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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第和电磁感应

秦克诚

(北京大学 物理系,北京 100871)

电流有磁效应, 那么反过来, 磁是否也有电流效

应? 1820 年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之后, 欧洲许多

物理学家围绕这个题目做了大量的实验. 直到 10 年以

后,英国的法拉第和美国的亨利才发现了磁生电的现

象 电磁感应.

法拉第( 1791~ 1867 年)是 19 世纪最伟大的实验

物理学家(图 1,古巴 1994 年) . 他是完全依靠自学成才

的.他小时家境十分贫寒, 13 岁就进一家印刷厂当童

工,成为装订学徒. 工作之余, 法拉第经常读他装订的

书,去听一些名人的科普讲演, 并且自己也试着做一些

实验. 1812 年, 著名的化学家戴维做了一系列化学讲

演,法拉第得到一张票. 他发现自己完全能听懂讲演的

内容,详细地做了笔记. 这一年, 他换了一个印刷厂. 原

来的厂主对他自学是支持的, 新的厂主却对他很不好.

法拉第渴望换一个工作, 渴望能够进入科学的殿堂. 于

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戴维, 毛遂自荐,并附上精心装订的

戴维讲演的笔记.法拉第的才能和对戴维的仰慕之情,

给戴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年, 有一个机会, 戴维

就雇了法拉第担任自己的助手.

法拉第和戴维之间的故事是科学史上尽人皆知

的.戴维把法拉第领进了科学殿堂,他内心也为自己发

现了法拉第而自豪,据说在他临终前住院期间, 有朋友

问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是什么, 他不提自己发现的多

种化学元素 ,却说 我最大的发现是法拉第! 但是在生

活中,当法拉第显露才华超越了戴维之后 ,戴维却表现

出强烈的嫉妒,对法拉第极尽中伤和压制之能事. 1824

年法拉第被提名为皇家学会会员候选人时, 戴维坚决

反对,并且投了唯一一张反对票.

法拉第早年跟随戴维从事化学研究, 1823 年,法拉

第发现了加压液化二氧化碳、硫化氢和氯气等气体的

方法,并第一个得到低于华氏温标零度的低温. 从某种

意义上说, 他是低温物理学的先驱. 1825 年他发现了

苯 40 年后 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弄清楚了它的结构式

(图 2,西德 1964 年) .

1820 年奥斯特实验引起的对电磁现象的研究热潮

传到英国, 科学杂志上的介绍极为混乱, 于是 哲学杂

志 约请法拉第写一篇综合评论. 法拉第由于忙于化学

研究,只答应写一篇简短的历史综述, 于是开始了这方

面的文献研究,从此走进了电磁学的研究领域. 法拉第

从重复电流的磁效应方面的实验开始, 但是又有创新.

1821 年,他做了一个装置, 实现了载流导线绕磁棒转动

和磁棒绕载流导线转动. 这是历史上第一台电动机. 曾

有人问法拉第这个玩意儿有什么用, 法拉第反问道:

新生的婴儿有什么用? 这个婴儿不久就长成一个巨

人.

然后,法拉第接着进行磁生电的探索.由于奥斯特

实验是稳恒电流产生稳恒磁场, 使得法拉第和许多物

理学家的思想中形成了一种定式, 以为其逆现象也应

当是稳恒磁场产生稳恒电流, 而忽视了暂态过程,因而

丧失了许多发现的机会.直到 1831 年 8 月 29 日, 法拉

第才终于发现了电磁感应现象. 他在一个铁环上绕了

两个线圈,第一个线圈通过一个电键与电池相连接, 第

二个线圈则与一个电流计连接. 这实际上是历史上第

一个变压器.让电键闭合使第一个线圈接通, 铁环内就

会产生磁场.法拉第推测, 磁场会在第二个线圈内感生

一个电流,由电流计指示出来. 实验结果是, 电键闭合

时电流计的确一颤, 出现了电流, 但仅仅持续一瞬间,

很快就回到零. 电键断开时, 电流计又反向一颤, 出现

一个短暂的反向电流.即, 仅当电流改变时才能感生另

一电流,稳定电流不能在另一线圈中感生电流. 图 3 的

邮票(马尔加什, 1990 年)上是法拉第的肖像、他用过的

线圈和他制造的电动机.

法拉第本人将上述实验称为 电生电 的实验. 在

此后的实验中,他又将一根磁棒伸进和拔出线圈,使线

圈内的磁场发生变化, 线圈内也可感生出电流 , 这样,

他又完成了 磁生电 的实验 即奥斯特实验的逆效应



他发现,变化的电流、变化的磁场、运动的磁铁、运动的

载流线圈、在磁极附近运动的导体, 都可以感生出电

流.根据他的发现, 10 月 28 日, 他制造了历史上第一台

直流发电机 . 11 月 24 日, 法拉第向皇家学会报告了他

的发现.

法拉第只上过小学,数学修养很差. 但是他有极强

的物理直观能力,他用这种能力弥补了自己的不足. 他

不同意安培关于电磁力是超距作用的观点, 首先提出

了场论思想.他认为, 带电体或磁体 (电流)在其周围空

间产生一种媒质或 紧张 状态, 叫做 场 ,电磁作用便

是依靠这种媒质传递的.为了直观摹想 场 的形式, 他

又引入 力线 的概念.例如在磁场中, 用铁屑在纸上轻

轻弹动就可以看到铁屑顺着磁力线排成的图形. 电力

和磁力不是通过空虚空间的超距作用, 而是通过电力

线和磁力线传递的. 电力线或磁力线由带电体或磁极

发出,弥漫于空间, 作用于其中的每一电磁物体.例如,

电路闭合使电流流通时,便发出磁力线进入空间, 电路

切断, 磁力线又收回消失了. 力线传播的速度是有限

的.有了力线概念, 法拉第就能定量地表述电磁感应现

象的规律:电磁感应是由于导线切割磁力线而发生的,

感生电流的大小与切割的磁力线数目成正比. W. 汤姆

孙(开尔文勋爵)曾极力称赞力线的概念,他说: 在法

拉第的许多贡献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力线概念了. 借

助它可以把电场和磁场的许多性质, 最简单而又富于

启发性地表示出来.

美国科学家亨利比法拉第早一年发现电磁感应现

象,但是他没有发表. 他还于 1827 年发现自感现象. 但

是,法拉第不但独立地作出了发现, 而且他的工作的深

度和广度远远超过了亨利, 因此人们还是把电磁感应

的发现归功于法拉第. 亨利的名字后来被用作电感的

单位.

除了电磁感应之外, 法拉第还有不少发现. 法拉第

是电化学的奠基人, 他创立了 电解 、电极 、离子 、

电化当量 等术语. 1832 年,他宣布了现在以他的名字

命名的电解定律:电解时电极上析出的物质的量与通

过的电量成正比, 与被析出元素的原子量成正比,与其

化学价成反比. 法拉第电解定律直接引向电荷的原子

性. 1837 年,他发现把绝缘体放进电容器中电容会增

大. 今天电容的实用单位的名称法拉即来自他的名字.

1838 年, 他发现辉光放电时阴极负辉区外有一暗区, 后

来称为法拉第暗区. 图 4 为英国 1991 年发行的纪念法

拉第的邮票, 法拉第头部内画的就是放电. 1845 年 8

月, 法拉第发现磁的旋光效应即法拉第效应. 11 月发现

大多数物质具有抗磁性. 他还 把辐射看成力线的一种

高级振动 ,这是关于光的电磁性质的大胆预言. 法拉

第还是一个杰出的科普讲演者和作家, 热心于向公众

传播科学知识. 他的科普讲演集 蜡烛的故事 是很有

名的科普著作.

法拉第的品德高尚. 在 40 多年( 1820~ 1862 年)的

科研工作中, 他坚持每天进实验室并且每天都有详细

的记录. 他淡泊名利,多次放弃有丰厚收入的为工业和

商业服务的工作而专心于科学研究. 1857 年皇家学会

希望他出任会长, 英国政府拟封他为爵士, 他都谢绝

了. 在 19 世纪 50年代的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政府拟

请他领导研制毒气, 他断然拒绝. 从法拉第对戴维的态

度也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尽管戴维一再对法拉第进行

中伤和压制, 法拉第却从来没有用同样的态度报复戴

维, 而总是怀着仰慕的心情称颂戴维,感谢他早年对自

己的培养和教导.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宗教徒. 1867 年

8 月 25 日, 法拉第在伦敦去世, 遵照遗言葬礼异常简

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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