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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
根据古代天文学、
历法学和中医学原理，
首次提出了光变时空理论，
指出在《黄帝内经》中存在着多维的时空结
构；其次，
进一步分析了建立在光变时空基础上的阴阳观是时空诊疗的前提，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内经中存在的太阳周
年、周日视运动光变时空结构、月亮光变时空结构及五运六气时空结构等与生命活动的内在规律关系，
奠定了时空诊疗的基
础；然后，
提出了在光变时空规律的基础上，
借助天干地支时空表达符号，
根据患者发病时间和就诊时间开展时空诊疗的途径
和方法以及根据时空诊疗确立治疗原则；最后，
得出如下结论：中医学是时空医学，
中医学经典理论《黄帝内经》中存在着多维
的光变时空结构，
这种多维的时空结构一直在中医实践活动中应用，
应该称之为望闻问切之外的第五诊。在坚定文化自信、
积
极弘扬中医文化的大背景下，
随着现代生物学、
时间医学的发展，
中医光变时空诊疗作为望闻问切之外的第五诊一定会越来越
受到现代人的重视，
也一定会在中医学理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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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fth Diagno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cord‐
Accord‐
ing to Variation Law of Celestial Motion and Space-Time Theory in Medical Classic of Yellow Emperor
HE Sheng1, LIAO Chang-ying1, SU Yun-jian2, ZHONG Qi-li3, CHEN Gu-cheng2, CAI Ke-da4, CAI Wei-bin4, QIN Min4 (1.Lingnan Flying Needle In‐
heritance Studio,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5; 2.Guangzhou Bazheng Biotechnology Co. Ltd,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00; 3.Xiaodu Village
Health Station of Yanyang Town in Meixian District of Meizhou, Meizhou, Guangdong 514781; 4.Guangdong Seco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Guangd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anuracturing Technolog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95)
Abstract Firstly,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ancient astronomy, calendar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variation
law of celestial motion and space-time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and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 multi-dimensional space-time structure in the Medical
Classic of Yellow Emperor; secondly, the paper further analyzes that the concept of Yin and Yang based on the variation law of celestial motion and
space-time theory is the premise of space-tim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n anniversary, di‐
urnal apparent motion, lunar light variation movement, five movements and six Qi theory of TCM and life activities in the medical classic, which
lays the foundation of variation law of celestial motion and space-tim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then, it further puts forward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spatio-tempor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the onset time and treatment time of patients, and establishes the treatment principles according
to spatio-tempor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ba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law of light change and the spatio-temporal expression symbols of heavenly
stems and earthly branches; finally,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a science using the variation law of
celestial motion and space-time theory, and there is a multi-dimensional light variable space-time structure in the Medical Classic of Yellow Emperor.
This multi-dimensional space-time structure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hich should be called the fifth diagno‐
si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actively carrying forward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with the de‐
velopment of modern biology and time medicine, the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ccording to variation law of celestial motion and space-time theory, as
the fifth diagnosis, will not only be paid more attention by people, but also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the theoretical activities of traditional Chi‐
nese medicine.
Keywords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variation law of celestial motion and space-time theory; Medical Classic of Yellow Emperor

光变时空诊疗是指根据患者发病的时间规律

之。
”即把日、月、星之光的变化作为参照物确定时

特点和就诊的时间，
研究患者的生命生理活动和病

间、空间 ，然后再根据特定的时空描述特定天体运

理变化规律 ，从而准确判断病机 ，作出精准的救治

动变化规律，
确定阴阳消长变化，
进一步确定气候、

活动。以《黄帝内经》为基础的中医学理论，
其实质

物候和人体生命规律变化。由此可见，
日月之光的

就是一部建立在光变时空规律基础上的时间医学。

变化和位移 ，是确定年、月、日、时的时间定位和东

为此，
笔者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学和《黄帝内经》中相

西南北的空间定位依据，
而这正是中国古代历法研

关理论提出了光变时空理论。
《 素问·八正神明论》

究的内容。因此，
《黄帝内经》与中国古代历法一样

提出 ：
“因天之序 ，盛虚之时 ，移光定位 ，正立而待

是古代自然科学 ，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源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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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古代历法通过研究日月地球等五星天体

象也 ，设卦观象（象），按照光变时空变化规律（理、

的变化规律 ，来确立时间单位长度 ，描述天体之间

数），
据理推测，
从而得出判断（占）。

内在的逻辑关系，
这个逻辑关系包括时间单位之间

明《医旨绪论》曰 ：
“故深于《易》者 ，必善于医 ；

的关系和天体之间空间结构关系。中国古代历法

精于医者 ，必由通于《易》……不知《易》者 ，不足以

几乎都是采用阴阳合历，
太阳历以太阳周日视运动

言太医。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
“阴阳者 ，
天地

形成的昼夜和太阳回归年 365.25 天为一年，
太阴历

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

以月亮盈亏 29.5 天为一月计算 345 天为一年 ，
采用

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
”
《黄帝内经》以阴阳和

置润的办法来消除二者之间差距的 11 天 。在历法

三阴三阳为基本元素，
按照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天

制定的过程中 ，日月光变和位移是主要参照物 ，以

人一气、天人相应的原理，
研究天道与生命生理、病

此建立了时间单位之间的关系 ：1 年=12 月=365.25

理活动之间的关系 ，建立起气候、物候和病候的气

日。据此，
我们把古人根据宇宙日月星之光的变化

化模型 ，建立起一套集疾病预防、救治和顺时养生

规律作为参照物确定时空，
以及在特定时空下对天

的系统。阴阳是《周易》和《内经》共同使用的最基

体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认知所形成的科学理论，
称

本的符号。关于何为阴阳 ，
《 素问·阴阳离合》曰 ：

[1]

之为光变时空理论。

“天为阳 ，地为阴 ，日为阳 ，月为阴。
”
《易·系词》言

在我国 3000 多年的历史长河中 ，制历者愈百
家 ，形成历法数十种 ，在《黄帝内经》中存在着多维
的光变时空结构，
采用不同的光变规律作为参照物

“阴阳之意配日月”、
“悬像著明莫大乎日月”。阴 ，
《说文解字》曰：
“暗也，
水之南、山之北也。
”
《说文系
传》曰 ：
“山北水南 ，
日所不及。
”阳 ，
《 说文解字》曰 ：

形成不同的时空结构历法体系，
从多维的时空结构

“高明也。
”
《说文解字义证》则言“高明也 ，对阴言

入手研究生命活动的周期和规律特点。这种多维

也”、
“案：
高者，
天也；
明者，
日也”。
《易传》曰：
“一阴

的时空结构包括生命的年周期节律、月周期节律、

一阳之谓道。
”
《老子》有“万物负阴而抱阳 ，充气以

日周期节律、时周期节律和五运六气周期节律等 ，

为和”。由此可知 ，古人在观察宇宙天体的变化规

这些生命周期节律可以用来研究病机病理、确定治

律过程中，
以日月之光变作为最初的参照物研究天

疗原则 、指导诊疗活动等 ，甚至对疾病的发生 、发

体变化规律 ，
“阴阳之意配日月”，阴阳由最初的一

展、预后等作出判断，
从而体现出《黄帝内经》
“不治

种自然现象 ，逐步被人掌握 ，进一步认识到了阴阳

已病治未病”的学术思想。

的相互依存、转化、对立统一等，
并在此基础上逐渐

1

转化为人类认识自然现象和社会、事物发展变化的

易医同源 ，建立在光变时空基础上的阴阳观是

认识生命活动规律、
认识生命活动规律
、开展时空诊疗的前提
“易与天地准，
故能弥补天地之道”。作为我国

思维规律和认识论，
并从而形成系统的阴阳观。易
医同源 ，建立在《易经》基础的《黄帝内经》，根据光

古文化源头的《易经》，
是建立在古天文学之上的一

变时空规律 ，在阴阳观念的指导下 ，运用了象、数、

部天道规律的哲学著作 ，按照象、数、理、占的思维

理、占的易学（气化）原理 ，对认识掌握生命活动规

模式，
指导人们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

律、开展诊疗救治活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笔者

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从而奠定了天人合一、

把根据光变时空理论开展的诊疗救治活动称之为

天人同构、
天人一气、
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和认识论。
当代学者田合禄认为《周易》是一部天文历法
书 ，以乾坤两卦为基础建立了天圆地方的宇宙模
型，
“无极生太极，
太极生两仪，
两仪生四象，
四象生

“望、
闻、
问、
切”之外的第五诊。
2

移光定位 ，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多维光变时空体系是开

展时空诊疗的基础
以光变为参照物确定时空是中国古代历法的

八卦 ，八卦生万物”，以阴阳（两仪）四象（太阴 、太

共同特点。在《黄帝内经》中分别存在着以太阳光、

阳、少阴、少阳）为基本元素演绎自然界从无到有的

月光、星光为参照物的多维时空结构 ，形成所谓的

发生发展变化过程和规律 。
《易纬》曰：
“辟卦为君，

太阳历、太阴历、阴阳合历、斗柄历、五运六气历等，

杂卦为臣 ，四正为方伯 ；
二分二至 ，寒温风雨 ，总以

学习掌握多维的光变时空结构是学习好《内经》精

应卦为节。
”以十二卦对应十二月和 24 节气，
称之为

髓的关键，
更是开展第五诊的基础。

十二消息卦。孔子读《易》心得：
“书不尽言，
言不尽

2.1 太阳周年视运动光变时空结构与生命活动规律

意……圣人立象以尽意 ，设卦以尽情伪 ，系辞焉以

太阳光变时空结构就是太阳历的历法体系中

[2]

尽其言，
变而通之以尽利，
鼓之舞之以尽神。
”易者，

的时空结构。太阳历是以太阳周日视运动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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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夜为一日、以太阳 365.25 日为一回归年（周年视

病者，
平旦慧，
下晡甚，
夜半静。心病者，
日中慧，
夜

运动）所形成的历法 ，一年包括 4 季 、24 节气和 72

半甚 ，平旦静。脾病者 ，日昳慧 ，日出甚 ，下晡静。

侯 ，其中五日为一侯、三侯为一气、六气为一时 ，四

肺病者，
下晡慧，
日中甚，
夜半静。肾病者，
夜半慧，

时为一岁 ，
即 1 岁=72 侯=24 节气=4 季。
《素问·四季

四季甚 ，下晡静”。五脏病理变化在一日之中不同

调神大论》中有关于四季的气候、物候与病候的描

时辰表现也不一样。
《 灵枢·营卫生会》曰 ：
“人受气

述，
形成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特点，
并提出

于谷，
谷入于胃，
以传与肺，
五脏六腑，
皆以受气，
其

了人体病理变化与四季的关系 ：
“逆春气则少阳不

清者为营 ，浊者为卫 ，营在脉中 ，卫在脉外 ，营周不

生 ，肝气内变 ；
逆夏气则太阳不长 ，心气内动 ；
逆秋

休 ，五十而复大会……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 ，行于

气则太阴不收，
肺气焦满；
逆冬气则少阴不藏，
肾气

阳二十五度 ，分为昼夜 ，故气至阳而起 ，至阴而止。

独沉”，明确了五脏感邪发病的时间规律特点。
《素

故曰 ：日中而阳陇为重阳 ，夜半而阴陇为重阴。故

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
“冬伤于寒 ，春必病温 ；
春伤

太阴主内 ，太阳主外 ，各行二十五度 ，分为昼夜”。

于风，
夏生飧泄；
夏伤于暑，
秋必痎虐；
秋伤于湿，
冬

人体营卫之气运行规律在一天之中也有变化。

生咳嗽。
”
《素问·平人气象论》曰 ：
“肝见庚辛死 ，
心

2.4 五运六气光变时空结构与生命活动规律

见壬癸死，
脾见甲乙死，
肺见丙丁死；
肾见戊己死”。

五运六气是《黄帝内经》中独有的一套宇宙自

这是明确指出五脏疾病死亡时间的规律。

然气候演化模型，
以“六为节、以五为制”运算法则，

2.2 月亮光变时空结构与生命活动规律

结合阴阳变化规律 ，以天文变化规律为背景 ，将气

月亮光变时空结构就是太阴历的历法体系中

候的变化概括为五运六气 ，即风、寒、暑、湿、燥、火

的时空结构。太阴历是以月亮的盈亏朔望周期 29.5

为六气，
金、木、水、火、土为五运。五运六气的综合

天为一月计算，
一年为 345 天，
即 1 年=12 月=345 天。

作用形成了气候特点、物候特点、病候特点，
从而将

在月亮的朔望周期中，
由于地月之间空间距离结构

天地人一体的天人相应、天人同构、天人一气、天人

的不同导致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不同，
从而形成

合一的思想落实到具体的养生保健和诊疗、治疗活

潮汐周期和女人生理周期规律，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

动中。
《 素问·天元纪大论》曰 ：
“太虚寥廓 ，肇基化

其还对人的心脑血管产生作用力。
《素问·诊要经终

元，
万物资始，
五运终天，
布气真灵，
总统坤元，
九星

论》曰：
“正月二月，
天气始方，
地气始发，
人气在肝；

悬朗 ，
七曜周旋。
”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云 ：
“先立

三月四月……人气在脾 ；五月六月……人气在头 ；

其年，
以明其气，
金木水火土运行之数，
寒暑燥湿风

七月八月……人气在肺 ；九月十月……人气在心 ；

火临御之化，
则天道可见。
”
《素问·六节藏象论》曰：

十一月十二月……人气在肾。
”说明一年十二月中
人体气血变化规律。
《 素问·八正神明论》曰 ：
“凡刺

“不知年之所加 ，气之盛衰 ，虚实之所起 ，不可以为
工矣。
”五运和六气的加临，
形成了“天刑”、
“顺化”、

之法 ，必候日月星辰 ，四时八正之气 ，气定乃刺之

“小逆”、
“不和”等不同的流年气候 ，不同的气候会

……月始生 ，则血气始精 ，卫气始行 ；月郭满 ，则血

对人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疾病的产生、病理变

气实 ，肌肉坚 ；
月郭空 ，则肌肉减 ，经络虚 ，卫气去 ，

化均会产生较大影响。元代医学家滑伯仁说 ：
“不

形独居……月生无泻 ，月满无补 ，月郭空无治……

读五运六气，
检遍方书何济。
”明代王肯堂云：
“运气

故曰：
月生而泻，
是谓脏虚；
月满而补，
血气扬溢，
络

之说 ，为审证之捷法 ，疗病之秘钥。
”可见五运六气

有留血 ，命曰重实 ：月郭空而治 ，是谓乱经”。这是

在中医学中的价值和地位。

根据月亮光变时空进行针灸治疗的时间选择。

3

2.3 太阳周日视运动光变时空结构与生命活动规律

途径

地球围绕太阳自转一周形成一日的周日视运
动 ，导致了一日中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
《 灵枢·顺

光变时空 ，
《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
》时空诊疗的主要方法和

3.1 天干地支——光变时空表达符号
《五行大义》记载，
黄帝史官大挠“采五行之情，

气一日分为四时》曰 ：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是气之

占斗机所建，
始作甲乙以名日，
谓之干，
作子丑以名

常也，
人亦应之。以一日分四时，
朝则为春，
日中为

月 ，谓之枝。有事于天则用日 ，有事于地则用月。

夏 ，日入为秋 ，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 ，病气衰 ，

阴阳之别 ，
故有枝干名也”。甲、乙、丙、丁、戊、己、

故旦慧 ；
日中人气长 ，长则胜邪 ，故安 ；
夕则人气始

庚、辛、壬、癸十天干 ，与子、丑、寅、卯、辰、巳、午、

衰，
邪气始生，
故加；
夜半人气入脏，
邪气独居于身，

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
相互配合成六十甲子用

故甚也”。一日之中病情的轻重变化规律可以作为

为纪历之符号，
即常说的六十甲子。关于天干地支

指导临床诊疗的参考。
《 素问·脏气法时论》曰 ：
“肝

如何诞生，
学术界尚无定论，
也无明确的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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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笔者研究认为 ，天干与太阳的活动有关 ，地支

二十二难》阐述了气血在经脉中运行的规律与十二

与月亮的活动有关 ，同样源于光变。在太阳系内 ，

时辰对应关系：
子胆、丑肝、肺寅、大卯、胃辰、脾巳、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一年的时间内，
太阳完成了

心午、小未、申胱、酉肾、戌包、亥三焦 ；
医圣张仲景

一个回归年 ，在地球上就产生了春生 、夏长 、长夏

的《伤寒杂病论》六经辨证中六经病欲解时，
也是对

化、秋收、冬藏的轮回 ，这就是“五运终天”。比如 ，

内经中时间医学的应用发挥。

古人把春生的功能和性质定位为木，
阴阳观念产生

3.3 以患者的就诊时间开展时空诊疗

之后，
出现了阴木和阳木，
进一步用甲定位为阳木，

患者就诊的时间可以反映当时五运六气的气

用乙定位为阴木。因此，
甲乙木从时间上来讲是春

候特点、物候特点和病候特点 ，可以以此作为诊疗

天、从空间方位上来讲为东方 ，从事物发展的功能

活动的依据。笔者在多年的医学实践活动中发现，

和性质上具有“春生”的功能和性质，
是时空性的统

在某一段时间之内同一种病机导致的疾病患者较

一。所以 ，天干地支是时空性三者统一的符号系

多 ，患者患病发病时间不一定为就诊时间 ，患者往

统 ，这个系统承载着时空信息 ，按照时空运转规律

往是在疾病影响了工作、生活时才可能选择就医 ，

永不停息地运转着。正因为干支的这种特殊性，
才

因此患者就诊时间也是病情比较严重 、加重的时

能担任起时空诊疗的作用。开展时空诊疗要熟练

间 ，而病情会在这一时间段内严重、加重就与患者

掌握干支纪时历法。

就诊时间的五运六气有关。比如，
2021 年 8 月 26 日

3.2 以患者发病时间开展时空诊疗

患者就诊 ，此年中运水气不足 ，丑未年司天太阴湿

中医是时间医学，
疾病发生的时间直接反映出

土，
在泉太阳寒水 ，
8 月主气太阴湿土 ，
客气少阳相

患者的生理、病理活动情况 ，可以作为诊疗的重要

火 ，水气不足往往病在肾、脾、心三脏 ，此年气候主

依据 。
《 素问·疏五过论》曰 ：
“圣人之治病也 ，
必知

要特点为寒湿[4] ，
8 月又是湿热夹杂 ，
若患者恰好病

天地阴阳 ，
四时经纪。
”
《素问·金匮真言论》曰 ：
“所

在心、
脾、
肾三脏，
就要考虑寒湿因素的影响。

[3]

谓得四时之胜者 ，春胜长夏 ，长夏胜冬 ，冬胜夏 ，夏

患者的就诊时间也是选择治疗原则的重要依

胜秋，
秋胜春，
所谓四时之胜也。东风生于春，
病在

据。五运六气学说为指导临床临证诊疗提供了思

肝，
俞在颈项；
南风生于夏，
病在心，
俞在胸肋；
西风

路 ，无论在临床辨证确定病机、治则还是选方用药

生于秋，
病在肺，
俞在肩背；
北风生于冬，
病在肾，
俞

等方面均很有意义。既然疾病的发生与运气的盛

在腰股 ；
中央为土 ，病在脾 ，俞在脊。故春气者 ，病

衰有关 ，医者在诊治疾病时就必须考虑运气的变

在头 ；
夏气者 ，病在脏 ；
秋气者 ，病在肩背 ；
冬气者 ，

化[5]。
《素问·五常政大论》的“必先岁气，
无伐天和”，

病在四肢。故春善病鼽衄 ，仲夏善病胸胁 ，长夏善

即从时空角度进行分类治疗。这些原则包括司天

病洞泄寒中 ，秋善病风疟 ，冬善痹厥。
”以五行生克

之气淫胜治则、在泉之气淫胜治则、六气胜治则、六

关系系统地论述了五脏疾病发生与季节的关系，
掌

气复则、客主加临六步气治则、运气相合及地支纪

握了疾病发生时间就可以判断出疾病的部位和特

年治则等。
《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风淫所胜 ，平

点。
《 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了六气在泉带来的疾

以辛凉 ，佐以苦甘 ，以甘缓之 ，以酸泻之”、
“阳明之

病 ，比如“岁厥阴在泉 ，风淫所胜……民病洒洒振

胜，
治以酸温，
佐以辛甘，
以苦泄之”、
“太阳之复，
治

寒，
善伸数欠，
心痛支满，
两胁里急，
饮食不下，
膈咽

以咸热 ，佐以甘辛 ，以苦坚之”、
“木位之主 ，其泻以

不通，
食则呕，
腹胀善噫，
得后与气，
则快然如衰，
身

酸，
其补以辛”；
《 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言“甲子、

体皆重”。六气司天、在泉均会引起不同的疾病发

甲午岁，
上少阴火，
中太宫土运，
下阳明金，
热化二，

生，
掌握六气首先要掌握六十甲子纪年规律。按照

雨化五，
燥化四，
所谓正化日也。其化上咸寒，
中苦

《素问·五运行大论》所言 ：逢子午年为少阴君火之

热 ，下酸热 ，所谓药食宜也”等 ，这些时空诊疗法则

气所主 ，逢丑未年为太阴湿土之气所主 ，逢寅申年

在今天的医疗实践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

为少阳相火之气所主，
逢卯酉年为阳明燥金之气所

4

主 ，逢辰戌年为太阳寒水之气所主 ，逢巳亥年为厥

结语
中医学是在天人合一、天人同构、天人一气基

阴风木之气所主。这里的所主之气就是司天之气，

础上建立起来的时空医学 ，在中医学经典理论《黄

在五运六气历法中，
一年的大运、司天之气、在泉之

帝内经》中存在着多维的光变时空结构 ，这些光变

气及主客加临决定了一年的主要气候、物候和病候

时空结构一直在数千年的中医实践活动中应用，
历

特称。由此可知，
掌握发病时间对诊疗救治活动的

史上医圣张仲景断王粲 20 年后眉落而死案例确有

重要性。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
后世的《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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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会在中医学理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可能，
宋·陈无择《三因司天方》被历代大家重视，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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