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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说，埃及金字塔没啥稀奇，中国某县十万农民肩扛手挑建了个水库，土石方量比金字塔还多，中国人才是世界

第一。这个比较是没搞清难度所在。挑土一次可以只挑50斤，挑上一百米高度不成问题。埃及金字塔一块石头方方正正
重达十几吨，埃及人是怎么把这么大的石头弄上上百米高的高度呢？

 

传统的说法是，埃及人修了一个很大的斜坡，一群人用绳子楞是把石头拖上去。计算下造这个斜坡需要的工程量，已经

拖拉石头需要的人力，可能拖到半路就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绳子也可能快断了。假设坡度十度，塔高100米，那坡长得有
100/sin(10度）~ 570 米，拉动10吨石头需要 10*sin(10度）~ 1.7 吨拉力。这可以说是最笨的 brute force 办法了。

 

前些时候在网上看到一个工程师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方案，此人还写了本书。其想法是利用水的浮力。在石块上绑上皮革

气囊，然后造一个水池，让它浮上去。但这个方案似乎没有考虑一个问题，100米高的水底部压强有10个大气压。要对
抗这么大的水压力而不被撑开，除非把水坑放在金字塔中间位置。 而且如果用两道活门送进石块，那活门上的压力也是
巨大的。设石块最小截面是1x1 米，10个大气压，活门上的压力是 100 吨。要打开关闭这道门非常困难。

 

有人提出可以用齿轮、滑轮之类把石块提上去，但那时滑轮可能还没发明，且使用滑轮必须有能强度超过石块重量的绳

子与架子。这在4000年前是很难做到的。

 

怎么办？看着埃及人4000年前建造起来的金字塔，能不能反向工程？成本低廉且操作简易。我思考了一下，觉得可以如
下方案可行。

 

用一个跷跷板把石块跷起来，然后水平转动，送上高一级的石头台阶。如此，一级一级往上递就行了。跷跷板材料可以

用比较结实的木头。支点可以用框在一线上的两个或以上的球（或者圆柱形也可以），这样跷跷板既可以上下跷动，又

很方便水平方向转动。球上抹点油，起到润滑作用。这么个装置有几个人就可以操作了。就是一个装石头，跷起，转

动，卸下石头的简单重复。跷上一级，甚至可以直接装到高一级的跷板上，流水线作业。这样的工作还是相当高效愉快

的。示意图如下（为了更好的平衡，下面可以用两个或以上的球（或者柱体））。

 
 

如果埃及人采用这个方案，肯定很容易发现如果石头那头跷板短一点，则另一端需要放置的重物轻一点也可以跷起来。

如何设置跷板及重物提高效率是一个在实践中可以不断完善的问题。应该尽量减少载荷另一端平衡物的搬动，最好是站

几个人上去就能跷起，另一人水平转动跷板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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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所知，以上这个金字塔石头提升法可能是目前最具可行性且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方案了。下一步，希望能够得到

考古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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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张学文   2021-11-18 20:46

用马来拉，如何？

[6]黄永义   2021-11-18 20:23

    

[5]周忠浩   2021-11-18 13:45

有人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

[4]徐耀   2021-11-18 13:28

金字塔是造假工程，是法国人造假的，外表是湿透皮，里面是空的。

[3]刘德力   2021-11-18 12:22

   
 

记得有一本书写过一个方法：事先用木头把石头的外轮廓拼成了圆形，然后筑土坡，滚上去的。

[2]孙冰   2021-11-18 10:15

最大的难点在于，石头是整个的，量子化的 

[1]杜学领   2021-11-18 10:09

   可能有两个问题：
 

1、木材的强度够不够（特别是重物的一端是否会引起木材的破坏）；
 2、跷跷板本质也是杠杆原理的一种，那么另一端使用较小的力的时候，就会取决木材的长度。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从长度而言当

时是否有满足长度的木材。根据长度，另一端最大能放多重的石头。
  

当然，顺着这个思路有没有可能把一个杠杆做成联动杠杆，不知道层层翘起是否有可能。如果层层翘起有可能，那么对木材长度

的要求就降低了（这只是我未经论证的信口开河，真要研究就得列公式加小模型验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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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文 回复 周忠浩 ：   

1 楼（回复楼主）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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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东晓 回复 孙冰 ：   

1 楼（回复楼主） 赞

赞

2021-11-18 10:56 |

岳东晓 回复 杜学领 ： 好木头强度足够了，不行多捆几根。这并也不需要特长的木头。

1 楼（回复楼主） 赞

2021-11-18 13:28 |

徐耀 回复 岳东晓 ： 加金字塔周围都是沙漠，哪里有木头？

2 楼（回复 1 楼） 赞

2021-11-18 15:42 |

孔鹏洲 回复 徐耀 ： 说不定是因为修金字塔，把木头砍光了

3 楼（回复 2 楼）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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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强 回复 徐耀 ： 这个质疑好，从人类史来看，生活方式多是根据环境形成，建筑也不例外，金字塔建造不会有太多木
头，否则，直接建木制建筑，木结构易于制作，何必费力用石材。沙漠多沙，用沙运石比用木更靠谱。

4 楼（回复 2 楼）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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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耀 回复 李志强 ： 英国有个记者写了一本书《大风暴石碑和出埃及记》，里面说犹太人本来就是尼罗河三角洲生活的喜
克索斯人，被上埃及下来的法老奴役了很多年，最后摩西带领20个犹太部落离开埃及前往阿拉伯半岛，所谓上帝应许之地是
胡说八道。这本书很有意思。

如果用木头建造大型杠杆搬运石头，木头必须是从尼罗河上游顺流而来，但为什么上游的上埃及法老要在下埃及用上埃及的

木头建造那些石头金字塔，没有任何人给出解释。

另外，金字塔周边并未有发现建造金字塔的工人的生活遗迹。所以，现在有人质疑金字塔是拿破仑法国入侵埃及是建造的造

假建筑。

5 楼（回复 4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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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强 回复 徐耀 ： 有拿破仑建造的遗迹吗？，这个遗迹应该保存的更完整丰富，因为他是晚近时期的，如果有的话。我
倒是更相信严肃的考古学和人类学家做出的论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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