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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物性理论
陈叔瑄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有机分子实际上是生命体死亡后的产物，
本身不具有“生长发育”与“衰亡解体”过程，而生命分子则是生命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一个
环节，
本身在元素原子或分子递换传输或化学反应链中复制繁殖、
分裂分化、生长发育、
衰亡解体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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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生命的基础是元素原子、
分子、
细胞、
食物的质量递换传输过程，
可以分成化学级、
生化
级、
生命级、
生态级的构成与递传过程。粒子组成
结构除分子内元素原子间壳粒周期性交换外，
还
存在壳粒周期性递换与递传（递换加传输），
即分
子组成与结构是动的或周期性变化的过程，并非
静止不变的，
尤其是有机分子或生命分子。《物性
理论》分为分子物性理论、
生命物性理论、
生态物
性理论来阐述。但生物与化学学科毕竟方法与概
理论相对独立的学科，
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这
念、
就要求这两个学科要有个过渡，这个过渡的交叉
理论就称为生化物性理论。它以生命分子化学反
应链过程为主的理论。
《分子物性理论》已经提到有机分子实际上
是生命体死亡后的产物，本身不具有“生长发育
“与”
衰亡解体
“过程，
而生命分子则是生命体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本身在元素原子或分
子递换传输或化学反应链中复制繁殖、
分裂分化、
生长发育、
衰亡解体等过程。生命分子通常情况不
能从生命体切割下来，因为切离肌体后便失去递
换传输过程而不能生长，
便成了有机物。水分子的
氢 H 与氢氧 OH 基及其化合物、混合物在生命分
子递换传输或化学反应链中是最重要角色。可以
说没有水就几乎没有生命过程。
1 生命分子
1.1 生化过程：
生命过程实际上是一系列的化
学反应或化学反应链过程，是元素原子或分子的
递换传输过程，
甚至以气体、
液体、
固体，
尤其水化
合分子或混合分子实物递换传输过程，称生化递
本身、
输出质量改变量用 Δmi、
传过程原理。输入、
Δm=mo- mi、
Δmo 表达，
其中 mi 为原生命系统质
mo 为递换传输后质量。如果本身质量改变量
量，
又分为分裂繁殖改变量 Δm′与分化发育改变量
Δm″等类型，
则表达为
Δmi+mi=mo+Δm′+Δm″+Δmo
∑Δmi+∑mi=∑mo+∑Δm′+∑Δm″+∑
Δmo
可见，
前式为一生命分子或局部质量变化关
系式，
也可以表示为分子量变化关系式。而后式为
生
生命体系统质量变化关系式。由于物质不灭性，
命体质量∑mi 加上吸收质量∑Δmi 应等于递换
传输后的生命体质量∑mo（原质量除下面质量变
化外，
还可能其它因素引起变化而存在差异）加上
分化发育质量改变
分裂繁殖质量改变量∑Δm′、
量∑Δm″，
再加上排泄质量∑Δmo 等。
输入 / 输出前后两次之间时间为递传周期
τ，
倒数为递传频率 ν，
一系列输入 / 输出周期跟
寿命有关。一个生命分子寿命跟递传周期 τ 或递
传周期变化 Δτ 密切相关的。但生命分子链的递
传周期 τ 或递传周期变化量 Δτ 不等于各个生
命分子递传周期 τi 或递传周期改变量 Δτi 之
寿命通常是
和。因为它们之间不同时又不同步的，

指生命分子（生命分子链或系统）整体从生成到解
体过程的时间，同类生命体或生命分子间寿命存
在差异，
具有统计分布，
通常取其平均值。
当然还有生命分子体长 ι 或体长改变量
Δι，
输入 / 输出质量差为递传总量或新陈代谢量
Δm′=∑Δmi- ∑Δmo，质量变化率 Δm/Δτ，
输入 / 输出质量变化率等
体长变化率 Δι/Δτ，
参量来描述。原子量（同元素原子质量平均值）、
分
子量（同类分子质量平均值）、
生命体及生命分子
生命体及生命分子生长趋势、
生命体重
组合结构、
及其平均值、
生命体长体高及其平均值、
生命体生
长率、生命体寿命及其平均值等定性定量统计平
均值描述。
1.2 光合作用：
有的生命分子，
如叶绿素等在
光量子激发下，
吸收空气中二氧化碳，
递换出氧，
碳元素跟水或其它元素化合成碳氢化合分子等，
并参与生命分子间递换传输。自养生命体植物根
在土壤或水域中最基本递换传输的是水与水溶液
（化合物或混合物），
经茎递换传输到叶，
而叶在空
气中最基本递换传输的是在太阳光合作用下吸收
二氧化碳的碳元素与水分子等合成有机分子并放
出氧气的过程。所生成有机分子再经茎递换传输
到根部。在根、
茎、
叶生成分子递换传输的循环周
分裂、
繁殖、
分化、
发育而使生命体生长
期中复制、
变化。称为在一定环境条件的光合作用下自养生
命分子被光能激发而交换键松懈或断开，并吸收
元素原子、
分子，
尤其水溶液等递换传输循环周期
中生成有机物生命分子及其存储太阳能过程原
理。
元素原子、
分子、
实物的递换传输是生命体新
陈代谢，尤其植物的光合作用是生成有机分子或
生命分子的基础。生命分子种类繁多，
不仅不同生
命体间因物种繁多，各物种生命体由不同生命分
子所组成的，而且即使一个生命体内也是由大量
不同种类生命分子有机联系构成的。自养性生命
分子可以在递换传输过程直接从无机分子或元素
原子在光合作用及植物环境条件（气温、
气压、
二
氧化碳浓度等）下复制或繁殖生命分子，
产生碳水
化合有机分子的过程。这些碳水化合分子与水分
子在生命体中递换传输又生成更多类型的生命分
子。光合递换传输作用实际上也是传输存储太阳
的能量过程。
在《光合作用原初过程能量和电荷超快传递
过程原理浅析》一文引言中说到光合作用是绿色
植物、
藻类和光合细菌直接利用太阳能，
把水和二
氧化碳转变为碳水化合物和氧气的过程。光合反
应是地球上最大的产能工厂，在自然条件下通过
光促反应实现光能到化学能的转化和储存。并进
一步分析，
光合作用是绿色植物、
藻类和光合细菌
直接利用太阳能，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变为碳水化
合物和氧气的过程。光合反应是地球上最大的产
能工厂，在自然条件下通过光促反应实现光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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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能的转化和储存。
《影响桑叶片光合速率的因素分析》一文摘要
说：
叶片光合速率是桑的重要生理指标，
通过对影
响桑光合速率的生理因子和微气象因子进行分
析，
讨论其对桑光合速率的影响状况。结果显示：
桑气孔导度与叶片光合速率及蒸腾速率呈正相关
关系；
在影响桑光合速率的微气象因子中，
光照强
度及叶温与桑叶片光合速率在一定范围内呈正相
关，
胞间 CO2 浓度与其呈负相关。表明气孔导度是
影响桑叶片光合速率的重要生理因子；
光照强度、
CO2 浓度及叶温是影响桑叶片光合速率的重要气
象因子。旁证了上述原理。
1.3 生命电磁：
异养生命分子虽然不能直接从
无机分子生成有机分子或生命分子，但通常可以
从有机分子、
水、
元素原子等递换传输或化学反应
繁殖、
分化成新有机分子或生命分子。
链中复制、
具有生成更加丰富的无生长过程的有机分子或有
生长过程的生命分子。也就是说生命分子递换传
输中可以复制本身，也可递换传输中生成或分化
不同的有机分子或生命分子。生命分子尤其异养
生命分子递换传输过程通常是水分子及其溶液的
元素原子分离过程而具有变磁、
带电或电离现象，
即生命分子元素原子或分子递换传输过程总是伴
磁性变化传输的过程原理。
随着电、
可以通过导电率等测试观察生命分子某些现
象的方法。这是人体经络及其电分布、
脑电图、
心
电图等存在与观测的依据。生命分子或生命体不
仅需要通过递换传输过程电离现象进行观测，
而
且生命体周围都存在交换的场物质或电磁场，
每
类生物或同类不同个体周围电磁场质组合是不同
幅度、
波长组合愈
的，
亲缘关系愈近，
其场质频率、
接近，
比较容易感应，
这类感应也可研制出（或发
明）新仪器来观测。下面引用两篇论文作例证上述
物性理论观点。
《物理》 杂志 摘自 Nature Nanotechnology,
2008, 3:163 的《DNA 分子的电导率》一文说到，
自从 50 年前发现 DNA 分子的双螺旋结构以来，
科学家们一直希望了解 DNA 分子的复杂结构与
其化学及电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很重要的
一个问题是过去所测定的 DNA 分子的电导率结
半导体、
金属
果很不一致，
它可以表现为绝缘体、
和低温下的超导体。加上 50mV 的电压后，
电流就
会通过 DNA 分子而测出它的电导率。测出的结
DNA 分子的电导率与石墨分子的电导率
果表明，
相近，
这个结果是符合实际的，
因为 DNA 分子与
石墨分子具有相近的双螺旋环形结构。
《活细胞内单个大分子的行为》一文摘要提
到，
以往细胞内大分子活动的研究，
多数是许多分
子活动的一个平均结果，
即一种集群平均（ensem随着各种技术，
特别是光
ble avera- ging）的结果，
学及荧光检测技术的成熟，实时视见活细胞内单
个大分子的时代已经到来,在现时条件下，
有许多

科
方法可供选择，
如荧光共振能量转移、
原子力显微
镜、
全内反射显微技术、
荧光相关光谱法等等，
“活
细胞内单个大分子的行为”的研究有可能为了解
活细胞内单个分子的活动带来完全新的认识，
但
目前还存在不少方法学上的局限性，有待进一步
提高，如有效的特异标记物、细胞深部荧光的检
测、
新型显微镜的开发等。
2 核心分子
2.1 酸碱双极：
有机分子是生命过程停止后产
物，而生命过程中有机分子成为其中非独立的一
个环节或成份，围绕着核心生命分子参与递换传
输的生命过程。核心生命分子通常是酸碱双极性
并处于旋转与平动运动状态。而递换传输中水分
子及其氢（酸）、
氢氧根（碱）是重要角色。它可以在
某些有机分子中产生加成与消去等过程，且水很
碱、
盐分子离解与化合，
促使其在
容易使某些酸、
有的有机分子内外递换传输，并改变有机分子自
身结构，
这时有机分子便成了生命分子。生命分子
在水加成与消去以及离解（或局部裂化） 与化合
有机分子反复过程中
（或局部聚合）等某些无机、
构成某些元素原子或分子递换传输。通过周期性
竞相选择酸、
碱性分子的递换传输而生长、
发育、
增添有限的生命分子。
旋转平动的核心生命分子具有酸、
碱性双极
分子,它使水或盐离解成酸性根（或离子）与碱性根
复制、
再生
（或离子），
并分别发生化合反应，
更新、
原分子，
并递换或产生新分子。实际上不同生命分
碱性离解与化合性质，
产生不同
子具有不同的酸、
的分子递换。有的生命分子吸收了元素原子或分
更新，
甚至再
子而结构增长且环节增多，
即复制、
生，并将递换出来的元素原子传输给下一生命分
子。如果递换出来的分子刚好是下一另类分子所
需要的离解与化合的分子，再递换出分子又是再
下一另类分子所需要的。这一长串分子递换传输
过程构成生命分子。
生命分子系统总是处于周期性化合、加成、
聚合等与离解、
消去、
裂化等反复相反的过程。离
碱双极性分子的某些键断开，
必有某些元
解时酸、
无机分子、
有机分子被吸收，
化合时又递
素原子、
换出另一些元素原子、
无机分子、
有机分子。实现
生命分子递换传输并改变自身分子成份、组成与
结构的周期松紧过程。不同生命分子组合结构而
产生不同递换传输与自身旋转变化松紧周期过
碱双极性，
具有
程。称核心生命分子通常具有酸、
酸性化合与碱性化合平衡趋势中复制与递换传输
原子或分子，
并在化合、
加成、
聚合与离解、
消去、
裂化等中出现周期性地交错递换传输并复制延伸
过程原理。
水及其溶解化合物、
混合物在生命分子递换
传输中起了基本的作用，靠它可以把各种各样营
养送到生命体各个部位和器官的分子。水分子和
其它分子是生命分子的递换传输的基本方式。最
简单的糖分子或脂分子可通过水解成小分子，
如
多糖水解成低糖或单糖。糖是二氧化碳和水光合
作用下生成的。即在光量子激发下，
碳氧原子之间
双壳粒交换松解并打开，使碳原子之间产生交换
并构成有机分子碳核心部分。如糖分子碳核结构
和周围水分子分离成氢和羟基交换递传方式，
叶
绿素或酶起了光合催化作用。
nCO2+nH2O→（CH2O）n+nO2
它是各种糖、
淀粉、
纤维等的基本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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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存在的甘油（多羟基醇）和脂肪酸合成
的酯类分子，软脂酸甘油酯和油酸甘油酯是植物
脂肪中的一种酯，那些稍低于室温为液态的脂肪
称为油类。跟脂肪存在有关的油类，
则是液态甘油
脂。硬酯酸甘油酯是动物脂肪中的一种酯。氨基
蛋白质、
核糖核酸等都是生命分子重要组成部
酸、
分或环节。有的虽然不溶于水，
但可以跟水混合，
以增加流动性与递换传输机会，水分子是其交换
递传基本成份。
2.2 螺旋松紧：
DNA 又称去氧核糖核酸，
它比
RNA 核糖核酸的核心糖结构中少了氧元素，
生命
分子中核糖核酸和去氧核糖核酸最为基本的，
而
核糖核酸 RNA 由若干单元胞密啶 C、尿密啶
U、
腺嘌呤 A、
鸟嘌呤 G 等构成核糖甙 P 戊，
这
些单元按一定顺序排列组合。当提高温度或溶液
改变酸碱性或其他有机分子，如酒精、尿素等存
在，
核糖核酸结构就会改变或处于变性状态。生命
分子生长到一定程度就会断裂。有的断裂部分可
以按照原来递传方式重新生长。有的断裂部分则
有机小分子不能再重复生长，
有
解体成无机元素、
的断裂部分作为养料重新被吸收，并分化在新的
基础上生长。
核心生命分子 RNA 或 DNA 具有酸碱双极
性且双螺旋结构分子。酸碱双极性分子可以竞相
选择从外部输送来水溶液碱性分子与酸性分子进
加成、
取代、
消去等化学反应。实现
行递换的合成、
碱性化合，平衡对称趋势又促使酸化合的周期交
碱性分子递换传输而延伸成大分子过程。并
错酸、
构成 DNA 或 RNA 生长成双螺旋周期性松紧（或
紧旋）交错结构的生命分子。
RNA 或 DNA 双
解旋、
螺旋生命分子解旋时双极键断开，有选择地吸收
递换传输元素原子化合或化学反应链过程中复
分化生命分子，
紧旋时又排出不需要的分子或
制、
元素原子的，称 RNA 或 DNA 周期性双螺旋松紧
过程中根据其不同成份、排列组合与分布有选择
分裂、
分化过程原
地进行化学反应，
并形成复制、
理。
RNA、
DNA 等是生命分子实体，病毒是复杂
生命分子链的实体，
细菌是生命分子系统的实体。
生命分子是通过其组成结构旋转松紧与递换传输
分子过程的吸收、
更新、
复制、
再生、
排泄。生
原子、
命分子是含有水及其溶解物或混合物的递换传输
过程，
使生命分子增长，
随着增长环节增多，
失调
机会相应增多，
最终解体。其中 RNA 和 DNA 生
命分子周期性旋转松紧过程中吸收和排泄某些元
素原子、
根、
基、
分子等生成酸碱双性的成份，
使分
子生长。但参与生命过程的生命分子种类繁多，
除
RNA、
DNA 外，
还有糖分子、脂分子、
蛋白质
分子、
酶等等。
2.3 增长解体：
生命化学另一个特点是在生命
体内生命分子是含有水及其溶解物或混合物的递
换传输过程，即从一个生命分子所输出元素原子
或分子通常要传递输入到下一个生命分子，经过
递换再输出新元素原子或分子，使生命分子生成
增长。随着生成增长环节增多，失调机会相应增
多，
最终解体为无机或有机分子。这些输入、
输出
与解体分子就是生化过程的重要结果，往往是人
类所需要的产品。称生命分子进行元素原子或分
子递换传输中分裂繁殖、分化发育而增长且递传
环节增多，
同时随环节增多失调机会也增多，
到一
定程度便解体成分子或元素原子，有的解体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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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分子具有全息性质，可以在新条件下重新生长
的生命分子化学物理过程原理。
以生命过程而言，
基本上是元素原子和无机
有机分子的递换和传输过程，
是一系列化学
分子、
反应过程，
是同化、
异化过程和新陈代谢生命过程
的本质。化学反应通常需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实现，
如水溶液溶解下分子间易接触并产生递换，即易
实现化学反应或元素原子的递换传输。又如适当
加热，分子内交换松懈与碰撞接触机会增多而产
生递换，
即易实现化学反应。再如某些催化剂是易
跟某些物质元素原子或分子产生递换，即分解后
再排除出去，
而催化剂本身恢复原状，
只起加速某
些元素原子或分子的递换传输的作用。生命体中
酶蛋白就是主要的催化剂，不同的酶就起不同催
化或递传作用，
帮助不同的某些元素原子、
分子、
分子团颗粒的递换传输的加速作用。
生命化学再一个特点是生命分子有选择的
吸收输入与反应后自动排泄输出。生命增长过程
可以用质量的输入和输出差及其变化率 Δm/Δt，
甚至用输入分子到输出分子式表示或描述，而不
管内部复杂的递传过程，以及到了一定程度便会
又由于
解体的过程。把问题简化到输入输出描述，
化学、生命输入与输出通常不是连续的。而原子
（化学级）、
分子（生命级）、
实物（生态级）的输入 /
输出（I/O）跳跃式的，
因此输入、
本身、
输出质量改
Δm=m′- m、
Δmo，
其生命整体质量
变量用 Δmi、
关系式（略去场能量变化）
∑Δmi+∑mi=∑mo+∑Δm+∑Δmo
称为繁多生命分子都有各自生长中质量与
分子结构变化过程的输入与输出总元素原子数目
或总质量守恒（物质不灭）原理。但对无机化学用
分子式与有机化学用分子结构式表达就可以了，
到了生命分子这类表达已不够了，必需体现出生
长、
发育、
解体过程。
生命细胞是有机联系的分子系统，通过分
原子的递换传输生长成细胞系统，
再生长成生
子、
命器官系统的生命体。若系统各环节间的各部分
结构和
称为各子系统，
各子系统都有其特有成分、
递传方式。各子系统可以通过输入和输出的递传
而连结成整体系统，输入和输出的递传就是各环
节的基本部分。它常表现为子系统输入来自于上
一子系统的输出，而此子系统输出又供下一子系
统的输入，这样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在整体系统
生
上实现递传。子系统的输入和输出递换中生长，
长到一定程度又再分离若干个子系统，并在各子
系统实现递换构成新的环节。
利用某些菌递换传输或输入输出不同来发
酿酒、
制药等,生产出新产品。 利用发酵酶造
酵、
酒、
制醋、
制酱油和其它调味品等。如酿酒酵母菌
体内存在大量发酵酶, 菌体本身细胞外型呈圆形、
卵形或椭圆形。在跟外界底物如酒原料交换递传
中生长与繁殖, 即通过出芽生长与生成孢子繁殖,
而递换传输出的是酒分子及其溶液。实际上是利
用某些菌类含有丰富的某些种类的酶,这些酶在其
交换递传中生成的产品。这类技术广泛应用于食
品加工与制药。也可通过菌体综合利用提取凝血
麦角固醇、
卵磷脂、
辅酶甲、
细胞血素等产品。
质、
3 分子系统
3.1 生命细胞：
生命体是细胞系统，
而细胞又
是分子系统。由于细胞所组成分子不同而分成若
干类，
至少有种（全息）细胞与体细胞之分，
种细胞

科
至少有若干种自养性与异养性种细胞，体细胞至
少也有若干种自养性与异养性体细胞，如自养性
体细胞至少有根细胞、
茎细胞、
叶细胞等，
而所含
分子成份结构不同还可细分若干种类。分子系统
是一系列有机联系或递换传输的生命分子。生命
体由生命细胞系统构成的，而细胞又由生命分子
系统构成的，并且在递传中生长繁殖的与分化发
育的。可见生命体的同化异化与新陈代谢的本质
在于生命体分子系统的各种元素原子和分子的递
换传输，
使生命体形成生长、
发育、
解体等过程。这
里只对生命物性理论概括性介绍。
生命基本单元是细胞。细胞，
尤其种细胞是
生命分子有机系统，
细胞模（壁）、
细胞质、
细胞核、
染色体等是生命分子的子系统，基因是染色体子
系统中的分子链。细胞表面形态差别不大，
都是细
细胞质、
细胞核、
染色体等表面形态组
胞模（壁）、
成的。但细胞种类繁多，
各自组成子系统及其生命
分子差别很大且种类繁杂。不同物种就有不同的
组合、
结构和不同递换传输方式的
生命分子成份、
基因是不同物种
分子系统。种细胞核及其染色体、
结构和递传方式代
细胞的核心，
其生命分子组成、
表着该物种特有的生命性质，
且具有遗传特质。
如果说基因是细胞信息库载体，
那么基因的
生命分子组成、
结构和功能是结构遗传信息基础，
生命分子间递换传输方式则成为调控遗传信息或
物种变异的基础。基因分子链内分子或分子团基
本成份、
组合结构、
递传方式可以用编码表示，
这
样可简化分子系统的结构复杂性的认识。不同的
有机分子类型和成份组合可以采取编码表示，
而
这些编码没有被认识之前称为密码，一旦被认识
了可称为解码。如若干种氨基酸不同组合成不同
的蛋白质，由四种核苷酸不同组合而成的不同
DNA 分子。
每一个核苷酸由碳氮组成的杂环碱、
五
碳糖和磷酸基团通过共价键连接而成的。这些组
分、
结构与递传方式就是编码的基础，
具有种细胞
编码方式为全息的分子系统，称种细胞从前代继
承了一定成份、
组合、
结构有机联系与一定递传方
式的生命分子系统，
并可用编码简明表达原理。
有性生殖细胞通常由较小精子细胞穿入较
大的卵细胞膜进入内部，
构成种子细胞。在适当的
压力、
水分及其它营养料的
外部，
如合适的温度、
条件下，
精子内 DNA 及酶、
蛋白质等生命分子
系统开始活动并吸收卵细胞分子，转化为精子核
的生命分子并复制新生命分子。新生命分子的成
份、
组合、
结构与递传等顺序延伸外，
还受到卵的
分子成份、
组合、
结构与递传条件限制，
使得新分
子除继承父本外，还受到母本卵的分子成份、
组
结构与递传中向母本调整协调，
而部分逐渐继
合、
承母本。
3.2 分裂分化：
分裂（或繁殖）是指生命分子递
换传输中复制甚至分离出相同成份、结构和递传
方式的分子、
分子链、
子系统等过程。分化（或发
育） 是指递换传输中增添或产生出新的性质不同
分子链、
子系统等过程。细胞的生命分子
的分子、
系统中各个子系统都有各自的递换传输与自身变
化方式，并且一子系统输出就成为下一子系统的
输入。构成各子系统、分子链间递传有机联系过
程，这个过程中复制分裂或繁殖是细胞生命基本
分子链间递换传输中留下
方式。但在有的子系统、
某些不同类型生命分子参与新的递传，并改变自
身，
即增添了新环节的分子、
分子链、
子系统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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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过程也是细胞生命基本方式。因此细胞生命
分子复制（生长）∑Δm、
分裂（繁殖）∑Δm′、
分
化（发育）∑Δm″是生命的基础。
精卵细胞生命分子系统的元素原子、
分子、
分
子链、
子系统成份都已存在其中，
所递传与分化环
节都是固有或遗传的，
生长成一定物种的胚胎。胚
胎实际上是一物种的细胞系统，即由若干胚层细
胞子系统组成的细胞系统。细胞核各自特有基因
分子链按特有周期旋紧与解旋过程复制生长中往
往在某些环节或部位递换传输顺势增添新分子或
分化生成分子的子系统。在细胞中基因分子链除
分裂繁殖外，
还常增添分化出新成份、
结构
复制、
与递传方式的过程。这些子系统在细胞分子系统
递换传输中一起增添分化生长成细胞系统，甚至
生命器官构成较完整生命体。称细胞中特有生命
分子系统在递换传输中形成特有复制生长∑Δm、
细胞分裂繁殖∑Δm′与细胞分化发育∑Δm″
等而发育特有的生命胚胎过程原理。
一个种细胞能够发育生长成生命体，在于这
个特有成份组成一定结构和特有递换传输方式的
分子系统不断地从外部输入必要养料，并在细胞
分子链、
生命分子间递换中吸收、
生长、
中子系统、
发育、
分化、
繁殖，
递换出分子再传递到下一新旧
子系统、
分子链、
生命分子，
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
递换传输下去，
最后排泄出不需要的分子或物质，
而继承原来结构和递传方式的称为分裂繁殖过
程。如果细胞分子系统递换传输过程中产生新环
分子链、
子系统，
甚至新细胞。
节，
即新生命分子、
新生的不同于原来结构和递传方式的分化过程。
如受精鸡蛋在适当温度下精子分子不断吸收卵分
子递传过程中逐渐生成鸡子器官为子系统的生命
细胞系统。然后破壳而出，
到自然界寻食，
并进一
步递换传输分子过程。
3.3 细胞寿命：
任何生命分子或物质系统在递
传中将使其内部各个环节内成分和结构增长，
而
且增长后的环节也随整体的增长而变得愈来愈多
或愈杂生命体。环节增多同时脱节机会也增多，
一
旦一个环节破坏，
使其他环节失调。如果失调后又
能在趋势中修复或递传中删去该环节仍能继续各
环节内外的递传正常运行，那么系统递传就可维
持下去，
否则就要在失调中解体，
系统递传维持不
下去就会衰亡。又因生命体系统随生长脱节机会
增多，
到一定程度就会衰亡。从离开母体后生命体
到衰亡的时间为生命体寿命 τ。
不同生命体具有不同的种细胞，具有不同的
生命分子系统及其子系统和基因分子链，以及不
不同生命分子系统所
同的交换递传和递补链方式。
具有不同的递换传输方式是生长和衰亡的基础，
形
生命体内
成不同物种的不同生命形态和生命过程。
元素原子、
分子、
分子集团的递换传输是同化、
异化

和新陈代谢过程的基础，
是生命新陈代谢与同化异
化的本质。随着生长的生命环节相应增多，
脱节机
会也增多而衰亡，称为细胞递传生长环节增多，
协
调机制增强，
失调有所改善但失调机会增加仍然不
可避免，到一定程度又不能修复必衰亡解体过程，
即生命体都有一定寿命原理。
这些基因（即生命分子或分子链或分子系统）
通常存在于种子受精的卵细胞关键的部位上，
其他
部位只是为了基因或分子系统所在的胚细胞开始
递传发育提供营养料和帮助从外部吸取输入养料
的辅助子系统。各个物种系统都有其特有的结构和
生长、
衰
递传方式，
使其按各自物种方式进行发育、
亡过程。当一个系统解体时，
常常有一些子系统的
递传成分、
结构、
过程、
方式跟系统一样或类似或者
码制一样。那么系统解体后，
这个子系统在输入、
递
输出总过程生长成新系统，
这个系统在主要方
传、
面继承了以前的系统。这个关系被称为接代递传，
或遗传。
生物上的基因或基因密码实际上就是指这
结构与递传方
种接代递传或遗传的生命分子成份、
式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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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即通过减小 |G| 弱化负
载电流的影响而增大 |G1| 强化电网电流的影响,这
样即使负载检测电流中含有并联电容器电流,也因
其在整个指令信号中所占比例较小而对系统影响
较小,同时由于电网电流的引入整个系统将形成一
个闭环控制系统能有效的抑制其它谐波干扰。
结束语
针对目前电力系统中的谐波和无功功率对电
在不断完善当前治理
力系统的影响及危害的问题。
措施的前提下，
研究和采用新的技术措施加治理也

十分必要，
如通过采用有源滤波器加以治理就可取
得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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