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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公理系统确定可能世界的方式之影响
——认识程序和范围
李春泰
嘉应大学 政治法律系，广东 梅州
摘 要

本文讨论了形式公理系统在认识程序上的变化和它导致的可能世界的范围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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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熟悉的欧几里德公理系统是实质公理
系统，这种公理系统，在不很严格的意义上可以说
是演绎系统，至少在
世纪以前数学家们是这样
认为的。长时间里，人们相信它是研究现实世界的，
而且是研究公理或公设与定理之间的必然关系的。
今天公理与公设已没有什么区分了，在公理化
运动之前，数学家强调前者的普遍有效性，而后者
则是有些特别的。与数学或几何学相应的亚里斯多
德逻辑学，古今学者理解之差异悬殊，今人着重点
在前提与结论的关系上，而古人则强调其前提的真
实性。所以所谓实质公理学的对象不是可能世界，
而是由前提即公理确定了的必然的现实世界。
但是，由于形式公理学的出现，产生了很多新
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些初步探讨，限于笔者
水平，还望专家批评指导。

一、三个基本问题对理论的普遍意义
希尔伯特对其形式公理系统提出了三个要求，
即不矛盾性、独立性和完备性；这三个要求通常也
称作公理系统的三个基本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是
对理想的可能世界的价值选择。
不矛盾性就是给已知的公理系统找到一个可
能的解释；所谓“解释”就是给已知公理系统对象
之事物以具体取法；希尔伯特对其五类公理不矛盾
性的证明就是借助于解析的解释而进行的；希尔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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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认为，数学命题和逻辑法则都可以利用特定的符
号写成公式的形式，而无需加以任何文字的表述，
因而逻辑思考的过程就换成了以这种公式按严格
刻划的规则而进行操作。当然，希尔伯特对于不矛
盾性的证明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例如，罗
卜切夫斯基平面几何的无矛盾性是用构造彭加勒
模型来证明的；模型的事物是从假定存在的欧几里
德平面上取得的；所以，罗卜切夫斯基公理的解释
只有在欧几里德几何公理解释可能的条件下才是
可能的，即如果欧几里德平面几何无矛盾的话，那
么罗卜切夫斯基平面几何不矛盾。这就是罗卜切夫
斯基几何可能世界存在的条件。
独立性要求公理系统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不
是其它任何部分的推论；其结果导致公理的最少个
数，即只保留在逻辑上必要的公理。如果要证明公
理系统的独立性，需要引进一种分析而其分析的意
义和方法由不矛盾性概念所决定；如果一个公理不
与其它公理相关，那么应该存在公理系统其它公理
的模型，使之在这个模型中其条件不满足。例如，
用这种方法确定欧几里德平行公理对于其它公理
是独立的，我们只要在欧几里德半平面上的彭加勒
模型里找到绝对几何的所有公理，但又不存在欧几
里德的平行公理就可以了。
完备性意味着这个公理系统的所有解释都是
同构的，即已知的公理系统在两个不同对象上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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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其对应的元素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完

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

备性还有其它的界定，这里就不讨论了，因为大多
数的数学理论是以不完备公理系统作基础的，如拓

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就愈容易，因
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十九世纪，许多人还

朴学和群论。
这三个基本问题，虽说最初是由数学家提出并
应用于数学逻辑之中，但是它对于其它理论也是有

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
（
）——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
初始的假说变得愈来愈抽象，离经验愈来愈

意义的。在这三个问题被人们自觉地认识之前，理
论家们已在无意识地追求它，特别是数学家们。确

远。
适用于科学幼年时代的归纳为主的方法，
正在让位给探索性的演绎法。

实，理论的简洁、完备和前后一致是我们认识至善
的目标，也是我们理想的可能世界存在的状态。

二 、认识程序的波动性

在爱因斯坦看来，相对论就是这种转变的一个
富有特征的实例。他在比较了实质公理学与形式公
理学之后，肯定形式公理学对相对论的价值：
我特别强调刚才所讲的这种几何学的观点，因

由于认识本身的大脑的复杂性， 所以关于认
识的程序有种种主张。在科学中，较有影响的是经

为要是没有它，我就不能建立相对论。
哲学家们以其总体的探讨方式给出统一的认

验主义，强调科学发现与归纳分不开。后来经验主
义认识模式遭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例如，康德认
为，
“吾人之一切知识虽以经验始，但并不因之即以
为一切知识皆由经验发生” ；“即使我们的经验知
识，也是由我们得自印象的与我们认识能力（感觉
印象只作为诱因）自身所供给的二者构成的。
” 又
认为，“科学的认识和
如石里克
日常生活中的认识就是表示从一个事物再发现了
另一个事物”，
“认识就是把一个事物还原为另一个
事物”；认识的结果则是“用同一原理来说明的现
象会愈来愈多，而用来说明同样现象所需的原理则
越来越少”；
“事实上只有唯一的方法能够提供最严
格的、完全正确的科学知识，因而满足了上述的两
个条件：把个别的东西完全予以确定，并且这种确
定又是通过还原为最普遍的东西作出来的。这就是
数学科学的方法。
”
哲学家们所主张的认识程序有波动性，在某种
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认识程序自身波动性的反映。认
识程序作为一种社会的大意识，其趋向性较明显，
但作为其中的一个片断，或作为一个个体的认识程
序却千差万别。在总趋势的某个片断或个体，很可
能由于某种信息或某种方法的介入而改变认识程
序。形式化公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引起认识程
序改变的一种方法。所以爱因斯坦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
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
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
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
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当用纯粹归纳的方法

识模式，虽说时间跨度大，但是很难在任何场合都
适用，因为这些结论的获得是其时代的特有产物。
对于认识程序的这种波动性，在爱因斯坦创造
广义相对论之后，物理学界还很不适应，所以当时
的《物理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质疑文章。例如
克累奇曼（
）认为爱因斯坦所“表述的
相对性原理决不是关于物理实在（即关于自然规律
的内容）的表示，而只是关于数学形式化的一个要
求”。而爱因斯坦认为克累奇曼先生的论证是正确
的，然而他建议的改革却不值得赞同。 事实上，爱
因斯坦很明确，他的理论所追求的只是可能世界，
而且在他看来，这是有限经验的不得已的选择。

三、可能世界的扩张范围：
逻辑与历史方面
众所周知，数学应用的广泛性 虽说现实中并
不存在纯粹的数学对象。例如就我们今天的物理知
识而论，数学的“平面”是不存在的，由于它是由
不断运动的粒子构成的，不存在“平面”这种可能
世界；但“平面”的应用却相当广泛。从辩证唯物
论的角度来看，数学之所以有广泛的应用性是因为
形式和量和关系是与内容和质不可分离；数学的抽
象使其对象无个性，因而也就没有应用的局限。而
形式公理学则专注“关系”，它比之普通数学就更
少个性，就这点而论其应用性至少与普通数学一样
广泛。这是由内涵与外延的关系决定的。
公理化在形式数论中已有相当规模。如布尔代
）修正希尔伯
数公理系统， 经贝尔纳斯（
特—阿克曼（
）采纳的怀特海—罗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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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演算公理系统， 希尔伯特—贝尔纳斯的公理

年

不同的学科中给可能世界以应有的地位。

系统； 等等；谓词演算的形式化。 元数学算术化，
公理系统的算术翻译。集合论的公理系统，如蔡梅
的，贝尔纳斯的，阿克曼和弗雷格
罗
的。 而数论和集论为数学之基础。这些是数学、逻
辑的形式化公理。

理限定的唯一的现实世界，而前者则是以公理的种
种关系维系的无限的可能世界；通过两种系统导致

有人认为，“只有数学、逻辑学的理论才能成
为形式公理化的理论。
”
“经验科学的理论不可能成

了两种不同的认识程序，进而延伸到不同的范围，
形式公理系统在认识论方面的价值很值得深入研

为形式公理化的理论，最多只能成为实质公理化的

究。本文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理论。
”造成这种认识的原因，似乎是混淆了“方
法”与“体系”的结果；他对相对论应用形式公理

注释：

学方法很担心，所以他疑惑这种结果所导致的“相
对论是什么形式的公理系统。
” 更深层的原因恐
怕是不了解方法的意义在于价值方面，而不在事实
方面。历史事实表明，物理学家用了很多数学方
法，但物理学并不因此变成数学。所以这种担心是
不必要的。
在数学、逻辑学中已有了借助于形式公理学方
法而刻划的系统，在物理学中则有狭义相对论、广
义相对论、统一场论、量子力学 。除精密自然
科学之外，生物学也有这样的系统，即伍德哥尔
生物公理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希尔伯特
的广义相对论先于爱因斯坦 天发表，他在报告中
概述了他的工作：
遵循公理化方法，事实上是从两条简单的公理
出发，我要提出一组新的具有美的理想形式的物理
学基本方程。
在希尔伯特看来，他自己在引力理论与电动力
学方面的贡献，是以公理化方法为基础的：
通过类比解释，从公理Ⅰ和Ⅱ所包含的少量假
设就足以构造整个理论。借助于这些公理，我们不
仅可以在爱因斯坦的意义上用一种基础的方式重
新建立空间、时间和运动的概念，而且我们还相
信，通过这里导出的基本方程，我们将发现原子内
部一些迄今隐而不彰的现象的精密解释。
特别是，一般地说，我们必然能将一切物理常
数归结为数学常数，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原则上
从物理学产生出一种几何式的科学，这将是公理化
方法的最大光荣。这种公理化方法，正如我们已经
看到的那样，是分析即变分学与不变式理论所能采
用的最有力的工具。
另外，在语言学 ，哲学 等学科中形式化方
法已有了广泛的应用。这种现象说明人们逐渐地在

通过形式公理系统去把握的对象性质与实质
公理系统相去甚远，后者几乎可以说是针对或由公

）
）

）
那么

；）
； ）如果

；）

）
，那么

且

；）

； ）如果

；）

的命题演算再加上， ）
）
。
再有三类规则，即代入规则、蕴涵规则、约束变元的改名规
则。见莫绍译，希尔伯特、阿克曼著：《数理逻辑基础》 科
学出版社，
年版。
’

李春泰曾以“从推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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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作了评介，见《求是学刊》，

以“微化主义”作了评介 见《世界科学》

李春泰
年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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