薄膜分为小方块,考虑x:x+dx和y:y+dy区域。

① 考虑x方向的情况,x:x+dx之间所受的横向作用力满足:

Tux x+dx
-Tux x

æ

è
ç

ö

ø
÷dy=T

2u
x2dxdy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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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T∆y

T∆x

x+∆x

T∆x

∆x
∆y

y

x

u

α

O

图1 2 薄膜微小横振动示意图

  ② 考虑y方向的情况,y:y+dy之间所受的横向作用力满足:

Tuy y+dy
-Tuy y

æ

è
ç

ö

ø
÷dx=T

2u
y2
dxdy (1 8)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小块膜的横向运动方程为:

(ρdxdy)utt=Tuxxdxdy+Tuyydxdy⇒utt=a2(uxx+uyy)=a2Δu (1 9)

式中,a2=T/ρ,为膜上振动的传播速度;Δ=
2

x2+
2
y2
。

如果膜上有横向外力作用f(x,y;t),其运动规律满足:

2u
t2=a

2 2u
x2+

2u
y2

æ

è
ç

ö

ø
÷+f(x,y;t) (1 10)

式中,u(x,y;t)表示在t时刻,膜在(x,y)点处的位移;f(x,y;t)为作用于单位质量上的横向

外力。

3.传输线方程(电报方程)*

无线通信的微波信号在金属导体传输线中传输的物理现象分析。在一般的电路分析中,
所涉及的网络都是集总参数的,即所谓的集总参数系统。电路的所有参数,如阻抗(R)、容抗

(C)、感抗(L)都集中于空间的各个点上,即各个元件上。各点之间的信号是瞬间传递的。集

总参数系统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型。它的基本特征可归纳为:
(1)电参数都集中在电路元件上;
(2)元件之间连线的长短对信号本身的特性没有影响,即信号在传输过程中无畸变,信

号传输不需要时间;
(3)系统中各点的电压或电流均是时间且只是时间的函数。
集总参数系统是对实际情况的一种理想化近似。
微波信号在金属导体传输线中传输的实际情况是各种参数分布于电路所在空间的各处,

当这种分散性造成的信号延迟时间与信号本身的变化时间相比已不能忽略的时候,就不能再

用理想化的模型来描述网络。这时,微波信号是以电磁波的速度在信号通道上传输的,信号通

道(或者说是信号的连线)是带有电阻、电容、电感的复杂网络,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参数系统。
作为一个分布参数系统,传输线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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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参数分布在其占据的所有空间位置上;
(2)信号传输需要时间,传输线的长度直接影响着信号的特性,或者说可能使信号在传输

过程中产生畸变;
(3)信号不仅仅是时间(t)的函数,同时也与信号所处位置(x)有关,即信号同时是时间

(t)和位置(x)的函数。
为了研究信号在传输线上随时间、位置变化的情形,即电压u(x,t)和电流i(x,t)的变化

规律,以平行双线为例引入分布参数的概念,求解导线上的电压u(x,t)和电流i(x,t)变化规

律所满足的方程———电报方程。此处假设传输线是均匀的,即构成传输线的两导体的距离,其
截面形状以及介质的电特性和磁特性沿着整个长线保持不变。选取这样的平行双线的一小段

进行研究,小段长度为Δx,如图1 3(a)所示。虽然传输线是一个分布系数系统,但仍可先用

一个集中参数的模型来描述,如图1 3(b)所示。显然,Δx 越小,就越接近传输线的实际情

况。当Δx→0时,该模型就逼近真实的分布参数系统。

i(t, x+∆x)

i(t, x+∆x)

u(t, x+∆x)

u(t, x+∆x)

i(t, x)

u(t, x)

i(t, x)

u(t, x)

(a)

(b)

L∆x R∆x

x+∆x

C∆x G∆x

x

l

图1 3 高频传输线的等效电路示意图

选取传输线起点为坐标原点,再分析距原点为x到x+Δx处的情况,设L 为单位长度上

的分布电感,R 为单位长度上的分布电阻,C 为单位长度上的分布电容,G 为单位长度上的分

布电导(介质漏电引起)。在x处的电压为u(x,t),电流为i(x,t),而在x+Δx处的电压则为

u(x+Δx,t),电流则为i(x+Δx,t)[注意:此处电压u及电流i是时间(t)和位置(x)的二元函

数]。
传输线上电压和电流分布满足的基本原理是基尔霍夫(Kirchhoff)电流电压定律。
第一定律:汇合在节点的电流的代数和为零(规定流入节点的为正,流出节点的为负),即

∑
n

k=1
ik =0。

第二定律:沿任一回路的电势增量的代数和为零(规定沿回路顺时针方向的电动势和电流

都为正,反之为负),即∑
n

k=1

(Δuk+εk)=0(εk 为电动势)。

从传输线的x到x+Δx段,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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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x,t)=u(x+Δx,t)+Li
(x,t)
t +RΔxi(x,t)

i(x,t)=i(x+Δx,t)+CΔxu
(x+Δx,t)
t +GΔxu(x+Δx,t)

对上述两式分别取Δx→0的极限,则有:

-u
(x,t)
x =i(x,t)G+Ci

(x,t)
t

(1 11a)

-i
(x,t)
x =u(x,t)G+Cu

(x,t)
t

(1 11b)

式(1 11a)和式(1 11b)称为电报方程,为简单起见,在下面的分析中,将用变量u和t
分别代替u(x,t)和i(x,t)。

由于式(1 11a)和式(1 11b)中都含有两个因变量u和i,因此可用消元法来获得两个分

别只含u和i的偏微方程。对式(1 11a)两边进行
x
,对式(1 11b)两边进行

t
,则得到:

-
2u
x2=L

i
xt+R

i
x

(1 12)

- i
xt=C

2u
t2+G

u
t

(1 13)

把式(1 11b)和式(1 13)代入式(1 12)后可以消去含有i的项,经整理得:

2u
x2=LC

2u
t2+

(RC+LG)ut+RGu
(1 14)

同样对式(1 11a)两边进行
x
,对式(1 11b)两边进行

t
,并按代入消元原理可得到:

2i
x2=LC

2i
t2+

(RC+LG)it+RGi
(1 15)

下面以理想导线来进一步简化上述方程,即假定这条导线是无损耗线,因而有R=0,G=0。
式(1 14)和式(1 15)则可被简化为:

2u
x2=LC

2u
t2

2i
x2=LC

2i
t2

ì

î

í

ï
ï

ï
ï

(1 16)

从数学上讲,这是波动方程。要解这组方程,必须给出具体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这由

具体情况来定。

4.电磁场方程

变化的电场和变化的磁场之间存在着耦合,这种耦合以波动的形式存在于空间中。这种

变化的电磁场以波动的形式存在,通常称为电磁波。电磁波的存在,意味着在空间中有电磁场

的变化和电磁能量的传播。光波、无线电波等都是电磁波,它们在空间上不需借助任何媒质就

能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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