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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独有的古老的太极八卦图确实有着很宏奥的哲理，它也正在叩击现代科学殿

堂的大门。由于年代久远，对今天的人说来，仍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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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

正解开太极八卦图己成刻不容缓的事了. [Academia Arena, 2010;2(2):44-49]. (ISSN 1553-992X). 
 

[关键词]: 八卦图图解; 来源; 功能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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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的出处及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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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自旋的周期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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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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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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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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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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拉科查人或玛雅人

他们为了今后重返地面,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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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伏羲发展了八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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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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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古人根据这个称八卦名词。  
并在预测上作阴和阳或阴爻阳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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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符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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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复制出能量发生自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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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用阳爻（－）表示为男性或是指杠杆创造出质量，阴爻（－－）表示复制出更多能量，

这样来建立预测理论是符合科学的。见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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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卦图那两个似箭头,实质是一个表示作向心力, 一个表示作离心力推挤摩擦才产生出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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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如男女是进化产生出宇宙后万物名称的之一。] 
它们各具备不同功能. 一个是在向心力作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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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质量复制出更多能量，也就是让它

如 0 的一边向无限小或是向无穷大发展。这样就知它们以后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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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创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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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制出的能量就越多。就可克服能量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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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旋。进入

中心气体就在加速惯性中划出了图中小圆圈空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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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
过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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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图没标出心度，就让人无法

理解它作用 
并且在这个空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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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也没有找到它的功能

作用, 仅用天地人是表叙不清它们各功能作用。而且图也表示不准确。】另一个它是在不对称的

椭圆内壁空穴运动场所中心形成质量再生场, 它的能量是被系统加速向心力自旋抛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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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图中那两个黑点,同八卦

图二表叙略有点区别。这样去演示操作它两种作用力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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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一个质量它在自旋运动过程场上,也像八卦图二表叙出六种质量力面场, 各自复制出的

能量是截然不同。 但周易仅从卦的解释, 以为有三变才得了一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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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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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质量在一元复始运动过程场上还出现了匀速运动, 和一边从上向下加速运动, 不规则运

动, 及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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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挤摩擦发散出各自万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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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维空间。 
而在周易顸测上把这四种速度称四象，以及八种门六十四卦等来设解论事物。 两者基本意

思也相同。同时演算方法先逆时针从下向上，以后从上向下演算。因如人必须先吃饭后得到向心

力才能去创造能量。 
中国老子只把八卦中一个下面似箭头向心运动规律的道,看做成人生在世创造出再大质量就

是财产没有用, 眼一闭脚一蹬一死百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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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宗

耀祖留给下一代。创立了儒教出世,有为。及具体的还设出了阴阳金,木,水,火,土五行来演化万物

运动上升到哲学高度等。都是从这张图意引出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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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表示出万物的来龙去脉意义。更没有让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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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表叙的意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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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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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卦图如像这两张图表叙清楚, 自然科学先进 3000 年。夸克就不应该美国人获诺贝尔奖。 
总之古人知道“简易图”是判断推理的一种测探工具。无论过去、现在及将来，无论是星

系还是原子, 是动物还是植物,是宏观还是微观都能设解论它。如星球或原子有了这张图去顺序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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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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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对古人设立的八卦图就没必要苛求他解释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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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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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设立出的万能理论。 

今后我们也可去用【【统 一 场 论＝】】完善八卦理论，帮人们打开智慧的大门,将会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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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设题解题。

并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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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摆在我面前任重而急迫, 决不能像达尔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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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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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就是统一的场等等。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在此先简单描述我发明的永动机，第一次造出一种似

地球围绕太阳转的风车式原始永动机，体积大、无实用价值。曾以此向华国锋主席写信，望资助

我永动机发明， 改造出能适用做功的永动机。第二次造出的永动机是单细胞式，也就是八卦图

那样。现在的永动机可能同飞碟这个质量再生动力永动机一样，就像下面的图形结构：  
         
     
         

 

 

 

 
            
 

 
 
 
苏联通克斯上空发生飞碟大爆炸就是其中一种 大 先进的飞碟飞行失败时,就是像我右圆图两

端作功的碟子一样，（也可看我博客相册永动机照片）将一片原始大森林两边一棵棵树木切断成

树桩，一直存在到今天。  
    我真正实物有些不同，我那个偏在一边的铁球同他们一样，把三吨陨石球偏放在一个系统空

穴一边似杠杆力臂上，将质量复制出了做功的能量。由于质量在速度中复制出做功的能量是有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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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所以他们同我一样,至今发明出的飞碟还不匀速，体积大，飞行速度慢，甚至还逃逸不出

地球的引力，大多数在向外空飞行时，以机毁人亡而告终, 上图左边实质是地球内人类发明的飞

碟,如逃逸出地球引力就不是地球内人类杰作了。(如一定需实物我照发去).   
敬爱的读者，为了取得科学真理,  它毁掉了我青春，毁掉了我的家庭。在人生中谁有我的

苦多, 愁多，泪多。但我没屈服，不会使用电脑，也没有人来做我助手,有时我在手写板上甚至写

近百个字都不正确时，我就改用显示不出来的字意来表叙。所幸上帝没有负我的苦劳。我也收到

了英国自然杂志和美国《科学》杂志社发表我的【【创立统一场论】】论文。 
    由于时间仓促和科研忙限制我写作，对八卦问题暂叙这一部份，仅供参考。其余参考已发表

美 国 http://www.scienc 打 开 电 脑 或 手 机 复 制 到 地 址 或 百 度 点 击

http://www.sciencepub.net/newyork/ny0302, http://sciencepub.net/academia/0106 学术争呜上 [月球

医生] 也可搜狗点击 http://www.sciencepub.net/newyork/0207 纽约科学 [伟大宇宙母亲大分娩] 
论文 http://www.sciencepub.net/newyork/ny0302 或起点中文网[月球医生] 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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