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来证明 Fermat 大定理?
G rothendieck 与数论的逻辑
Colin McLarty
摘要本文探究现已发表均 Fermat (费马)大定理证明中所使用到的集合论假
设，这些假设怎样出现在阳es (怀可斤)使用均方法中，以及目前所知道均使
用支弱假设的证明均前景.

Fermat 大定理(简记为 FLT) 的证明是否超出了 Zermelo-Fraenkel (策梅洛-弗伦克
尔)集合论(简记为 ZFC)? 或者，它是否仅仅使用了 Peano (佩亚诺)算术(简记为 PA)

或其某个较弱的部分?这些问题的答案依赖于什么叫‘证明"和"使用"，而答案目前还
不完全清楚.本文对这些问题的现状进行评述，并概述目前证明中使用的上同诩数论

(cohomological number th田1"7))方法.
FLT 的现有证明为 Wiles [1995] 以及一些不改变其特征的改进.这些文献远不是自

我包含的，其中大量所需背景知识只是在 [Cornell et al. , 1997] 这本厚达 500 页的书中才
得以引进.我们把 Wiles 在其证明中作为步骤明确引用的这些假设称为"事实上在已发

表的证明中使用到的"现在不知道哪些假设是"原理上使用到的"，即对于 FLT 的证明从
理论上说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在原理上使用到的比 ZFC 要少得多，大概没有超出 PA，
也许比 PA 少得多.
容易引起莫名争议的问题是全域 (universe) ，也经常被称为 Gmthendieck (格罗膝边

克)全域 1) 在 ZFC 的基础上，全域是一个不可数的传递集合 U ， 使得 (U， E) 以最好的方
式满足 ZFC 公理z 它包含每个元素的客集 (powerset) ，且对于任何从 U 的一个元素到UU

的函数，其值域仍是 U 的一个元素.这就比仅仅说 (Ù， E) 满足 ZFC 公理强得多.我们
不是仅说当所有量词 (quan侃er) 为相对 U 时罪集公理"每个集合有寨集"为真.而是要
求"对每个集合 x E U, x 的事集仍在 U 中"，在这里 z 的等集的定义中没有一个量词是

相对于 U 的.看起来像 z 在 U 内部的罪集的东西必须是在更大的集合环境中看起来
是 z 的罪集.类似地，关于函数的像集的条件也比(矶的满足相对于 U 的替代公理范式

(replacement axio皿 scheme) 更强这一条件说任何从 U 的一个元素J11 U 的函数，如果
在更大的集合环境领域中存在，则它本身是 U 的一个元素.这个附加的强度保证了应用
于 U 中的集合的任何集制告构造，无论它是在 U 的内部还是在更大的集合论域中，都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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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1972 , vol.I, p. 四ι21可.我们把这些书

"，-，~".

给出同样的结果.全域的使用常常依赖于此

Grothendieck 证明了一个集合论学家已经知道的结果z 在 ZFC 中全域的定义和以下
说法是一样的-对某个不可数的强不可达 (strongly i丑accessible) 基数 α， U 是所有秩低于
α 的集合的集合 1公[Artin e也 aL ， 1972, vol.I, p.196J. 因为每个全城是 ZFC 的一个模型，

全城或不可数强不可达基数的存在性在 ZFC 中是不可证明的

Grothendieck 自己的全域

公理设想每个集合包含在某个全域中 2 根据替代公理，这蕴含了真类多个 (proper-class
many) 与逐次增大的不可达基数相对应的逐次增大的 (successively larger) 全域.我们记

ZFC+U 为下面这个稍弱一些的理论.即 ZFC+U 由 ZFC 加上存在一个全域的假设(或

等价地，存在一个不可数的强不可达基数的假设)组成.
所以， ZFC+U 肯定蕴含比单独的 ZFC 更多的算术命题目 1) 以下事实由 Gödel (哥德
尔)观察得到U ，任何蕴含 ZFC 相容性的公理必定蕴含 ZFC 不能推出的算术命题，这是因
为 ZFC 的相容性可以表示为一个不能由 ZFC 推出的算术命题这就使得一个全域的假

设与连续统假设，或其他不需妥增加相容性强度或蕴含任何新算术的扩张 ZFC 的公理，
相当地不同目但是我们将看到这个 Gödel 现象对 FLT 不会产生影响.
本文的目的是解释以下 3 个事实怎样共存以及为什么共存2
1.全域对那些用于证明 FLT 或其他数论问题的相当明确的算术计算提供了一个环
境.

2. 尽管从未这样做过，通过已知手段，全域可用 ZFC 代替(这仍比 PA 强得多)

3

上同调数论中一些杰出的证明，如 Wiles [1995J 或 Deligne (德利涅) [1974]，或

Faltings (法尔廷j沂) [1983]，事实上使用了全城.
Grothendieclc X;J-这类大基数既不感兴趣也不认为其成问题.本文也采用了他的观点
对他来说这些基数只不过是得到其它结论的合理手段.他想将明确的可以计算的算术以
一个对几何概念的排序来进行排列他发现了在土同调中进行上述梅造的方法并使用
它们来进行计算，从而逃离了所有顶尖数学家们研究 Weil (韦依)猜想的年代 [Osserm四

(奥瑟曼)， 2008J. 他因而提供了大部分当前代数几何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承担算术的那些部
分.他的上同调虽基于全域，但在不考虑某些所需的对概念的排序时，稍弱的基础也足
以应付.

gl 给出 Wiles 关于 FLT 证明中全域的一个主要使用的具体例子. g2 介绍在 PA 或较
弱算术中证明 FLT 的可能性

g3→概述上同调如佣 Grotben出eclc 的策略.大结构问

题占据了 g5-7，包括 g5 末对 ZFC 3 种逐次增强的扩张的比较回我们引用 Deligne [1977,
1998J 来证明寻找原理上非必须的全域和实际上有用的全域没有矛盾.二者均为真否认

其中一个会引起认知上的缺失.在 g7 末，我们描述目前所知的关于在没有全域的 ZFC 中
表达上同调的证明的情况这一表达肯定能在失去理论上某些系统性的情况下做到，而

我们给出一种猜想中的损失不大的方式. g8 重新审视如何使 Wiles 的证明更接近 PA 的
问题.认真看过 Wiles 证明的人，没有谁会怀疑完全按照例行的做法，这个证明能在 PA
。在本文"算术"始终是指 1 阶算术， HP用 PA 的语言表述或在 ZFC 说明的 PA 上的命题.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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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相当高阶(例如 8 阶)非保守的 (non-conservative) 扩张中展开，尽管这会对理论的

系统性产生巨大损失另有证据表明，算术中大量非常规的进展能够在 PA 一个保守的
高阶扩张中(因而在 PA 中是能行的)提供一个证明.对于算术中目前还不可预见的进展

能使证明简化到怎样的程度，我们还看不到任何限制

9 9 提出关于数学基础的结论

本文中将会提到两种十分不同的尺度.我们称一个集合或结梅是 "大"的，意味着它

:1

至少像某个全域那么大.我们称之为"很小"的结构则是最多像连续统那样的尺度.几乎
每个我们所谈论的特定结构在这个意义下，或者是大的，或者是很小的.

!ì1.全域的运用
Harvey Friedman (弗里德曼)提出了一个清晰而简单的断言 z "我听说在 Wil田论文
的正文中用到的文献中绝对不能回溯到全域.叫但我们很快将看到， Wiles 证明中的一篇、
关键文献直接回溯到了 Grothendieck 和全域

同样是Fried皿皿或另一个未提及名字的专家排除了任何全域的实际作用: "任何理
解这些证明的人都自始至终考虑很小的结构" 2) 在大多数情形，这是正确的，而且对上
同调数论是重要的. Grothendieck 创造了十分灵活的大的上同源结构，人们可以十分顺
利地通过它们来得到算术而同时几乎不考虑这些结构.

】_.卢

当一个数论学家开始进行活跃研究时，他也许被好意地劝告，首先从 SGA4 及相关

文献去熟悉研究大结构的定理，特别是算术和几何，而不是长时间徘徊在这些定理的证
明中-一-直到他需要证明其中一个定理的修正形式. Barry Mazur (马祖尔)向我指出了

这种策略，他强调，任何一个实际带有这些想法工作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修改许
多一般性的结果，从而需要熟练掌握大结构定理和大量小结构的算术.事实上，能够理
解证明的人只是常规地引用已发表的大结构定理，而很少有人修改证明使之包含新的情

形
W吕田解释，他对证明的探索曾经怎样被一个特殊的算术问题所打断.他说，当这种
探索把他引向两种上同调不变量时，"此处的转折点，实际上也是整个证明的转折点来到
了 V‘我意识到，由 Tate (泰特)关于 Grothendieck 对完全交的对偶理论的说明，这两种
不变量是相等的" [Wil田， 1995, p. 451] 证明的主要部分 (p.486→87) 引述了来源z
"当前用到的对偶性叙述的概耍，参阅 [M田旧， 1977 ，但I.3] " .

要详细证明这种约

筒，见 [Mazur ， 1977, Sll.3] 中的论证"
M皿町并没有提供完全的证明，但是引用了 Grothendieck 与 Dieudo皿é (迪厄多内)
[19日 1] ，我们将它简记为 EGA llI，以及 Deligne 与Rapoport [1973] ，后者引用了 EGA Ill
的同样部分

Grothendieck 和 Dieudonn岳用了局部小范畴之间的函子范畴 (p.349)

从

ZFC 的观点来看，这些局部小范畴是真类.真类之间的一个函数是一个真类，所以两个
1) 引自 FOM 电子邮件列表. Friedm皿题为"来自专家的报告"的邮件， 1999 年 4 月 6 日星期二.
四 nyu.edujpip盯皿ailjfom 一一原注 (FOM 是美国的一个内部网站，列出讨论数学基础的一些自
动化电子邮件
译注)

2) 引自 FOM 电子邮件列衰. Friedman 题为啸j用金域?专家再次评定'的邮件， 1999 年 4 月 8 日
星期四.四 nyu.edujpipermailjfom.-- 原注

216

真类之问的函数的任何"集合"是一族真类.我们称这样的→个族(collection) 为-个起
类{血:perd叫.

如果我们考虑使得秩的增加尽可能小，则选取适当的细节，我们可以说，在 ZFC+U
中，局部小范畴有和全域 U 有相同的秩，而它们之间的函子范畴是秩高出 1 的超类 1) 在
ZFC+U 中以这种方式尽量限制秩的提升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由于 ZFC+U 中对每

个序数 β 都有比 U 的秩高出 β 的集合;但如果我们想考虑 ZFC 较弱扩张的话(只增加真
类和其上高出一个限定数量下的秩) ，这将是非常关键的.无论如何，这不是我们增加秩

的终点，因为这些超类范畴的范畴运算意味着将它们置于更高秩的范畴中. Grothendiecl<
的基本原理，正如他在以书的形式出版的 EGA [Grothendieck 阻d Dieudonné , 1971 , p. 叫
第 0 章 p.1 所说，就是全域-

Wiles [1995J 和 Mazur [197可把注意力集中在很小的结掏上.这些结构是有限的，
可数的，或最多是连续统尺度的

但他们用了 Grothendieck 和 Dieudonné [1961J 把那些

很小的结构置于大结构内部而证明的一般定理.这些定理至今仍被广泛征引，而且还被
Lipman 和 Hashi皿0阳归。09 ， p.16日， 28叶利用全域证明.

Delig丑e 和Rapoport 在表达和证明他们的结果 (p.151) 时解释说，"这些技巧提供了
系统性的手段"包括 Grothendieck 和 Dieudonné 在内的所有作者都知道，可以使用与具
体应用相关的技术性细节和累资论述，来替代系统性证明，从而使得这些定理中.xt算术

中任何给定的应用都已足够的那些部分可以在 ZFC 内部叙述.作者们更喜欢系统性的手
段，因为现有材料已经够长了

!ì 2. 较弱证明的前景

Angus Maciutyre [即将发表(己在 2011 年发表，见参考文献.一-译注)J 设计了一个
程序来将对于 Wiles [1995J 极为重要的模块性论点 (MT) 表示为算术的→个时命题2 并
论证它在 PA 中是可证明的.这个程序可以导出 MT 的一个 PA 证明，而且还有可能导

出一个不用 MT 的 FLT 证明.它需要算术中大量的新工作.虽然它紧密地依赖于 Wiles
[1995]，但不是能仅靠例行的改写原证明得出.

Maciutyre 指出， Wiles 的证明中引入的如 p 进数，实数，以及复数这样的分析或拓
扑结构，是经由对整数环或有理数域这类结构进行完备化得到的.这一过程可在 PA 中

说明. Mac皿.tyre 概述了怎样用 PA 中的有限逼近来代替证明中许多完备化的运用.他证
明了怎样应用算术和模型论中的大量已知结果产生来得到适用于特定情形的逼近.他还

明确提出了另外-些需要目前尚未知的数值界的情形.这种类型的定理可能极难.他注
意到，甚至连常规情形也可能需要大量工作以至于"持有某些元定理 (metatheorem) 是有

用的"(p14). 这个规划的工作量极大.如果用元定理能够达成目标，则沿同-方向的进
一步发展也许能但也许不能使我们最终用 PA 中的一个清晰证明来替代这些元定理.
我们熟知这样的情形=更初等的证明通常需要更精妙的计算.这些计算常常揭示出
1) 定义范畴为一个箭头的类上的合成算子.如果把范畴定义为一类箭头和它上面的合成算子的 Kura
tOWBld C库拉托夫斯基) :有序对，则局部小范畴的秩比 U 高出 2.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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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信息.这个证明往往也更长.即使在得到显式证明是一种无效劳动的情形下，通过证
明它的存在，我们也能获得很多.对于 FLT 来说，困难在于目前已知证明的规模 .W丑田
[199叶给出 84 篇参考文献.其中许多是 Wiles 必需的步骤.它们自身大多数都不短.而
且它们也依赖于其他相当高级的文献.

Harvey Friedm皿猜测 FLT 在指数函数算术(简记为 EFA) 中是可证明的参阅 Avigad
[2003].斗目前还没有独立的证明策略.也许最有希望的是从 Macintyre 的程序开始，只要
在一定程度上它是成功的，就试着将其也应用于 EFA.

比起 PA ，对于 EFA 来说，我们的上述论点更加成立，这是因为从证明论的角度来
说， EFA 要弱得多.我们可以将其用 A说gad 的话来说阳03 ， p. 270]. 某人某日可能在还

不能给出任何独立的"在 EFA 中定理证明的非形式化描述"时，却能"非形式化地证明
在 EFA 的某保守扩张中存在形式化的定理证明的"用我们自己的话来描述这一情形=
保守扩张是事实土用到的，而 EFA 是原则上用到的.我们可能终将知道 FLT 的 EFA 证
明存在，尽管这一理解依赖于实际上在保守扩张中描述的证明.
有些人把我看成是 Grothendieck 方法的"支持者"，并得出结论说我反对从较弱的原

理来寻找证明.这个前提大体上是对的，结论却是荒谬的我不反对寻求任何证明.但下
列事实是改变不了的， Wiles 给出了 FLT 的第 1 个且是 15 年来唯一知道的证明，而这一

U

证明引用并依赖已发表的明确使用全域的论证. Mac皿句古巴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反对这个证
明 l 在 Macin句固的程序和 Grothendieck 的方法之间存在共鸣，而不是对抗. Mac皿tyre

[羽03] 反复鼓励模型论专家多去注意那些方法吗
寻找最弱的足以用之证明 FLT 的分离和归纳原理是非常美妙的，但数论研究生的讨

论班上甚至不会教到这些原理.以数学史为鉴，我们可以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 FLT 的
证明会被大大简化，但这不等于寻求所需的最弱的逻辑原理.在可预见的将来，对任何

FLT 的使用较弱算术理论的证明，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是，首先我们发现了一个新证明，
之后通过对这一使用较强逻辑的较短证明应用元定理并加以修改，我们将这一新证明变

为所求的使用较弱理论的证明.可以说在这个意义下， Wiles [199时是一个短的证明.

8 3 . 上同调数论的思想
在过去的 50 年间，利用某些称为概型 (scheme) 的空间，数论以算术代数儿何的形式

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要追溯到自e皿皿且(黎曼)， Dedekind (戴德金)，和Kronecker (克罗
内克)把代数数理解为 Riem皿卫曲面上的函数，但它依赖于 Serre (塞尔)和 Grothendieck

在 1950 年代，g，踵的上同调工具从集合论角度来说，定义概型并不比定义诸如微分流形
或 Riem皿丑曲面的其他类型的空间更难，但我们这里将跳过所有细节 3)

任何一组有限个多变量的Dioph皿tine (丢番图)方稳定义一个概型，实际上是称为

1)

EFA 是只允许没有盘词的归纳法，取后继运算，如法，乘法，以及求释作为二元算子的 1 阶算术.
原注

2) 例如， top 田 the。可 on p.197 及 Grothendieck's St皿 dard C。因 ectur田 on

[2∞叫作丁简单介绍.
集创告定义一一原注

3) Ell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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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11.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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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比较了概型的两个分jJ~利用函子或拓扑空间给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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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 (spectrum) 的一种特殊情形，而一般概型是把相容的谱放在一起修补而得到，正如一
个微分流形把 n 维实坐标空间 Rn 的一些部分修补而成一样.当一个概型 X 由)个拓扑
空间加上某个代数结构表示时，它的点对应于特定形式的 X 的方程.显然，如果给出整
系数多项式方程2 则概型在有理数上建立相应的方程，以及对每个素数 p， 相应的模 p 的

方程 .x 的代数和拓扑表达了这些方程包括它们的解的全部信息一一用上同调完美显示
的一种形式')
对概型最简单有用的上同调依赖于概型 X 上模的凝聚层 F 的概念.将一个层 F 考

虑为一个整个 X 上的算术问题.最简单的问题是"选择一个数"，我们这样理解，在 X 的
某些点上，"数"可以是指一个有理数，但在其他，每上，它可以指的是一个模 p 的整数，
对某个依赖于这个点的素数 p

我们在这个简单粗略的例子停留片刻，令 xEX 为一个点，其中"数"是一个有理
数 ， Y EX 是附近的一个点，其中"数"是模 7 的一个整数.注意有理数 π1m 有→个合

理定义的模 7 整数值，只要表为既约形式的分母 m 不被 7 整除.我们问题的一个局部
解是在某个区域 uÇX 中每个点有一个"数"的相容选择，其中相容性的一个典型要求

是z 如果在点 z 选取有理数 π1m ， 则这个有理数 nlm 模 7 的值必须是在点凹的选择.在
一这个意义下，我们必须在点 z 和自选择"同样的"解，尽管一个是有理数而另一个是模 7
的整数.

如果把任何层 F 考虑为放在整个 X 上的一个问题，贝~.r 的一个局部辫就是在某
个区域 uÇX 每个点相容的解的一个选择，而 F 的一个整体辨是在整个 X 上变化着

相容性的一个解.换句话说，整体瓣是 u=X 为整个概型的特殊情形的一个局部瓣.相
对地说，在小区域中做某个问题比较容易，而重要的是在整体上做.
上同调起初是描述拓扑空间(例如Riemann 曲面)的洞 [Totaro ， 2008 , p. 389-391J. 一
个Riema.n卫曲面 S 的 1 阶上同调群 H'(S) :就是用度量 S 上一个形式沿着不同路径的积

分有多大差别的方法，来计算 S 中洞的个数.如果一个全纯 1 形式四沿 S 中一条路径
的积分与阿一个形式沿同样端点的另一条路径的积分不同 2 这两条路径必定包围至少一
个洞.知道了单个全纯 1~形式。在 S 上沿不同路径积分可以得到多少个不同结果，就
告诉我们有多少个洞.曲面 S 的这个特征通过深刻的定理，如 Riem阻n-Roch (罗赫)定
理，控制着 S 上大量复分析问题.

一个概型 X 的上同调可以度量从局部解过渡到整体解的障碍依赖于以 X 上的层
F 的形式提出的"问题"的选择2 可以有不同方法把 F 在 X 的两个重叠小区域上的局

部解修补在一起，它们在任何 3 个互相重叠的小区域上相容，但它们以不同路径围绕 X
游走时却给出不同的累积结果一←所以它们并非在整个 X 上同时相容一一就像把一个

型且在Riemann 曲西 S 上两个端点之间沿不同路径积分方法的不同可以给出不同的结
果.这样的修补给出局部解，而不是整体解. 1 阶上同调群 H'(X，.r) 就是度量在空间 X
上解问题 F 时这种情形有多少不同的方式发生，从而以表示出 X 上大量算术的方式2
1) 概型创造出来是为了与上同调一起工作阳cL arty，

2007].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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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X 的"形态"给出某种度量更高阶的上同调群把这更加精细化.

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它的确给出了通往具体情形下的算术信息的一条条理清
楚的途径. Wiles 通过凝聚上同调以及其他下面要涉及的更复杂的上同调，得到了他的通
道.使人感兴趣的层和上同调群通常很小.它们最多是连续统尺度的，但却包含了相当

复杂的信息.甚至在转向曲线或高维空间之前，。维单个点的算术概型的上同调就已经
包括了所有代数数域的 Galois (伽罗瓦)理论.

!j 4. Grothendieck 的策略
"我们将不理会任何集合论的困难.通过使用全域的标准论证，这些困难总是能被克

[Fantechi et al. , 2005 , p. lOJ

服."

逻辑学家抱怨人们草率地诉诸集合论的威力，例如援引选择公理来说明有理数域有咱
代数闭包.它需要用选择来证明所有域都有代数闭包.好，严格地说，相对于 ZF，它忽

妥的是比选择公理弱的 Boole (布尔)索理想定理. 1-\:数教科书很少说得那么精细.无论
如何，对于可数的域如有理数域，整件事没有必要这样复杂
对逻辑学家，自然要质疑，代数几何需要多大的集合.也许，这些现论被构建为包

括任意大但实际并不感兴趣的概型? 1) 但不，那不是理由.甚至小概型和层也引入大的集
合，这是因为下面这个逻辑学家应当感兴趣的观点， Grothendieck 对处理极其复杂的算

术数据的策略是在之前从未见过的尺度下创造精确的梳理工具

v

或，更准确地，除了

梳理集合整体全域的集合论和范畴论中，甚至对非常小的概型， Grothendieck 也用我们

将要描述的方式把它放进巧妙选择的大环境中.并不是所有数论学家都喜欢这种观点，
或是愿意思考这个问题那些数论学家只是使用他和他的学派的定理.
Grothendieck 定义概型 X 上任何模的层 F 的上同调使用的并不是 F 内部细节，而是
F 对 X 上所有其他层的关系.只有当被特定的运算需要时才会周到细节.用 Grothendieclζ

自己的话来说，他处理了 X 上的层的"巨大的兵器库"，即"它那‘就在你眼前'那样显而易
见的结构，也就是 ι范畴'的结构" [Grothendieck , 1985 , p. P38J. 他在 [Grothendieck， 195叮

中就已这样做了，那是数学中被引用最广的文章之一.给定了一个空间 X ， 他选取相关空

间和空间上层的一系列范畴，作为他的简单而清晰地组织起来的用以引导关于 X 证明的
工作区域.

他将"从一个 Z单纯的， (n缸而)观点来接近这些范畴，如同处理集合那样" [Grothendieck

and Di四do皿昌， 1971 , p.19J. 他的目标不是探寻强的集合论公理.相反， Grothendieclε 的
目的是使他的几何保持如他所说"幼稚的...无法矫正的纯真 (n田'veté)" [1985 , p. 1': 32J.
但在 Bourbaki 怖尔巴基)的集合论上初步工作后， Dieudonné 和 Grothendieck 两人都知
道这些范畴在朴素的 ZFC 基本原理下是真类，而且他们也都知道四Iski (:塔斯基)的不可

达基数.所以 Grothendieck 决定="为了避免某些逻辑困难今我们将接受大全域 (Univ町se，
首字母大写)的概念，它是一个‘足够大的'集合，使得其中的惯常集合论的运算不能超出
1) 有些人想弄清这是不是 Hartshórne 用"极度一般眩， [1977, p. xivJ 的意思.事实上，他指的是放
弃对 Noeth田(诺特)环的限制，这一限制与尺度没有太多关系. Noether 环可以是任何尺度的，
而非 Noether 环可以是任何无限尺度的.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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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Grothendieck , 1971 , p. 14叫

!l 5. 超出 ZFC 的第一步
没有人会在不精通标准的研究生教科书 [Hartshorne， 1977J 的情况下，去尝试理解

Wiles [1995J 作为 Hartshorne 书的中心，第 III 章在上同调上花了 80 :民这些将用来证
明该书其余部分的所有几何结果.他假设通常同调代数的基本定理在研究生教材中没有
被证明，并且适于他的目的，他同样也不加以证明 (p.203) 唯一一个他列出的证明的来
源是Freyd 的书《阿贝尔范畴 (Abelian Categories) )) ，该书含糊地描述了其基础为"一

种集合论的语言，例如~J Mo
田rs卧
e-白.Kelle
叮
y (慎莫尔斯…凯利)集合论(陋q ，但该书也在至少一
种情形超出这个范围庐阶're
叮
:yd， 196创
4， p.14 皿d 131吁J; 下面的 8 5 . 1 会对理论 NGB ， MK 和
ZFC+U 进行比较，

根据 Grothendieck 的策略， Hartsborne (p.207) 利用整体辩函子的导出函子，定义
了 X 上模的层 F 的上同调群无限序列

HO(X , F) , H ' (X , F) , ..., Hn(X， 巧，
整体瓣函子 r 从 X 上模的层范畴!mOll(X) 映到阿贝尔群的范畴

FROE(X)Lmb.
它把 X 上模的层 F 映为其整体瓣群 r(F)
导出函子有几个等价的定义， Hartshorne 在联系到特殊问题以及为理论目的时将它

们结合起来使用.最简明的定义是说导出函子是一个边用 ι 函子 (universai o-functor)
[Har恒borne ， 1977, p.206J. 对我们不太重要的特殊情况有以下形式z

1. !JJ!oD(X) 上一个品函子 T拿是一个无限通常函子序列 T'

,:

!JJ!OD(X) →!ll b 的，

i EN， 加上与!JJ!Oll(X) 中正合序列有某种关系的自然变换 F
2. 一个态射旷: T* → S事，其中 F 是 !JJ!OD(X) 上另一个 0-函子，是一个适当的自
然变换的无限序列咐 :

T • S'
1

3 称 !JJ!OD(X) 上一个占函子 U' 是通用的，当对任意 ι函子?，每个通常函子的自
然变换 η。: UO → TO 恰能扩张到一个 0-函子的态射旷: U* → T气

在 ZFC 中，范畴 !JJ!OD(X) 和!ll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函子都是真类.上面的这些定义需
要量词取遍所有函子.也许，在回町恒horne， 1977) 中的每件事情都能在 NGB 中被形式

化，尽管像将在下面的小节 5.1 中指出的那样， NGB 对诸如数学归纳法等熟悉的思想设
置了限制.除了那些限制，在 NGB 中把这些数学形式化还需要围绕某些关于自然的真类

族的赘述.
通用占函子的这个刻画显然定义了一个范畴，其对象是

!JJ!OD(X) 上的 ι函子，而

态射是它们之间的箭头.事实上，通用 0-函子被称为通用的，因为它们是以 6 函子为定
义域的范畴的某个函子的通用对象.也就是说，这个函子把每个 0-函子 T哺快为它的零

部分 T。这是这一学科中考虑问题的通常方式.但 0-厨子和态射的范畴是一个超类，它

的每个对象和箭头都是真类.这样的超类范畴在教科书中通常是隐藏在文字中而从不明
确提出的.这就是我说赘述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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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类范畴在更高级的 Harlshorne [196同中被明确提出.该书用导出范蜂定义了 ι函

子性，其中导出范畴的每一单个的态射是一个真类 .')Hartshorne 对这些超类使用盘词，
而同时理所当然地完全隐藏了集合论.
关于 ι函子范畴的思想是那么明显，毫无疑问，它能安全地被隐含保留.每个占函
子范畴仍是真类的一个超类. Hartshome 的教科书合理地省略了这样一些议题该书明
确使用的语言只是超出 ZFC 一些， Jl P ZFC 的保守扩张 NGB. 如果一旦全域变得不那么
令人担心，也许在研究中用到的组织得更有条理的函子工具将更容易被学生们接受
~5. 1. ZFC 扩张之比较

由于假设一个包含所有集合的类 U 的存在， NGB 和阳E 都扩张了 ZFC 于是 ， U

自身不是一个集合:设想 U 有许多子类，这些子类作为集合也"太大"，因而被称为真类

(pmper class). 真类的元素是集合，而且没有一个真类是 NGB 或阻f 中任何一个族的元
素.重要区别是 NGB 在定义一个类时只允许对集合使用量词，而阳E 还可以对类使用

lit--vurt

量词来定义一个类.

ZFC 的任何模型 M 有一个到 NGB 的极小扩张模型 M仁在模型 M 外工作，我们
可以构造一个族 1M吁，其由所有 IMI 的在 ZFC 语言中用 M 中参数可定义的子集组成.
当然， IMI 中的每个集合 α 由公式 Xl E a 定义了它自身，所以 IMI 豆 1M吁，以这个较

大的域和自然的成员关系，建立一个模型 IM'I. 所有那些在 M 中不存在的可定义子集
成为 M' 中的真类.由于真类不能用于指定 NGB 中任何集合或类，因此 M' 已是 NGB

的一个模型，而不需要再重复扩张.集合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未作改变，所以任何在
ZFC 的模型 M 中关于集合的为真的叙述J 在 NGB 相应的模型 M' 仍为真.
于是， NGB 是 ZFC 一个保守扩张，故不能证明 ZFC 的相容性. Mostowski [1臼0 ，
p. 1l 3] 精确地描述了关键的事实， NGB 可以用所有集合构成的类 U 来表达对 ZFC 公示

的 G吕del 编码的真值谓词，但这一谓词使用了一个对类的(存在)量词.所以在 NGB 中，
这个谓词不能定义一个由"真实"公式的 Gödel 编码构成的集合或类.由于利用这个谓词

的公式不能在 NGB 中定义集合或类，数学归纳法也不能应用于它们，所以 NGB 用这个
谓词几乎做不了什么，而且它显然不能用来证明 ZFC 的相容性.而 E庄K 公理允许类的非

直谓定义，因而能用这个真值谓词来证明 ZFC 的相容性.
ZFC+U 这个扩张则要强得多，因为它使全域 U 成为一个集合，其有罪集 P(U) ， 这

个幕集又有相应的事集护 (U)， 等等，对每个序数 β，可以得到更高秩的 ?β (U) ， ~i匿常写
为 1乍 (U). 根据定义 ， U 是 ZFC 的模型，而且可以直接验证幕集 P(U) :是阻E 的一个模

型

U 中秩低于 U 的子集事实上是 U 的所有元素，且在阳汇的这个模型中作为集合出

现，而与 U 有相同秩的子集则作为真类出现.

!ì 6.

Grothendieck 全域
我们已经看到一本标准的教科书利用了 NGB 并暗示了真类构成的超类.在应用中

1) Carter [2008] X材也的工作给出一个哲学说明，其使用了同一个分式范畴的技巧处理一个从集合论
来说较小的几何问题.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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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的高级结果利用了类的非直谓定义，这意味着 MK ，而不是 NGB. 其他标准文献利用

了超类的一种非直谓理论.这还是比 ZFC十U 弱得多，但是能弱多少则没有可确定的限
制，而且也确实没有理由去记录它任何试图把数论的逻辑假设极小化的人，原则上都
可以用比 ZFC 少得多的东西.走到 ZFC 之外的理由是，对已发表的证明提供一个安全

简单的基础.
和 Grothenmeck 一起，我们将全域作为把所有感兴趣的范畴当做集合来处理的一种

单纯的方法.。我的避开作为 NGB 和 MK 核心的关于集合和真类的区别，更不用说只差
1 阶的超类和真类的区别我们避免讨论可定义性，它们被援引来说明什么时候超类变量
可用真类上的明确构造来代替.可定义性问题对某些问题可能是极有价值的，但我们可

以只看那些有价值的情况，而不是把可定义性放进基本原理中.我们的基本原理 ZFC+U
只是说有一个集合 U， 带有一些自然的闭住.

Grothenmeck 最喜欢宣称的使用全域的理由是函予范畴 2) 开抖E 畴 AA 和 B ， 他构建
所有从 A 到 B 的函子的范畴 B A . 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在 EGAIII 中的使用隐藏于 Wiles
[四日5 ， p.486-487] 一个关键步骤之后依赖于我们怎样用集合来定义范畴，在集合论的意
义下，其任何使用都是在比 A 和 B 高 1 或几个秩.不过，当接下来我们对另一个函子
A

范畴 C(B ) 时，可能还需要更高的秩. Grothenmeck 倾向于把所有这些都作为集合来处
理而全域 U 使他能够这样做.只要初始范畴不比 U 大(从 ZFC 的观点，它们不比真类

大)，则所有有限次迭加的函子范畴都将是 ZFC+U 中的集合，
集合论意义下大的场所 (site) 处于在原始的算术应用和一般理论的交接点上.拓扑空
间的上同调利用 T 的所有开子集的集合 Ouv(T) 处理任何拓扑空间 T， 这些构成那个上同

调的场所它们构成一个不大于 T 的点集的客集的集合.如同上述 9 3-5 描述 Hartshorne
[1977] 所傲的那样， Wil田 [1995] 在这个框架内工作.但 Mumford (芒福德)和扭扭 [1978]

给出一个优美的简要说明，即原始的算术应用怎样运用一个概型 X 的文达尔 (étα le) 土
同询，它用艾达尔映射 X' → X 代替 X 的开子集它们共同构成对 X 微小的 (petit) 文
达尔场所.这里的单词‘'petit JJ 是针对重大的 (9 ms) 和微小均艾达尔场所之间的代数

几何区别.它不是基于集合论的尺度来考虑的.从 ZFC 的观点，一个概型的微小艾达尔
场所不是一个集合，而是7个真类. Gro也enmeck 提到几个技术性的诀窍来避免这些真

类，也提到这些诀窍在实践中的不方便，并断言这个集合论的大场所是适合于艾达尔上
同调的 (SGA 4 , p. 307).

集合论的大场所的运用以真类代替了 9 3- 5 描述的许多集合，因此以超类代替了这
几节中的大多数真类.它以 ZFC 上的你可以任意命名的高于 ZFC3 秩的超类族代替了我
们谈到的所有超类.像之前一样，如果目的是寻找在原理上足以给出算术证明的最弱逻

1) 关于采用全域的最近一次数学讨论，参阅 Lurie [2∞ 9， p.50f.] ，并注意许多全绒是作为强不可达基
数而存在. Lurie 遵循通常的做法，只假设"足够多的"逐次大的全域，而不去跟踪想妥多少.一一
原注
勾 Grothenruecl仨 [1971 ， p.146f.]机敏地承诺 Claude ChevaJIey 和 Pierre Gabriel 将在 200日年给出
一个最终处理.在那之前，他提供丁自己的队 95可作为替代，他也注意到即使对于Ofl!l的目的，这
也是非常不完全的
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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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2 则这些都是不必婆的.在此我们有不同的目的，即把证明形式化为它们发表时的那

样.当你已经越过 ZFC 时2 就没有理由因不使用全域而止步，

Deligne 和 SGA4~

97.

Deligne [1977] 对艾达尔上同调提供了一种专家级的介绍，从而鲜少提到高级技巧.
奇怪的是，有些人认为这本书使 Deligne 关于 Weil 最后猜想的证明独立于全域，也独立
于别的 SGA

该书明显地用了集合论大场所 [1977， p.23]，也以其他方式隐含地用到了全域.其目
加莱)对偶性和迹公式这样的必要步骤的证明， Deligm 引用了他自己在 SGA4 中的论
3

文，其中明显地用到了全域.该书意在对 Deligne 关于 Weil 最后猜想的证明给出一个充
分的工作背景，其仅仅包含基于拓扑空间的某种上向调加上"一些信念" (un peu de 如i)

(p.1). 但 Deligne 从未暗示过信念最终会代替证明.

虽然 Deligne 经常使用全域，他在交谈时强调它们只是便利的工具，在技术上是可以
用 ZFC 代替而消除的在实践中用到的一般定理总是可用小场所上的独特的层给出(其
中"小"是指在 ZFC 中证明性地存在)，甚至不用去看整个层的范畴，更不用说它们的范
畴的范畴，等等.这是一种从数论或其他任何地方中的 Grothendieck 上同调把全域的使、

用消除的诀窍-尽管在实践中很明显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文献中却没有这样做过，而且
这些从来没有被陈述为一个精细的元定理.任何对此感兴趣的人应该尝试一下给出这个
元定理.
利用这样的手段，杰出的上同调证明如 Deligne [1974]，或 Faltings [1983]，或 W口回 f

[1995] 都不需要走出 ZFC. 但事实上已经完成并发表的这三者都用了 Grothendieck 的工
具-他们或者引用了 EGA 和 SGA 中利用全域的证明，或者引用了采用这些证明的原始
资料.

关键在于数学不仅仅是技巧性的. Deligne [1998] 解释了 Grothendieck 高水平系统性

的实际价值，特别是拓扑斯 (topos田)的价值.他解释说， Grothendieck 不会去描述单个
的结构，而是去描述一个范畴，它构成围绕所有单一结构的工作场所. Grothendieck 不仅

对每个非常小的在几何或算术上合理定义的交换环定义了概裂，而且对所有交换环定义
了概型·

"如果让每个交换环定义一个概型的决定会引起各种怪诞的概型，那么允许这样做就
提供了具有良好性质的一个概型的范畴" [Deligne; 1998 , p. 13]

这一范畴是一个容易且自然的研究概型的手段.而 Grothendieck 不仅仅在一个给定概型
上非常小的在几何或算术上合理的层上工作，而且在这个概型上所有层的拓扑斯上工作，

因为这导向上同调作为一个 6 函子的正确而自然的定义z
"Grothendieck 已经证明，给定层的一个范畴J) 就产生了上同调群的概念 n [Delign~ ，

1998 , p.16]
1) 那一个 Grothendieck 拓扑斯.一一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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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断言给出一个完全的证明" (p.2) 对诸如 Poincar岳(庞

，、

的是"比 SGA4 更清楚.

~-弓雪苓苦苦~士

在最近一次谈话中， Deligne 对母题 (motiv田)给出了同样的观点， Grothendieck 并不寻
求用内部细节来定义母题，而是用它们在母题的范畴中的内在关系来定义参阅 [Deligne ，
200日，时四te

5]

就是这一策略造就了当代的上同调数论

目的根本不是定位大范畴.而是定位适当

的范畴，从而可以像处理集合那样来处理它们.目前已知的唯一简单的概念上的方法就
是利用全域

从原理上这是可以消除的，要付出的代价是使工作复杂化.

~7. 1.一个对元定理的可能策略

也许，用"小全域"代替全域， Grothendieck 上同调理论的总体性质可以在 ZFC 内
部保留小全域是指集合 1告，其中 β 是在 ZFC 中可证明存在的极限序数.它们可以作为

除去替代公理范式外的 ZFC 的模型.但为了可以开展工作，这个极限序数 β 必须大到
足以包括所有超限归纳法所需要的范围，尤其在证明中某些范畴有"足够多的内射模"时

[Grothendieck, 1957]. 如果能在 ZFC 中证明，对于任意给定的场所，某个极限序数 β 足
以界定对那个场所的上向调所需要的所有归纳法，则利用替代公珉，存在适当的 β，对任
何场所集合都适用.而上同调数论中每一单个的证明最多只用到一个场所集合.所以，

如果这个困难能被克服，则这些证明中的每一个都可在 ZFC 内部给出，而不会对证明在
理论上的系统性造成任何感觉得到的损害

!ì 8. 函子性和弱证明
任何人都愿意尽其所能地来精简数论(或任何数学)中的任何证明对许多数论学家

来说，这包括了弃用函子工具所有数论学家都参与了 Lenstra 解方程的目标，但许多人
并没有分享他的乐趣z

UHendrik Lenstra 在会议演讲中再次说明，他在 20 年前坚定地认为他确实想解
Diophantine 方程，但他确实不想表示函子一一而现在他为发现自己为了解Diophantine

方程而表示函子感到很开心 !"[M皿町， 1997, p. 245 ，原文中强调]。
有趣的东西是真实的.函子使算术变得容易就是证据.事实上，从现在来看，是函子使得
W口团的证明变得可能.

在 WiI田的证明以及大量其他数论问题中的主要函子工具是群的土同调 2) 它对每个
群 G 以及带 G 作用的阿贝尔群 A， 指定了上同调群的一个无限序列

HD(G , A) , H'(G , A) , H2(G , A) , .
W国hington [1997, p.103] 解释了 WiI田的证明怎样主要用了前 3 项 H D _H 2 ， 描述了

它们具体的算术意义.同时，他解释了这些群怎样作为一个无限扇子序列 Hn 中函子
HD ， H' ， H2 的值而出现，与拓扑上同调极其相似.

看过证明的人都不怀疑这个上同调，和 WiI田 [1995] 的其余部分，当在比自然数秩
大出约为 7 或 8 的集合上工作时，可以常规地展开.虽然同时它会对理论系统性产生目

前未知的损害-这一过程不需要解决任何新的算术问题，而只需消除上同调中目前还未
1) 引文有误，原文为".，阻d

tbat he DID NOT wish to represent functors. . . )1一一校注
Lane, 1988] 以及更多历史细节 Basbois [2009].一~原注

2) 关于这个上同询的起源，参阅 [M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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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大量的一般定义(当然，它们互相嵌套而出现)，并替代为适用于算术中特定应用的形
式.这种常规的消除比 Machi勾rre 的规划弱得多，因为它用了强得多的逻辑.它对每个秩

都假设完全分离，并对归纳法中使用的公式不加限制.
Macin守re 给出下列强得多的关于上同调的论断"根本没有证据显示基的改变或迹公

式有任何本质上高阶的内容η 时间将发表， MS p.14-15J. ' ) 这些定理每一次的使用都代表
了算术中一次相当明确的计算.这些使用很可能要么在 PA 自身中展开，要么能在 PA 的
一个高阶的保守扩张中被证明，此时这一扩张中对归纳法和分离公理确有类似[Takeuti ，

1978J 的限制.这就解决了 Mac皿句Tß 的关于 FLT 和 Gödel 现象无关的断言一一即其与
任何需要比 PA 更强公理才能得出的算术事实无关Macintyre 提出了证据，而且说明他的断言如何需要用算术中大量进一步的工作来验

证.这个工作可以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而且很可能是不容易的.除了对使用全域的一般定
理以外，最具体的对群上同词的需求出现在当它们面对高于自然数集几个秩的集合时
H' 的→个具体版本是从一个 GaloiB群到它的数域的交叉同态的等价类的群在 PA 或i

到 PA 的一个高阶保守扩张中得到关于这个群的必要事实将不是常规的练习.它将要求
严肃的新算术.

!ì 9. 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的意义不是为了任意地限制探究，而是要提供一个框架，从而我们可在其
中合理地执行那些从数学上说是有趣和有用的构造和运算"
一-Herrlich a且dS在recker

[1973 , p. 3?lJ

"真正有趣的基本问题是在整数中寻找大全域的真不可移除性 (genuine unremovabil
ity)，事实上，目前我们还未能找到关于有限秩集合的任何陈述，使得其导出大全域的真
不可移除性!这是因为，例如关于实数投影集合的正规性质要么能在 ZFC 中证明，要么

需要远在大全域之外的大基数"

一-Friedm阻 po~t Apr 8 , 1999 on .FQM2 )

Wil田 [1995J 中的大量注释和索引在某一天可能不再受重视，而以 Pl飞更直接的使用

来代替.这将极不容易，而且我们不可能知道离这一天还有多远.同时，将有关函子的内t
容变得更灵活和更容易被接受←一用 Grothendieck 的术语，更"单纯"一的进程将会

继续.这也一样极不容易，而且我们同样不可能知道离这些还有多远.不论逻辑学家怎
样考虑它们z 这两个计划将继续进行，就如它们正在进行的那样.它们都将推动算术的
发展.

虽然如此，目前来说，我们还是必须求助于高水平的系统性，就像 Wiles 所做的那
样，因为他需要用之完成证明.我们被引向 EGAIII， SGA1 和 SGA4，因为它们是 Wil<is
证明的源头我们抵达了全域.

我们想就基本原理再多说一点.我们研究了什么逻辑在数学中是合理的.我们试图
证明或驳倒关于有限秩集合的陈述的各种强集合论公理的真不可移除性我没有打算为
1) 己在 2011 年发表.见参考文献一一译注
2) 引自 FOM 电子邮件列表， Friedm皿题为叩I用全域?专家再次评苦'的邮件， .1999 年 4 月 B 日
星期四四 .nyu.edu/piper田ail/fom.一一原注
22 日

Fried皿皿关于这一点的笼统断言辩护，但我完全同意上同调数论并没有提供全域的这种
不可移除性.我怀疑任何对这个学科有兴趣的人会认为这可能发生.然而这一数论利用

全域提供了大量合理的，有趣的和有用的构造和运算

如果我们同意 Wiles [1995] 事

实上所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有趣的和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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