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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周易》的太极代数及逻辑语义模型
王俊龙



(《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杂志社，中国)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周易》的数理逻辑本质，认为它实际提出了一种新的逻辑代
数──太极代数，而其中的八卦则是通用的逻辑语义结构模型。具体地说，太极代数
是形下的正（1）、负（-1）和形上的空（-0）和无（0）构成的四元逻辑代数。其八
卦反映的是交集、交之补、并集、并之补、对称差、差之补、单集、单之补等八个逻
辑运算公式。六十四卦是反映高维语义结构的演绎逻辑系统，构成了六十四重逻辑反
义结构。本文的结论可应用于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的研究。
关键词：《周易》，八卦，太极代数，逻辑公式，逻辑语义，通用模型
1.引言
本文是笔者《周易》数理研究及其在语言学尤其是语义学上的应用研究的系列成
果总结。首先，通过《周易》数理研究，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数理逻辑工具──
太极代数。太极代数是不同于布尔代数的一种新的逻辑代数。（王俊龙 2009、王俊
龙 2013、王俊龙 2014b、王俊龙 2015a、王俊龙 2016）其次，通过太极代数，可以证
明，空和无不是同义词（比如，空口不等于无口）而是反义词(王俊龙 2012a)。再次，
通过太极代数，可以说明乾坤二卦在形下和形上两方面的不同含义：在形下的意义上
表示一元运算关系，乾为正元（1），坤为负元（-1）。(王俊龙 2012a)在形上的意义
是空和无的关系（王俊龙 2012b），乾为空（-0），坤为无（0）。形下的正（1）、
负（-1）二元和形上的空（-0）和无（0）二元构成新的四元逻辑代数──太极代数。
研究发现，形下的正（1）、负（-1）二元不能构成逻辑代数，因为 1+（-1）=0，超
出了正 1 和-1 的范围。而形上的空（-0）和无（0）构成新的二元逻辑代数，也是太
极代数。(王俊龙 2013b)复次，八卦是八个逻辑范式（公式）。通过八卦的内在逻辑
关系，可以证明八卦中存在四对逻辑矛盾：乾和坤，坎和离，巽和兑，震和艮。虽然，
《说卦》中说“震为长男”“巽为长女”，但是，震和巽不是一对逻辑矛盾。同样，《说
卦》中说“艮为少男”“兑为少女”，艮和兑也不是一对逻辑矛盾。(王俊龙 2015c)《说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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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兑，说也。”其中“说”通常都解释为悦。实际上，根据兑和巽是一对矛盾可
以得知，这里的“说”不是悦而是脱，因为，《说卦》曰：“巽，入也。”出入是一
对反对词。还有，《说卦》曰：“兑为口。”又曰：“巽为股。”这里的“股”是臀
部而不是通常以为的大腿。最后，笔者发现八卦是通用语义符号(王俊龙 2013a、王俊
龙 2014a、王俊龙 2015b)和专著《〈周易〉的数理语义学诠释》（尚未出版）。
本文是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的一个概括的阐述，主要任务有两个方面：一是向语言
学界推介一种新的逻辑代数──太极代数，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数理逻辑工
具。二是为语义学研究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重点论述八卦是通用语义结构模型。
2.反义关系的空间结构
最简单的语义结构模型是空间结构。空间结构有一维、二维、三维和高维等类型。
2.1 一元反义结构
存在着一元反义结构。反义词是成对出现的，由一对词义相反的词汇构成。一对
反义词有内在的语义结构，在一对反义词中，有 X 必有非 X（即反 X），X 和非 X 构
成反义关系。可以说，反义关系反映在空间上就是结构上就是一维直线结构。时间上
的反义词，往往是成对出现的，其语义结构可视为一维直线结构。比如，过去和将来。
方位词往往是成对出现的，比如，正和反，往和来，前和后，左和右，上和下。
2.2 多重反义结构
存在着空间上的多重反义结构。空间上的反义词往往表示为反向词。在四方关系
中存在二重反义结构：东西是一对反向（反义）结构，南北也是一对反向（反义）结
构。进一步地在八方关系中存在四重反向（反义）关系。除了四正方外，还存在四隅
方，东南与西北是一对反向（反义）词，西南与东北是一对反向（反义）词。四方是
二维平面空间结构。三对方位反义词，前和后，左和右，上和下，可以构成三维立体
空间结构。
2.3 高维语义结构
存在高维空间结构，就存在高维语义结构。
《系辞》曰：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
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中，太极是 0 维的，两仪（即阴阳）是一维的，
四象是二维的，八卦是三维的。
《周易》六十四卦就是高维语义结构模型的一个实例。
目前研究反义关系的逻辑工具主要是布尔代数，而布尔代数可以看作是新发现的太极
代数的子代数。（王俊龙 2012b）换句话说，凡是布尔代数能解决的逻辑问题，太极
代数都能解决。从类型上讲，布尔代数也是二元（0 和 1）逻辑代数。布尔代数以 0
为空集，以 1 为全集。太极代数以-0 为空集，以 0 为全集。实际上，布尔代数是借
用算术加法单位元 0 为逻辑加法单位元，借用算术乘法单位元 1 为逻辑乘法单位元。
严格说来，布尔代数中的加法单位元 0 是伪加法单位元，其乘法单位元 1 是伪乘法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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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元。
（王俊龙 2016）太极代数中的加法单位元-0 才是真正的逻辑加法单位元，其乘
法单位元 0 是真正的逻辑乘法单位元。因此，二元（0 和-0）太极代数不但能代替布
尔代数，而且从根本上讲，布尔代数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其背后存在太极代数。
3.八卦是八个逻辑公式
《说卦》曰：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
兑为口。”这说明八卦的卦象与人体形态密切相关。那么，八卦的卦象为什么与人体
形态相关呢？经过深入思考与研究，在用数理方法构造人体形态过程中发现维恩图与
人体形态的对应性（王俊龙 2012b）
，维恩图是一种逻辑图。这就表明，
《说卦》的作
者是借用人体形态作为逻辑图来说明八卦卦象的逻辑内涵。依照八卦与人体形态（维
恩图）的对应可以证明，八卦是八个逻辑公式。
（王俊龙 2012a）八卦是八个逻辑公式，
这一结论还可以通过八卦与八山的对应加以证明。八山是中国古代对逻辑运算的称
谓。中国古代数理逻辑学家称交集为连山，称并集为叠山，称对称差集为列山。（王
兴业 1999:16）见表 1。
具体说来，离卦是交集，坎卦是交集的补集。巽卦是并集，兑卦是并集的补集。
艮卦是对称差集（并与交之差集），震卦是对称差的补集。在开关电路中，表示交运
算的电路叫与门，表示并运算的电路叫或门，表示对称差运算的电路不妨叫“差门”。
这样一来，若卦象与电路相对应的话，离卦是与门，坎卦是与非。巽卦是或门，兑卦
是或非。艮卦是“差门”
，震卦是“差非”。（王俊龙 2015:190-191）这里“差门”和
“差非”都是与门电路相配套的新名词。
表1

八卦中“六子”的逻辑内涵

逻辑图示

辩证逻辑组（二元运算）

一元运算

八卦

离

坎

巽

兑

艮

震

乾

坤

人体形态

目

耳

股

口

手

足

首

腹

逻辑运算

交集

交之补

并集

并之补

对称差

差之补

单集

单之补

门电路

与门

与非

或门

或非

差门

差非

八山

连山

潜山

叠山

兼山

列山

藏山

崇山

伏山

维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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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反义词结构，还存在逻辑上的反义词结构。比如，肯定和
否定，这是一元反义逻辑结构。逻辑上的反义关系除了一元反义逻辑结构还存在多元
反义逻辑结构。“其实，反义词并非是两两为伴的，而往往是三五成群地形成一个语
义组。因为现实世界或语言世界中的矛盾或反义词多半也是逻辑矛盾。或者说，语言
世界中的反义词既是现实世界中矛盾关系的反映，也是逻辑世界中矛盾关系的反映。
”
(王俊龙 2013a)存在三重反义逻辑结构：与门和与非是一对逻辑矛盾，或门与或非也
是一对逻辑矛盾，“差门”和“差非”也是一对逻辑矛盾。见表 1。因为八卦是八个
逻辑公式，六十四卦是演绎逻辑系统。(王俊龙 2015:193-218)六十四卦构成六十四重
逻辑反义结构。
5.八卦组成通用语义逻辑结构
《说卦》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
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
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不难发现，
八卦可分为两组：一组是由乾坤两卦组成，这一组可称之为父母组。另一组由坎、离、
巽、兑、震、艮六个卦组成，这一组可称之为“六子”组。笔者发现，“六子”组是
辩证逻辑组，辩证逻辑组是通用语义结构模型的基础。(王俊龙 2014a)辩证逻辑组的
发现使我们多了一种以联系的观点看待矛盾的方法或途径，促使我们去寻找存在于现
实世界中或语言世界中的形式多样的语义组。（王俊龙 2013a）
为什么说八卦是通用语义符号？因为，“卦象是物象的图示符号，卦象中蕴藏物
象的结构元素──形态。事物是有内在逻辑结构的，逻辑结构反映构成元素之间的相
互逻辑关系，逻辑结构的外在表现形态就是物象。而表示物象的共同特征的符号就是
卦象。卦象是物象的逻辑结构形态在符号系统中的一种表现，因此，卦象之所喻即为
物象，并与事物的内在逻辑结构具有同构性。换言之，卦象是一种通用符号语言”
（王
俊龙 2014a）
。
不难发现，在《说卦》中，同一个卦的卦象不是唯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比如，
离为日，为火，为电，为目，为干戈。比如，坎为月，为水，为耳，为沟渎。这说明
什么呢？是中国古人原始思维的反映吗？人们曾经以为是的。其实，一个卦之所以存
在各种各样的卦象，是因为八卦是通用语义符号。比如，坎和离是一对逻辑矛盾，坎
为月和离为日是对应的，属于天象；坎为月和离为目是对应的，属于五官。同样，坎
为水和离为火也是对应的，属于某类物象。换句话说，不论是天象、物象还是人体五
官都存在卦象结构。
《系辞》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
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而卦象结构就是语义结构。所以说，八卦是通用语义结构。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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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卦象结构作为通用语义结构的示例表
辩证逻辑组

六子

离

坎

巽

兑

震

艮

逻辑运算

交集

交之补

并集

并之补

差之补

对称差

人体形态

目

耳

股

口

足

手

五官

目

耳

舌

口

（小舌）

鼻

人体

胸

背

臀

肩

足

手

口腔

舌

口腔

舌根

唇

小舌

齿

两性

男根

女阴

婚姻

爱情

背叛

婚姻

离婚

复婚

分居

感情

爱

恨

情

仇

亲

疏

颜色

红

绿

紫

黄

橙

青（蓝）

六书

象形

假借

会意

转注

形声

卦象
维恩图

①

②

指事

着装

身体

衣裳

泳装

外衣

奇装

内衣

足球

足球

球门

赛场

观众

裁判

守门员

计算机

传送

接受

输入

输出

运行

存储

真善美

美

丑

真

伪

恶

善

竞争

捆绑

限制

合作

竞争

垄断

分拆

资本论

工资

劳动

商品

消费

资本

利润

下面对表 2 中的部分组别的内容作一个说明(王俊龙 2013a)：
（1）口腔组说明。口腔是由舌、齿（牙床）、唇三个基本要件组成的嵌套结构，
成语“唇亡齿寒”就说明唇作为要件是不可缺失的。从发生机理分析，嘴唇是因安置
食道管口而不得不从头面部皮肤上打开的一个进出口。从构造的形态逻辑看，口腔是
双唇缘的嵌套结构：牙床是食道管口的真正边缘，嘴唇是面部皮肤开口的边缘。同理，
鼻孔是气管的管口在头面部皮肤上开口的边缘。而且，气管的管口与食道的管口在小
舌处是重合的，因此，气管的管口与食道的管口具有逻辑上的同一性。换句话说，可
以用同一个符号表示鼻孔与牙床。更为巧妙的是，小舌与舌头一样都是长在口腔内的
体表皮肤上的。但是，舌头属于五官之一，小舌一直是被忽略的第六官，而通过核心
概念组可以揭示小舌存在的逻辑意义。
①
②

为了含蓄和雅致，两性形态没有如实写全。
通常称为“真空”的着装或是连内衣也不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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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性组说明。因顾及雅致和含蓄，两性形态代之以文字的方式，其中文字
学内容将在下文做具体分析。从构造的形态逻辑看，口腔与两性形态具有一一对应的
同构关系。因此，在人类的早期自然地产生两个相关联的思想：一是在世界各地都有
“长牙齿的阴道”（vagina dentata）的神话(参列维–斯特劳斯 1987:121、耶尔多·德伦特
2006:309–310)。比如，我国台湾鲁凯族就流传着这样的神话(叶舒宪 2007:77)。二是
表示食（吃）与性（结婚）往往是用同一个词。比如，法文中相应的动词“消费”
（“consommer”）既用于婚姻又用于饮食。(列维–斯特劳斯 1987:120)但是，神话中所
反映的现象并不都是证明人类早期存在原始思维的素材，其中也包含打开理性之门、
启迪发明的珍贵思想。通过人体形态的直观启发，“近取诸身”的中国古代圣贤发明了
合乎逻辑的卦象。
（3）婚姻组说明。爱情建立在两情相悦基础上，爱情是婚姻的情感基础。当遇
有较大隔阂一时难以沟通时双方便会以分居的方式营造一种冷静思考的空间。因此，
婚姻中包含两种状态：一是恩爱（爱情），二是冷战（分居）
。难以维持的婚姻将以离
婚收场。好聚好散式的离婚，双方都给对方保留颜面，也许随着隔阂或误会的消除，
双方又会言归于好。离了的又重新聚到一起，是离婚背景下的爱情回归，所以叫复婚。
（4）颜色组说明。红、黄、蓝三原色及其组合亦符合辩证逻辑组。黄加蓝等于
绿色，红加蓝等于紫色，红加黄等于橙色。红火（离）、绿水（坎）、青山（艮）比较
符合日常语言中的搭配习惯，而黄泽（兑）、紫风（巽）、橙雷（震）则并不符合日常
语言中的搭配习惯。
（5）六书组说明。《说文·叙》明确提出六书概念：“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
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
以见指㧑，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
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
《说卦》曰：
“艮为指。”
“相见乎离。
”
“说言乎兑。”
“六书”包含艮指（义）、离
见（形）、兑说（声）三要素。离为象形见义，兑为说为发声表义，艮为指事明义。
如前文所述，震是离与兑的复合，巽是离与艮的复合，坎是艮与兑的复合。形声为形
和声的复合，为相见说言。
《说卦》曰：
“艮为阍寺。”会意（会合）是形和义的复合，
为阍寺相见。假借是声和义的复合，为阍寺说言。
《说卦》曰：
“坎为通。”
“兑为毁折。
”
“巽，入也。”进一步明确“六书”与卦象
的对应关系：艮为指事（艮为指），离为象形（离为日），震为形声（震为雷），巽为
会意（巽为入），坎为通假（坎为通）
，兑为转注（兑为折为说）。
依据陈五云等的研究成果，许威汉先生指出：“汉字不是线性（形—音—义）的
表音制文字，而是混合型（形、义、音）的表意制文字，具体说来，即汉字是以象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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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表意为主导而兼有表音成分的表意制文字。”（许威汉 2010）时贤的研究证
明，汉字是形、音、义混合型表意制文字。依笔者门外窥影之浅见，许慎针对汉字的
特点提出“六书”造字法亦包含形（象形）、音（形声）、义（会意）三要素及其组合
类型。不过，对于给定的任意一个具体的汉字要分辨清楚其究竟该对应哪一种造字法，
这往往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比如，大字像人形，但其义却是大小的大。大字是象形
的还是指事的呢？笔者发现还有说大字是会意的。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不少。正因如
此，“六书”提出至今因其较差的可操作性一直受到置疑。尽管如此，从逻辑的角度
看，由艮指（义）、离见（形）、兑说（声）三要素组成的造字理论的“六书”（对应
“六子”）核心概念组倒是可以成立的。当然，该如何给予“六书”以更确切的专业
术语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有些专家不满于“六书”的粗疏，于是各自提出新的
汉字分类法。
（陆忠发 2009:11–12）但是，笔者以为不能将“六书”造字法与汉字分
类法混为一谈，这是因为产品的制造原理与产品的分类规则完全不是一回事。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证明，核心概念组广泛存在于人体形态、发明创造、日常生
活（包括日常语言）和理论研究之中，因此，核心概念组是真实存在的变化法则或逻
辑规律。核心概念组与八卦中的“六子”具有逻辑上的同构关系，鉴于核心概念组在
语义分析中所呈现的普遍性，八卦卦象有资格成为通用语义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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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ji Algebra and the Logical Semantic Model of Zhou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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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athematical logic nature of Zhouyi, and suggests that
it actually proposes a new logical algebra, Taiji algebra, in which the Eight Trigrams is a
general logical semantic structure model. Specifically, Taiji algebra is a quaternary logical
algebra consisting of physical positive (1) and negative (-1), metaphysical null (-0) and
none (0). Its eight trigrams reflect the eight logical operation formulas: intersection,
complement of intersection, union, complement of union, symmetrical difference,
complement of difference, single set, and complement of single set. The sixty-four
hexagrams are deductive logical systems that reflect the high-dimensional semantic
structure, and constitute the sixty-four fold logical antisense structur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can be applied to linguistic research, especially to the semantic research.
Keywords: Zhouyi, the Eight Trigrams, Taiji algebra, logical formula, logical semantics,
gener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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