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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新经络学导引 

----21世纪新弦学概论（2） 

 

申之金 

 

摘要：东方古代的经络与西方现代的弦论走到一起，是 21 世纪基础科学的一大奇迹。人体生理相似弦论研

究的奇点，视界、黑洞，奇点处物理上引力如此巨大，数学上如庞加莱逆猜想的圈，类似血液、呼吸、消化、

泌尿、生殖、神经等系统中的通道；视界联系体表的皮肤、经络；人体黑箱的生命力量类似黑洞。 

[申之金. 21世纪新经络学导引----21世纪新弦学概论（2）. Academia Arena, 2011;3(4):1-9]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 

 

关键词：经络弦学 反 D-膜 量子曲率 

 

 

前言 

我们在《从庞加莱猜想到黑洞战争》中说过，

物质在普朗克尺度所有的粒子都统一，也能统一，

从引力子←→胶子←→氧←→水←→经络←→低碳

无核污染能源，其内在联系演进，是成熟科学从牛

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玻尔→费曼→

彭罗斯→霍金→威滕→马尔达西纳→特霍夫特等一

路堆垒走来，能证明的。东方古代的经络与西方现

代的弦论走到一起，是 21世纪基础科学的一大奇迹。

但仅以目前祝总骧、张维波等著名经络学家的实验

和认知来解读东方古代的经络，还存在三大难题：A，

古人从何知晓现代化的经络；B、有形通道齐全何须

再造无形；C、经络空隔脏腑信息何能翻转，没有完

全说明。本文给予一些补充。 

 

一、古人从何知晓现代化的经络 

中国人在人身上寻找经络，就像西方人在大型

强子对撞机上寻找希格斯粒子一样的执着。不是人

身上经络没有，也不是大型强子对撞机不能产生希

格斯粒子。正如萨斯坎德所说，是要重新装逼头脑。

因为如人们能理解宇宙暴涨与希格斯粒子质量起源

的等价，也就能理解大型对撞机能寻到质量谱规律

表中顶夸克 t一栏一起的最重粒子，也就接近或探测

到了额外维和上帝希格斯粒子一样，人身上由于有

通道功能的血液、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神经

等系统的昭示，从古到今也引导人们把有生命力量

的气血，抽象为像有形的血脉一样，称为经脉或经

络。这种抽象本身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经络抽象

是一种无形，经络敏感人与不敏感人区别也很大，

所以从古到今证明经络存在的实验很多，但也有很

多问题没有说清楚。 

萨斯坎德说：“任何能形变，长度大于粗细的

物体就是弦”。经脉无疑也是一种“弦”，甚至血液、

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神经等系统中的通道，

也是一种“弦”。但萨斯坎德研究的“弦”不是如血

脉这种常见的长大于粗细的东西，而是如抽象的核

弦 QCD弦和基本弦。这也与经络的抽象类似；甚至

我国经络经验的运用也许还可以说，树立了一种理

论与实验、科学与技术互相依存、共同发展的弦学

研发的互惠模式，并且还延续到今天，成为尚有大

量问题等待人们去解决的一种多学科交叉的、充满

挑战和活力的前沿研究。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人体

生理相似弦论研究的奇点，视界、黑洞，奇点处物

理上引力如此巨大，数学上如庞加莱逆猜想的圈，

类似血液、呼吸、消化、泌尿、生殖、神经等系统

中的通道；视界联系体表的皮肤、经络；人体黑箱

的生命力量类似黑洞。 

1、有人把我国传统的中医、经络等说成是区别

西方还原论的整体思维，这不错，但不够全面。整

体丢掉了细节真是整体吗？不，整体思维的这片天，

有井下之蛙和井外之蛙两重天的区别。整体思维说

到底是一种弦学思维，从普朗克尺度开始到未来，

它包括了从引力子←→胶子←→氧←→水←→经络

←→低碳无核污染能源的序列和堆垒，这类似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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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天。与之相比，把整体思维局限于 a+(-a)=0类似

的阴阳平衡、正负相消、有无相生的类似亚里斯多

德的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目的因的剖零科学

和整体科学的分析，即使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对立的

序列，即使身在弦论，也只能是有目不识泰山。 

1）例如有人说，弦论是在没有新的实验引导

理论猜测的情况下，一些理论家已经采用数学上优

美和必要的概念来引导他们发明的一种新的物理思

想。但是由于没有能力在实验上检验弦论是否能够

成为量子场论的行得通的取代者，这使得其他物理

学家失望。是这样的吗？其实证明核弦 QCD弦的实

验很多；基本弦的实验也不是没有，而是全球只集

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的人和机构没有那么多

的钱和有能力的人去做。批评弦论派能做吗？他们

的理论方案能解决基本弦实践类似的难题吗？卡西

米尔效应起源于量子真空，即真空中两块平行放置

的无限大中性导体平板之间存在吸引力，这是卡西

米尔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提出，大家也知道它正

确，但直到20世纪末实验证明才得以完善。本身在

形而上学考虑的不是弦论，而是批评弦论派，他们

在井下能发现一幅整合的图景吗？能作出对这幅图

景的演化以及演化模式和方向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吗？支持弦学者是没有他们那副哲学功底的。 

2）庞加莱说，如果不借助于智力体系的设想，

无声的事件将永远不会变成经验事实；没有理解，

就不可能有感觉的显现会变成科学的经验。因此，

一个科学理论，必定涉及到除了经验事实以外的，

基本的或构成的假设或公设。经验事实可以指引语

言变化的选择，它们能够决定性地影响经验假设的

命运，但只是在一种选择的语言框架中。类似拉格

朗日与哈密顿的分析力学理论与麦克斯韦电磁理论

的原理物理学，旨在阐述数学原理，这些数学原理

能够在两个竞争性理论基础上取得的经验成果系统

化，表达普通的经验内容与这些竞争性理论的数学

结构，因而对于不同的理论解释是中立的，容许其

中的任何一种解释。 

闵可夫斯基继此根据物理事件恒定地包含着

位置与时刻的组合，把在某一时间点的一个空间点，

即数值 x,y,z,t的系统，称为“世界点”。从而得到了

世界中的一条曲线，一条世界线的图象。闵可夫斯

基把狭义相对论视为镶嵌在四维流形中，这种运动

学 结 构 表 现 为 一 种 由 闵 可 夫 斯 基 度 规

gij=diag(1,-1,-1,-1)表征的编时几何学，他把物理事

件表示为一个世界点上的几何对象，四维流形可以

设想为物理事件的一个舞台。彭罗斯更是提出了沟

通时空几何与量子理论的扭量理论，并引向了描述

量子现象的复希尔伯特空间的图像。这种同构使得

由定义了扭量空间的两个旋量部分构成的复数，必

须与时空的几何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也以不同的

伪装，作为量子力学几率幅出现。而涉及到这些度

规性的本质与解释时，奇点，视界与黑洞等三个概

念对于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拓扑解释就成为关

键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堆垒，但为什么有人只把板

子打在爱因斯坦身上，因为他们仅仅是作为批评弦

论派或反相派而存在。 

3）王其学先生不是批评弦论派或反相派，而

我们也正是从牛顿→法拉第→麦克斯韦→爱因斯坦

→玻尔→费曼→彭罗斯→霍金→威滕→马尔达西纳

→特霍夫特等一路堆垒走来，理解了张维波先生讲

的“经络是水通道”，和古人把经络比作人身上的“河

流和湖泊”的。但张维波及古人观点与引力子←→胶

子←→氧←→水←→经络←→低碳无核污染能源的

弦学互惠模式的联系及先见之明，也有王其学生前

说的“经络难题”：古人是从何知晓现代化的经络？ 

2、王其学先生在《最早发现经络的，是人还是

神？》的网文中，追问了费伦教授，也类似在追问

祝总骧、张维波等现代著名经络学家的实验和认知。

王其学说，费伦教授以现代实验手段证明经络穴位

的形态学位置，是在以结缔组织为基础，连带其中

的血管、神经丛和淋巴管等交织而成的复杂体系之

中，形成具有综合的复杂生理功能的某种生理结构；

发现在与穴位位置相对应的深层结缔组织结构中，

富集有钙、磷、钾、铁、锌、锰、铬等元素。并且

结缔组织中呈液晶态结构的胶原纤维，具有一个高

效率传输红外光的特征波段，这预示着人体内部可

能存在着一个生物光子系统，在生命信息、能量的

传输交换等生理活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于是

王其学追问费伦：如此细密、如此精密、如此缜密

的人体经络，早在数千年之前的中国古人在没有电

的知识，没有任何电器设备，没有 X光之类，无法

借助射线投影、成像之类的仪器观察；没有显微镜，

没有放大镜，就连近视镜、老花镜也没有下，又怎

能发现人体经络？是凭了什么样的科学仪器、先进

技术和本事能耐，发现了人体经络的？ 

1）我们早在《费伦教授与量子色动化学》的网

文中作过回答：靠“自然全息”。 

弦学的最高境界，如特霍夫特所说，世界是一

幅全息图。所谓自然全息，就是一种由此及彼的自

然联系与思维联系的印记。《黄帝内经》之时的古人

想到经络，从自然全息方面得到说明，是因为古往

今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得惠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

对探微知著的自然全息的运用。例如古代医学家观察

到阴阳是天地自然界间的一些普遍现象，因此把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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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密切联系起来，用来概括和演绎医学上的一切问

题。说到经络，更是从自然界联系地面上有河流和湖

泊，想到人身上也应该有“河流和湖泊”，创造性把经

指人身上的河流，络指人身上的湖泊的。再通过广泛

的全息模式联系和实践探索，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经络

的起止、循行、络属、交合、俞穴、分布、症候、主

治等问题。这里经络对应的河流和湖泊都有水。 

2）再说地面上的水，到处都有，但河流和沟渠只

出现在山谷和平原的低渠道之处。这与张维波认为经

脉是指组织间隙，营卫之气指人体中的组织液，经

络是组织间质中具有低流阻特性的多孔介质的组织

液通道，其中存在向经脉和沿经脉的两种组织液运

动及流体性约束，也是一致的。这里不管是组织液

还是凝胶、都含有大量的水。水里含有氧，经络和水、

和氧有联系吗？这正是QCD化学要讨论的问题。而

承认古人这个水系统的经脉系统，到今天也继续承

认机体有365个溪谷，承认机体有12条水渠道；穴

位的名称迄今还沿用近似湖泊的名称，如曲池、后

溪、合谷等。但古人没有只停留在自然全息思维，

而是早在五千多年前伏羲氏就已运用到实践上，教

人用“砭石为针”，“以痛为俞”的方法，在体表

某些部位，以被荆棘或石片刺伤能使体内的疾苦或

疼痛减轻作验证，从而发现了“穴位”。进入青铜

器时代，砭石改成了金属针，可以扎在更精确的穴

位上，并可引起经络感传现象，使经络成为中医理

论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进而指导着如针灸、推拿、

按摩、气功、中医等临床实践学科。 

3）张维波说：“经络研究才刚刚开始，它属于

21世纪的科学”。但即使张维波用上了现代化仪器

和生物流变学及生物力学，他也仍然需要自然全息

的引导。张维波生于1961年，大学就读于中国海

洋大学，1983年师从祝总骧教授当研究生。他概

括出“经络是低流阻的组织液通道”；他回顾其历

程说，祝总骧教授解释《黄帝内经》中的“中气穴，

则针游于巷”，讲“巷即空”。空不就是组织中的

空隙吗？而肌肉间隙就是最明显的组织空隙。“卫

气组织液”是皮肤和肌肉表浅间隙中的组织液；而

“营气组织液”是位于比较深部的筋骨间隙、关节

腔及脏腑间隙中的组织液。但他还觉得有很多问题

没有解决：1990年初发现同位素循经迁移现象报导

后，他从小型猪上实验看到注射到低流阻点的同位

素孵锝，沿着低流阻点的轨迹迁移时，才真正证明

了同位素是沿着低流阻通道迁移；但20世纪60年

代初虽否定了朝鲜金凤汉所宣称发现的“凤汉管”

结构，然经络研究界仍习惯上认为扩散性物质的定

向运动应该有管道的约束。为了破释矛盾，他长时

间地思考约束同位素分子的动力学原理。 

终于一天他想到大学时学的海流知识：海流就

是一种无管道的流体运动。将一个漂流瓶扔到海里，

它会随着海流漂到很远的地方，而不会离开海流的

路线。因为流速大的地方压力较低，故可以形成一

种液体压力的约束。如果同位素循经迁移就像海流

中的漂流瓶，经络就是通过流体运动形式形成的无

管道的流体约束。这不就是经络联系海流的自然全

息吗？ 

 

二、有形通道齐全何须再造无形通道 

有人说，由于经络学说与经络临床应用已有二

千多年，所有中医的医术都是以经络为核心，如果

人体没有经络的话，整个中医体系的理论都要改写。

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医一般都不承认人体

存在经络，理由是解剖人体根本找不到经络组织。

中医学虽然理论和临床上应用经络，也有人论证经

络可能是电磁波、电化学的振荡，有量子特征，但

经络界各自为战，也还说不出准确统一的经络在人

体中的具体形态，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存在吗？中

医也只有宏观综合的气、阴阳、脏腑、经络、证等

基本概念，没有21世纪量子引力微观分析的内容。

比如气与阴阳的实质，脏腑的功能与“证”的状态，

都具有不能彻底澄清的复杂的微观内涵。有人说，

这只能靠中医师自已讲。但只靠中医自已能说清楚

吗？ 

一方面我们不能把中医说得太玄，中医理论体

系形成于距今约两千年的战国至秦汉时期，其标志

是《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和《神农

本草经》等医学典籍的问世。而中国医药学的历史

早有五千多年前，由于易经和阴阳五行学说的介入，

就盛行天地万物普适的阴阳哲理与人体实际的结

合；“天地万物，阴阳为本”；“升降出入，无器

不有”；“三阴三阳，生命之门”；“阴阳变化，

天人相应”的法则。落实到人体，控制着人体生命

活动激抑有度地变化；人与天地环境息息相关，事

物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存在着生

克乘侮的共同规律，构成中医整体性理论的基本框

架。有人说，仔细想来，这个基本框架没有什么不

对，没有不科学之处。 

1、弦学走向全息，统观世界的医学科学，有古

代产生的经验医学和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实验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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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中医的人体解剖知识是直观粗略的，对于内

脏器官生理功能的推测也难免存在错误。但中医对

于人整体功能层次生理病理的认识是全面、系统、

正确和独到的。有人说，只要把中医的理论成果如

实定位在人的整体功能层次上，则所有对于中医理

论科学性的怀疑，就能烟消云散。但中医界有这种

21世纪新弦学知识的堆垒和思想学习的准备吗？ 

1）因为认真说来，中医、经络是属于 21世纪

新弦学范畴。中医凭借“望、闻、问、切”的古老的

诊断方法，虽然原始，但符合射隐弦和量子射影几

何及射隐几何的原理；经络类似河流和湖泊，更是天

才的猜想。中医的摸脉，经络的针灸、拔罐、穴位敷

贴、刮痧，推拿等广泛应用，更类似原始的拨动琴

弦。反之弦学更是贴近中医、经络。《从庞加莱猜想

到黑洞战争》中就说过，特霍夫特提出的全息原理，

本身也含有庞加莱猜想翻转问题，能够解决信息不

丢失和多维等价三维等物理之谜，但本身也还不够

完善。这就是要认识全息、制造全息，必须要有类

似两种相干粒子的对撞。这会遇到类似“羊过河”

寓言故事的难题：在一维空间的桥上，两只相对而

行的羊，在桥中间如何交换位置？萨斯坎德“持球

跑进”，只是更挑明了全息原理的不够完善。而 20

世纪 60年代初继三旋理论提出的自然全息律，抓住

激光全息摄影中需要两束相干光线，升腾为自然全

息对“两者相干”的注意。这落实到中医、经络，

是既要有人体病理、生理等信息从内向表的发散，

也要用人类社会一路堆垒的正确科学硬件和软件的

对撞，才可持续发展。例如，QCD全息原理与庞加

莱猜想翻转引理结合，可应用到将来地震和经络信

息等的观察预报上。其原理类似功率谱定义分析的

方法：随机的噪声为白色噪声。黑色噪声是比棕色

噪声的关联性，更强的噪声。从地震到经络等类的

自然演变都是黑色噪声，它们的更强的关联性结合

QCD和 QCD化学等深层次机理，可以被翻转、被

预测。 

2）在我国用生物全息最早直接研究经络学的，

是著名学者张颖清。可惜他仅是抓住与激光摄影的

全息效应“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相似”的联系，

搞的经络学。这与古代经络类似河流和湖泊，并联系

循经感传、循经麻木带等现象定穴位不同。张颖清

以部分与整体相似定穴位，以找最痛处下针，揭示

了经络学研究的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在一次全国

全息生物学讨论会上，据他推荐的一位姓夏的国家

体委运动员训练中心的保健医生说，他根据张颖清

的方法，在训练基地试验，约一个小时能给一百多

人治病，且效果显著。但也有人说，象肩颈痛的病

人，原因是血热引起的，整脊、针灸、方药整来整

去还是痛，而只须用药物清血热就不痛了。我们没

有否定张颖清生物全息的意思，笔者和张颖清认识

较早，也多次交流过，他在扩张全息思路上比较封

闭，对 QCD全息原理的进展听不进去。这也是很多

经络学者的特点。张颖清后来受人攻击，成为继金

凤汉之后，第二个英年早逝的国际知名经络学者。 

3）所以有人把西医对经络、中医的不理解，责

任完全推到西医上，是不客观的。例如有人说，及

至时代发展进入微观分析，出现了剖析人体的一系

列成果，中医才碰到了麻烦，碰到了基本概念难以

说清的问题。整体性的经络学说和客观存在的人体

经络系统直到现在都没有被西方世界所接受和认

识。然而，微观层次的结构和功能研究则是西医的

盲点。西方医药学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方向向下的深

入微观层次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但中医学作为宏

观整体医学，将永远与现代的微观分析医学并行发

展。因为微观分析研究再怎么发展，也注定象牛顿

的经典力学尚能永续利用，它可以作为低速特例而

被包括在量子力学体系之中。 

4）21世纪新经络学，正是把古老的经络、中医

弦学包括在 21世纪新弦学体系之中的。这也是批评

中医的人不理解的。批评中医者的不客观，也是显

然的。例如有人说，中医凭“望、闻、问、切“这

些原始的、古老的方法，对一个患了“已病”的患者，

也弄不清究竟是患的是什么病，何谈知“未病”？中

医有一个万灵的法宝，就是中医使用的语言，连中

医内部都无法交流沟通；无人能明白中医郎中说的

是什么，就无法验证中医说的是对还是错。 

对此我们赞成钟南山院士的回应：肿瘤、心脑

血管病、慢阻肺、糖尿病等，这些都有 10~20年潜

伏期，以中医“治未病”的理念，若能通过改变生活

方式及早预防，可降低死亡率。以前西医，是简单

地把肿瘤给杀灭了，最后发现瘤没了，人也死了。

说中医只有中药还可验证，可能讲得太绝对了。中

医整体治疗和治未病的理念是科学的，会汇入世界

医学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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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张颖清的生物全息经络学开始，我国的经

络学界在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学习国内外的研究方

法进行鉴定和创新，从伯纳德的没有脑袋的生理学

的躯体稳态说，贝塔朗菲的系统论，维纳的控制论，

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和自组织原理，到哈肯的

协同学，已经是用尽了力气。得出了诸如人体经络

系统是一种适用于系统理论、信息论、控制论等的

通讯和自动控制系统；经络是组织液与资讯的通道；

经络是人体的无线信息网络、生物电网络系统；经

络是包括红外线、静电、磁场等信息和能量，包括

各种运载蛋白、酶蛋白、神经肽、激素、及血凝系、

纤溶系、激肽系、补体系等各式各样的蛋白质，包

括各种免疫球蛋白、抗体、各种细胞因子如白细胞

介素、干扰素等，包括脑啡肽、内啡肽、强啡肽等

内源性阿片肽的脑内神经细胞分泌的经气递质，参

与淋巴细胞等免疫细胞调节，形成神经-内分泌-免疫

-循环系统；经气系统是各种神经元、各类感受器、

心血管、消化道、肌肉等组织细胞，在各种剌激下

能产生由于膜上离子通道发生变化的电兴奋的，受

体系统及其胞内信使系统与神经系、内分泌系、免

疫系、消化系、循环系、呼吸系等配体系统共同组

成的经气化学分子网络系统；经脉和络脉是带电磁

场的毛细淋巴管，及其在淋巴组织中产生和生成的

淋巴细胞和浆细胞；经络是用脉冲电和机械叩击剌

激相结合的方法，在患者身上查出的一种特异的信

息传导轨迹的低电阻点、压痛点、敏感点等结论。 

1）以上经络研究者们虽然是多多益善，但说得

再多，经络仍是原来那个老难题：有形的神经系、

内分泌系、免疫系、消化系、循环系、呼吸系等配

体系统通道齐全，何须再造无形的经络通道？这类

似一个世俗国家，从中央到省、市、县各级政府，

行政部门齐全，有交通部、教育部、财政部、公安

部、司法部、商业部、农业部、文化部、水利部、

税务部等等，上下交流信息畅通，功能职责有序，

但还不行，还须在它们旁边建一座无形的神庙，设

一些无形的神祇来控制帮助吗？ 

2）我们曾想以聚焦与散射现象来解答。这种现

象可以联系到深山野林里讲话产生回声，二次曲面

如探照灯在焦点处的光源能集中射得很远等来类比

解释：人体是由很多相对独立的部分所组成，如果

把每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都看成象二次曲面存在

有一个或多个焦点那样的现象。当然产生聚焦的原

理跟二次曲面的几何性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

事，但这却和类圈体的三旋是相关的。万事万物的

弦学量子层次要靠类圈体的联络，要联络，就要讲

支付选择。从支付选择上说，总是有一种相同的支

持选择，才形成了相对独立部分。这类似一种“表

面”，也是一种“旋”。游离或意识解耦释放的类圈

体或类圈体群，碰在这种“表面”上而发生反射，

就跟抛物面或椭圆面的聚焦或反射一样。这种功能

跟神经和血液系统传递信息、物质和能量的鲜明性、

清晰性比较起来，正象在深山野林籍助回声喊话和

现代社会里用电话、电报传话一样不可比拟。但不

能说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因有了电话、电报，深山

野林里具备的那种天然产生回声的功能就消失了。

人体的经络、穴位的情况就类似于此。人类虽然进

化了，有了高级的专门的神经血液之类的传输系统，

但人体的经络、气血功能并没有消失。 

3）以上解释虽然强调了经络的无形，但功能之

弱形如配谈，并没有古人说经络有如气血那么强大

的作用。无形又强大，从人体量子弦学的奇点，视

界、黑洞联系人类社会，我们想到了新闻传媒报纸：

任何一个现代世俗国家，不管是有新闻自由还是没

有新闻自由，总办有报纸、杂志等新闻传媒。报纸

早有“无冕之王”之称，但却不在政府行政的部门

之序列，报社也没有直接管理这些行政部门的责任，

但新闻却可以传播给所有的部门和人群。这种机构

的存在又类似漂浮，相对说来类似“无形”。但它们

发挥的新闻监督、新闻聚焦，作用又是强大的：即

使有权势的部门和人士，如有不利的真实的要害事

实被抓住，新闻一旦披露都会产生社会压力或震感；

即使这种作用是不确定性的。这类似“量子”性，

也类似“视界”性。 

4）再说人的大脑意识，这种“无形”人人能感

觉到，人人都拥有，难以否定，且对应宏观效应。

如果说意识有量子性，它也生于大脑。但经络不在

大脑。联系新闻聚焦，这也不同于回声的结构聚焦，

也不同于河流、湖泊与海流的结构聚焦。用来对应经

络，如果经络也是人体的一种量子意识，那么回声

用空气分子作传播，河流、湖泊与海流用水分子作组

装；显然经络量子意识的传播不是分子水平，而应

在QCD层次。这是从古到今所有自然全息一路堆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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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来的成果，因此到目前，也许才可以给经络下一

个完整的统一的确切的定义： 

经络是通过组织液截景传播的一种人体量子意

识的流形聚焦与监督。 

 

三、经络空隔脏腑信息何能翻转 

《黄帝内经》说：“精津液脉气血，六气为一气。”

并把人体分骨部、皮部、筋部、脏腑、经络和水系

统。弦学的经络定义也有要说明经络空隔脏腑，信

息何能翻转的疑问。例如中医常说气：人体死亡中

医说是断气；气聚有人，气散无人；气即生命。这

与西医说的停止呼吸不同。中医的气也类似意识，

人在有意识，人死无意识；但这与西医说意识也不

同。再如阴阳、津液、脏腑、寒热、证等中医概念，

对应自然常识有相似，又模糊不相似。有人说，古

代医家讲脏腑，是把人体功能归类作的标示符号；

“五脏六腑”所概括的并不局限于体内相应脏器的

功能。中西医很难结合，但中西医可并举来发展。

中药两千多年的经验积累了不少好东西，但到底有

多大用途，必须迈过循证医学这道“门槛”。如何迈

过？弦学经络定义是一办法。这定义与李定忠教授

说“经络是组织液与资讯的通道”看似相像，但本

质是两个层次。 

1、直面类似“中医已死”的极端指责，不管他

们是懂当代医学的，还是懂前沿基础科学的，可以

理直气壮地说这是错误的。当然，如果说古代的许

多著名中医人物，不仅懂得当时的社会和文化，也

懂得当时的自然科学，那么现代由于前沿基础科学

迅猛发展，大多中医师不懂当代自然科学数理前沿，

或者只懂中学、大学课本教的数理科学，这一现象

肯定会影响弦学中医的发展。如何解决？是一个需

要研究的问题。这里也涉及像一些媒体片面的宣传，

目前包括超弦和圈量子引力理论的所有试图把引力

场量子化的理论，都存在问题的误导。说这种话的

人，即使是研究弦论的，也只是知道科学殿堂内的

人搞的超弦和圈量子引力理论，并不深入知道科学

殿堂外的人研究的21世纪新弦学和新经络学的发

展。 

1）在某些批评弦论派物理学家的宣传的误导

下，即使科学殿堂内的教育数学家，即使懂得弦论

高等数学如泛函分析、微积分的人，也编不出一本

更适宜于教学和学习普及 21世纪弦论的数学书来。

例如庞加莱猜想证明联系 21世纪的弦论，但教育数

学翻来覆去老师教，学生学的都一个世纪以前的数

学概念，世界弦学大国梦能实现？当代超弦和圈量

子引力理论迅猛发展，教育数学家只熟悉、只知道

可以换一种教法、学法能行吗？我国近 60年的教育

数学的成效，不是在数十年后的今天已显现出来了

吗？如果这些有责任感的教育数学家，能以历史的

眼光推进世界弦学大国梦的教育数学，在课堂上如

能情深意切，把弦学数学变得生动有趣，使人在轻

松阅读中领略弦学数学的神韵，识破弦学数学的玄

机，揭示弦学隐藏的规律，发现不同中的相同，从

根本上改变读者对弦学数学教育枯燥难懂的印象，

以新的视角和方法处理弦学数学的老问题，何愁中

医不爱弦学数学？13亿人中少懂超弦和圈量子引力

数学？ 

2）21世纪超弦和圈量子引力理论及全息原理，

走到庞加莱猜想获证，什么是量子的答案已经有了

眉目。即使拿起苏步青教授等 1979年出版的《微分

几何》认真学习下去，也会明白用欧拉-庞加莱示性

数计算，奇点与亏格联系环面是相似的。说穿了球

面量子亏格为 0；环面量子亏格为 1。奇点是环面收

缩的结果。反之奇点放大看类似环面，也就是我们

说的曲点。以此循序下去，开弦对应庞加莱猜想正

定理，涉及球面；闭弦对应庞加莱猜想逆定理，涉

及环面、奇点、曲点。球面和环面联系能量守恒，

庞加莱猜想外定理涉及热力学，庞加莱猜想翻转引

理涉及信息守恒、维数守恒。所以庞加莱猜想定理

联系三旋求衡和量子自旋在宏观与微观的全息图

像。在这些世界科学最高峰的攀登中，早已闪现出

我们中国攀登者的身影。 

3）中医只从哲学考虑，即使整体思维，也全息

不全。像张颖清以前经络研究中所指的全息，只是

一种模式，说它是类比又不是类比，说它相似又不

相似，说它是缩影又不是缩影，说它象重演又不是

重演，说它象归纳又不是归纳，说它象演绎又不是

演绎，说它象直觉又不是直觉⋯⋯。因此说弦学是

全息，中医是全息，只能赋予它一个21世纪新弦学

和新经络学的新概念。一句话，给“全息”增添一

种弦学奇点，视界、黑洞解释，能回答经络第三大

难题。 

2、现在从量子曲率、量子点、量子射影几何，

联系探照灯的类比简要说明如下。按古人说经络可

以通达“五脏六腑”，但今天还没有任何直接的实

验能证明；所有实验都还集中在皮肤层次。皮肤与

五脏六腑虽然有曲折的实体管道通行，但与古人说

的循经传感路线不符。循经传感路线上皮肤与五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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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腑有空间断层相隔，经络空隔脏腑，信息何能翻

转？ 

1）《从庞加莱猜想到黑洞战争》中说过，反德

西特（AdS）空间，其“反”表示空间曲率是负的。

可以做许多小盒子。在三维中，如果盒子是球形，

意味着内部是一个球。D-膜是有黏性的，如果把它

们带到一起，它们将黏在一起，形成一个有若干层

的D-胚垛。卡西米尔平板效应是在两个平板之间有

一种吸引力，把卡西米效应平板称为K-板。从无黏

性出发，反K-板相当于反D-膜；有黏性的K-板，相

当于D-膜。再把这些处理成“量子点”，加上量子

曲率解释和将量子编织态概念引入，如果反 D-膜等

量子编织态的量子曲率近似于半球形的抛物面，用

探照灯的原理对量子点进行描述，由于丹麦科学家

已经用实验证实，量子点具有类似旋转和强弱发射

的效应，那么联系经络就不仅类似海流，而且具有

海船之间相互用类似探照灯光打信号进行交流的能

力。这里已把循经传感、循经麻木，退放到是一种

力化学层次，经络量子点聚焦反射的“光量子”，

当然只能是QCD层次的东西。 

2）进一步地说，这种量子点发射作为最原始的

射影点已昭然若揭。用来建树量子射影几何，是和

自然全息等价的，因此也能回答高也陶医师提出的

QCD“是否可能解决中医的望诊，望气和望色”的

问题。这里的基本原理类似射影几何的聚焦透视法；

人眼从一点出发，观察实景，从实景的各点出发，

通过人眼的光线形成一个投射锥。根据这一原理，

量子医学射影几何揭示中医的“望、闻、问、切”

的古老的诊断方法，本质类似在含摘人体经络量子

点投影的量子意识锥的一些病变“截景”。因为截

景样式可以不同，反过来说这些截景就是患者的生

命现象，通过外源性QCD及 QCD云流投影锥的一

些截面。中医生的“望、闻、问、切”类似QCD科

学家，在大型强子对撞机中寻找、分析上帝希格斯

粒子的“截景”一样。 

3）高也陶先生是闻诊专家，出版过《闻诊》

一书。他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的《意识新论》

提出量子科学时代的意识概念是 ：（1)意识可以是，

也可以不是大脑的产物;（2)意识可以是，也可以不

是生命的产物。这是他思考“闻诊利用了振动波”，

而“望诊需要解决光电波”的结果。这和我们认为

经络包含量子意识有相似之处。然而这是一个很尖

锐的问题。因为即使彭罗斯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他提出的量子意识论和汉姆罗夫的微管论，据说别

人用严格计量方法检验，都还没通过。但用中医的

经络来检验量子意识，是一个新方向。 

3、这个方向，按萨斯坎德的说法是重新装备

头脑。即仅通过经络流阻的测定，发现是低流阻通

道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把经络对比黑洞、奇点、视

界来讨论高也陶的量子意识论。 

1）从人体是一个放大了的多维的卡---丘空间，

人体生理也联系一些物理、数学规律：生命死亡或

细胞凋亡的 QCD 机制与大质量星体一旦核能源耗

尽，就没有内部压力能够抗衡引力挤压，即与星体

在自身的重力作用下塌缩耗尽其核能源就会塌缩相

似。这里虽然对生命死亡或细胞凋亡的 QCD机制还

非常不清楚的，但有一点类似是清楚的：科学家们

定义粒子视界，是把所有粒子（包括光子）区分为

两类：（1）那些处在我们视野中的光的波前粒子为

一类；（2）所有其他粒子为另一类。无黑洞粒子视

界不同于有黑洞事件视界。在事件视界中，一个球

形光波波前向我们汇聚而来，再把所有在每一条测

地线上穿过我们的实光子与虚光子，分为两类：（1）

那些在有限时间内到达我们的光子；（2）有限时间

内不能到达我们的光子。 

由此联系经络的QCD机制，如果说我们的健康

是由经络决定的，经络不通是疾病产生的根源，生

命死亡或细胞凋亡是 QCD能源耗尽，那么类似我们

的生命物质和意识物质，我们的实践和实验描述，

也必须分成或暗含两部分。表现在我们的经络世界，

这种机制联系经络量子意识，（1）“宏观人”等价于

经络量子意识人，简称经络量子人，它们对应事件

视界。（2）相对的是没有经络量子意识的“微观人”

或粒子人。它们的视界称粒子视界。在经络量子意

识中，粒子视界也不同于事件视界。 

2）核能源耗尽和 QCD能源耗尽发生塌缩的论

证，物理上暗示着星体的半径必定趋向于零，直到

它达到零体积与无限大密度的一个“点”。对于一个

黑洞，在 r<2Gm/c2的区域，是一个具有巨大密度与

张力的引力场的区域。星体大塌缩，有中子星的观

察所支持；生命的死亡，有太平间的事实。但这些

支持是个令人困惑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萨斯坎德把

它定义为： 

 

分别把“微观人”（或“点内人”）和“宏观人”

（或“点外人”）声称不一致的两个观测，不论结

合到哪边脑海景象而得到一个观测事实，这在物理

上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以上定义，我们称为萨斯坎德定律。它是宇宙

“大设计”的一个基本定律，能够回答霍金《大设

计》书中的一些难题。一些反对相对论者的逻辑，

如黄新卫先生说，两个人在一条直线上相对一段距

离，各自坐在以光速运动的光子上朝着一个方向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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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那么他们各自测量对方光子的速度，就不是光

速，也许还是 0，所以爱因斯坦错了。又如蒋秀夫先

生说，光通过各种介质运动，用光的折射率 n 转换

看光的速度相加原理，洛仑兹变换的速度相加公式

与时间流逝快慢毫无关系，所以爱因斯坦错了。黄

新卫和蒋秀夫的逻辑表面上看，是对的，但他们都

违反了萨斯坎德定律。即黄新卫的能坐在光子上的

人，必定是“微观人”或粒子人，爱因斯坦的光速

不变原理是“宏观人”的测量。同理，蒋秀夫的光

的折射率 n，虽来自“宏观人”的测量，但能在粒子

介质中穿行的必定是“微观人”或粒子人。 

3）在德•西特的相对论研究中，r=πR/2的视界

面，被视为是在空间距离有限上而不可达的时间表

面。在史瓦西的相对论研究中，r=2Gm/c2的视界面，

是在有限时间内不可达的与不可穿透的表面。在史

瓦西的相对论黑洞概念研究中，有两个奇点：

r=2Gm/c2与 r=0。由 r=2Gm/c2代表的奇点，它在物

理上能够被解释为一种事件视界而非实在的奇点。

由 r=0 代表的另一个奇点，是一个真正的奇点，超

越了这个边缘就不存在时空。奇点处的引力如此巨

大，如果星体的引力足以强到形成视界，把光拉到

里面，这意味着任何黑洞内部都有一个奇点，因为

它总是具有一个视界。考虑到极端高的密度与奇点

处的小距离，量子效应必定在那里的物理过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根据霍金与彭罗斯时空奇点，必须

用测地线的不完备性的术语来定义：一个无奇点的

时空是测地线完备的时空。这实际说的是球面。而

球面没有奇点，环面才有。 

4）萨斯坎德定律是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及实

验证明的：当粒子接近 r=2Gm/c2时，观察者接收到

越来越多的来自粒子的红移光。即粒子在 t=∞时，粒

子穿越视界，一个观察者将永远不能看到粒子达到

r=2Gm/c2；虽然粒子是在有限的原时到达 r=2Gm/c2,

或 r=0。因此，似乎有两个不相容的观点：从外部观

察者，即“宏观人”的立场来看，时间将会停滞，

而事件在视界中将会冻僵。这似乎暗示着视界不能

被看作是物理上真的。这是其一。其二是一个下落

的粒子，将会穿越视界不断下落，既注意不到任何

时钟的变慢，也看不到在视界上的无限红移。这是

从“微观人”或粒子人的立场来看的，视界不会对

广义相对论提出任何挑战。 

4、以上公式 r=2Gm/c2；r=0，简直就是我们人

的生命物质和意识物质实践或实验的版本。 

1）因为以上的公式中，只要把数学符号 G不看

成是引力常数，而看成是量子意识常数，其他符号

的意义都不变，对我们人的生命物质和意识物质实

践或实验也是成立的。虽然经络量子人视界的意义，

对于物理学家是非常不清楚的，但量子意识常数 G，

是有计量的严格值。 

2）因为澄清视界的含义，对于人的生命物质

和意识物质，不可能不提及死亡概念及其对应婴儿

出生的事件视界。即经络量子人视界的含义，远比

任何已经详细研究的定义复杂。例如人的口与肛门

相通，类似环面，可抽象为奇点。人体生命对应黑

洞，胎儿还在母亲腹中的胎包内，胎包就类似黑洞

的视界，胎包球的面积就类似黑洞的面积。黑洞公

式 r=2Gm/c2中的 r 如果是黑洞视界的半径，那么类

似抽象，就对应胎包球的半径。而且霍金和贝肯斯

坦的黑洞熵增原理与面积不减少原理，也是符合经

络量子人的熵增原理与视界面积不减少原理的。即

胎儿出生或破腹产，婴儿脱离胎包和脐带，经络量

子人就从奇点胎儿独自发展，虽然没有了胎包球的

形象视界，但可以继续抽象类似的事件视界：由于

医生能证明，人在环境中不能脱离进食和吸收信息

及知识，这等价熵增原理；由此事件视界面积也不

会减少。但在经络量子人死亡，意识停止，事件视

界的半径 r 从 r=2Gm/c2,大爆炸大塌缩到 r=0。在这

两者之间的生命历程的众多统计权衡中，严格的计

量比较也许能得出量子意识常数 G的参考值。 

3）21世纪新弦学不是魔鬼出没的地方，QCD

是目前人们知晓的原子、分子、电子、光子等实验

和实践的堆垒延伸，它涉及实验中的夸克，是 21世

纪实验和实践在结构信息上，可探测的最前沿。QCD

需要依靠类似的大型强子对撞机提供的实验和实践

材料，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没有，但这并不

妨碍中国掌握经络QCD。如果把我们人体比作大型

强子对撞机，中医师就处在制高点上。中医的QCD

望诊、闻诊等手段，作为没有与大型强子对撞机相

比的仪器治病的思路来说，也许不失为一种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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