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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案惊奇：力学中美妙数学定理之诺特定理

黄再兴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械结构力学与控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16)

摘要 诺特 (Noether)定理建立了对称性与守恒定律之间的联系，是现代物理学与力学的基石之一。
文中介绍了诺特定理提出的起因、定理的内涵及相关逸闻，说明了固体力学中 J积分、艾西比 (Eshelby)张
量与诺特定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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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DER BEYOND EXPECTATION: NOETHER’S THEOREM IN
MECHA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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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ether’s theorem is one of footstones in modern physics and mechanics, due to the
correlations it has established between the conservation laws and the symmetries. The origin, the content
and the related anecdotes of the Noether’s theorem are reviewed,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J-integral, the Eshelby tensor and the Noether’s theo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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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外尔 (Weyl)曾经
开玩笑说 [1]：“女数学家只有两种：一种不是女人，一
种不是数学家”。毫无疑问，诺特 (图 1)是数学家，一
名伟大不亚于外尔的数学家，但她却是一个女人，地

地道道的女人。诺特终身未婚，她把毕生精力贡献给

了数学，被一大帮才华横溢而清高的男人恭恭敬敬

地尊为 “抽象代数”之母。
诺特的学术兴趣是抽象代数，她一生提出并证

明了许许多多的数学定理，我们这里所称的诺特定

理是理论物理学家最为熟悉的，但它的提出与证明

不过是诺特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小插曲。如果不是诺

特的恩师希尔伯特请她帮忙，她可能对相关问题根

本不会感兴趣，也就不会得到这个定理 [2-3]。

图 1 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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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要追溯到爱因斯坦发表广义相对论的初期

岁月。那时，物理学家为广义相对论中所蕴含的优美

时空结构所倾倒，但也有人怀疑能量守恒定律在四

维时空中是否守恒，这是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这

一问题为 20世纪全体数学家的精神领袖希尔伯特
所知，他便邀请诺特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诺特感兴

趣的是纯数学而不是物理学，但恩师的请求她不能

不理，她答应研究这一问题。很快，她不仅证明了能

量守恒定律在四维时空中守恒，而且用群论方法找

到了对称性与守恒律的普适性联系，这一结果对于

物理学家从更深层次上理解物理学中各种守恒定律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诺特定理建立起守恒定律与对称性之间的关

联，因此，要理解诺特定理，我们首先要从对称性

谈起。

对称性，似乎司空见惯，很多存在于自然与艺术

作品 (如图 2)中。对它们，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感
知。例如，我们会说，一个球具有对称性，一个正方

形也具有对称性。然而，如何准确地给出对称性的

定义，却好像又不那么容易。为了定义对称性，让我

们从最直观的想象出发，看看对称性究竟意味着什

么：考虑一个球，如果你闭上眼睛的时候，有人将它

绕球心旋转任意一个角度，当你睁开眼睛时，你无法

确定球是否旋转了，因为你观察不出它有任何改变；

同样，一个不规则形状的四面体，当它绕形心旋转任

意一个角度时，你很快就能看出它的改变。产生这种

差异的原因就来源于球体与不规则四面体的对称性

不同。

图 2 自然与艺术中的对称性 (图片来自网络)

从物理上看，旋转可以看成一种操作。除此之

外，其他操作还包括平移，伸缩，反射等。这些操作在

数学上可以表示为一组变换式。因此，对称性就可以

用两种等价的方式定义 [4-5]：

第一种定义 (物理定义)：一个物体 (或者一个事
件)经过一种操作后没有变化，则我们称这个物体
(或事件)在给定的操作下具有对称性。

第二种定义 (数学定义)：一个数学形式经过一

组变换后具有不变性，则我们称该数学形式在给定

的变换下具有对称性 1。

显然，按照上述定义，对称性具有 “高低”之分。
以平面上的圆与正方形为例，圆绕其中心旋转任意

的角度都具有不变性，而正方形只有在绕其中心旋

转90◦，180◦，270◦，360◦时才具有不变性，因此，平面
上的圆比正方形具有更高的旋转对称性。但对于平

移，圆与正方形具有相同程度的对称性。

1一般地，由平移、旋转、伸缩、反射构成的变化形成一个群，因此，对称性可以更严格地定义为群变换下的不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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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特定理通常是以变分的形式表述的，因此仅

有对称性的概念还不够，我们还需要了解一点变分

法。变分法处理的是泛函的极值问题，所谓泛函是函

数概念的推广。粗略地讲，函数和泛函的差别就在于

自变量的不同，前者的自变量是一个个的数，而后者

以一簇簇的函数作为自变量。

非常有意思的是，变分法的起源与西方的宗教

信仰关系密切 [6]。在西方，自然规律曾被认为是上帝

意志的体现，而上帝是智慧的、全能的，他的安排与

创造总以最经济、最节省的方式进行，不会有一丝一

毫的浪费。因此，自然的运行能耗最小、效率最高，这

样，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数学描述就必然归结为一系

列的极值问题。通常，一个静态问题一般是一个函数

的极值问题，由微分法就可以解决；而一个动态问题

往往归结为一个泛函的极值问题，需要由变分法加

以解决。

物理上，描述自然规律的泛函通常称为作用量，

其一般形式为

A(φ) =

∫ t1

t0

∫
Ω

L(t, xk, φ, φ̇, φ,k)dv(xk)dt (1)

这里 t表示时间，xk = (x1, x2, x3)是定义于空间
域Ω上的坐标，φ = φ(t, xk)表示物理场，φ̇与

φ,k(φ,k = ∂φ/∂xk)分别是φ的时间变化率及梯度，

L = L(t, xk, φ, φ̇, φ,k)称为拉格朗日密度，A = A(φ)
即φ的作用量。

哈密尔顿原理表明，真实的物理场总是使其作

用量取极值。因此，式 (1)的一阶变分必为零，由此做
变分运算，可得到场的运动方程

∂L

∂φ
− d

dt

(∂L
∂φ̇

)
− ∂

∂xk

( ∂L

∂φ,k

)
= 0 (2)

数学上，守恒律是运动方程的一次积分。诺特以

极其美妙的方式给出了守恒律的一般形式，这就是

著名的诺特定理，陈述如下 [7-9]：

如果由式 (1)给出的作用量在无穷小变换1

x̄γ = xγ + δxγ , φ̄(x̄γ) = φ(xγ) + ∆φ(xγ) (3)

下具有对称性，则必有

Jγ
,γ = 0 (4)

Jγ称为守恒流，其表达式为 2

Jγ =
∂L

∂φ,γ
∆φ+

(
Lδγα − ∂L

∂φ,γ
φ,α

)
δxα (5)

从上面的定理，我们可以直接推出下面的结

论 [6]: 作用量的时间平移对称性对应于能量守恒定
律；空间平移对称性对应于动量守恒定律；空间旋转

对称性对应于动量矩守恒定律；规范对称性对应于

电荷守恒定律，等等。

这些推论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知道，作用量是

自然规律的数学描述，因此作用量的时间平移对称

性意味着自然规律在今天、昨天、明天都一样，不会

随时间而改变，这种永恒性导致了能量守恒，或者说，

能量守恒保证了自然规律具有永恒性。多么美妙！多

么深刻！多么令人意想不到！

那么作用量的空间平移对称性又蕴含着什么？

蕴含着自然规律在南京、荆州、巴黎、纽约全都一样，

不会因地点而改变。但这种不变性竟然是与动量守

恒紧密相连的，这是不是出人意料？而仔细想想却又

顺理成章！

作用量的空间旋转对称性意味着自然规律不会

因为观察者的方向而改变，无论你朝东还是向西，坐

北还是背南。这种不变性与动量矩守恒相辅相成，互

为因果，真可谓妙理天成！

在固体力学中，一个令人感到意外的结果是 J
积分、艾西比张量与诺特定理之间的联系。1968年
前后，Rice和Cherepanov相继独立发现了断裂理论
中的路径无关积分，也就是J积分，并应用它计算裂
纹扩展过程中的能量释放率。然而，很快他们就认

识到J积分是艾西比张量在二维情况下的一种简化。
随着认识的深入，Knowles与Sternberg发现，根据
诺特定理，弹性固体的作用量在空间坐标平移变换

(xk → x̄k = xk + εk)下的对称性导致下面的守恒律

(Lδij −
∂L

∂ui,k
uj,k),i = 0 (6)

式中L即弹性应变能密度，ui是弹性位移场，而

守恒流

J i
j = Lδij −

∂L

∂ui,k
uj,k (7)

正是艾西比张量，在二维情况下就是 J积分。因此，
艾西比张量的守恒性与J积分的路径无关性是诺特
定理在弹性理论中的推论 [10]。直到这时人们才发

现，原来诺特早在 1918年就已经为断裂力学和细观
力学准备好了理论工具。

1为了方便，陈述诺特定理时我们采用了四维矢量的记法，即 xγ = (x0, x1, x2, x3)，这里 x0 = t。
2 诺特定理可以予以更抽象的表述，详见文献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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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无言，至美无相！纷杂繁芜的大千世界看似

无序，但在其本底上都受若干守恒定律的支配，而这

些守恒定律均统一于对称性。多么令人震撼！这不正

是 “大道归一”吗？
诺特定理以其美妙而深刻的方式改变了现代物

理学的基本观念，使我们认识到，大自然气象万千、

起伏跌宕，莫不起源于相互作用，而相互作用均由对

称性支配。弱电统一模型的建立，量子色动力学的发

展，都是这一观念的具体体现。我们无不受惠于诺

特！至此，我不禁想起歌德在其伟大的诗篇《浮士德》

中最后的咏叹：

一切无常事物，不过是譬喻一场。

不如意常八九，最终如愿以偿。

奇幻难以形容，焕然竟成文章。

永恒女性自如常，引领我们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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