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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电流的磁场
磁现象的 发现并不比电现象晚，但人们一直没有把这两 种现象联系起 来，而是看成完全不同的相互没
有任何关系的两种现象。只是在对于电的研究相 当深入以后，才在 电流的 现象中 发现磁的作用，这才提示
人们这两种现象的本质关系。
基本磁现象。
最先发现 的磁现象是磁铁的相互作用。由于天然存在的磁铁，使得人们非常地熟悉磁铁所表 现出来的
特性。例如磁铁总是有两个极—南极和北 极，同极相排斥，异极 相吸引等等，这些特性只有在人们理解了
磁性的本性后才能得到解释。
后来又偶然发现 了通过电流的 导线也具有和磁铁一样的磁性，并且这就一下子大大地 扩充了磁现象的
丰富性，最终安培提出一切磁现象都来源于电流，而人们熟悉的磁铁这 种物质的磁性则是来源于分子的电
流。这样就统一了对于磁现象的理解。
磁场。
磁的 现象和电的现象具有一 个共同的特 点，就是相互作用的非接 触性。这促使人们提出和电场类似的
概念—磁场，以满足人们对于相互作用必须通过接触的顽强直观
那么对于看不见的磁场，我们只有通过它对检验物体的作用来认识它。
通过实验可以发现：磁场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对于磁场中的磁性物质或者说运动电 荷与载流导体产生作
用力。而反过来外力作用于载流导体，使得它在一定方向上运动则需要克服磁场力作功。
因此我 们首先需要一 个物理量 来刻划磁场的这种作用力。
磁感应强度。
从实验方便的角度我们首先针对磁场对载流线圈的作用来定义磁场的作用强度。
首先要刻 划磁场在空间的分布，那么这个物理量就必须只与磁场中的空间位置有关，而与检验线圈的
属性无关，另外对于检验线圈还必须保证对原磁 场的作用足 够小，而 它所感应的磁场区域也必须足够小，
从而能近似地表征空间一点的磁场属性。
通过实验可以发现，磁场对 于检验线圈的作用表现在对线圈的力矩的作用 ，因为磁性总是两极同时出
现，因此线圈总是表 现出两个极性，磁 场对它的作用也就必定是力矩的作用。还可以 发现磁场的这种作用
是有方向性的，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线圈的法 线方向，而得到线圈受到 最大磁力矩的方向。
回顾我们通过检验电 荷来表征 电场的电场强度时，是根据电场对检验电荷的作用力来表征的，那个作
用力又是 与电荷的电流成正比，从而得到作用力与电荷电流的比值，正是表征电场属性的物理量。同样在
磁场中，对于线圈的力矩的作用，如果我们取最大力矩的话，可以发现 这个最大力矩和线圈的电流以及线
圈的面积成正比，而比例系数只是和磁 场的空间分布有关，和线圈本身的任何气体性质无关。这样 我们定
义线圈电流与线圈面积的乘积为表征 线圈的 属性的一个物理量，称为磁矩，显然这个物理量表征了线圈在
一定的磁 场中受到力矩作用的性质。由于磁力矩是矢量，因此我们可以相应地规定磁矩的方向为线 圈的法
线方向。
然后磁矩和最大磁力矩的正比关系使得我 们可以定义一个反映磁场本身空间分布的物理量—磁感应强
度B。
B=M m/p m。
磁感应强度的物理意义就是在磁场中，每一点都有一个矢量表征磁场的全部性 质，磁感应强度的大小
等于单位磁矩的 检验线圈在该点所受到的最大磁力矩。而方向则与放置在该点的检验线圈处于平衡状态时
的法线方向相同。
请同学们注意我们在寻找刻划磁场的场强物理量时，遵循了在 讨论电场时所使用的类似的方法，这不

ｆｉｌｅ：／／Ｆ：＼０００００＼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ａｓｉｃ＼１２．ｈｔｍ

６／３／２００３

第十二章

Ｐａｇｅ ２ ｏｆ ４

仅是由于电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这两 个物理量的 类似性，也因为我们讨论场的思想方法的统一性。这
是非常值得认真体会的物理思想。
磁力线。
对于磁场我们已经得到了类似于电场 强度的刻划场强的物理量 —磁感 应强度。下一步就可以采取我们
在讨论电场时 所遵循的途径，来进一步讨论磁场。
首先由于磁场在物理图象上，可以看成在空间的每一点上规定了磁感应强度这个矢量，那么我们可以
应用几何的方式，给出一个更为直观的描述，类似于电场的电力线图象，对于磁场也可以定义磁力线。
应用几何语言来描述磁力线，就是磁力 线所通 过的每一点的磁感应强度的方向就是在 该点处磁力线的
切线方向。而 该点的磁感应强度的大小由在该点取一 个与磁感应强度方向垂直的单位面积中所通过的磁力
线的数目决定。
记住磁力 线的一 个重要特征，就是磁力线总是闭合曲线，并且总是和闭合电流相互套合，这个特征深
刻地表明了磁场的两极是不可分离的。因此我们称磁场为涡旋场。
另外对于磁场和产生磁 场的电流的方向的关系，规定应用右手法则，注意这只是一种约定，并不反映
磁场或电流的本质属性。
磁通量。
在磁场的磁力线图象里可以很自然地定义磁通量的概念，即 对于任意给定的曲面，通 过该曲面的磁力
线的数目就是磁通量。我们已经知道通过与磁感应强度垂直的单位面积的磁力线的数目就是面元的磁感应
强度，那么磁通量很自然就是磁感应强度在曲面上对面元的积分，写成公式，就是：

对于闭合曲面，可以得到很重要的关于磁场的高斯定理。
由于磁力 线总是闭合曲 线，因此任何一条进入一 个闭合曲面的磁力线必定 会从曲面内部出来，否则这
条磁力线就不会闭合起 来了。如果 对于一 个闭合曲面，定义向外为正法线的指向，则进入曲面的磁通量 为
负，出来的磁通量为正，那么就可以得到通过一个闭合曲面的总磁通量为 0。这个规律类似于电场 中的高
斯定理，因此也称为高斯定理。
不过我们 需要区分这两个高斯定理的重要差 别。这 个差别就是来源于 电场与磁场的本性差 别，也就
是：
磁场的两极的不刻分离性质和电荷可以单独存在的差别。推出：
磁力线为闭合曲线，而电力线只能始于正电荷，终于负电荷，永远不会自身闭合。推出：
磁场为无源有旋场，而电场为有源无旋场。推出：
磁场的高斯定理和电场的高斯定理的差别。
毕奥-萨伐尔定律。
我们已经能描述磁场了，但要把磁场的起源统一为电流，还需要讨论究竟磁场是如何由电流产生的。
由于在实验中所处理的电流总是通 过细长导线的电流，因此下面不妨总是假定电流总是这种形式。
人们发现通过电 流的导线对磁针有作用力，那 么自然的推 导就是：如果磁针所受到的 载流导线的作用
和受到一 个磁场的作用的表现一样，那么可以想象，一定是载流导线也产生了一个磁场，这时在还远远不
能了解电磁现象的统一本质的情况下，人 们只有通过艰 苦的实验，来归纳 和总结可能有的 规律。最 终，毕
奥和萨伐尔总结出一条定律，最终解决了任意形状载流导线的磁场分布的问题。
首先磁感 应强度是磁场的逐点的局部性质，因此可以想象我们必须首先应用微分形式来表达磁感应强
度如何由载流导线的电流以及几何性质决定。
那么载流导线的微分形式必定是某种线元，一方面是几何上的 线元，一方面是 载有电流的导线 ，因此
我们定义所谓电流元，是线元与电流的乘积，又由于我们前面对电 流形式的约定，电流的方向总是沿着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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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导线的方向，而导线的方向显然是和磁 场方向具有 关联性质的，因此还需要取电流元 为矢量形式，
它的方向就定义为线元中的电流的方向。
然后我们可以很明确地提出问题 ：考虑一个电流元，求 它在空 间某一点a所产生的磁感 应强度Bi 的大
小和方向。
进一步的实验表明， a点的磁感应强度 Bi 和电流元的大小成正比，和 a点到电流元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
反比，还和 a点到线元的延伸直线上的最小距离成正比。
而要 确定磁感 应强 度的方向，电流元的方向， 电流元和 a 点到电 流元的矢径 所组成的平面是 决定因
素，实验表明，a点的磁感应强度的方向，正是由在电流元和a点到电流元的矢 径所组成的平面上的右手系
所决定。可以很方便地应用矢量的矢积来表示如下：

r r
r
IdL r
dB = k 2 2 ×
r
r

其中 k2在国际单位制里表达为µ/4p，而µ为磁场所在的磁介质的磁导率。
对于磁导率我们需要掌握所谓真空磁 导率，以及通过和真空磁 导率相比得到的相对磁导率的概念，然
后对于不同的磁介质就意味着有不同的比例系数表达式。
最后，得到了电流元所决定的磁感应强度的表达式后，在具体问题 中，就是求一定长度与形状的载流
导线所产生的磁场的磁感应强度的分布。根据磁场的叠加原理， 对电流元所产生的磁感应强度进行积分即
可。
毕奥-萨伐尔定律最重要的应用，就是求一些在实际应用非常常见的形状的载流导线的磁场分布。如：
（1）直线电流的磁场。
（2）圆形电流的磁场。
（ 3）载流直螺线管内部的磁场。
对于这些特定磁 场的公式不能满足于死记住了，而是要求充分掌握其推导过程的思想，其中 最重要的
两个步骤，就是对载流导线取典型的线元，然后运用几何对称性进行积分。
无论如何，希望同学们不要只是 阅读了教材就了事，一定要自己亲手进行推导，才能载练习中真正掌
握毕奥-萨伐尔定律的应用以及这几个特别公式的应用。
磁场强度。
我们继续遵循对电场与磁场进行类比的方式来推进对磁场的研究。
在电场中，实际测量的电场 强度是同时由场源的 电荷分布和 电介质的分布决定的，而 电位移矢量在无
限大均匀介质中就只由 场源的 电荷分布决定。同样在磁 场中，相似于电场 强度的 概念就是磁感应强度，而
相似于电位移矢量的概念则称为磁场强度。
和电位移矢量一样，要在磁感应强度的概念中消除与磁介质有关的因素，根据毕奥-萨伐尔定律，只需
要从磁感 应强度的表达式中消去反映磁介质性质的磁导率，就可以得到满足我们要求的磁 场强度的 概念。
即：
H=B/µ
这样一来，磁场的磁 场强度就只是和产生磁场的载流导线的传导电流强度，电流依赖导线而产生的分
布，以及所讨论的空间位置与导线的相对位置有关。与磁场所在的磁介质没有一点关系。
同样对于磁场强度，可以建立类似于磁力 线和磁通量的概念，即所 谓磁场线和磁 场线通量。只是这时
由磁场强度的概念代替磁感应强度的概念来描述磁场的分布。因此可以知道对于同样磁场位置和同 样曲面
所通过的磁力线通量和磁场线通量，相差µ倍。
安培环路定律。
应用磁场强度的概念，安培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定律，就是 安培环路定律：
在任意磁 场中，磁场强度矢量沿 着任意闭合曲 线的线积分等于由 这个闭合曲线所包围的所有传导电流
的代数和。

ｆｉｌｅ：／／Ｆ：＼０００００＼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ｈｙｓｉｃｓ＿ｂａｓｉｃ＼１２．ｈｔｍ

６／３／２００３

第十二章

Ｐａｇｅ ４ ｏｆ ４

安培环路定律中电流的正负方向和线积分的方向是根据右手法则确定的。
可以得到一个很简单的推论：
如果在闭合曲线内包含等值反向的电流，则磁场强度的线积分为0。
安培环路定律最主要的 应用是 计算具有一定对称性的电流分布所产生的磁场强度。这里我们必须注意
应用安培环路定律的 条件：（1）只能计算闭合电路所 产生的 总磁场强度。（2）要求电流分布具有一定的
对称性。
而在实际问题 中应用安培环路定律的关键 是如何选取恰 当的积分曲线。首先这条曲线必须通过我们要
讨论的一些典型点，然后再尽量使得要选取的曲线能够使B作为常数。有两个技巧，就是在曲线上使得B的
方向 总是与曲线相切，而B的大小不变；或者如果只有曲 线的一部分具备上述特征， 则尽量使得其余部分
的 B为 0，或与曲线垂直。
最后，请熟练掌握三种电流分布的磁 场强度计算方法，而不只是公式：
（1） 长螺线管内部。
（2） 环形螺线管内部。
（3） 无限长载流圆柱导体的内外部分。
运动电荷所产生的磁场。
我们讨论了电流所产生的磁场，而 电流实质上就是电荷的一种运动，因此我们要讨论运动电荷产生磁
场的性质，就是从微观的角度来分析毕奥-萨伐尔定律。
在毕奥 -萨伐尔定律的推导中，最 为关键的是使用了电流元的概念，而如果具体地把电流元中的电流看
成一定数目电荷的定向运动，那么就可以把毕奥-萨伐尔定律里的宏观物理量—电流，代替为微观上的物理
量-电荷的电量，电荷的运动速度。最后得到对于运动电荷的“毕奥-萨伐尔定律”：

r r
r
µ qv × r
B=
4π r 3

二，疑难。
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的区别在哪里？
[答]：这两个概念的关系完全 类似于电场强度和电位移这两个概念的关系。
从定义的操作方面来看，磁感应强度是完全只是考虑磁场对于电流元的作用，而不考 虑这种作用是否
受到磁场空间所在的介 质的影响，这样 磁感应强度就是同 时由磁场的产生源与磁场空间所充 满的介 质来决
定的。相反，磁场 强度则完全只是反映磁 场来 源的属性，与磁介 质没有关系。这两 个概念各有其方便之
处，我们应该 同等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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