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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concept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chemistry and
their appli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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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论述了比较学与比较化学的基本概念及其应用简例，对于推动交叉边缘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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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用对比、类比、相关、归纳、联想等比较学方法研究事物间的异同之处和相互影响及相互联系，可
以产生许多新思想、新科学、新规律，这种比较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乃至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科学的创造、发现、发明，新概念、新理论的产生需要才智、努力和机遇，有其偶然性、神秘性，
常常认为一般人难以掌握。这里介绍的比较学说，只要在学习、工作、研究及日常生活中应用它，就会
有所启迪、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这种意义上，比较学也可称之谓“创新软科学”。亿万
年来，人类逐渐领悟了对比区分事物。
早在 19 世纪初叶创立原子分子论时代(1803 年英国的 J.Dalton，
1808
年法国的 Joseph L G. Lussac，1811 年意大利的 A.Avogadro，1860 年意大利的 S.Cannizzaro 等)，对比方
法就获得了广泛的应用，自然辩证法建立时已将对比方法作为科学方法学之一。通过分析对比，人们逐
渐认识了自然、认识了社会，以至人类本身。然而一些领域的比较学理论如比较文学、比较法学、比较
语言学、比较解剖学等都只是在 20 世纪初才产生发展起来的，这些比较学科已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对比
方法了，而是运用了多种方法、并且已发展成为有自己的历史、研究对象、任务和作用的独立学科了。
例如，由于各国、各民族文学很不相同，逐渐产生了它们之间的比较研究，并自成体系，形成了一
个独立学科——比较文学。他采用的方法是按照“影响研究”(各种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包括渊
源学、媒介学等)和“平行研究”(主要探讨并无直接关系的不同国家的文学主题、题材、文体类别、典型、
风格特点等方面实际存在的类同和差异，包括主题学、类型学、形态学和比较诗学即比较批评等)的原则
和要求来研究各国文学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影响和异同之处。比较文学已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在大学里
讲授，比较文学教授沃尔·索因卡还获得了 1986 年诺贝尔文学奖。比较生物学也是因生物种类千差万别
而产生的。许多方法如归纳方法中的求同法、求异法和剩余法都离不开比较。新学科丛书如《比较思想
论》、《比较政治学》、《比较政治学分析》等都已出版。但是这些比较学科还没有作为教程在大学里
讲授，已出版的一些比较科学著作中还没有系统应用比较学，许多精彩的内容、思想没有挖掘出来；令
人遗憾的是，许多学科本身及学科之间的比较学迄今尚未建立起来，更谈不上比较学说的一般理论了。

2. 比较学概念
给一个学科下一个十分完备、准确的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恩格斯曾经讲过：绝对的分明和无条件的界
限是不存在的)，往往也没有这个必要。许多概念是经过数十年、数百年后才逐渐得到阐明的，即使明确
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发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会发生变化。如化学中的元素周期律的实质、
“活化能”概念，物理学中的“波粒二象性”，热力学总的“熵”的概念(1979 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
者普利高津在 1989 年还说：“什么是熵？不可能做一个完备的描述”)，文学中的比较文学(至今没有一
个确切的定义)等都是如此。所谓比较学，就是利用对比、类比、相关、归纳、推广、联想学等方法，采
用直接比较和渗透比较等方式来研究事物间的异同之处和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科学。比较学方法大致
可分为两类即直接比较和渗透比较。直接比较法：按同一概念或同一标准划分的类别之间可直接比较，
包括平行比较和归纳比较方法等，还包括相似性、重演性、对称性、全息律、美学原则、相异性、分析
论、统一论等。渗透比较法：按不同概念或不同标准分类成的各类别因素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联系、
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等，主要包括相关研究(因果关系)和渗透研究即不同学科、方法、思想的结合和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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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产生许多新思想、新学科(边缘学科)。
比较空间：在比较学理论中，可将要研究的主要对象划分为不同的比较空间，广义的比较空间是无
所不包的。对特定的研究内容与研究对象划分的比较空间为基空间，由一个以上基空间组成的比较空间
为复空间，基空间是随着研究的对象不同而变化的，如比较物理学与化学，则物理学为一基空间，化学
为一基空间，但是在化学中研究各分支化学如有机、无机、分析、物化等之间的比较，化学就为一复空
间。两者之间的比较可称为二维比较，三者之间的比较称为三维比较，还有多维比较。因此将来可以用
数学语言、数学方法(如集合论、群论、几何学、函数论及模糊数学等)来叙述比较学，使之精确化、定量
化或计算机化。
比较学研究范畴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等各个学科领域及它们之间的边缘学科。例如，
比较哲学、比较法律学、比较政治学、比较语言学、比较宗教学(神学)、比较伦理学、比较天体学(宇宙
学)、比较地质学、比较考古学、比较海洋学、比较气象学、比较历史学、比较地理学(如政治地理或地缘
政治学、经济地理学等)，比较军事学、比较经济学、比较社会学、比较新闻学、比较心理学、比较文学、
比较美学、比较艺术(比较表演学、比较音乐等)、比较化学、比较生物学(人类学)、比较医学(解剖学、内
分泌学、药理学、生理学)、比较模糊学、比较物理学、比较数学等。例如将力学与社会(或自然)科学有
关学科可进行比较学研究，可以形成社会力学、政治力学、经济力学、心理力学等一系列新学科。
每门学科各分支学科本身及其之间的比较学，社会科学中各分支学科本身及其之间的比较学，自然
科学中各分支学科本身及其之间的比较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的比较学，学科历史的比较
学(时代背景的比较，过去、现在、将来的比较)，学科地理的比较学(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人研究
学科的比较)……
这样看来，比较学不是一个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巨大的“学科群”，而且每个分支比较学科有可能
形成一个“小”的学科群，这么广阔的范围、这样丰富的内容是靠一篇专论或一本专著写不完的。建立
一门新学科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建立“学科群”更加艰巨。笔者以《比较学和比较化学》为题在上
海生命科学青年科技作品交流会(1987 年 11 月 7 号)上发表演讲并获一等奖(见上海科技报)，引起了大家
极大的兴趣。许多专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包括建议比较时应加些“边界条件”，这是一个好主意。
由于可比的东西可进行直接比较；任何事物都具有某些可比性；不可比的可找到它们之间的某些联系等，因
此在比较学研究中加“边界条件”(即限定条件)，这些条件不是苛刻的而是宽松的，是容易达到和满足的。
在比较学中可以运用现代科学的各种知识和经验，可以产生许多新思想、新学科。比较学提供了研
究不同学科、分科之间的关系和异同点的新途径。科学发展史上许多最伟大的成就，都是自觉或不自觉
地应用了比较学思想的。例如，达尔文将生物界与马尔萨斯《人口论》中关于优胜劣汰的思想进行比较，
创立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人脑与机器的比较产生了电子计算机(仿生学与逆仿生
学)；物理学上物质波概念和量子力学的产生，麦克斯韦电磁场统一方程以及现代系统论(包括一般系统论、
灰色系统论、一般生命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控制论、信息论、突变论、相对论、广义进化论等无一不
是从比较思想而来。尤其是德国理论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博士创立的协同论(学)，更加闪耀着比较思想
的光辉，它采用不同领域分析类比的方法研究各种复杂系统共同演化规律，是一门以研究完全不同类型
的系统(物理、化学、生物、社会)中存在的某种共同本质特征为目的的综合性横断学科，它不仅是自然科
学研究的前沿课题，而且对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伟大的科学巨匠牛顿曾将苹果下落与月亮
绕地球旋转联系起来，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赢得了“电学之牛顿”称誉的法国科学家安培从小读过一
篇关于音乐与数学的谐调关系的文章(和谐学涉及规律性和联系性)，对他日后的科学思想和实践产生了巨
大影响，他对自然现象之间的关联产生兴趣，使他成了首先认识到电力与磁力之间的科学家之一。如果
自觉强化比较学思想，随时会有新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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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学将在 21 世纪繁荣兴旺起来，从下列三个方面可以得到充分说明：1) 现在一些比较学科正在
产生，如比较化学，比较政治学、比较新闻学等方兴未艾，再过十几年，产生的比较学科就更多；2) 21
世纪是新思想和许多边缘学科兴起的世纪，而比较学中的直接比较法和渗透比较法等能产生许多新思想、
新学科，因此将受到热烈欢迎；3) 在一般比较学产生以前，边缘学科的创立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比较
学可以较容易产生边缘学科，因此它是创立边缘学科的行动指南，在 21 世纪将大受青睐。

3. 比较学原理的应用
我们用比较学思想进行科学研究，得到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如笔者将力学与社会科学进行比较学
研究，建立了社会力学、经济力学、政治力学、心理力学等，并发现了许多重要规律。我们还对太阳活
动高峰期与世界动荡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天体活动尤其是离地球较
近的太阳和月亮的活动影响人类的物质环境和精神状态。微粒自旋与天体自转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微宇
自旋普存原理。这是一种相关研究方法，物理学、化学及医学中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研究也是采用类似
的方式，在数学上可用合适的函数或矩阵来表示。
将老人与儿童的性格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老人的心理承受力不如青、
壮年人，与儿童相似，是相对较脆弱的，不能容忍批评、经受不起大的冲击等都是例证。另外，老人与
儿童可以相处得很好(相似相好原理)，无怪乎俗称“老小孩”呢。这也许是生物全息律中重演律的一个具
体体现，老人“重演”了儿时的性格。只要用比较学思想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宇宙中许多情形下就一些
主要特征而言，一部分与另一部分、部分与整体、整体与整体、现在和过去与将来存在广泛的相似性、
重演性和对称性，有人称之为宇宙全息律。
同时我们研究了其他方面的比较学，若时间允许我们会把它们写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
卓越的首相、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丘吉尔先生说得好：“创造历史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们书写出来！”
下面一些比较例子，可以让人们领略一下比较思想带来的新境界。
1) 科学发展的成双性与单一化
现在许多科学史著作往往忽略了比较、相关、相互影响等研究(如我们提出的比较历史学，比较科学
史)，而仅为一些历史事件的叙述，因此科学发展的一些内在规律、历史规律就被忽略掉了，不能不令人
遗憾。
经过比较学研究，我们观察到重大的科学创造往往有两个或多个人同时做出，见表 1。
在大多数领域，往往只有一位名望高的人(当然名望还与宣传、历史条件等有关)。原因何在呢？这也
许是因为一位能深入研究并勇于预言和推广，结果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一位泰斗，这称之为单一化过程。
最著名的例子要算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起先德国迈尔的元素周期表比俄国门捷列夫的要好，但他不敢做
出预言，而门捷列夫则相反，勇敢地预言了几个还未发现的元素的性质，后被证实，结果门捷列夫成了
元素周期律的发现者。当然在某些领域，两人或多人又在不同方面做深入研究、勇于开拓、勇于预言，
这样就无单一化现象了。若想登上诺贝尔讲台，首先要有勇气。
2) 科学发现与生活背景有关
科学发现除与通常人们所说的知识经验、刻苦程度、天资等因素有关外，还与创造欲望、生活(时代)
背景等直接密切相关。如果用这样的观点去分析科学发展史，人们就会看到一幅幅壮丽的图像。
许多自然辩证法的书中都论述了科学发现及其必然性和偶然性，社会生产力和科技本身发展到一定
阶段，就面临着科学的突破了，于是客观条件成熟了就有科学的发现，具体某人某时某地发现重大规律，
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科学发现与人的勇气、知识、智慧、刻苦程度、思想敏感度等各方面均有关。早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笔者体会到满怀创造的欲望去进行研究工作，新思想就会曾出不穷，就有可能随
DOI: 10.12677/cc.2017.1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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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Important scientific discoveries
表 1. 重大科学发现
编号

科学原理、规律或方法

所属学科

主要发现者

1

微商求导术

数学(微积分)

牛顿与莱布尼兹

2

历史唯物主义

哲学(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与恩格斯

3

化学元素周期表

无机化学(周期律)

门捷列夫与迈克尔

4

自然选择法则

生物学(进化论)

达尔文与华莱士

5

与距离平方呈反比关系

经典力学(万有引力)

牛顿与虎克

6

时间与空间变换公式

现代物理学(相对论)

爱因斯坦与彭加勒

7

短阵力学和波动力学

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

海森堡与薛定谔

8

DNA 晶体双螺旋结构

生物学(分子生物学)

沃森与克里克

时有新的发现。现在暂不论这些，只谈谈科学发展与生活背景密切相关这个命题。的确，一个人的生活
背景会对其性格、思维等各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影响科学发现。生活背景环境(时代背景)给人以启示
或解决问题的原始推动力，从而导致重大的科学发现。
人们会记得 1981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京都工业大学教授福井谦一，是他创立了前线轨道理论，
用以解释有机反应过程。大家是否考虑过：他怎么想到：“前线轨道”这个概念？除了原子中外层电子
活泼对他有启发之外，你能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在他的心灵中留有深刻印象吗？经典战争不像现代
战争难分前后方、主要在前线进行，这难道对他的前线轨道概念的形成没有深刻影响吗？
另举一个例子，有机化学教科书上的黄鸣龙还原法，在碱性水溶液中能还原羰基(而 Worlff-Kishner
还原法是在无水的高温密封管或高压釜中反应)，你能保证上海潮湿空气在黄博士的潜意识中没有留下深
深的印象吗？倘若是北京人，生活在气候干燥的环境里，人们并没有强烈的愿望(包括潜意识)：最好能在
水体系中进行反应。
如果用这种思维方法分析研究科学史，现在的科学史著作或许会有一个大的改观。
相关研究是比较学的一个重要方法，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互联系或相互影响，故比较
学大有用武之地。例如，笔者 20 多年前曾进行太阳活动与世界动荡之间相关关系研究，得到了许多有益
的结果。
3) 长处与短处的相对性
在评价一位历史人物，甚至评价历史和现在的每一个人时，往往太极端，要么把他说得一无是处，
要么洁白无瑕，这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也不符合辩证法(当然一些事件在其主要的某一方面在那历史阶
段中可能是优良的或是不良的，这是可以评判的，否则就会陷入不可评判论的深渊，但并不是每一个事
件的评价都是正确的，往往被历史的证明所推到)。
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最伟大的地方，在另一方面往往也是他最大的不足之处。同样一个人精明的地方
往往也是他最粗糙之处。例如，曾在 1905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阿伦尼乌斯在下述思想的启发下提出了活化
能的概念。
依热力学公式：

d ln K dT = ∆U RT 2

(1)

如果把反应时内能增量∆U 看做是两项某种能量之差，即

∆U = E+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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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式(1)分为两个等式分别属于正向与逆向反应

d ln k+ dT − d ln k− dT =E+ RT 2 − E− RT 2
所以

d ln k+ dT =
E+ RT 2 + C , d ln k− dT =
E− RT 2 + C

(2)

试把上述常数 C 视为零积分，可得

ln k =
− E RT + C
或

(

k =⋅
A exp − E RT 2

)

(3)

这就是著名的阿伦尼乌斯公式，并把 E 认为是活化能。他把式(2)的常数 C 视为零，从而得到公式(3)，
这是他最精明的地方，由此可得到活化能的概念。但这也是他最粗糙的地方，在一些情况下，式(2)的 C
常常不为零，从这就难得到活化能的概念。当然事后评价一个人的历史功过是比较容易的，事后“诸葛
亮”好做！游人可以按图索骥直达目的地，而探险者却只能一边开辟新路，一边寻找心中的目标。只有
经过未知物的折磨，才能享受发现的快乐。
上述命题不仅仅对某一具体人、事适用，笔者认为它是一个较普遍的哲学命题。

4. 比较化学
也许有人认为，因为各国的文学不一样，所以有比较文学；生物种类不一样，故有比较生物学；化
学则是相通的，在全世界都一样，这也许是迄今为止没有人提出比较化学概念和理论的原因吧。尽管一
部分人不自觉或多或少地用到了一些比较的化学方法。众所周知，当今的学科分类是越来越细、越来越
多、越来越专，向生物种类划分一样，比较学大有用武之地。化学中分门别类很严重，比较化学产生的
时刻已经到来。应用比较学原理研究化学内部各分支学科之间及化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相互联系的学科群
称为比较化学。
比较化学的研究范围极为广泛(任何一门比较学科的内容都非常丰富)，比较化学包括各分支学科之内、
之间的相互的比较研究；化学历史的比较(即比较化学史)如时代背景的比较，过去与现在的比较；地理化
学的比较如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学者研究化学的比较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
与化学的比较研究。具体包括：比较无机化学(包括比较无机合成)、比较有机化学(包括比较有机合成)、
比较物理化学(结构化学)、比较分析化学、比较生物化学、比较植物化学、比较天体化学、比较地球化学、
比较核(粒子)化学、有机与无机化学的比较学、比较量子化学(分子力学，分子图形学)或比较计算机化学、
比较海洋化学、物理化学与有机化学的比较学、无机化学与物理化学的比较学、光化学与热化学的比较
学、化学动力学与热力学的比较学、理论化学与实验化学的比较学、比较化学史、数学与化学的比较学、
物理学与化学的比较学、生物学与化学的比较学(包括分子生物学、分子药理学、分子药理热力学、生物
化学、神经化学、化学进化、量子生物学、仿生化学等)、社会学与化学的比较学、经济学与化学的比较
学……可见要论述比较化学并非易事。首先分类也很困难，高度交叉是分类学的难题，这一难题的存在
并不十分显著影响其应用。下面仅举浅显简单几例说明比较化学原理的简单应用。
1) 广义有机化学
现在狭义的有机化学——即用经典的化学方法研究含碳氢氧化合物的化学，已失去原有的魅力，而
有机化学与元素周期表中其他元素的结合，与物理、生物、药理应用等等方面的结合和渗透——即广义
的有机化学，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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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周期表结合，如非金属元素有机化学：包括有机碳化学，IV 族元素有机化学；有机磷化学，V
族元素有机化学；有机硫化学，VI 族元素有机化学；有机氟化学，VII 族元素有机化学；有机硼化学，
III 族元素有机化学；金属元素有机化学：包括过渡金属元素有机化学、催化有机化学，第 IB、IIB、IIIB
族元素有机化学，
第 IA、
IIA 元素有机化学；
有机化学与 O 族元素的结合(1962 年 Bartlett 首先合成 Xe+PtF6−)。
2) 与物理技术结合，如有机热化学、热反应(普通有机化学)，有机光化学、光反应、激光化学，有
机微波化学，有机声化学，有机磁化学(磁场影响反应速率、自由基反应更是如此)，有机电化学(如有机
电合成化学等)，航天有机化学(如蛋白质、有机物在微重力下即在航天飞机或卫星上的结晶学等)，计算
机有机化学，自动化有机化学(化工)，高温或低温、高压或高真空有机化学，有机核化学等。
3) 与生物、材料、应用学科等结合，或与物理、结构、物化原理和仪器分析的结合，如药物有机化
学(药物化学)，生物有机化学(生命化学、多肽化学、核酸化学、多糖化学、酶促合成化学等)，食品有机
化学，农业有机化学，萃取有机化学(分离有机化学)，有机分析化学，材料有机化学(包括高分子化学、
有机超导体等)、天然有机化学、海洋有机化学、地球有机化学，天体有机化学、物理有机化学(包括量子
有机化学)及催化(物理、化学或生物催化合成有机化学)等，这些都为广义的有机化学，它们是有机化学
的生长点，是有机化学发展的新趋势。
2) 大陆漂移之因
原始大陆是连在一块的，经过亿万斯年的地质变化才漂移形成今天四大洋、七大洲这个样子，大陆
漂移学说几乎得到了举世公认，但是大陆为什么会漂移呢？各种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由于板块结构的
运动，那么请问板块结构在什么作用下运动呢？这些理论仍不能自圆其说。将地球与水滴进行比较研究
给我们提供了一条解答这一难题的途径。在物理化学(表面化学)中，倘若液滴出现不规则形状则在液面的
不同部位处，其弯曲方向和曲率半径都不一样，由此而产生附加压力也就不同，这不平衡的力将迫使液
滴成球形，这样才能稳定存在，此时表面能最低，如图 1 所示。
原始地球也类似，原始大陆处物质多引力大，必然会导致大陆的漂移，而且还会继续漂移，致使大
陆在整个地球表面上成不规则分布，使其大体上保持球对称性(由于运转而造成的赤道与南北极半径之差
不在此列)。这简洁明了之考虑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运用胡氏天体液滴原理还可以阐明地球上约 70%为海洋之现象，因为这样可保持地球大部分表面接
近球形而趋稳定(当然还有海水白天吸热、晚上散热原理，以保持地球温度变化区间不大、适宜生命存在
等方面的理由)，故地球这个蓝色的星球，虽不是宇宙的中心，虽存在火山、地震，但她仍然是宇宙中最
稳定、最温和的天体之一，这也就是人类这样的高级生物在这里生息繁衍、充满无限生机的主要原因。
3) 等瓣类似性
R. Hoffmann 在 1981 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讲演中论述的等瓣类似性(isolobal analogy)，即无机和有机组
成碎片或基团的前线轨道的电子密度等高图的相似性，建立了从有机化学通向无机化学(包括金属有机化
学)的理论桥梁。应用这一概念，可以将复杂的无机分子和已知简单的有机分子相联系，使人们容易理解
它们；有趣的是这一过程也可以逆转，把已知的无机分子和尚未合成的有机分子相联系(见表 2)。
同样，CH3、CH2 和 CH 有等瓣类似性。这样就可以理解较复杂的无机分子(1)与简单的有机分子正庚
烷(2)有类似性了。用这样的方法来阐明复杂无机络合物质的结构就方便简明多了。这个等瓣类似性的概
念可以说是杰出的霍夫曼博士不自觉地应用了比较化学原理的结果。

Cp ( CO )3 Cr-AsMe2 -Cr ( CO )2 Cp-AsMe2 -Co ( CO )3 -AsMe2 -Fe ( CO )4

(1)

CH 3 -CH −2 -CH 2+ -CH 2− -CH 2+ -CH 2− -CH3+
CH 3 -CH 2 -CH 2 -CH 2 -CH 2 -CH 2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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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elestial droplet principle
图 1. 天体液滴原理示意图
Table 2. Isolbal analogy
表 2. 等瓣类似性
有机碎片

过渡金属配位数
9

8

7

6

5

CH3

d1ML8

d3ML7

d5ML6

d7ML5

d9ML4

CH2

d2ML7

d4ML6

d6ML5

d8ML4

d10ML3

CH

d3ML6

d5ML5

d7ML4

d9ML3

笔者在提出比较学与比较化学概念时，并没有读到 R. Hoffmann 博士的这一伟大的报告，在 1987 年
获奖以后进行深入的比较化学研究的 1989 年读到了《有机化学》杂志上登载的、由陆熙炎先生翻译的
R.Hoffmann 博士获诺贝尔奖演讲，感到非常震撼，R.Hoffmann 博士的伟大思想与笔者的比较化学思想如
出一辙，真是有点太妙了。今天让我们深刻的认识到当时给笔者授奖的戴立信院士等有机化学前辈们的
过人之处了。
从那以后，我们马不停蹄，不断的深入探索，完成了比较化学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部分已公开发
表[1]-[23]。例如，比较有机磷化学研究，催化剂、光和取代基效应等主要作用本质的相似性研究，物理
化学重要公式的统一基础研究，有机化学反应选择性规律研究等，在许多复杂现象里面一定蕴藏着统一
性。
人们说 21 世纪是有机化学的世纪，无机化学的世纪，分析化学的世纪，物理化学的世纪；是天体化
学、海洋化学、军事化学、微波化学、组合化学、绿色化学的世纪；我们都同意、也不持异议，但我们
更要说，21 世纪是比较化学的新纪元，是交叉边缘学科发展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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