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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数学的创建及其与中医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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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五行数学”是哲理数学的分支学科，主要
从哲理数学和逻辑学角度，并结合中医临床实践揭
示阴阳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阴阳五行数学及其
在中医学上的应用》不仅建立了阴阳五行数学的理
论体系，而且与中医学密切结合。其中的数十个定
理是从根据阴阳五行的特征提出的3 个公理严格推
导出来的。这些定理破解了中医界几千年悬而未解
的理论之谜。根据其中一些定理所推出的阴阳五行
生理和病理公式,   揭示出人体生理和病理活动的普
遍规律。由之不仅可以对中医的治疗方法进行严格
的数学论证,   从而从逻辑检验的角度证明中医治疗
方法的科学性或发现完善的途径;   而且可以反推出
中医经典处方,   并判断其是否完善和发现完善的途
径，从而为中医的创新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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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阴阳五行学说是极其科学的公理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 众所周知,   中国科学界近年来曾出现否
定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潮,   具有代表性的是,何
祚庥院士说:“阴阳五行学说是伪科学”;著名数
学家吴文俊院士则说：“阴阳五行没有科学的
影子,  连伪科学都谈不上,简直是反科学”。
§ 以下，我谈谈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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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是对一个整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
存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属性的抽象概括，阴阳
学说是中国传统的唯物辩证法。它不仅包含
西方的唯物辩证法,而且较之高出一筹。阴阳
学说具有六大要义,即阴阳的共存、对立、互
根、消长、平衡和转化。西方的唯物辩证法
只讲对立性,而不讲互根性和平衡性。然而,互
根和平衡是和谐的基础,   因此,    阴阳学说实
际上是一种和谐化的辩证法。它可用以下的
公理1加以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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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理1   设 A是任意一个事物,  x, y 是其既
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或两种基本属
性. 若x,  y的强度分别为Q(x)和Q(y),而就强度
而言x,y的比重分别为A(x),A(y),且

A(x)+A(y)≡1,
则有

Q(x)=kQ(y),
其中,k为比例系数,而A的性质取决于A(x)和A(y)
之差

C=A(x)-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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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理1用自然语言表示出来,即

§ 公理1  设A是任意一个事物, 阴和阳是

其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或两种

基本属性。若就强度而言，阴与阳比重之和

恒等于1，则阴与阳的强度成比例，而A的性

质取决于阴、阳强度的比重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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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理1 中,  阴、阳强度比重之和等于1

§ 是对阴和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性

及建立在整体性基础之上的对立性和消长性

的刻画; 阴、阳的强度成比例是对阴阳互根

性的刻画;   整体的状态取决于阴阳强度比重

之差是对阴阳平衡性和转化性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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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是对同一个系统既相互助长又相互
抑制的五个方面或五种属性的抽象概括，五
行逻辑是高层次的辩证逻辑。因为任何一个
整体都可分为阴、阳两部分,   阴和阳都至少

可以分为盛、衰、平三种状态，所以，若阴
阳各分为五部分,则由于每部分又有阴、阳之
分，故而阴阳五行逻辑至少是60值逻辑。这
比西方的二值逻辑高出近两个数量级。五行
学说可用以下的公理2加以刻画：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公理2  设A是任意一个系统, x,y,z,u,v是其既相互助长又
相互抑制的五个方面或五种属性.若 x与 y ,y与 z , z与 u , u
与 v ,v与x,分别具有同一性,x与z,  y与u ,  z与v,u与 x, v与y , 
分别具有对立性, 则x与y, y与z , z与u , u与v ,v与 x分别构成
A的子系统A11, A12 , A13 ,A14 , A15 , x与z ,y与u, z与 v,u与 x , 
v与y 分别构成 A的子系统A21,A22,A23,A24,A25. 又若x,y,z,u,v
的强度依次分别为Q(x),Q(y),Q(z),Q(u),Q(v),而就强度而言
x,y,z,u,v在A中的比重分别为A(x),A(y),A(z),A(u),A(v), x与z
在 A21中的比重分别为A21(x),A21(z), y与u在A22中的比重分别
为 A22(y), A22(u), z与v 在 A23  中的比重分别为A23(z), A23(v),

§ u与x在A24中的比重分别为A24(u), A24(x),v与y在A25中的比重
分别为A25(v),A25(y),且

§ A(x)+A(y)+A(z)+A(u)+A(v)=1,

§ 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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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x)=k1Q(y),
Q(y)=k2Q(z),
Q(z)=k3Q(u),
Q(u)=k4Q(v),
Q(v)=k5Q(x);

A21(x)+A21(z)=1,
A22(y)+A22(u)=1,
A23(z)+A23(v)=1,
A24(u)+A24(x)=1,
A25(v)+A25(y)=1.

其中,ki(i=1,2,3,4,5)为比例系数,而A的性质取决于
C1=A21(x)-A21(z),

C2=A22(y)-A22(u),
C3=A23(z)-A23(v),
C4=A24(u)-A24(x),
C5=A25(v)-A25(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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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理2用自然语言表示出来，即

§ 公理2  设A是任意一个系统,木、火、土、金、 水是
其既相互助长又相互抑制的五个方面或五种属性，其中木
与火、火与土、土与金、金与水、水与木分别具有同一性, 
金与木、木与土、土与水、水与火、火与金分别具有对立
性 ,则木与火、火与土、土与金、金与水、水与木分别构
成的子系统A11,A12,A13,A14,A15;金与木、木与土、土与水、
水与火、火与金分别构成A的子系统A21,A22,A23,A24,A25。
又若就强度而言，木、火、土、金、水在A 中比重之和等
于1,则木与火、火与土、土与金、金与水、水与木的强度
分别成比例；金与木、木与土、土与水、水与火、火与金
在A21、A22、A23、 A24、 A25中的比重之和均等于1，而A的
性质取决于金与木、木与土、土与水、水与火、火与金在
A21、A22、A23、A24、A25中的比重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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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理2中,    具有相生关系的任意二行各构
成一个子系统,  其强度成比例,   是对其同一性的
刻画,   而与阴阳的互根性相关;  具有相克关系的
任意二行各构成一个子系统,  其强度的比重之和
等于 1, 是对其对立性的刻画, 而与阴阳的对立性
相关；整体的状态取决于五对具有相克关系的二
行强度比重之差,  是对五行平衡性的刻画。由此
不难看出,   五行学说是阴阳学说的引伸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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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理3  设a,b是五行中任意二行.若(a,b)(即a
生b),则a与b必然具有同一性;若<a,b> (即a克
b),则a与b必然具有对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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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五行生克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五行的本质问题。

根据宋代周敦颐“阴阳妙合而成五行”之说，五行当为五
种气；按照周易，十二消息卦揭示出一年12个月或一天
12个时辰阴阳二气的数量周期性相对变化的规律；按照
五季配五运之法，乃从大寒节日起木运，依次经过火、

土、金、水运，每运各主1/5年。 将这三方面结合起
来，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五行乃是阴阳二气周期性相
对变化的五个不同的阶段。若以P(x)和P(y )分别表示阳
气和阴气所占的比重，则其主导属性明晰度为

§ Z（A）= P（x）-P（y），

§ 而其主导属性明晰度变化范围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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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主导属性明晰度大于0意味着阳长阴消，主导
属性明晰度小于0意味着阳消阴长，所以从上图中可以
看出，木为阳长阴消；火为阳长阴消；土为阳长阴消转
阳消阴长；金为阳消阴长；水为阳消阴长转阳长阴消。

§ 由阴阳消长性可以看出，木与火具有同一性；火与
土具有同一性；土与金具有同一性；金与水具有同一
性；水与木具有同一性；金与木具有对立性；木与土具
有对立性；土与水具有对立性；水与火具有对立性；火
与金具有对立性。

§ 对五行的本质作如上理解，就可看出，相生的本原
在于具有同一性；相克的本原在于具有对立性。而且，
阴阳五行学说的局限性也得以克服，从而可以对中医理
论做出圆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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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显而易见,  阴阳五行学说是一个极其

科学的公理, 是中国古代先哲最伟大的发明创

造。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 特

别是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就由是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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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阴阳五行数学中特有的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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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五行生理和病理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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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阴阳五行生理公式，其内容概括起来讲，即就一个

脏器而言，阳亢必然导致阴虚，阴盛必然导致阳虚；但

阳虚既有可能导致阴盛又有可能导致阴虚，阴虚既有可

能导致阳亢又有可能导致阳虚；五行中具有对立性的任

意二行，一方阴盛，则另一方阳虚；一方阳亢，则另一

方阴虚；但一方阴虚，另一方既有可能阳亢，又有可能

阳虚；一方阳虚，另一方既有可能阴盛，又有可能阴

虚；五行中具有同一性的任意二行，其阴阳的盛虚具有

同一性。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说得更简单一点，即相生

具有同一性， 相克具有对立

性；但就相克而言，由阴虚也

可能导致阳虚，由阳虚也可能

导致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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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五行病理公式即疾病传变公式,一般
只适用于久病和重病的情况。其内容概括地
讲，即：五行中具有相生关系的任意二行，
其阴阳盛虚具有同一性。五行中具有相克关
系的任意二行，一方阴虚， 则另一方也阴
虚；一方阳虚，则另一方也阳虚； 一方阴
盛，则另一方阳虚；一方阳亢，则另一方阴
虚；同时存在一方阴盛另一方也阴盛和一方
阳亢另一方也阳亢的可能性。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 说得更简单一点，即相生

具有同一性；相克也存在具有

同一性的可能。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中医治疗方法的逻辑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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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人体五脏六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个脏器发病也可能导致其它脏器发生病变，所

以，如果采取某种治法能使人体发生与之相反的

变化，即将后者作用于前者能使五脏六腑都达到

“阴平阳秘”，就意味着这种治法正确无误。根据
阴阳五行生理和病理公式既可由一脏或一腑的阴

阳盛虚情况推得其余脏器可能出现的阴阳盛虚情

况，又可推出采取某种治法各个脏器的阴阳可能

发生变化的情况，因而可以对中医的治疗方法从

逻辑检验的角度进行严格的数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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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医治疗方法的逻辑检验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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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以上诸例纯粹是为
了证明采取某些治法在逻辑上的合理性。所
推出的、人体在阴平阳秘的情况下，采用这
些方法脏器可能发生的变化，只是一种符合
阴阳五行逻辑及阴阳五行生理的假设，在临
床上未必出现。

§ 如我们所知,    逻辑检验和实践检验对于
科学真理的鉴别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既能
经得起逻辑检验,    又能经得起实践检验方可
谓之科学。中医的疗效已为几千年的临床实
践所证实,   如果能从逻辑上对它的治法进行
严格的证明,  其科学性还有什么可怀疑呢?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 中医辨证论治的数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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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组方是先根据主证确定君药, 再根据药物

之间的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关系确定臣药、佐药

和使药。我们则是应用阴阳五行生理和病理公式,

根据“ 人体的阴阳平衡取决于各个脏器的阴阳平
衡”的原理, 由与病证有直接关系的脏器的阴阳盛

虚推导其他脏器的阴阳盛虚,   并根据每种中药的

归经及对阴阳的补泻作用,按照“不足者补之,太过

者泻之”的原则,在它们之间建立对应关系,从而反

推出经典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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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阴阳五行生理或病理公式推导各个

脏器的盛虚情况时,   如果从几种病推出的结

果不存在矛盾，那么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都

是组方的依据，即要针对可能出现的每一种

情况选择适用的中药；如果推出的结果存在

矛盾，那么除了通过求其交集排除那些不会

出现的情况外,   分析的主要依据是：同一个

脏器阴盛和阳亢不能同时发生，阴盛和阴虚

不能同时发生，阳亢和阳虚不能同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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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推中医经典处方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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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是从病证出发来选
择经典处方的。所选择的处方是否是最佳的,

§ 就要看能否使得五脏六腑都达到阴平阳秘。
对于由病证出发所推导的、可能发生的各种
情况( 不包括应该排除的情况) 而言,  如果对
于其中的每一种情况都有不少于一种药物与
之对应,   那么就意味着它能使得五脏六腑都
达到阴平阳秘;  否则,    就需要加以完善。完
善的途径就在于,   针对那些无药物与之对应
的情况补充相应的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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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所选择的处方与所
推导的结果之间一般都有一定的距离。这就
意味着不能照搬这些处方,而应对药物有所加
减。另一方面,因为具有同种功能的药物往往
不止一种,能否将其中的药物用与之性能相同
的药物去替代,也是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更进
一步,   完全按照推导结果去选药,同时虑及药
物之间的相须、相使、相畏、相杀、相恶、
相反等关系,   而不拘泥于经典处方,是否也可
以？也可以进行探索。因此,中医学从方剂学
角度而言,也存在很大的创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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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因为中药种类繁多,   所以按照古人的组
方方法很难规范化。应用我们的方法,  在对中药按照归
经及对阴阳的补泻作用进行分类的前提下,   选择目标就
变得非常集中。因此, 有理由相信, 将古人的选药原则与
我们的推导方法结合起来,  完全有可能将中医辨证论治
规范化、现代化， 中医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现代
科学特征的科学。

§ 当然，我们现在只是围绕阴阳五行学说做了一些工
作，与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相比， 只是冰山的一
角。然而，中医的科学性则由此凸现出来——以上两端
恐怕西医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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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由于受到时代的
局限,  也有某些不足,但它的科学性和优势是不容否定的。它的科
学性和优势通过阴阳五行数学可以更加凸现出来。不仅如此，阴
阳五行数学还对它赋予现代科学特征，使之由思辨向实证过渡，
使思辨为公式推导所表征，从而不仅使之有很强的操作性，而且
变得很直观，因而有助于中医学的推广普及和走向世界。

§ 用公式反推处方的方法也可用于对名医医案和验方进行分析,
以发现方中诸药所作用的脏器,从而便于对其作理论分析, 因而也
可以进一步发掘民间中医宝库。

§ 用公式推导的方式检验中医治疗方法的科学性和反推中医经
典处方，从推导结果也可窥见所涉及的治法或处方不足之处之所
在及完善的途径，因而也有助于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

§ 因此，有理由相信，中医学不仅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现代科
学特征的科学，而且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它虽然古老，但生命
力依然相当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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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 谢 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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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情分析举例
§ 肾阴虚，肝气虚

§ 由肾阴虚可能导致

§ 即胃火盛或胃阳虚，心火旺或心阳虚；肝气虚可能导致肝阳
虚，由肝阳虚可能导致

§

§ 即胃阴盛或胃阳虚，心阳虚，肺阴盛或肺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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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

§ 所以胃阴阳两虚；因为
§

§ 所以心阳虚；因为
§

§ 所以肺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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