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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开 八 卦 图 

 

作者简介：孙纯武(1948年-)，男(汉族) ，扬州市，主要从事研究自然科学等； 

作者声明：我保证是此作品的著作权人， 

单位名称、江苏省扬州三力电器集团 通信地址、中国江苏省扬州市西湖镇59号 

电话0514一82822538 邮编225008 
电子信箱： yzscw@163.com 博客http://yzscw.blog.163.com 

 

摘要：老子创立了道教,入世无为。孔子创立了儒教出世,有为。及具体地设出了阴阳金,木,水,火,土五行来

演化万物运动上升到哲学高度。可惜他们总体上一个从宏观,一个从微观上分析看待问题, 对伏羲画的八卦

图没有真正理解,继没有找到道的来源,也没有解释出八卦图所表示出事物的意义,因此几千年来八卦的作用

始终没有在科学技术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孙纯武. 解 开 八 卦 图. Academia Arena 2010;2(11):72-77].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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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人至今没有获得诺贝尔科学奖? 在美国学生应当学习的科学课, 有一套新标准, 如:

不提倡学达尔文进化论等. 因他的理论不能在实践中得到复制证实。而我们中国独有的古老的太极八

卦图,有着很宏奥的哲理，它设解论万物特别方便适用，也叩击现代科学殿堂的大门。确少数人问津和

研究，总认为由于年代久远，因此真正解开太极八卦图为现代科学服务己成刻不容缓的事了。 

那太极八卦图究竟它是受了什么启发怎么创造出来的？太极八卦图有那些作用？创造出它来究竟

是为了什么目的？ 

 首先《周易》是谁写的，是怎样一部书？王锡玉先生认为：先天古太极八卦图产生于至少六千多年

前的新石器时代，它为全人类的高智先驱、中国人的开宗先祖——伏羲氏所画。他借助于高功能所获信息和

上一轮人类古文明残留下来的遗迹——河图、洛书的启示，仰观俯察，像天法地，近取自身，远涉诸物，从

而感应顿悟，绘制出了先天古太极八卦图并相传至今，成为现代人类开云拔雾、认识宇宙的指南。 

乾泉先生认为，易经是一部集体性著作。经过历代哲学家的阐释，发展成为一部博大精深的哲学

著作。同时，它也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典。《周易》古人用它来预测未来、

决策国家大事、反映当前现象。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然而这只是古人在未掌握科学方法之前

所依托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虽然有些理解与科学相符，那是因为这个理解正好有科学合

理性，但就不能因为说它是科学的。只能当它是一种文化。 

我也认为从古至今没有人真正了解八卦和起源问题，只有传说和不确切的猜想，而无确凿之实证

解开八卦之谜。因此，我国的易学研究在原理探索上仍无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停步不前，思想混乱，实际

应用容易趋向神秘主义。上述状况严重歪曲了八卦的学术地位和科学价值，阻碍了中华易学良性化发展的步

伐。 

首先解开 “周易”一词的出处及原意。至于《周易》的“周”字，历来说法颇多，如有人认为：周是“易道周

普无所不备”的意思；也有人认为：周易是指的周朝。周朝为一般人所接受，很多人都以为《周易》的“周”
字就是年代的意思。 

在《简易道德经》里，周是周到圆满，易是运动变化无不果的意思。我认为周是表示万物自旋周

期的周, 知道了自旋的周，如活人你去论证他有什么功能作用和变化才有意义。易你知道了它为什么能作

自旋的周期, 你对它运动变化无不果的过去还是现在及将来,就易如反掌。就像知道人的一生六个时期

中，婴儿时期需哺乳, 少年青年时期在学习, 中年壮年在工作, 老年功成名就安享晚年的规律, 

下面对<<周易>>简单概述解释它起源问题 

据传，《周易》的诞生地就是现在的世界遗产城市安阳市。羑里城位于安阳市区南 10 公里处。 

奇门遁甲书中是伏羲见蚩尤打仗制造了大雾无法取胜,就发明了指南车。创立八卦是龟板烧了变形纹路

等,搞发明的人知道这两件都不科学,一个新产品短期内是不可能发明出来的, 创立八卦是龟板烧了变形纹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aarenaj@gmail.com 

72

http://yzscw.blog.163.com/
http://www.sciencepub.net/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3037.htm


Academia Arena, 2010:2(11)                             http://www.sciencepub.net 

 

路,也不可能建立八卦图理论. 奇门遁甲书中也说可能是外星人送给黄帝天书。 

外星人送给黄帝天书。那外星人是谁？任何理论不能凭空捏造, 

因此，我 近得到资料研究发现,约 7000 年左右冰川融化洪水泛滥冰河期结束,维拉科查人或玛雅人他

们为了今后重返地面,作 后中国地形地面测绘时(这事是有历史记载的可查资料大千世界刊号 ISBN7一436

一39240一9 [[消失的科技文明]]可能当时看见炎黄大地上伏羲正同蚩尤打仗战场上惨烈,尸横遍野,血流成

河,就将自己使用的指南车(就是永动机。它这能前进，或蚩尤阵地位置南方，因此车朝南行。古人把这种车

称指南车)赠送给伏羲也就是后来称黄帝,才破了强悍凶猛蚩尤在打仗时制造的大雾,结束了旷日持久的战

争。虽然他们两者时间可能有相差,这并不影响这件事的真实。 

我认为 起码黄帝发展了八卦, 他肯定战争结束后, 对立下战功的指南车进行了研究。就将指南车中

八组卦件所在位置不同，做出不等能量就发生了不匀速转动。同自然界万物也有如快和慢两种不同矛盾，从

而发生一元复始的进化现象结合起来联想, 而创立出八卦图和理论。或是将外星人送给黄帝天书加以时代应

用上描叙，这是其一。 

如我经搞永动机顿悟写出统一场论后, 由于自然和科学杂志都拒收我稿件 ,2007 年春节初二我请来南京

大学研究生小凌看我永动机和论文,被他批评了一顿后,初八我在地摊上买旧书,才看到了香港人写的奇门遁

甲书, 认真读后使我增添了智慧和力量。原来八卦图内表叙如空门生门等实同我统一场论椭圆图一个意思。 

      
同时古人己议论是外星人送给黄帝天书,八卦有一万年以上历史。 所以无论来源于上古维拉科查人还是

伏羲都受指南车启蒙写出八卦较科学些。 

那为什么称八卦？古人认为易卦系统 基本的要素为阴阳概念，而阴阳概念包括阴阳的性质和状态

两层意义。如果不理会阴阳的状态，只论及其性质，则可以用阳爻（－）和阴爻（－－）表示阴阳。

将上述阴阳爻按照由下往上重叠三次，就形成了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

基本卦，称为八经卦。 

我认为是受指南车中八组卦件启发？见上图八个似箭头零件立起来时，是卦在圆盘上。而且无穷大或无

限小用八组卦件 理想组成系统, 好比人的双手双脚双耳双眼才能去复制能量。所以古人根据这个系统结构

称八卦名词。 

同时在预测上用阳爻（－）和阴爻（－－）表示。 

也是来源永动机中那八组卦件中，每一组也有那一长两个短的配件组成。两个短的配件阴爻（－－）

在圆盘内不同位置是转换成不同角度，才好复制出能量发生自旋。所以用阳爻（－）表示为男性或是

指杠杆，阴爻（－－）表示复制出更多能量或是女性，这样来建立预测理论是符合科学的。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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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中国的八卦图表示什么意思呢？图一 

   
其实这些图并不能让人解密宇宙万物。见我的图二,三. 就使人们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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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图那两个似箭头,实质是宇宙创生时一个表示作向心力, 一个表示作离心力的两条道推挤摩擦才

产生出万物。[阴阳如男女，或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等，是进化产生出宇宙后万物名称的不同场合上灵活应

用描述。宇宙 初不存在阴阳] 

它们各具备不同功能. 一个是在作椭圆向心运动作用下，去中心将零碎的如气体聚合成团。也就是零

的开始去创造出质量。一个是在系统加速的离心力作用下，将质量从中心抛出去复制出更多再生能量。这样

就知它们以后的发展方向。 

因这种椭圆运动的道, 在物理上称向心运动。 因此，得到了向心力向中心加速使进入中心物质得到了

系统自旋的离心力被抛出去做功， 自然界万物就是以这两种简单不同推挤摩擦力表叙，才使统一场上各种

场力面上的物体，无论在时间，还是在空间就有进化发展的自旋能量了，进而才逐步产生出如引力,电磁力、

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等问题。这样再来利用如太极子物理学等对它们的各种表叙，及结合以上各种数据灵活

运用它, 就能去设、解、论万物发生在统一场上的不同随机问题，和解开如自旋不匀速问题。 

那个图大圆圈的大小, （实质是张多维空间的大椭圆球运动立体图）它表示一个质量如人或弥漫气体，

作一元复始运动进化时的质量大小, 去复制出更多能量的场或道的运动形态轨迹。就是它大圆圈越大, 向心

椭圆运动力就越大。 

图中小圆圈空穴,也就是科学家所说如星系中心的黑洞空穴那样, 它似杠杆的力臂长短，或女性的子

宫，或电脑复印机及工具、武器等，经过系统加速运动,就可将质量复制出更多能量。如汽油经过转化质量

就不存在，能量就守恒了。所以，将小圆圈空穴及工具等，称质量再生场。是被用来复制出更多能量。 

因自然界没有任何一种物质聚合后, 能使交界处没有空穴和内部没有空穴。,在这个空穴中，实际产生

了两个中心或两种场，一个是在椭圆壳体中心形成，它的能量是以向心力为中心的统一的场或称自转极,【也

就是老子道的中心轴。老子没有找到它的功能作用, 仅用天地人是表叙不清它功能作用。】另一个它的能量

是被系统加速产生的离心力为中心或称如地球的倾斜极，或是表示以竞争对手为中心，图中是以不对称的椭

圆内壁空穴运动场所中心形成质量再生场。就是图中那两个黑点,同八卦图二表叙略有点区别，它是随着不

同速度，才有不同偏心度。这样去演示操作一个质量受作用力大小,就知它所在位置有统一质量标准。如场

的质量越大,或离心力越大,或空穴偏得越大，或人们手中使用大质量的工具、兵器等，为它们复制出的能量

就越多。 

以及一个质量它在被自旋运动过程场上不同位置，条件或时间，被复制出的能量是截然不同。,也像八卦

图二表叙出六种质量力面场一样,周易利用它仅从卦的解释, 以为有三变才得了一爻。[永动机中做功的心脏

每一组也有那三个零件组合] 

因此一卦有六爻和要做十八变。 虽表叙不同, 但基本意思和目的相符。[它好比人五脏六腑。没有它

配合人就不能活。（其实六种质量力面场是相对数,是由各自运动质量决定。 如西红柿六个而香瓜内部这有

五个小空穴场就能复制能量和储存种子了）。 

一个事物在一元复始运动过程场上出现的匀速运动, 和从上向下加速运动,不规则运动, 及向上降速

运动的四种运动速度, 见上图三.  

这样就在各自速度环境中, 被向心力和离心力大小发散出各自万物。如地球上出现匀速运动春季, 加

速运动夏李, 不规则运动秋季, 降速运动冬季,就又出现了不同季节生长出不同植物生物,那些植物生物在

进化时又出现了生老病死等多维空间., 

 而在周易顸测上,把这四种速度等称四象以及八种门,六十四卦等来设解论事物。同时演算方法先逆

时针从下向上，以后从上向下演算两者基本意思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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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子把八卦中一个下面似箭头向心运动规律,看做成人生在世创造出再大质量没有用, 眼一闭脚

一瞪一死百了,创立了道教入世无为。 

孔子把八卦中另一个上作离心力运动似箭头,看做成人生在世就是要复制出更多能量，如财产等光宗耀

祖,创立了儒教出世有为。及具体地还设出了阴阳金,木,水,火,土五行来演化万物运动上升到哲学高度等。

可惜他们总体上一个从宏观,一个从微观上分析看待问题。对伏仪画的八卦图没有真正理解,继没有找到道的

来源,也没有解释出八卦图所表示出事物的意义。更不能在科学技术上真正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这是由于图画得不准确和表叙的意思不同,就不能像我那两张图让人一目了然去演化万物运动。而且他

们说不出为什么，他们不是搞永动机发明的人，这能作预测上牵强附会。因此一个事物发展中不可预测的随

机性, 往往降低八卦理论科学性 

八卦图如像这两张图表叙解释清楚,自然科学先进 3000 年,夸克解释就不应该美国人获诺贝尔奖。 

总之，八卦图创立出目的实质是让人们利用这两个似箭头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大小，这两个善的道德方

向，[[‘德’ ]指它提倡善的发展。因善恶到头终有报。如做出的能量 多或 少极限时都受到系统控制统

一。发生大爆炸或大塌缩等。]]。也可称精神文明[精神指运动，活人才能复制物质，和物质文明去发展,[ 因

此 八卦就是以 简单的方法揭开了万物微观世界运动规律，来劝化启发指导人们事事要按道德办事，人遇

人交往按道德办事，国家与国家关系按道德办事，解开自然一切难题，顺沿这个所谓的两种道办事 

如星系，原子,动物，植物,等去顺序演算，就知它过去和现在及将来都是在运动中，被复制出的能量

多少，产生出统一椭圆球结构下，才进行了一元复始的进化运动，这样就能进一步去推测它发展趋势和引出

的相互之间物理运动变化等。 

纵观人类发展史和对宇宙的认识史，在各个时期都有其时代特征的新理论观点问世。但随着社会科技

的进步，这些理论观点又被划时代的新认识所代替。然而，在人类认识史上，唯一经久不衰且随着现代科技

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其深邃奥秘集真理于一体的，就只有中国的“易经” 过去和现在及将来都以道德为适用。

所以，“易经” 绝非单纯是占卜问卦搞预测的一门学问。实际上，它是囊括天地人一切领域的总学问、总

宇宙观。“易经”的本质，即向心力离心力大小或是用宇宙阴阳场数（素）交变转换的对立统一等设立出的

万能理论。 

今后我们也可用【【统 一 场 论】】完善八卦理论，让人们打开智慧的大门, 去建立起更雄伟的，如

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结构新的哲学和物理学及天文学等科学大厦，引领人们将质量存放进一个系统内去复制出

更多再生能量，一个科学大发展的道德化新时代，去造福人类。否则今后能源危机和核战争不可避免提前。

甚至那些因气侯变暖离开地球的人还会新冰河期到来耍回马枪再上地面破坏核设施。 

因此，解开八卦任重而急迫, 决不能像达尔文的进化论那样不能让人去复制成功 ，也要让周易接近平

民掌握运用。更不要像唯心论、唯物论那样，只将精神世界、物质世界圈定为谁是第一性，而不讲事物在运

动发展中, 它们之间关系是互动随机应变中，形成了统一场论这个数学道理来设题解题。同时，对牛顿、爱

因斯坦质量转换能量观，及量子论,超弦论等各种理论也要灵活运用，明确谁的质量大或是方法得当,谁就是

统一的场等。为中国人早日获得诺贝尔奖作贡献,为世界大同作贡献。 

由于时间仓促和科研忙及脑病痛限制我写作，对八卦问题暂叙这一部份，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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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认为从古至今没有人真正了解八卦和起源问题，只有传说和不确切的猜想，而无确凿之实证解开八卦之谜。因此，我国的易学研究在原理探索上仍无重大进展，理论研究停步不前，思想混乱，实际应用容易趋向神秘主义。上述状况严重歪曲了八卦的学术地位和科学价值，阻碍了中华易学良性化发展的步伐。
	首先解开 “周易”一词的出处及原意。至于《周易》的“周”字，历来说法颇多，如有人认为：周是“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也有人认为：周易是指的周朝。周朝为一般人所接受，很多人都以为《周易》的“周”字就是年代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