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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居里夫人关于放射性元素 ,特别是镭的发现与研究为原子物理学、放射化学和放射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此她

先后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 居里夫人在科研过程中所运用的科学方法 ,如选题方法、实验方法、假说方法、

逻辑思维方法等对现代的科技工作者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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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史上许多重大的科学发现不仅向人们昭示

了科学家在其专业领域内的科研成果 ,更为重要的是

向人们提供了科学家揭示自然规律的创造性科学方

法.居里夫人独到的科学方法为她开辟了通向成功的

道路.研究居里夫人 ,不仅要研究她的科研成果 ,更要

研究她取得这些科研成果的科学方法.正如法国天文

学家拉普拉斯所言 :“认识一个天才的研究方法 ,对于

科学的进步 , ⋯⋯并不比发现本身更少用处.”[1 ] 我们

从以下 4 个方面来介绍居里夫人的科研艺术.

1 　科研选题的方法

科研选题是科学研究程序的第一个环节 ,是引

导科学家进行探索性研究活动的起点. 在科学研究

的准备阶段 ,科研选题是最重要的任务. 怎样选择这

个起点 ,对于科学研究的成败至关重要. 居里夫人在

她漫长的科学研究征途中 ,在起步上就表现出过人

的胆略和远见卓识.

1. 1 　选择学科前沿课题

铀盐射线的研究在 19 世纪末应当说是最新的

课题了 ,居里夫人一起步便抓住了这一前沿课题. 19

世纪的最后 10 年以前 ,人们以为物理学的主要框架

已经构成 ,直到 1895 年 ,德国的伦琴发现了 X 射

线 ,一下子撼动了整个经典物理学理论的基础 ,使人

们对自己过去满怀信心描绘的那个“有秩序的世

界”,对那个近乎完美的经典物理大厦产生了怀疑.

1896 年 ,法国的亨利·庞加莱在科学例会上提出 :由

于 X射线来自于克鲁克斯管上的荧光斑 ,那么其他

荧光物质也可能会放出类似的射线. 法国的亨利·贝

可勒尔用铀盐结晶 (铀钾硫酸盐) 来做实验 ,试图用

它来证明荧光物质在发出荧光的同时也产生 X 射

线 ,但实验中没有出现他所预测的现象 ,却观察到另

外一种完全不同且令人费解的现象 :无论是否经过

太阳光的照射 ,铀盐均能自发地放射出一种性质不

明的射线. 如把铀的化合物放在黑纸包的照相底片

上 ,它不仅可以透过黑纸使底片感光 ,而且能使周围

的空气电离变成弱的导体. 贝可勒尔于 1896 年底将

上述发现写成学术报告交到法国科学院 ,居里夫人

就是在看到贝可勒尔的上述报告之后 ,于第二年 ,即

1897 年 12 月毅然确定以贝可勒尔研究的“新现象”

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 如果说贝可勒尔迈出了

进入 20 世纪物理学通向原子核研究的第一步 ,那么

居里夫人就是以之为直接出发点开始了她划时代的

研究工作.

1. 2 　选择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居里夫人在选择博士论文题目时 ,摆在她面前

有两条稳妥可靠的路 :一是旧门熟路地研究与回火

钢、磁化钢相关的课题. 居里夫人于 1897 年已完成

了硕士学位论文 ———《回火钢的磁化作用》,她可以

继续深入研究这一课题 ;二是做皮埃尔·居里的助

手 ,研究晶体. 以当时皮埃尔·居里在晶体方面的研

究成就 ,她做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也不难在学术界取

得一席之地. 但居里夫人却另辟蹊径 ,正像“在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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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行走时 ,她总是选择没有人走过的原始小路”[ 2 ] 一

样 ,她敢于冒险和接受挑战. 居里夫人的上述选题不

仅是学科前沿问题 ,而且还是一个相当冷门的课题.

当贝可勒尔最初发现放射性时 ,大多数科学家都把

它当作次级射线的形式看待. 虽然也有少数物理学

家 ,如 J . J . 汤姆孙等推测放射性的能源来自于原子

的内部 ,然而大多数科学家仅把放射性看作是紧接

着 1895 年伦琴射线的发现所观察到的又一种附带

现象. 因此放射性开始并没有引起科学界多大的兴

趣 ,甚至贝可勒尔也把它搁置一边达 11 个月之久而

去研究光的现象 ,但居里夫人却认为这是个极好的

研究领域. 这是一片未经开垦的处女地 ,欧洲当时所

有的实验室还没有人对此进行深入研究. 对于铀射

线 ,只有贝可勒尔在 1896 年提供的几篇学术报告 ,

居里夫人敢于以之作为自己的选题 ,表现了她敢于

承担风险的胆略和敢于面对挑战的勇气. 当居里夫

妇在 1898 年发现两个新的强放射性元素钋和镭之

后才唤醒了冷漠的科学界.

1. 3 　选择正确的研究方向与目标

居里夫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选择的课题是测量

铀射线的电离能力 ,结果发现 ,铀射线的辐射强度与

实验样品中铀的含量成正比. 贝可勒尔对放射性的

研究仅限于铀 ,而居里夫人则认为 ,我们没有证据证

明其他元素及其化合物都没有这种发射放射线的功

能 ;居里夫人研究工作的第二步选择的课题是确定

是否还有别的元素也具有铀的这种性质 ,结果很快

就发现了元素钍的放射性. 居里夫人在对放射性矿

物的研究和测量中 ,意外地发现某种含有铀和钍的

矿物的放射性强度比通常根据其中铀或钍的含量预

计的强度还要大很多 ;居里夫人研究工作的第三步

选择的课题是寻找放射性比铀和钍更强的新元素 ,

结果发现了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钋和镭 ;在对钋和

镭的特性进行比较后 ,居里夫人第四步选择的课题

是提炼镭 ,结果先后得到了氯化镭和金属镭 ,并最终

测得镭的原子量为 226. 可见居里夫人在进行科研

的每一步都能正确地动态选择自己的科研课题 ,因

而使科研工作的每一步都取得了重大而辉煌的科学

成果 ,表现出了高超的科研选题能力.

2 　实验的方法

科学实验是科学研究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基本手

段 ,没有科学实验 ,也就没有现代的自然科学. 居里

夫人一生最伟大的科学功绩是证明放射性元素镭的

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 ,她最基本、最重要的科学研

究工作就是进行科学实验 ,她开创性的实验方法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 1 　重视实验仪器的制造和改进

近代科技史表明 :科学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与新的

实验仪器和设备的建造、新的实验技术的发明和应

用、实验精度的提高有着紧密的联系. 贝可勒尔的实

验给居里夫的启发就是贝可勒尔同时使用了光学和

电学的方法 ,用光学方法获得硫酸双氧铀钾晶体的照

相阴影 ,用电学方法获得放射性辐射可以使气体分子

分解的信息.在居里夫人看来 ,贝可勒尔的电学方法

更重要 ,因为它可以对放射性进行定量测量 ,这是照

相方法无法实现的. 而最适于计量的现象 ,则是铀盐

辐射的射线在空气中产生的导电性 ,即电离现象. 铀

盐辐射使空气电离 ,但由此而产生的电流极其微弱 ,

计量起来十分困难.居里夫人用居里两兄弟创造的石

英晶体压电秤代替了贝可勒尔验电器. 石英晶体压电

秤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来与放射

性物质的电离效应相互补偿 ,通过压电效应测量空气

电离产生的电离电流 ,从而对放射性的强度进行比

较.开始时她只是重复贝可勒尔的铀盐辐射实验 ,但

是由于她在测量方法上作了重大的改进 ,因此不但得

到了定性的结果 ,而且获得了大量精确的数据. 居里

夫人利用这一实验装置对大部分当时已知的元素 ,包

括稀有元素 ,逐个地测试它们在验电器中的放电能

力.除了纯粹的元素和它们的化合物外 ,居里夫妇还

研究了各种天然矿物 ,他们出乎意料地发现 ,在从奥

地利波希米亚的约希姆斯塔耳铀矿运来的沥青铀矿

中 ,存在着比铀的电离作用大得多的放射性物质. 由

此推断 ,在沥青矿中必定有含量极微 ,而放射性更强

的新元素 ,由此发现了“钋”和“镭”.

2. 2 　巧妙地运用中间替代法

当对研究对象进行直接研究有困难时 ,采用从

对象的性质、作用、影响、环境等侧面入手进行研究

的方法 ,同样能够达到研究的目的 ,这种方法称为中

间替代法. 怎样精确地测量镭射线的辐射强度 ? 居

里夫人在与镭打交道的过程中 ,找到了用镭射气作

为突破口. 镭的特点是特别好“动”,即便是把它放在

安培瓶子里 ,也会有气体释出 ,释出的气体一种与太

阳的成分氦相同 ,一种是未知的 ,就叫镭射气 (后来

研究出这种气体就叫氡) . 镭射气与镭有如下重要的

不同性质 :第一 ,镭是很难放进计数器的 ,但镭射气

就不同 ,它能较容易地放进计数器内 ;第二 ,镭射气

的半衰期很短 ,只有不到 4 天时间 ,便于观察. 可是

镭的半衰期却长达 1 600 年 (铀的半衰期为 4.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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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 ,即 44. 9 亿年) ;第三 ,镭射气的辐射非常小 ,

玻璃器皿对它的影响也小得多. 这样 ,因镭射气的存

在 ,给测量带来了方便. 镭射气这种子物质是从镭这

种母物质中产生出来的 ,这种把子物质当作中间替

代物的方法 ,就使一些原来不能做的实验变成了短

时间内可以做的实验了. 居里夫人用对镭射气的测

量方法 ,还解决了医学上镭的用量问题. 因为镭的放

射性极强 ,对人就是用 0. 01 g 镭放射治疗也已过

大 ,必须要用 0. 001 mg 乃至 0. 1μg 的镭做放射治

疗对人才安全. 这种微小含量用普通天平等计量方

法难以测量 ,用镭射气去测量则轻而易举. 居里夫人

在自己的实验室里 ,用镭射气当替代品创造了一整

套“测量设施”和方法 ,能够方便而精确地测量出镭

的化合物的含镭量 ,精确度可高达 10
- 12

g ,误差仅

在±2 %以内. 通过对镭射气的研究 ,人们才从本质

上揭示了镭之所以能够放出巨大的能量并在很长时

间内似乎并不减少的奥秘 ,镭不断地放出能量 ,就是

镭原子在不断的分裂. 在当时已知的 4 类放射性元

素中有 3 类会放出射气 ,居里夫人这种通过子物质

(射气)来研究母物质的中间替代法在方法论上具有

普遍的意义.

2. 3 　创立新式化学分析方法

沥青铀矿是一种成分复杂的矿石 ,以铀为主 ,其

余是多种杂质 ,包括银、铜、钡、铋、钴等金属的化合

物 ,这些杂质中究竟哪一种成分含有放射性 ? 为了

验证新元素假说 ,居里夫人在其自传中写道 :“我们

使用的分析方法是以放射性现象为根据的新式化学

分析法. 它是先由传统的分析方法进行分离 ,后对分

离出来的化合物进行放射性测量. 这样 ,就知道被搜

集的放射性化学元素的化学性质. 在分离过程中 ,随

着放射性组分的活性增大 ,被搜集的放射性化学元

素逐步浓集. ”[ 3 ]皮埃尔·居里将它称为“化学研究的

新的实验方法”. 居里夫妇先把矿石溶解在酸液里 ,

然后以硫化氢等试剂使某些成分沉淀 ,收集到的沉

淀物再用别的试剂溶解和沉淀. 这样一边进行化学

分析 ,一边用物理仪器测试 ,结果发现铋的成分显示

强烈的放射性 ,比同样质量的铀强 400 倍. 经进一步

确证 ,放射性并不是来自铋本身 ,而是混在铋内的一

种微量元素. 经过反复实验发现 ,可以利用两种金属

溶解度不同的特点再进行分离. 加水使铋盐溶解后 ,

从首先沉淀下来的渣物中找到了特别强的放射性物

质 ———钋 ( Polonium) ,接着居里夫人继续进行分离

实验 ,又发现钡盐中有更强的放射性 ,他们认为还有

第二种物质 ,放射性更强 ,化学性质则与第一种完全

不同 ,用硫化氢、硫化氨或氨都无法使之沉淀 ;这种

新的放射性物质在化学性质上完全像纯钡 ,其氯化

物可溶于水 ,却不溶于浓盐酸和酒精. 居里夫人认

为 ,这种物质中必定还有一种化学性质极其接近于

钡 ,却能产生非常强的放射性的新元素. 运用这种新

式化学分析方法 ,他们于 1902 年制取到了 0. 1 g 的

氯化镭.

3 　假说方法

科学假说是人们的认识通向科学真理的必经桥

梁. 恩格斯说 :“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 ,它的发展形

式就是假说. ”[ 2 ]科学假说是根据已知的科学原则和

实验事实 ,对未知的自然现象及规律性所作的一种

假定性的说明. 其作用是指出新实验和新观测 ,因而

有时指导新发现 ,甚至在假说本身并不正确时亦如

此.镭的发现与居里夫人大胆的运用科学假说方法

是分不开的.

3. 1 　大胆而谨慎的提出假说

居里夫人在对放射性矿物的研究和测量中 ,意

外地发现某种含有铀和钍的矿物的放射性强度比通

常根据其中铀或钍的含量预计的强度大很多. 居里

夫人据此大胆做出猜测 ,即那些矿石中一定含有一

种比铀和钍放射性强得多的元素. 科学家在科学研

究中运用假说方法不仅要大胆而富有想象 ,而且还

要严谨和慎重. 居里夫人在初步提出自己的假说后 ,

并不是仅仅停留在早期假说的层面上止步不前 ,而

是用进一步的科学实验事实来完善自己的假说. 居

里夫人注意到一种特殊的铀矿石 ———铜铀云母 ,它

从地下挖出来时具有非常强的放射性. 她用纯物质

在瓶子里人工制造出了铜铀云母 ,发现人造铜铀云

母的放射性不比任何铀盐强 ,大约只有天然矿物的

18 %.这进一步证明了天然矿石中含有一种强放射

性的杂质 ,至此 ,她正式、大胆地公开了她的科学假

说 :在这些被测矿物中一定含有少量的、尚不知晓

的、放射性极强的新元素. 在这一科学假说的指引

下 ,居里夫人自信而坚韧地进行研究 ,终于发现了钋

和镭这两种新的放射性元素.

3. 2 　重视对假说的检验

科学的发展往往有这样的规律 :矛盾 —假说 —

验证 —真理. 科学假说如不拿到科学实验中加以验

证 ,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假说的层面上. 由于钋和镭

的特性推翻了几个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 ,

对这些放射性物质的自发放射现象一时无法解释 ,

因为这种放射性的发现动摇了已有的概念 ,并且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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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蒂固的物质成分的观念相反 ,因此 ,物理学家们

保持谨慎态度 ,要等到决定性的结果出来之后再发

表意见. 化学家们也称对于一种新物质只有看得见、

触得着、称得过 ,经过检验后放到瓶子里 ,并且确定

了它的“原子量”后才能相信它 ,他们的结论是 :“没

有原子量 ,就没有镭 ,把镭指给我们看 ,我们就相信

你们. ”[ 4 ]居里夫人就是在学术界都质疑她的假说的

情况下 ,同皮埃尔·居里在既像马厩 ,又像马铃薯窖

一样简陋的实验室里寻找他们预测中的新元素 ,以

实证来验证她的假说. 1898 年 7 月 ,他们用光谱分

析方法发现了一种放射性元素 ,建议取名为“钋”.

1898 年 12 月 ,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找到了另一种

放射性元素 ,建议取名为“镭”. 光谱分析是当时最成

功的检验手段 ,虽然这种物理方法已经完美地证实

了这两种元素的存在 ,但为了让化学家们能够亲眼

看到并确信它的存在 ,就必须获得可称量的钋和镭 ,

这就意味着必须把它们分离出来. 居里夫人经过 45

个月的艰苦努力 ,炼制了 30 多吨铀沥青矿渣 ,于

1902 年提炼出了 0. 1 g 的微量氯化镭 ;于 1907 年提

炼出了纯氯化镭 ,测出原子量是 226. 45 ;于 1910 年

提炼出了纯镭元素 ,并测定出它的各种物理化学性

质. 镭的发现完全证实了居里夫人提出的假说 ,使这

一假说上升到关于元素镭的科学理论.

4 　逻辑方法

爱因斯坦认为逻辑对于科学家 ,犹如比例和透

视规律对于画家一样必不可少. 居里夫人在进行科

学研究的过程中 ,就正确运用了不完全归纳法中的

简单枚举法和判明因果联系的归纳法 [或称科学归

纳法 ,逻辑学上又称为穆勒五法 (剩余法、共变法、求

同法、求异法、契合差异并用法) ]、抽象方法、演绎法

等. 这些逻辑方法综合运用 ,有力地指导了她的实验

设计和对经验事实材料的整理 ,帮助她正确提出了

科学假说 ,寻找到了钋和镭 ,帮助她提出了一系列放

射学的新概念 ,揭开了放射性的本质和镭元素的神

秘面纱.

居面夫人能正确提出关于新的放射性元素存在

的科学假说与她正确运用穆勒五法中的剩余法和求

异法直接相关. 居里夫人发现 ,大多数含铀矿石的放

射性强度和矿石内铀的含量成正比 ,但是钙铀云母

矿、辉铜矿、矾酸钾铀矿及来源不同的 3 份沥青铀矿

的放射性比单质的铀高出许多 ,居里夫人据此推测 ,

在这些矿物中可能存在含量极少、放射性极强、不同

于铀和钍的未知新元素. 这是居里夫人运用剩余法

提出的初步假说. 为了找到更多支持自己这一初步

假说的事实 ,居里夫人根据上述天然矿的组成成份

用化学试剂人工合成了纯净的上述各矿 ,测量其放

射性强度 ,都发现其放射性比相应的天然矿要小得

多 ,这一系列实验事实使她进一步坚信她所提出的

上述假说的正确性. 这里运用了穆勒五法中的求异

法. 正是运用这些推理方法提出的科学假说 ,使她先

后发现了钋和镭.

居里夫人能提出一系列放射学的基本概念 ,也

与她在一系列实验基础上正确运用多种逻辑方法整

理实验事实和进行逻辑思考有关. 居里夫人在查找

除铀元素化合物外还有什么元素化合物能放出射线

的过程中 ,首先发现元素钍的化合物也能发出类似

铀元素化合物发出的射线 ,且射线的强度也同样只

与该元素的含量有关. 居里夫人由此推想应有一系

列元素具有这种性质 ,她将这类元素称作“放射性元

素”,而将这类元素发出具有很强穿透能力的射线的

现象叫做“放射性”,这里显然用到了简单枚举法和

抽象方法. 居里夫人在进行放射性研究之初 ,她想解

开“铀盐物质放出射线的来源是什么”这个谜 ,她首

先检查了沥青铀矿 (氧化铀) ,接着又检查了铜铀云

母矿 (磷酸铜和磷酸醛) ,后来又检查了其他几种铀

盐的放射性特点 ,她发现铀射线的强度与试样中的

铀浓度成正比 ,而且铀射线的强度与铀化合物的其

他化学组成成份没有关系 ,也不受外界的光照、温度

和压力的影响 ,对这些实验结果 ,她用穆勒五法中的

共变法和求同法进行思考 ,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一种

铀盐放出的射线 ,都来自于铀原子内部 ,即铀放射线

现象属于铀原子的特性. 镭发现之后 ,为了研究镭元

素的种种特性 ,居里夫人先实验了镭的氯化物 ,后又

实验了镭的溴化物 ,结果证明 ,镭化合物的放射性强

弱也与铀化合物一样 ,只与镭的含量有关而与镭化

合物的其他化学组成成份无关. 运用同样的逻辑思

维方法分析实验结果 ,初次证明放射性是一种原子

特性. 同时 ,居里夫人还发现 ,镭每时每刻都在产生

氦原子 ,而且用强大的力量把氦从镭原子自身中推

出来. 根据物质质量守恒定律 ,居里夫人运用演绎方

法推知 ,镭原子放出氦原子后 ,其原子质量就要发生

变化 (减少) ,而原子的化学性质 ,根据门捷列夫周期

律 ,是随原子量的变化而周期性地发生变化的 ,镭原

子放出氦原子后就不再是镭原子了 ,她由此再运用

简单枚举法和抽象方法 ,提出了“原子蜕变”的概念 ,

为卢瑟福、索迪后来提出原子嬗变理论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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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居里夫人一生的科研活动 ,她进行科学研

究的机制和模式可以简单概括为 :科学问题—科学

实验 —科学假说 —科学理论 —新的科学问题. 每个

环节都凸显了她科学研究的艺术. 正如巴甫洛夫所

说 :“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 研

究方法每前进一步 ,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开拓了一个

充满种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 ”[5 ] 居里夫人

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既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她

智力的精华 ,她科研方法同她巨大的科学成就、伟大

的品格一样出类拔萃 ,都值得后人去仔细研究和细

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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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madame Curie’s science methods

ZHAO Xiu2e1 , L IAN G Guo2zhao2 ,3

(1. Department of Ideaistic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 Gu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y , Nanning 530003 , China ;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4 ,China ;3. College of Physics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06 ,China)

Abstract : Because of her research on radioactivity , especially on radium , madame Curie made foundation of

atomic physics , radioactive chemistry and radioactive medical. Thus made her won the Nobel Prizes twice and so

she become undoubtedly rare in scientific history. A research on her methods of choose , experiment , hypothe2
sis , logical thinking in her road of science is greatly important 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ense to modern scien2
t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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