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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电学纲目》和《电学》中属于法拉第部分的 力线 知识和 磁致旋光 进行了详细研究. 结果表明,

传入的知识都是基础知识, 没有经典电磁学理论,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认为这些材料为揭示晚清西方电磁学的传

入情况提供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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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经典电磁学理论在西方就已建立起来, 而在中国由于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停滞不前, 电磁学研

究只限于静电学和静磁学.鸦片战争后有不少外国科技书籍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其中有一部分是关于电磁学

的. 19世纪 50年代后西方电磁学知识开始比较全面系统地传入中国, 许多最新的电磁学成果为我国所了

解.最早翻译成中文的电磁学著作很可能是 1851年的《电气通标》[ 1] ,此后有《博物新编》( 1855)、《格物入门》

( 1868)、《电学》( 1879)、《电学纲目》( 1881)等 19 种[ 2] . 其中,《电学》和《电学纲目》较多地提到了法拉第

( M ichael Faraday)的理论,《电学图说》( 1887)中也提到了一些.

《电学》一书由英国瑙挨德( H . M . Noad)著, 傅兰雅口译,徐建寅笔述而成. 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

方电磁学知识, 内容丰富,有许多新知识是之前各书中没有讲到的,因此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和发明被介绍

到中国.全书共 10卷,讲述 252个问题.《电学纲目》由英国田大里即丁铎尔( J. T yndo ll)著,傅兰雅口译,周

郇笔述而成,全书分 39章 357款, 以问答形式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电学知识, 内容较深,多从原理方

面论述.据笔者初步统计,《电学》有 20多节、《电学纲目》有约 40款讲述了法拉第的理论.本文分析了法拉第

电学知识在晚清传入中国的缘由、经过和影响,从而进一步了解晚清时期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的情况.

1 法拉第电磁学知识传入的内容

1. 1 力线 知识

《电学纲目》第 25款介绍了法拉第提出的 力线 概念:如寻常吸铁上安纸一张或玻璃一片,以铁屑散铺

纸面或玻璃面, 则排列成线形花纹,化学家法拉第名此线为力线, 细看各力线则知道每粒铁屑顺其长边排列

成线,而各细粒两端之极点,必彼此相接,如将细铁条或细吸铁针以线等悬铁屑上,亦顺此各线之方向停而不

转.如将铁屑或极细吸铁置两块玻璃之间轧紧,用影戏灯之光照于四十尺远墙上,其所成力线放大显明, 各形

状每一击玻璃则改变而可观, 即数百人亦能同时观之.

中国古代的静磁学发展很早, 亦有重要的应用,如磁石吸铁、指南针、地磁倾角的发现等,但没有人深入

探究其中的原因.而西方的近代物理则试图找出其中的缘由, 提出相应的物理模型和物理理论加以解释.上

述引文中的物理内容是形象化的, 其物理意义没有进行深入阐述,但这里介绍的 力线 知识对于中国人来说

可谓耳目一新, 闻所未闻,也使中国人看到了西方的实验方法与物理思维方式, 他们不仅应用物理知识, 而且

渴望找到现象后面隐藏的秘密.这并不是说西方人比中国人高明,而是由于中国人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文化

与思维方式使然.

《电学图说》第 5款也有关于力线的介绍:吸铁力线纹: 吸铁所显之力, 可顺其曲直线纹显之,所显者英国

电学家法拉第称之为吸铁力线.将厚纸以架绷紧, 以大力吸铁条置于其下纸面, 匀散铁屑,以手击动架边,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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屑自行成纹.如用二吸铁条异极相向则成纹如图八(见图 1) ,而现彼此相引之状.如同极相对, 则线纹如图九

(见图 2) ,而现彼此相推之状 [ 3] .

图 1 《电学图说》图八 图 2 《电学图说》图九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电学图说》的叙述要比《电学纲目》的详细,研究也较为深入, 不是仅用 1块磁

铁进行试验,而是用了 2块磁铁,以不同的磁极相对做实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力线形状,同时配以图形,使

之更加形象.两书也有 1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阐述法拉第的场思想( 19世纪 50年代) , 这是因为这两本

书都翻译于晚清的洋务运动时期, 此时翻译的西方科技著作,更注重技术应用而不是纯理论.

1. 2 磁旋光知识

磁旋光知识出现于《电学》中,该书卷 6 论吸铁气杂理 第 164节 吸铁遇光所显 较为详细地讲述了 磁

致旋光 现象,并分析了旋光规律及产生 磁致旋光 现象的原因
[ 4]

.

法拉第试知吸铁力线经过数种透光质而与质之光线平行则见光线能转动. 其实验装置为:用尼科耳三角

镜二,前一后一,后者以平轴转动, 以空心灯之光线透过,由前至后,二镜之间安极大力至电气吸铁条二极顺

光线方向,二极相距约二寸①.

书中指出下列情况看不到磁致旋光现象: (磁铁)如在光线至一边,则光线能相近而过.如正对两边, 则能

过极之中.也就是说在接通电磁铁,即磁场存在而磁场中不放置光学物质的情况下,不论磁铁顺光线放置还

是横跨光线放置,即不管磁力线与光线是平行还是垂直都观察不到磁旋光现象.如果在磁场间放置透明光学

器件,则能观察到磁旋光:而恒与吸铁电气力线平行或略平行,或将含铅氧与矽氧之玻璃在二极之中,以灯火

之光线透过其长轴, 将后镜转动至不能见火形,以化电气传过,则能见火形.电气断则火形速不见②. 这就是

说当在磁场存在且磁力线平行于光线的情况下,在磁场中放置玻璃就能观察到 磁致旋光 现象.

实验步骤分 2步:第 1步,先转动后面的一个尼科耳棱镜,使观察者看不到通过第一个棱镜的偏振光,此

时未给电磁铁通电, 即磁场不存在; 第 2步,给电磁铁通电, 也就是加上磁场,其他条件不变,此时原先通过

后一个尼科耳棱镜看不到的偏振光现在能够看到了,光线在通过磁场后发生了旋转, 并说 法拉第设法能自

光线以见电气力③ .这指出了光与磁之间有相互作用,但书中未就此进一步展开论述.

书中接着叙述了法拉第的另一个实验 保持两尼科耳棱镜、磁场及光源不变,平行于磁力线在两尼科

耳棱镜之间放一个玻璃管:盛满清水,外绕长铜丝圈,而置诸光线之内,管前置灯火而以目镜自后观之,能见

火形,将后镜转至不见火形,以极大力之电气传过铜丝圈, 则速见火形而反不隐.电气断则火形速不见,其光

线之转向合铜丝绕转之向.这里进一步介绍了电流方向与光旋转方向是一致的.

该书还介绍了法拉第在磁场中放置不同的透光物质, 测定它们的旋转角的实验, 如以水为参照, 则水为

1. 0, 松香油为1. 18, 重玻璃为 6, 火石玻璃为 2. 8, 石盐为 2. 2, 醇小于水,以脱小于醇.

该书在对实验进行总结时说, 光的旋转与放在磁场中的物质无关而与磁力线有关. 对于磁旋光, 偏振面

旋转的方向总与电流方向相同,而对自然旋光,每一种晶体中偏振光旋转的方向与光的传播方向保持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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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电气吸铁条指电磁铁.

矽 是硅的旧称.

电气力 指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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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或左旋或右旋,不管光线从哪个方向进入晶体都是如此.

《电学》译自瑙挨德 1867年编著的《电学教科书》( T he Student s T extbook of Elect ricity ) ,但是一些当

时最新的磁旋光理论并未被收入. 在 19世纪的欧洲,磁旋光理论在法拉第于 1845年发现 磁致旋光 后获得

了进一步的发展,法国物理学家费尔得( M. E. Verdet)在 1845- 1863年间对磁光旋转做了大量研究. 他的

实验证明,偏振光在透明介质中的旋转角与磁场强度成正比,与波长平方成反比.此外,介质的旋光力随折射

率而增大,具有最大色散力的介质也具有最大的旋光力
[ 5]
.

在《电学》成书前 2年至 1879年该书翻译到中国的 12年间,麦克斯韦于 1865年和 1873年总结了 磁致

旋光 理论,得出了麦克斯韦磁光旋转方程.这些成就也未能传至中国,所以《电学》相对于当时的电磁学已有

成就来看,略显陈旧.这一方面有原著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那些对中国人来说有复杂数学关系的物理理

论在中国难以传播. 即便如此,《电学》中的物理知识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仍是全新的.

此外,由田大里辑,金楷理口译,赵元益笔述, 于 1876年翻译的《光学》中也提到了磁致旋光,但叙述较为

简单.原文如下:西士化学家法拉第试验极光左右旋度之事,将与水较重之玻璃条,用吸铁电气之一股而旋转

极光面,其旋度与吸铁阴阳二极有关,且与电气股有关④[ 6] .该段文字指出光旋度与磁场的磁力线方向有关,

电流强度决定磁场强度, 但没有介绍磁致旋光产生的原因.

1. 3 法拉第的其他电学知识

《电学》和《电学纲目》中传入的法拉第的其他电学知识主要有静电学、电磁感应、自感、磁场强度、湿电与

干电、电解、电报、顺磁与抗磁.静电学:《电学》第 9节至 12节、第 19节至 20节、第 27节; 电磁感应:《电学》

第 155节至 159节及第 7卷、《电学纲目》第 274款至 294款,第 297款介绍了法拉第在磁场中做的旋转铜盘

实验,第 299款则叙述了法拉第利用地磁场来进行电磁感应的实验; 自感:《电学纲目》第 142 款、146款、

154款; 磁场强度:《电学纲目》第 55款; 湿电与干电:《电学纲目》第 114款、117款; 电解:《电学》第 36节、

第 119、120、《电学纲目》第 232、233款; 电报:《电学》第 9卷、《电学纲目》132款; 顺磁性与抗磁性:《电学纲

目》第 53至 54款、《电学纲目》第 165至 170节.下面就静电学的部分内容做一分析.

《电学》第 9节较为详细的讲述了静电感应原理:附电气之理:法拉第用附电气器考得附电气之理云,附

电气因相邻质点间自然行动所发, 云此体之电气附之彼体,因二体间空气介质点皆成正负二极,与易传之体

不同者相同⑤.可见,法拉第是用粒子间极化法解释静电感应现象的, 虽然后文进一步用力线的概念进行阐

述,但并不是用 场 的概念加以解释的.由于用极化理论不能解释真空中的静电感应现象,法拉第于 1844年

初步提出场的概念, 至 1855年基本完成了场的思想,《电学》原著作于 1867年, 此时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

也刚刚完成,所以《电学》中所介绍的静电感应理论仍是最基础的,略显陈旧.

另一内容是电荷分布在物体外表面的知识,《电学》第 11节讲述了一个实验:法拉第作木箱方十二尺外

面包铜丝成网, 铜丝外用纸糊之,周围连锡箔条,使通地,以大力摩器连于箱外, 有四面能发电显示,入箱内决

无所显,且以最精之显器代之决无电气.在这个实验中,法拉第进入一个大铁笼子, 给笼子充电,但笼内的法

拉第安然无恙. 该实验曾在当时的欧洲引起轰动. 中国古代虽未专门做过类似的实验,但早利用了这一原理,

那就是有名的武当山天柱峰金殿 雷火炼殿 奇观
[ 7]
.静电感应原理的传入使中国人能够利用这一原理合理

地解释 雷火炼殿 现象.

书中还谈到带电物体可通过空气使周围气体放电, 法拉第对此的解释是气体放电不是因为 电气极浓

(即电压高)而穿破之也 ,而是因为气体质点受电气极浓使电容过多,不能再容,质点之间正负极忽灭,即传

其电气于相近质点, 如此电气依次附过(即感应)而发光.

2 法拉第电磁学知识传入的背景和原因

19世纪中叶后,一些西方人抱着友好的态度向中国传送科学技术, 如伟烈亚力、傅兰雅等人,还有一部

分人是受雇于中方, 如江南制造局的一些口译人员.然而当时在中国传教的人远多于向中国传播科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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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极光 即偏振光, 电气股 指电流的强度.

附电气 指感应电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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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管这些西方人带着怎样的目的进入中国,是他们最初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入中国.中国的封建社会在鸦

片战争前就已进入没落阶段, 封建社会行将死亡, 要避免国家、民族的灭亡, 只有变革社会制度,学习利用西

方的近代科学和技术以图自强.但究竟哪些科学知识会传入当时的中国,则是诸多历史条件选择的结果.法

拉第部分电磁学知识传入中国与洋务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洋务运动中在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及工业的同时,

也学习、引进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翻译了许多西方科技书籍.

洋务运动时期引进西方科技的主要形式有两种:一种是购买自造实物, 一种是翻译书籍.当时主要的翻

译机构有京师同文馆、江南机器制造局和广学会. 其中江南制造局翻译的科技书籍最多, 最具代表性,自开馆

到 1907年 40年间共翻译西书 217种,计 750本, 1 144卷, 有图 122 241幅(见表 1) [ 8] . 译书的方式采用口译

笔述,该局的外方口译人员有傅兰雅、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舒高第、伟烈亚利等 9人, 中方的笔述人员有

徐寿、华蘅芳、徐建寅、李凤苞、赵元益、王季烈、周郇等 37人[ 9] . 笔述人员是口译人员的 4倍,这是由于口述

后的校稿和润色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见译书之艰难. 由于洋务运动本质上是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

延续,其目的就是利用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图自强, 因此科技书籍的翻译也是 因制造而译书 , 仅为一事一用

之用 .江南制造局翻译的书籍绝大部分是关于军事、兵工之类的 紧要之书 (见表 1) .从表 1中可以看到,

翻译的书籍以科学、机械、工艺制造、军工和时政类为主,与之有紧密关系的声、光、化、电学科的书籍也有一

部分,这其中就包括法拉第的电磁学知识,也因此传入的法拉第电磁学知识显得较为零碎.

表 1 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西方书籍一览表

目别 种数 卷数 图数 本数 目别 种数 卷数 图数 本数

兵政 43 198 1 660 112 图学 13 54 970 24

船政 9 11 177 21 天学 5 28 159 13

工程 5 41 169 13 地学 4 52 1 013 13

矿学 10 80 1 283 56 商学 3 5 4

工艺 36 96 2 856 76 农学 11 58 110 10

格致 3 9 160 7 算学 20 128 590 59

物理 10 39 1 311 25 学务 4 3 3 3

化学 11 85 717 73 史志 17 166 186

医学 13 91 958 63 合计 217 1 144 12 241 750

3 法拉第电磁学知识的传播与影响

晚清时期传入的这部分法拉第电磁学知识在中国是如何传播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限于资料,只能通

过分析晚清翻译的科技书籍在中国的传播情况,了解法拉第电磁学知识的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情况.

晚清的科技书籍大翻译活动有着积极而重大的意义,但在当时, 实际的传播与影响并不像今天人们想像

中的那样大, 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前更是如此. 据傅兰雅记载, 到 1879 年底, 翻译馆一共售书 32 111 部,

83 454册,平均每种在 250部左右
[ 8] 40

, 一般印数都在 1000册以下,所以《电学》、《电学纲目》的出售量也应大

体如此,不会超出 1 000册, 而同期由傅兰雅创办的中国近代最早的一份科技杂志《格致汇编》( 1876 年 2月

9日问世)的发行量要比上述书籍大得多, 其创刊号的印数为 3 000册,当年 9、10月即销售一空并迅速重印,

以后各期的印数也大抵如此,《格致汇编》于 1892停刊后,多次重印,甚至出现盗印《格致汇编》的现象 [ 9] 97 .可

见《格致汇编》在社会上的传播要比翻译局翻译的科技书籍广.

即便如此, 包括法拉第电磁学知识在内的一批科技书籍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因

为科技书籍与科普性质杂志的读者群毕竟有所不同.《电学》、《电学纲目》后来还被收入《富强丛书》重印、再

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电磁学知识的需求,也反映了电磁学知识传播和影响的程度. 这些科

技知识不仅使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界大为开阔,受到启迪,也使他们知道了法拉第,了解了他的学说.当然由于

这些书对 19世纪的经典电磁学理论介绍的较少, 尤其是涉及高等代数的物理方程, 因而其影响也很有限.

综上 晚清时期翻译的电磁学著作 如《电学》《电学纲目》等并没有对中国当时的电磁学学科建设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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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的贡献.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1) 当时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仍是科举取士, 教育界风气未开, 没有为科技知识的传播打开渠道, 只是在 1903 年颁布 癸卯学制 和

1906年废除科举后才从体制上具备了一定的传播条件.在旧的教育体制下, 近代学科,如格致、化学等并不

能广泛的开展开来, 新式学校也不是使用统一教材,《电学》、《电学纲目》不可能作为统一教材普遍使用, 因此

它们的传播也很有限; ( 2)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科普性质的书籍要比专业书籍更易于接受,《电学》、《电学纲

目》的内容虽然是基础知识,但相对来说较为专业,在当时要广泛的吸引普通民众的关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从而限制了法拉第电磁学知识在晚清中国的传播.

4 结语

综上可知, 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法拉第电磁学知识是零散的、不全面的. 纵观法拉第的科学成果在中国

晚请的传播情况,就可以了解西方电磁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情形.

晚清时期, 中国引进了为数不少的 电磁学 科学成果. 其整体情况, 李迪先生
[ 10]
做过较为详细的研究.

在引进电磁学知识时,技术方面的研究成果要多于理论成果. 例如对电报方面的介绍较为详细,而对作为电

报基础的经典电磁学理论介绍却较少, 这也反映了国人对待西学的态度.即使在民国初年, 法拉第的研究成

果也没有完整的传入中国.周昌寿节译了法拉第的原著《电学实验研究》的一部分内容,名为《法拉第电学实

验研究》,于 1923年编入《万有文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译本分为 5册、8章,主要是关于电学方面的.可

见,国人甚至看不到法拉第《电学实验研究》原著的全貌,更不要说法拉第的全部成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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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ead of Part Electromagnetic Knowledge

of Faraday in China in the Late Q ing Dynas ty

LI Guo feng

( College o f Science, I nner Mongolia Univer sity of S cience and Technology , Baotou 014010, China)

Abstract: T he for ce lines and Far aday rotation of the Sturdines in Elect ricity and Notes o f Course of

Seven Lectures on Elect ricity w ere explained and analyzed in detail. The r esults show ed that all the int ro

duced know ledge is foundation and has no classic elect romagnet ic theory. T he reason w as analyzed. A

chievements in r esearch on this field w ill cont ribute to throw ing light on the problem o f how European sci

ence int roduced in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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