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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三位一体原理”正文专题节目制作方

案。 

The main body script of “The Tolerant and Completed Scientific Faith with its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Laws》——Trinity Theory” for the TV/Moive show 

 

 

 

荧幕背景：从银河系伸展开的宇宙太空实景中，接着“上部”视频奥运火炬通射代表“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的三竖行序列符

号，以及下方向上托起的两排型式展翅飞翔的文字 

                                          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 

                                              及      其                                 

                                      自然规律原理即三位一体原理 

其中： 

第一排“的”字如视频中的英文“of”一样字放在中央做成鹰头的样子，“包容完满”和“科学信仰”做成老鹰两臂的展翅形

状，“及其”中的“及”在“包容完满”左翼下方的肚弯位置、“其”在“科学信仰”右翼下方的肚弯位置。 

第二排“自然规律原理”和“三位一体原理”做成老鹰两臂的展翅，从下方一定距离跟随着第一排文字，其中的“即”字亦可

用鹰头代替。 

同步于苏菲音乐伴同的“阿拉有三个秘密”的诗词朗诵，逐步由下往上推出白色字体文本直至文本结束，无需朗读。期间： 

1）苏菲音乐伴同的“阿拉有三个秘密” 的诗词朗诵结束后稍停几秒，背景音乐改为样板视频中的喇嘛颂咏助念，直至文本快

到结束稍停几秒，背景音乐改为样板视频中的中国音乐在平静的期待中与文本同步结束； 

2）整个文本的推进，在从银河系展开的深广宇宙实景中，呈现挺进的动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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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幕背景：从银河系伸展开的宇宙太空实景中，接着“上部”视频奥运火炬通射代表“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的三竖行序列符

号，以及下方向上托起的两排型式展翅飞翔的文字 

                                          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 

                                              及      其                                 

                                      自然规律原理即三位一体原理 

其中，第一排“的”字如视频中的英文“of”一样字放在中央做成鹰头的样子，“包容完满”和“科学信仰”做成老鹰两臂的
展翅形状，“及其”中的“及”在“包容完满”左翼下方的肚弯位置、“其”在“科学信仰”右翼下方的肚弯位置。第二排“自然规

律原理”和“三位一体原理”做成老鹰两臂的展翅，从下方一定距离跟随着第一排文字，其中的“即”字亦可用鹰头代替。 

稍停片刻同步于苏菲音乐伴同的“阿拉有三个秘密”的诗词朗诵，逐步由下往上推出文本 

                   

 

                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圣经“包容完满的上帝信仰及其《三位一体原理》”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古兰经“包容完满的阿拉信仰及其《阿拉星月原理》”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佛经“包容完满的佛信仰及其《三身佛原理》”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易经、道德经“包容完满的一之道之大恒信仰及其《阴阳球原理》”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 

                 

 

                                The Tolerant and Completed Scientific Faith with its 

                                               《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Laws》 

                                Be with Bible, The Theory of God 

                                Be with Quran, The Trinity of Allah Star-Moon 

                                Be with Sutra, The Trinity of Buddha Yab-Yum 

                                Be with The Book of Change and Tao Te 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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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Trinity of Tao Yin-Yang 

                                Be with …. 

 

 

 

稍停片刻由下往上推出文本 

 

 

标题： 

 

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 

                           ——三位一体原理 

The Tolerant and Completed Scientific Faith 

with its《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Laws》 

                                        ——Trinity Theory 

 
Author：Yansha Yu-Sandstrom  

作者：   美籍华人    于燕莎 

 

 

学科：跨学科；交叉整合； 

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ary; cross-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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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要 

 

 

何谓“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 

为人理性全方位融会贯通科学知识经验也。科学知识经验为人类巫术、宗教、哲学等

知识经验的转型发展，因此，任何时代“包容完满的信仰理念”们，均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为彼此相互。故亦称，全体“个性规律”共同具有的“共性原则”。 

 

何谓《自然规律原理》？ 

上承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包容完满理解失传的古代文明文化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信仰

法则，例如：《圣经》延承古希腊古罗马哲学演绎出的上帝“三位一体”法则及其代表符

号“十字架”；《古兰经》演绎出的“阿拉星月”符号法则；佛教“三身佛”法及其代表

符号“旋转十字架”；中国《易经》演绎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代表符号“阴阳

球”；中国《道德经》演绎出的“三一之道法自然”及其与《易经》通用的代表符号“阴

阳球”；以及有利于基督教和伊斯兰两个世界相互沟通的“雌雄同体巴风特

（Baphomet）”等； 

下启“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三大相辅相成法则； 

在不排斥全体人类认知认证基础上，包容全面地阐明万事万物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

“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地翻译、互补和建立健全人类不

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共同具有的存在道理；为科学时代的科学人类，从各自立场属性出发

走向和解共识，共建“地球人类科学社会理解平衡相生和合发展三位一体自旋自洽公共道

德联邦保障秩序制度”，奠定理论沟通基础；为人类联邦走向宇宙，成为合乎自然深广发

展法则的宇宙智慧公民，融入自律和谐的宇宙智慧生命行列，护航。 

 

何谓“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 

《自然规律原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复合对应：其各自自身独自特的存在方式和存在

关系为“个性规律”；其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共同具有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为“共性

原则”。即为“共性原则”也为“个性规律”，此之谓也。 

 

何谓“《自然规律原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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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完满宇宙为一实球形象之例，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为实球自身和实球不同层次位置角

度界面的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从各自立场属性出发到达/约

到达彼此相互立场属性，均划分整合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别名别式共同为彼/约为彼、为此/

约为此、为彼此相互/约为彼此相互；反之，则各持己方局限之见互不包含兼容。 

籍此，任自人类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一旦理性全方位融会贯通人生经验和知

识，自然而然将全体人类认知认证，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

地简化/蕴涵简化成为，阐明万事万物共同具有的三大相辅相成自然法则如下： 

法则一. “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及其中科学频率结构概念化展

现展开的“原理基石——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各自同步复合(恒新、更

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一体/三位（约）一体存在方式”。 

本法则包括从和未从人类自身立场属性出发完满宇宙如是说共同组成的七大概念。为

方便人类重大文明领域相互沟通，“原理基石”各自包含了“科学广义、科学换算、与传

统宗教哲学相通的三位一体/三位（约）一体”三套相互可以置换的基础位格概念。其

中： 

何谓“恒新”和“更新”？ 

“恒新”，永生换新也；“更新”，有生有灭换新也。 

何谓“宇宙四大基础位格六大基础概念”？ 

在“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基础上，“宇宙六大基础概念”复合对应共同组成

“宇宙四大基础位格”，“宇宙四大基础位格六大基础概念”复合对应，共同组成频率结

构化“三位一体/三位（约）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同时同步反之包涵亦然。 

法则二.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及其科学频率结

构原理化展现展开的“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同步

（一体）复合(恒新、恒新↔更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一体/三位（约）一

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健全科学统一建模。 

本法则包括“宇宙整体、宇宙局部个体各自复合对应（恒新、恒新↔更新、更新）

划分整合相生演进三位一体/三位（约）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以及《自然人类

发展简史大纲》共三大章节。第一、二大原理以世界上文字最为洗练的中国《易经》、

《道德经》原理，附加“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原理做为注释佐证。 

法则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及其中频率结构化的“位格概

念、位置、趋向三要素，决定（包括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的）宇宙四大基础位

格六大基础概念，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时同步保持（和、或）转换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

互，三位一体/三位（约）一体复合对应的宇宙划分/约划分、整合/约整合、完善持恒/约

持恒、完美均融/约溶合四大自然立场属性”。也称“完整辩证法”和“完整相对论” 

本法则的标题本身即为法则也为概念。它包括“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零”复合

对应的四大类型，自然数与正负数以及零非正负数的分界线等。其中，为《自然规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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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展现展开铺路奠基的“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各自，结合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

代表符号，特作专题视频以示正听。 

 

上述三大相辅相成自然法则缺一不可完整阐明任何人事物。法则一的七大概念和法则

三标题本身一大概念共同组成阐明万事万物的八大概念；在概念蕴涵原理，原理阐明概念

的基础上，法则二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为，“宇宙同

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为，“宇宙同

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约)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各自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

四.B”各自，为“宇宙同步复合（恒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包括约在

内）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三、四.A、四.B”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复合

对应为，“宇宙同步复合（恒新、恒新↔更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包括

约在内）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鉴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三、四.A、四.B”各自在法则一、法则二

中因绝对“同步演进”而无从区别，结合“法则三”，以其各自“频率型的排列组合秩序

环节、体系”复合对应为相对坐标、“频率型的排列组合秩序”复合对应为相对坐标系，

科学计算方式方法复合对应自然区别成立。则前者“同步演进”印证牛顿“绝对论”，后

者“相对坐标/相对坐标系”印证爱因斯坦“相对论”。 

 

结合“实球形象之例”，《自然规律原理》阐明: 

人类如何认知认证宇宙人生，宇宙人生就如何向着人类展现和展开； 

人类对宇宙人生有多少认知认证，人类就有多少方式方法予以展现和展开； 

人类融会贯通了多少宇宙人生经验知识，人类就发展到宇宙人生哪一位置阶段。 

极端对立对抗导致人事物的毁灭更新转换；理解平衡和合相通带来人事物的健康祥和

深广发展。 

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成长成熟至哪一阶段！何去何从都与我们人类自身选

择相关！ 

 



7 

 

谨此建议《自然规律原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结合维基窗口从速电脑程序化，以利开

启这期人类走向和解达成共识共同面对和解决人类当下复合生存严重危机的方便法门。 

谨此祝愿人类给自己时间充分进行反思反省！再反思！再反省！ 

谨此感谢家人朋友日复一日给予我的默默支持和帮助！感谢中国的国家科技成果网曾

经开放博客多年支持这一原理接受科学界网友们的验知和验证！感谢中国的“前沿科学”

杂志和曹丙利编辑顶着巨大的阻力最终发表这一原理重要章节！感谢美国“高等数学”杂

志发表尚未成熟的原理英文翻译版！感谢北大物理系许胜勇教授在百忙之中严谨慎重地翻

译这一原理！感谢 XX编导电视推广这一原理！感谢汤一介老先生、王守常教授、梁燕城

博士、顾彬教授、于涤尘教授、吴水清先生等众多国内国外学子甚至一些中国领导人支持

发表这一著作！您们为这期人类的觉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义举和贡献，笔者在此鞠躬敬

礼！ 

 

 

上帝保佑人类! 

人类保佑自己！ 

阿门! 

嗡嘛呢唄美吽! 

OM…… 

HU…… 

 

 

 

                正      文                                                          

 

 

举完满宇宙为一实球形象之例，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为实球自身和实球不同层次位置角

度界面的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从各自立场属性出发到达/约

到达彼此相互立场属性，均划分整合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别名别式共同为彼/约为彼、为此/

约为此、为彼此相互/约为彼此相互；反之，则各持己方局限之见互不包含兼容。 

籍此，《自然规律原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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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则一.“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 

及其中科学频率结构概念化展现展开的“原理基石——宇

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各自同步复合(恒新、

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一体/三位（约）一体存

在方式”。 

 

 

参见下方“十字交叉四向箭头图示”，为人一旦融会贯通自身和他人人生经验知识，

自然而然将全体人类认知认证，〔在纵轴——“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

包容完满三位一体”自身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中，即为“共

性原则”也为“个性规律”地归纳总结简化成为，纵轴上的序列之横轴——古今中外完满

信仰法则共同蕴涵具有的，包括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的，原理基石“一至四个

基础位格中一至六个基础概念存在方式”〕，至“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

体”，同时同步反之包涵亦然。 

法则一采用和上述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原理基石”——“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

六大基础概念存在方式”，以及“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七大概念，

结合法则三的标题本身即为概念总共八大概念，力助包括科学验知验证计算换算在内的不

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分门别类“翻译同一事物具有不同名称为彼此相互，区别不同事物

具有同一名称，确立不同事物具有不同名称”，从而在相互认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走向和

解达成共识。 

 

 

“十字交叉四向箭头图示”： 

  

 

 

 

纵轴向上箭头代表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一”自身同步恒新完

满整合演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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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自旋立场属性

出发方式方法格式化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

完满三位一体”及其原理基石，“宇宙四大基础位格六大基础概念

各自同步复合(恒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一体的存

在方式” 

 

 

“原理基石”包括“科学广义、科学换算、与宗教哲学相互沟通的三位一体/三位

（约）一体”三套相互可以置换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存在方式。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第一套. 科学广义基础位格概念 

一〔N（1\n、0）〕*注 1之宇宙整体*注 2三重*注 3同步*注 4完满*注 5复合*注 6恒新*注 7（完

善持恒）划分*注 8（完美均融）整合*注 9相生*注 10（互换）和合*注 11 演进*注 12频率型排列

组合秩序*注 13自旋*注 14体系*注 15。 

第二套. 科学换算基础位格概念 

一〔N（1\n、0）〕之宇宙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16； 

纵轴上的序列之横轴代

表宇宙四大基础位格

（中）六大基础概念，

箭头代表其各自自身及

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趋

向型的立场属性。 

 

纵轴向下箭头代表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一”自身同步恒新完

满划分演进趋势 

. 

 

纵轴上的序列之横轴代

表宇宙四大基础位格

（中）六大基础概念，

箭头代表其各自自身及

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趋

向型的立场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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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 与传统宗教哲学相通的“三位一体”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17。 

三套简称： 

一〔N（1\n、0）〕。 

或：一。 

或：N. 

…… 

 

*注 1： 

按照顺序可读为“一的 N 的（1\n、0）”。 

参见本概念第二套概念： 

“一”是“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不变（整）数”。 

“N”是“一”自身自旋体系之组成是“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因此，“N”即是“一”。 

参见下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二.B”和下方“原理基石”图示，“1\n” 和“0”均为“一”之“N”自身在完全同一个
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组成身子。科学出于实用而模糊应用守恒换算基础“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在本原理其代表式为 1\n）” 和

“等于科学公式 1\n 的 0”，却没能阐明二者何以相等，以及二者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化学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亦未能阐明何
以众多“科学公式等于零”。“等于零的众多公式” 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因此，科学理

论从结构化的数学，发展至物理的频率结构及其重量阶段即止步不前。 

“1\n”参见下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第二套概念。“0”参见下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的第二套概念。 

“1”和“n”各自参见下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的第二套概念及其注释 1， 

*注 2： 

参见正文开篇“实球形象之例”。 

*注 3： 

本“三重”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一重”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的“一重”而成立。 

*注 4： 

详见法则二.一.二，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组成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然常变（整）数
环节”，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宇宙整体三重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步

伐”同步演进。 

鉴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 三、四.A、四.B”各自均同步演进。这支持了牛顿的“绝对论”。但“同步演进”令

万物无从区别。 

法则三结合法则一和法则二，以“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体系”各自

为“相对静止坐标”，以“频率型的排列组合秩序” 为“相对静止坐标系”，科学计算换算复合对应自然成立。这支持了爱因斯坦的

相对论。 

因此，在本原理，结合法则三，“绝对”在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相对”，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5：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包容人类全体已知未知的频率结构组成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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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 

“复合”代表“复合对应，包括重叠在内的展现展开”。 

*注 7： 

永生换新。 

*注 8： 

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包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二.B”的基础上，“一〔N（1\n、0）〕”自身“半个（完善持恒频

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1\n）组成身子”复合对应呈现“三重”中“一重”的“划分”立场属性。 

*注 9： 

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包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二.B”的基础上，“一〔N（1\n、0）〕”自身另“半个（完美均融

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组成身子”复合对应呈现“三重”中另“一重”的“整合”立场属性。 

*注 10：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在复合对应基础上，“相生”于此着重体现,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二者在同一位置无距离完善、完美复合，并通过化学“还原完善持恒秩序”和“完美均匀溶合零环

节”相互生成转换成为彼此。“相生”亦复合对应蕴涵“距离非距离的相互生成转换”。 

*注 11： 

本“和合”为“倍数之和合”。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一重“范畴重量“，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

“0”一重“范畴重量”，和合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N”的第三重“范畴重量”。 

*注 12： 

永生换新常变的频率结构体系及其同步永生守恒的等量换新。 

 *注 13，14，15： 

按照“频率”进行的“排列组合秩序”。 

参见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二”，简言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在同一位置同步复合对
应恒新相生和合（整合）演进“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同时同步反之（划分）亦然。此谓科学追求的“粒子完满自旋”。这是频率

结构体系化的“三位一体”原理。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结合下方“原理基石”图示。则：上方开放秩序图示代表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 ，和，中间闭合环节图示代表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二者在同一位置完满和合为下方体系图示代表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是宇宙唯一的“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其自身在同一位置存在三种永恒换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令习惯于线性思维方式的人们迷失了。 

而“自旋”故亦“自洽”。 

*注 16： 

在上述第一套位格概念基础上，本基础位格概念阐明：数与重量如何相互蕴涵，守恒中何变何不变等。竟如，在“一”之“N”

等量守恒换新基础上，“频率型的结构体系”常变的“N 自然常变数集”为“一自然常不变（整）数”之组成；。 

 *注 17： 

详见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A、三.B”之例，人类科学、宗教、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

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两位格）三位（概念）一体”和“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格蕴涵四位格六概念）

一体”中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在英文，“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完满”和下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完善(持以道德平衡)”，和“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二.B”的“完美（均融理解）”均为 perfect，因此本原理在翻译成为英文版本时，需要复合对应建立能够区分彼此的英文词

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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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第一套. 科学广义基础位格概念 

全体 1之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注 1，整体相应*注 2同体相对*注 3，从

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中同步复合*注 4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递次连贯更新而

出*注 5、一体完善持恒*注 6恒新*注 7划分*注 8整合*注 9相生*注 10和合*注 11演进*注 12，（一重*注

13个性共同繁荣张力*注 14）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注 151环节\n环节之体*注 16。 

第二套. 科学换算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 1\n*注 17 

第三套. 与传统宗教哲学相通的“三位一体”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全体正系列、全体负系列频率结构秩序）完善持恒包容三位一体

*注 18。 

三套简称： 

1\n。或：…\ 3nx＇ \ 2nx＇ \ 1nx＇ \ 1nx \ 2nx \ 3nx \…。 

…… 

 

*注 1： 

参见下方，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

然常变（整）数环节”。鉴于全体“1 自然常变（整）数”各自重量已经包涵其各自继续具细划分整合的“三位（约）一体”组成重

量，为避免重复计算重量，在第二套基础位格概念基础上，人类如何“划分、整合”组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全体“1 自然

常变（整）数环节”，就以此“划分、整合”的全体“1 自然常变（整）数”为重量的计算换算标准单位，全体“1 自然常变（整）

数”各自“三位（约）一体”的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重量本身忽略不计。 

*注 2、*注 3：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简言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身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整体“一”的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

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步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自旋体系”同体相对。 

*注 4、*注 5： 

“复合”代表“复合对应，包括重叠在内的展现展开”。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同步相生”产生“频率”，“同步相生演进”产生“频率循环周期”，“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按照“频率”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排列组合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宇宙位置，此谓

“递次连贯”。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在《自然规律原理》，概念蕴涵着原理，原理阐明概念的基础上，本句做为原理，科学

尚未认识掌握。但中国《道德经》原理“万物负阴而抱阳”中的“万物负阴”对此有着简明清晰的阐述，即“从零环节中更新而出”

为“负阴”，在“阳仪”范畴一体完善持恒的“划分整合”为“抱阳”；同时本基础位格概念也阐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完美均匀溶合的“0”化学“还原——完善持恒”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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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 

参见法则二.一的“三大原理展现式”，结合法则三，在复合对应基础上，源于具有“整合”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完美均融之 0”同步恒新化学还原演进成为“完善持恒”具有“划分”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 

 *注 7： 

永生换新。 

*注 8、9、10、11： 

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自身一体范畴量（划分、整合、生成、和合）转换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故，此中“和

合”非“双倍之和合”。 

 *注 12： 

永生换新的频率结构常变秩序及其同步永生比例守恒的等量换新。 

 *注 1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一重”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三重” 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的“一重”

而成立。 

 *注 14： 

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然常变

（整）数环节”各自均不完满不完善不完美，全体“1”个性会共同繁荣完善持以平衡互补。西方优势的社会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通过

寻求“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共性原则”，在自觉不自觉中日益趋向自身半个完善持恒之体“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的

成长标志； 

在物理，本概念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完美均融的宇宙重心零引力场环节”，为“完善持恒的张力秩序公

式”。 

 *注 15：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按照频率一体完善持恒排列组合“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二.A”“1\n”秩序。结合下方“原理基石”图示，其上方开放秩序图示形象阐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频率型

排列组合秩序”。 

 *注 16： 

结合正文开篇实球之例，科学现有的，除零之外的全体“1 自然整数环节”，从各自层次位置角度界面立场属性出发，到达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 0）〕”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半个完善持恒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等于零的科学公式（1\n）”，均“划分、整合”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彼此相互为“1\n”代表式；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17：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在第一套基础位格概念基础上，本基础位格概念阐明：数与重量如何相互蕴涵，守恒中
何变何不变等。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在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彼此“等量守恒互换为新”基础上，为

“完善持恒（张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构）自然常变数集”；即科学模糊守恒应用“等于零的科学公式”。 

结合上述*注 16，只要“科学公式”们各自均等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自然常不变（整）数环节”， 无论这些“科

学公式”是否运用包涵重量在内的“宇宙常（变）数/数集”，它们均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彼此相互为“1\n”；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18： 

详见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A、三.B”之例，人类科学、宗教、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

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两位格）三位（概念）一体”和“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格蕴涵四位格六概念）

一体”中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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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 

 

    第一套. 科学广义基础位格概念 

完善持恒的全体 1之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注 1，整体相应*注 2同体

相对*注 3，同步完美均融*注 4复合*注 5恒新*注 6划分*注 7整合*注 8相生*注 9和合*注 10演进*注

11，（一重*注 12共性*注 13记忆*注 14灵魂理解*注 15重心*注 16时空引力容层*注 17）零*注 18频率

型无排列组合秩序*注 19（场*注 20）环节*注 21 。 

第二套. 科学换算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注 22。 

第三套. 与传统宗教哲学相通的“三位一体”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无结构环节、结构组成环节）完美均融包容三位一体*注 23。 

三套简称： 

零。 

或：0。 

…… 

 

*注 1： 

参见下方，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
然常变（整）数环节”。结合第二套基础位格概念，“完善持恒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然常变（整）

数’环节”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注 2、*注 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身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整体“一”的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
组合秩序）组成环节”，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自旋体系”同体相对。 

*注 4：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结合法则三，在复合对应基础上，源于具有“划分”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完善持恒的 1\n”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化学“完美均匀溶合”演进成为具有“整合”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环节”。 

*注 5： 

“复合”代表“复合对应，包括重叠在内的展现展开”。 

*注 6： 

永生换新。 

*注 7、8、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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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自身一体范畴量（划分、整合、生成、和合）转换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 。故，此中“和

合”非“双倍之和合”。 

*注 11： 

永生换新零频率无结构秩序常不变环节及其同步永生比列守恒的等量换新。 

*注 12：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的“一重”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三重” 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一重”

而成立。 

*注 13 至 17、*注 20：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在复合对应基础上，“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环节”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完善持恒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环节”完美均融“共性”而成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环节”亦同步恒新相生演进转换成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中完善持恒个性共同繁荣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的全体“1 环节”，因

此。“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环节”复合对应： 

1）具有（哲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宗教等共同具有的“共性记忆（圣灵/玄灵/灵魂之）理解”； 

2）因“无结构”而均匀存在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环节”内外，为全体“1 环节”共同具有的生存

时空容层； 

3）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完善持恒张力秩序 1\n”中“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张力环节”共同

具有的“重心零引力场”； 

…… 

故，“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环节”复合对应上述，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统称“共性记忆灵魂重心时空容层零引力

场”，以供科学、宗教、哲学等共同借鉴。也因此本“零”复合对应上述非“无”。 

参见法则三.二.1，认识掌握“零”复合对应所具有的四大代表寓意，避免本基础位格概念“零”和其余三大代表寓意相互混

淆。 

*注 18、*注 19： 

“零”复合对应“频率”则代表“无”，则“零频率”实为“无频率”而“无排列组合秩序”的“零（无结构）环节”。参见

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结合下方“原理基石”图示，中间闭合环节图示代表“零（无结构）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 

*注 21： 

本“0”为“环节”，故本“0”亦为“0 自然常不变（整）数”。 

*注 22：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在第一套基础位格概念基础上，本基础位格概念阐明：数与重量如何相互蕴涵，守恒中
何变何不变等。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在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彼此“比列等量守恒互换为新”基础
上，为“（共性记忆灵魂重心时空容层引力场）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无结构）自然常不变（整）数环节”；即科学模糊守恒应

用“等于科学公式的零”。 

*注 23： 

详见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A、三.B”之例，人类科学、宗教、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

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两位格）三位（概念）一体”和“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格蕴涵四位格六概念）

一体”中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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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 

 

    第一套. 科学广义基础位格概念 

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注 1之宇宙局部个体*注 2三重*注 3同步*注 4约*注 5

之复合*注 6更新*注 7（持恒）划分*注 8（溶合）整合*注 9相生（互换）*注 10和合*注 11演进*注

12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注 13自旋*注 14环节*注 15。 

第二套. 科学计算换算基础位格概念 

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三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

常变数集自旋环节*注 16。 

第三套. 与传统宗教哲学相通的“三位（约）一体”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约自旋环节）约包容三位一体*注 17。 

三套简称： 

1（nx组、nx＇）。 

或：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或：1。 

…… 

 

*注 1： 

按照顺序可读为“1 的 n 的（nx 组系列、nx＇环节系列）”。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除“同步”外，为“约”之基础位格概念。 

参见本概念第二套概念： 

“1”是除“一自然常不变（整）数体系”和“零自然常不变（整）数环节”外，复合对应代表“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
合秩序）组成环节”的，“1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 ，由“1〔n（nx 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三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

恒自然常变数集自旋环节”存在方式组成。 

在本原理，“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由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的全体“1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共同组成。其中，“n”，为除“零自然常不变（整）数环节”和此任“1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外，其余
全体“1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此“n”亦是此“1”从其自身宇宙层次位置角度界面立场属性出发到达其自身半个完善持恒组成

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的，“n 之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整）数环节们/自然常变数集秩

序〕”；简称：n。 

参见下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四.B”和下方“原理基石”图示，组成此“n”的全体此“nx 组”和全体此“nx＇环节”

均复合对应为此“1”自身在“约”同一个位置“约”复合的两“约”半个组成身子。 

*注 2： 

参见正文开篇“实球形象之例”。 

*注 3： 

本“三重”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的“一重”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一重”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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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 

同理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注 4。 

*注 5：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为“有生有灭换新”之“约”存在方式。 

*注 6： 

本“复合”为“三重”各自在“约”同一位置的“约”之“重叠”。 

*注 7： 

有生有灭换新。 

*注 8： 

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包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四.B”的基础上，“1〔n（nx 组系列、nx＇环节系列）〕”自身

“约”之“半个（持恒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nx 组）组成身子”复合对应呈现“三重”中“一重”的“划分”立场属性。 

*注 9： 

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包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四.B”的基础上，“1〔n（nx 组系列、nx＇环节系列）〕”自身

“约”之另“半个（溶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组成身子”复合对应呈现“三重”中另“一重”的“整合”立场属性。 

*注 10： 

参见法则二.二.3，在复合对应基础上，“相生”于此着重体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和，“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四.B”“nx＇环节”，二者在“约”同一位置距离化约持恒、约溶合复合，并通过化学“还原约持恒秩序”和“约均匀溶合 nx＇

环节”相互生成转换成为彼此。“相生”亦复合对应蕴涵“距离非距离的相互生成转换”。 

*注 11： 

本“和合”为“约”之“倍数的和合”。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一重“约范畴重量”，和，“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二.B”“nx＇环节”一重“约范畴重量”，和合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1”之第三重“约范畴重量”。 

*注 12： 

有生有灭换新的频率结构常变环节及其同步有生有灭比例概率化似守恒的“约”等量换新。 

 *注 13，14，15： 

按照“频率”进行的“约”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 

参见法则二.二.3，简言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在“约”同一位置同步复合对应更新相生

和合（整合）演进“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同时同步反之（划分）亦然。此谓科学“粒子（约）自旋”完整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

系。这是“频率结构环节”化的“三位（约）一体”原理。 

参见法则法则二.二.3，结合下方“原理基石”图示。则：上方开放秩序图示代表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系

列，和，中间闭合环节图示代表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nx＇环节”系列，二者在“约”同一位置复合对应“约”和合为下方

环节图示代表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1〔n（nx 组系、nx＇环节系列）〕”。 

这种在“约”同一位置存在三种有生有灭换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令习惯于线性思维方式的人们迷失了。因此，科学工作

者们无解“粒子”何以“自旋”。而“约”之“自旋”故亦“约”之“自洽”。 

*注 16： 

在上述第一套位格概念基础上，结合《自然规律原理》开篇“实球形象之例”，本基础位格概念阐明：数与重量如何相互蕴
涵，概率化似守恒中何以常变等。竟如，在“1”之“约等量似守恒换新”基础上，“频率型的结构环节”常变的“nx 组、nx＇环

节）二倍约和合的自然常变数集”为“1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之组成。 

*注 17：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法则二.二.3、以及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B”之例，人类科学、宗教、哲学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两位格）三位（概念）一体”和“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

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格蕴涵四位格六概念）一体”中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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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第一套. 科学广义基础位格概念 

1之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们*注 1，整体相应*注 2同体相对*注 3，从零

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和此 1约溶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nx＇环节中，同步复合*注 4

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递次连贯更新而出*注 5、一体约之持恒注 5更新注 7划分注 8整合

注 9相生注 10和合*注 11演进注 12，（一重注 13个性共同繁荣张力注 14）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注

15nx组之体注 16及其系列。 

第二套. 科学换算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秩序 nx组注 17

系列。 

第三套. 与传统宗教哲学相通的“三位（约）一体”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正系列、负系列频率结构秩序）约持恒包容三位一体注 18。 

三套简称： 

nx组。 

或：nx组系列。 

或：…… \3nx＇ \ 2nx＇\ 1nx＇ \ 1nx \ 2nx \ 3nx\ ……； 

或：…… \3nx＇组 \ 2nx＇组\ 1nx＇组 \ 1nx组 \ 2nx组 \ 3nx组\ ……。 

…… 

 

*注 1： 

鉴于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然常变

（整）数环节”，则此中同理，为 1 组代表“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们的“1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各

自。 

*注 2、*注 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约持恒的 nx 组”身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整体“一”的“宇宙局部个体组成存在方式们”，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

（1\n、0）〕之完满自旋体系”同体相对。 

*注 4、*注 5： 

“复合”代表“复合对应，包括重叠在内的展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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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法则二.二.3，“同步相生”产生“频率”，“同步相生演进”产生“频率循环周期”，“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中之

“1”们，按照“频率”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排列组合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宇宙位置，此谓“递次连贯”。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在《自然规律原理》，概念蕴涵着原理，原理阐明概念的基础上，本句做为原理，科学

尚未认识掌握。但中国《道德经》原理“万物负阴而抱阳”中的“万物负阴”对此有着简明清晰的阐述，即“从零环节和此 nx＇环节

中更新而出”为“负阴”，在“阳”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范畴一体约持恒的“划分、整合”为“抱阳”；同时本基

础位格概念也阐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 组”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约均匀溶合的此“nx＇环节”化学“还原—

—完善持恒”而成立。 

*注 6： 

参见法则二.二.3，结合法则三，在复合对应基础上，源于具有“整合”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约均匀溶

合”的“nx＇环节”同步更新化学还原演进成为“约持恒”具有“划分”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 组”。 

 *注 7： 

有生有灭换新。 

*注 8、9、10、11： 

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自身一体范畴量（划分、整合、生成、和合）转换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故，此中“和

合”非“双倍之和合”。 

*注 12： 

有生有灭换新的频率结构常变秩序及其同步有生有灭比例概率化似守恒的“约”等量换新。 

 *注 1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的“一重”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的“三重” 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一重”

而成立。 

 *注 14：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约持恒自然常变数集秩序 nx 组”中代表“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们”的

“1 自然常变（整合）数们”个性共同繁荣“约”持以平衡互补。 

在物理，本概念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约溶合的宇宙重心引力场 nx＇环节”，为“约持恒的张力秩序公式”。 

*注 15、*注 16：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除了“同步”之外，为“约”之基础位格概念。 

参见法则二.二.3，结合下方“原理基石”图示，上方频率结构开放秩序图示形象阐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频率型排列

组合秩序”； 

结合正文开篇实球之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 组”中此“1 自然常变（整）数们环节”各自，从各自层次位置角

度界面立场属性出发，到达“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自然常变数集秩序 nx 组”，均“划分、整合”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约”为

彼此相互“约”为“nx 组”；同时同步反之“约”亦然。 

*注 17： 

参见法则二.二.3，在第一套基础位格概念基础上，本基础位格概念阐明：数与重量如何相互蕴涵，概率化似守恒中何以常变

等。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在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nx＇环节”彼此“约等量似守恒互换为新”基础上，

为“约持恒（张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构）自然常变数集”；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nx＇环节”的约等量公式。 

*注 18：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法则二.二.3、以及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B”之例，即人类科学、宗教、哲
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格蕴涵四位格六概念）一体”中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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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第一套. 科学广义基础位格概念 

约持恒的 1之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们*注 1，整体相应*注 2同体相对*

注 3，同步约之溶合*注 4复合*注 5更新*注 6划分*注 7整合*注 8相生*注 9和合*注 10演进*注 11，（一

重*注 12共性*注 13记忆*注 14灵魂理解*注 15重心*注 16时空引力容层*注 17）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注 18nx＇（场*注 19）环节*注 20及其系列。 

第二套. 科学换算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 nx＇环节*注 21。 

第三套. 与传统宗教哲学相通的“三位（约）一体”基础位格概念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约自旋）约溶合包容三位一体*注 22。 

三套简称： 

nx＇。 

或，nx＇系列。 

…… 

 

*注 1： 

鉴于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然常变

（整）数环节”，结合第二套基础位格概念，则“约持恒的 1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们”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注 2、*注 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约持恒的“nx 组”身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整体“一”的“宇宙局部个体组成存在方式”，整

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

（1\n、0）〕之完满自旋体系”同体相对。 

*注 4： 

参见法则二.一的“三大原理展现式”，结合法则三，在复合对应基础上，源于具有“划分”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A”“约持恒 nx 组”同步复合对应更新化学“约均匀溶合”演进成为具有“整合”存在特征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nx＇环

节”。 

*注 5： 

“复合”代表“复合对应，包括重叠在内的展现展开”。 

*注 6： 

有生有灭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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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8、9、10： 

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自身一体范畴量约之（划分、整合、生成、和合）转换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故，此中

“约”之“和合”非“双倍约之和合”。 

*注 11： 

有生有灭换新的频率排列组合秩序（结构）常变环节及其同步有生有灭比例概率化似守恒的约等量换新。 

*注 12：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一重”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的“三重” 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的“一重”

而成立。 

*注 13 至 17、*注 19： 

参见下方和法则二.一的“三大原理展现式”，在复合对应基础上，“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环节”由“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四.A”此“约持恒 nx 组”约溶合“共性”而成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环节”亦同步更新相生“约”转换演进

成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中“约持恒个性共同繁荣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的“1 环节们”，因此。“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此“nx＇环节”复合对应： 

1）具有（哲学、社会科学人体科学、宗教等共同具有的“共性记忆灵魂理解”； 

2）因“频率结构混沌”而“约”均匀存在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 组”中“1 环节”们各自“结构”内外，为“1 

环节”们各自共同具有的生存时空容层； 

3）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约持恒张力秩序 nx 组”中“1 张力环节”们“约”共同具有的“重心引力场”； 

…… 

故，“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环节”复合对应上述，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统称“nx＇共性记忆灵魂重心时空容层引

力场环节”，以供科学、宗教、哲学等共同借鉴。 

*注 18、*注 20： 

按照“频率”进行的“约”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参见法则二.二.3，结合下方“原理基石”图示，中间闭合环节图示代表

“频率结构混沌”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nx＇环节”。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除“同步”外，为“约”之基础位格概念存在方式。 

*注 21： 

参见法则二.二.3，在第一套基础位格概念基础上，本基础位格概念阐明：数与重量如何相互蕴涵，守恒中何变何不变等。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 nx＇环节”在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彼此“约等量似守恒互换为新”基础上，为“约
溶合（共性记忆灵魂重心时空容层引力场）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构）自然常变（整）数 nx＇环节”；即科学模糊守恒应用“等于

科学公式的零”。 

*注 22： 

参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法则二.二.3 以及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B”之例，人类科学、宗教、哲学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格蕴涵四位格六概念）一体”中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B”。 

 

 

鉴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均由“1环节”组成，故亦统称“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环节” ；简称，全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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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基石图示*注 1 

 

 

 

 

 

*注 1： 

宇宙有多大，“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各自有内无外的范畴就有多大。 

 

 

二．未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立场属性出

发而无从方式方法格式化的零无意识分别宇宙。 

 

换言之，即便这期人类不复存在，完满宇宙亦然存在，只是完满的宇宙不再以人类认

知认知方式方法所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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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 

 

 

位一. “完满宇宙”复合对应永恒展现展开自身： 

位二.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立场属性出发方式方法异曲同工格

式化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宇宙整体三重同步完满复合

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

体系”；也称“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公式”；也称：“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也

称……}；*注 1 

和， 

位三.未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立场属性出发而无从方式方法格

式化的零无意识分别宇宙；也称……；*注 2 

上述“位一、位二、位三”为彼此相互。故，“完满宇宙”亦称“宇宙本源本位复合

对应包容完满三位（概念）一体”*注 3。 

 

“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概念）一体”为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之源。 

 

*注 1： 

科学尚未认知“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 

*注 2： 

科学尚未完整认知“零无意识分别宇宙”。 

*注 3： 

科学尚未认知“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也称“人类支柱型认知一”。 

 

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化认知认证，按照蕴涵法则二原理的法则一七大概念和法

则三标题本身一大概念共计八大概念，分门别类“翻译同一事物具有不同名称为彼此相

互、区别不同事物具有同一名称、确立不同事物具有不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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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则二．“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

完满三位一体”及其科学频率结构原理化展现展开的“宇

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

互同步（一体）复合(恒新、恒新↔更新、更新）划分整合

相生和合演进三位一体/三位（约）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

关系”——健全科学统一建模  

 

 

在法则一.一.原理基石“频率结构三位一体概念化”的基础上，法则二为“频率结构

秩序、环节、体系三位一体原理化”的展现和展开。 

结合法则一开篇“实球形象之例”和“十字交叉四向箭头图示”，在“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一”“一〔N（1\n、0）〕”自身“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双趋

势”中： 

 

 

 一．宇宙整体复合对应恒新〔蕴涵（恒新↔更新、更新）〕

划分整合相生演进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沿着人类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自觉不自觉地融会贯通人生经验知识这一共识成

长之路，即顺应于（中国《易经》原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同时同步反之，阴阳相生和合为太极”；和，中国《道德经》原理“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同步反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二

佐证中，“同时同步反之”的整合发展趋势，自“十字交叉四向箭头图示”，由下而上，

再由上而下，周而复始地展现展开，三大科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原理展现式”；其中

下划线部分代表原理简化式，重复注释以“原理展现式一”中注释为准。 

 

 

原理展现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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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各自*注 1, 

在自然而然相应仿照趋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各自宇宙完满、完善持恒、完美均融

立场属性同时同步*注 2， 

从其各自宇宙层次位置角度界面之“约”立场属性出发，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

内外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更新、更新↔恒新)深广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注 3， 

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

在方式*注 4，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同步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注 5递次

连贯更新而出*注 6、(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蓝体\)，“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二.A”“1\n”] *注 7，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完善持恒(\)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全体“1”，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 

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存在方

式， 

同步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一体)完美均融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宇宙生命基础位格二.B”“0”] *注 8}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 *注 9，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注 10， 

在完全同一个位置，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

整合相生（互换）*注 11演进彼此(纵向红体 )同时、同步(一体)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

恒）划分（完美均融）整合相生*注 12和合*注 13演进(横向红体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注 14；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代表符号模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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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持恒（\）之体 

              一┌──────────────┚N 

                          完美均融零环节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公式  

一之比列恒新等量守恒自┌────────────────────┚N之三重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然完满常不变整数体系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整数环节 

                                                                                                                                                              

          

同时同步反之：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公式  

一之比列恒新等量守恒自┌────────────────────┚N之三重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然完满常不变整数体系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整数环节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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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持恒（\）之体 

              一┌──────────────┚N 

                          完美均融零环节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注 15， 

在自然而然相应仿照趋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或方

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全体“nx1 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各自宇宙位置角度界面

之约立场属性同时， 

从其自身宇宙完满立场属性出发，(自身)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具向划分整

合相生和合演进*注 16(横向红体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注 17，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注 18）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整合相生（互换）演

进彼此(纵向红体 )同时、同步复合(恒新↔更新)具向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注 19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基础位格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各自*注 20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各自，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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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复合更新而出同时、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范畴同步“约”之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

互；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21； 

 

*注 1： 

结合“实球形象之例”，为“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化“的“实球宇宙”自身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

组成存在方式”。 

*注 2： 

参见法则一. 一.“原理基石”中第三套基础位格概念，结合法则一.三和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B”，“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三、四.A、四.B”中“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约自旋环节约包容三位一体”之人类全体团体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均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唯“一”的“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蕴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彼此复合对应而成立。 

参见《圣经》“创世纪”第 1、2 章“人是按照上帝（三位一体）的形象及样式而造的”。“三位一体”本身包含着“同时同步
反之亦然”，但宗教出于包括世俗权力在内的多种原因强调前者，忽视或无视“同时同步反之亦然”，误导追随信仰者们不能正确认
识掌握“上帝”是人人共同具有的“完满宇宙之自我”，人类全体团体个人人类整体自身乃至大自然，均为组成“完满宇宙上帝之自
我”的宇宙局部个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回归上帝”、“向着上帝标杆前进”等，是人生在确立包容完满的上帝信仰法则引导

中，自觉自愿自然而然地通过阅历的一件件“个性（事物）规律”求得深广“共性原则”的自我成长过程。 

*注 3：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中“万物（所代表的宇宙局部个体组成存在方式各自）”各自。 

*注 4： 

即同步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的恒新演变而更新演变。 

*注 5： 

此“内外”代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组成存在方式”彼
此相互复合对应之“内外”，而非“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自身之“内外”；“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和“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一”“一”的“完满”、“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的“完美”在同一位置“恒新”之“永生换新”地“完善”复

合，故此三者“均有内而无外”也。 

*注 6：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万物负阴”。 

从中国《易经》总结归纳的“阴（仪）阳（仪）相生和合为太极”中，由“阴”同步转为“阳”的过程。 

*注 7：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万物抱阳”。 

从中国《易经》总结归纳的“阴（仪）阳（仪）相生和合为太极”中“阴（仪）”通过“相生”互换在消失自身立场属性同时

同步转换成为“阳（仪）”一方；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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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道德经》总结归纳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中，“阳（仪）”通过“冲气”互换，在消失自身立场属性同

时同步转换成为“阴（仪）”一方；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从中国《易经》总结归纳的“阴（仪）阳（仪）相生和合为太极”中，“阳（仪）”通过“相生”互换，在消失自身立场属性

同时同步转换成为“阴（仪）”一方；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9、*注 10、*注 11、*注 12、*注 13、*注 14： 

其中，*注 9 为*注 7 的简化式，*注 10 为*注 8 的简化式。 

其中： 

前者*注 11 的“相生”，与（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冲气”，和，中国《易经》总结归纳的“阴

（仪）阳（仪）相生和合为太极”的“相生”）同理，阐述的是“阴（仪）、阳（仪）”彼此“相生（互换）”。 

后者*注 12 的“相生”在包涵*注 11 的基础上，还包涵“相生和合”为，中国《道德经》的“一（频率结构自旋体系）之

道”，或中国《易经》的“太极”。 

其中： 

此*注 13 的“和合”为，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注 14“和（一之道）”，以及中国《易经》“阴

（仪）、阳（仪）二倍和合”之*注 14“太极”。*注 14 为爱因斯坦追求建立的“宇宙统一场（频率结构完满自旋体系）”。 

数学模糊应用的“自然数”尚未健全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第二套基础位格概念中“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常不变整数

体系”之“道”之“太极”。 

数学模糊应用守恒换算的“零和等于零的公式”之所以成立，源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科学自然（完善持恒频率结构
秩序）公式”代表式“1\n”之“阳仪”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阴仪）”，彼此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完善持恒化学还原
——划分、完美均融之完美均匀化学溶合——整合）相生的物理“等量”之互换；因此，建议“零和等于零的公式”二者间定义模糊

的“等号=”，改进为上横杠左方加箭头←和下横杠右方加箭头→的向量式等号，结合实球形象之例，从而有别于从“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三、四.A、四.B”中人类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各自层次位置角度界面立场属性方式出发，方法异曲同工展现展开的，等于“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科学公式“1\n”们彼此间代表“互为”之“等号”……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中，“雌”与*注 9 彼此同理，“雄”与*注 10 彼此同理，“巴风特（Baphomet）”与*注 14
彼此同理。“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的左臂之“雌”代亦表具有化学寓意的“Coagula 凝固”；“雌雄同体巴风特

（Baphomet）”的右臂之“雄”亦代表具有化学寓意的“solve 溶解”。 

*注 15： 

为“同时同步反之”的*注 14 自身，即中国《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以及中国《易经》“太极生

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太极”。 

*注 16：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一生二”的“生”。 

中国《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太极生两仪”的“生”。 

*注 17：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一生二”的“二”中之“一（阳）”。 

中国《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太极生两仪”的“两仪”中“一仪（之阳仪）”。 

*注 18：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一生二”的“二”中之另“一（阴）”。 

中国《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太极生两仪”的“两仪”中另“一仪（之阴仪）”。 

*注 19：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二生三，三生万物”之“生”。 

中国《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生”。 

*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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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万物”各自。 

中国《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中“四象、八卦乃至无穷复合对应具细划分的卦数”各自。 

*注 21： 

本展现式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为人眼界功能作用能够观察到的任自立场属性出发，复合对应、方式方法
异曲同工展现展开、包括为人眼界功能作用未能观察到在内的、蕴涵重量的“自然常变数集 n”，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
四.B”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组成存在方式”共同具有的半个完善持恒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并通过“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组成存在方式”

共同具有的两半个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展现展开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三、四.A、四.B”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组成存在方式”共同具有的完满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一”“一〔N（1\n、0）〕”；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原理展现式 2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中此任自之“1”*注 1，在自然而然相应仿照趋向(“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一”“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0”)各自宇宙完满、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立场属性同时， 

从其自身宇宙层次位置角度界面之“约”立场属性出发,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

更新深广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纵向┌┘)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系列）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系列），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互

换）演进彼此(纵向┌┘)同时、同步复合(更新、更新↔恒新)深广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注，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全体“nx1 组”，以及“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此全体“nx＇1”，约持恒的）此“n”〕， 

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生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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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同步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递次连贯

更新而出、(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蓝体\)，“宇宙基础位格概

念二.A”“1\n”，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nx1 组…>        <nx2 组…>       <nx3 组…> 

        1\ <┌─────┘ \ ┌─────┘ \ ┌─────┘\ …> 

              <nx＇1…>         <nx＇2…>        <nx＇3…>    

 

]*注 2 ，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完善持恒(\)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中此“1”和此“n”，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nx1 组…>        <nx2 组…>       <nx3 组…> 

        1\ <┌─────┘ \ ┌─────┘ \ ┌─────┘\ …> 

              <nx＇1…>         <nx＇2…>        <nx＇3…>    

〕， 

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

在方式， 

同步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一体)完美均融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此“1\n”, 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nx1 组…>        <nx2 组…>       <nx3 组…> 

        1\ <┌─────┘ \ ┌─────┘ \ ┌─────┘\ …> 

              <nx＇1…>         <nx＇2…>        <nx＇3…>， 

 

) 

和， 



32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整合相生（互换）演

进彼此(纵向红体 )同时、同步(一体)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整

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红体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 *注 3；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代表符号模式化的，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 

        一重            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 nx1 组…>       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 nx2 组…>       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 nx2 组…> 

     1 比例概率化约\<┌────────┘ \ ┌────────┘ \ ┌────────┘\ …> 

     等量似守恒自然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 

     常变整数环节      自然约溶合常变整数环节 nx＇1…>       自然约溶合常变整数环节 nx＇2…>      自然约溶合常变整数环节 nx＇3…>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nx1 组…>        <nx2 组…>       <nx3 组…> 

        1\ <┌─────┘ \ ┌─────┘ \ ┌─────┘\ …> 

              <nx＇1…>         <nx＇2…>        <nx＇3…>    

 一┌────────────────────────────────┘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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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1 比例更新概率           n 比例更新概率 

                    一重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         自然常变数集秩序 

一之比列恒新等量守恒┌───────────────────┚N之三重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满常不变整数体系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整数环节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自然规律原理》代表式， 

 

 

                                  1 \ n 

                         一┌───────┚N 

                                    0 

 

 

同时同步反之： 

 

 

                                  1 \ n 

                         一┌───────┚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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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1 比例更新概率           n 比例更新概率 

                    一重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自然常变整数环节         自然常变数集秩序 

一之比列恒新等量守恒┌───────────────────┚N之三重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满常不变整数体系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整数环节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 

 

 

               <nx1 组…>        <nx2 组…>       <nx3 组…> 

        1\ <┌─────┘ \ ┌─────┘ \ ┌─────┘\ …> 

               <nx＇1…>         <nx＇2…>        <nx＇3…>    

 一┌────────────────────────────────┘N 

                                      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 

        一重            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 nx1 组…>       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 nx2 组…>       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 nx2 组…> 

     1 比例概率化约\<┌────────┘ \ ┌────────┘ \ ┌────────┘\ …> 

     等量似守恒自然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     <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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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变整数环节      自然约溶合常变整数环节 nx＇1…>       自然约溶合常变整数环节 nx＇2…>      自然约溶合常变整数环节 nx＇3…>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 

在自然而然相应仿照趋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方式

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

“nx1 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各自宇宙位置角度界面之约

立场属性同时， 

从其自身宇宙完满立场属性出发，(自身)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聚向划分整

合相生和合演进(纵向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彼此(纵向 )同时,同步

复合(恒新↔更新)聚向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系列）各自 

（或,“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

“nx＇1”约持恒的此“n”）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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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系列） 

（或,“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

“nx＇1” 约持恒的此“n”）〕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任“1

〔n（nx1组系列、nx＇1系列）〕”各自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复合更新而出同时、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范畴同步“约”之复合更新（持恒）划分（溶合）整合相生（互换）和合

演进彼此(纵向黑体┌┘)同时、同步(一体) “约”之复合更新具向（持恒）划分（溶

合）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横向黑体┌┘)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任“1〔n（nx组系列、nx＇1系列）〕”*注 4（简称,“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注 5）}；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1、*注 2： 

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组成环节”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自然常变
（整）数环节”，简称“1（环节）”。鉴于全体“1（环节）”各自重量已经包涵其各自继续具细划分整合的“三位（约）一体”组

成重量，为避免重复计算重量，在第二套基础位格概念基础上，人类如何“划分、整合”组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全体“1
（环节）”，就以此“划分、整合”的全体“1（环节）”为重量的计算换算标准单位，全体“1（环节）”各自“三位（约）一体”

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重量本身忽略不计。 

*注 3： 

为科学尚待完整认知的“粒子（完满）自旋”和“波粒（完满）二象性”。 

*注 4、*注 5： 

为科学尚待完整认知的“粒子（约）自旋”、（约）之“波粒二象性”。 

 

 

原理展现式 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中任自“正 nx 1 组”， 



37 

 

在自然而然相应仿照趋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正”之“1\n”、“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负 0”）各自宇宙完满、完善持

恒、完美均融立场属性同时，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约持恒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转换演进自身为“宇宙基础

位格概念四.A”此“负 nx＇1组*注 1及其负 1nx＇*注 2们﹨正 nx 1组*注 3及其正 1nx*注 4

们”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此“负 nx＇1组及其负 1nx＇们﹨正 nx 1组及其正 1nx

们”，从其自身（或各自）宇宙层次位置角度界面之约立场属性出发、整体相应同体相对

同步复合(更新、更新↔恒新)深广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此“全体负 1nx＇组”*注 5，和，此

“全体正 1nx组”*6），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此“全体负 1nx＇”*注 7，和，此“全体正 1nx”*注 8）〕， 

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

在方式，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负 0”中同步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递次连

贯更新而出、(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蓝体\)，“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二.A”（“正”之“全体负 1nx＇组\全体正 1nx组”，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正”之“全体负 1nx＇\全体正 1nx”, 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注 9，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完善持恒(\) 的“正”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

四.A、四.B”（“全体负 1nx＇组”，和，“全体正 1nx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负 1nx＇”各自，和，“全体正 1nx”各

自）〕， 

相应于“宇宙基础概念位格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

在方式， 

同步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一体)完美均融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负”之“0”]}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正”之“全体负 1nx＇组\全体正 1nx组”，或方

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正”之“全体负 1nx＇\全体正 1nx”，

或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负”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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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整合相生（互换）演

进彼此(纵向红体 )同时、同步(一体)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整

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红体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正”之〔全体 1nx＇组（或，全体 1nx＇）〕\

〔全体 1nx组（或，全体 1nx）〕、“负”之 0）]}” *注 1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代表符号模式化的， 

 

 

               3nx＇组比例概率    2nx＇组比例概率    1nx＇组比例概率     1nx 组比例概率     2nx 组比例概率     3nx 组比例概率  

    一重<…\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正之       自然常变负数集     自然常变负数集     自然常变负数集      自然常变正数集    自然常变正数环节   自然常正变数环节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 \3nx＇组 \ 2nx＇组\ 1nx＇组\ 1nx组 \ 2nx组 \ 3nx组 \…> 

    一┌──────────────────────────────┚N 

                                      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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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nx＇比例概率化    2nx＇比例概率化    1nx＇比例概率化      1nx比例概率化约  2nx 比例概率化约  3nx 比例概率化  

    一重 <… \ 约等量似守恒自然 \ 约等量似守恒自然 \ 约等量似守恒自然  \  等量似守恒自然 \ 等量似守恒自然 \ 等量似守恒自然  \ …> 

    正之         常变负整数环节     常变负整数环节     常变负整数环节        常变正整数环节   常变正整数环节   常变正整数环节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 \3nx＇\ 2nx＇\ 1nx＇\ 1nx \ 2nx \ 3nx \…> 

    一┌──────────────────────────────┚N 

                                      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重正之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负数集秩序 1nx＇组 \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正数集秩序 1nx 组>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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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全体 1nx＇组\ 全体 1nx 组 

                   一┌───────────────┚N 

                                      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重正之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负整数 1nx＇环节\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正整数 1nx>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全体 1nx＇\ 全体 1nx 

                一┌───────────────┚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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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步反之：  

 

 

                          全体 1nx＇\ 全体 1nx 

                一┌───────────────┚N 

                                   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重正之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负整数 1nx＇环节\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正整数 1nx>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全体 1nx＇组\ 全体 1nx 组 

                   一┌───────────────┚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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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重正之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负数集秩序 1nx＇组 \ 全体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正数集秩序 1nx 组>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 \3nx＇\ 2nx＇\ 1nx＇\ 1nx \ 2nx \ 3nx \…> 

    一┌──────────────────────────────┚N 

                                      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3nx＇比例概率化    2nx＇比例概率化    1nx＇比例概率化      1nx比例概率化约  2nx 比例概率化约  3nx 比例概率化  

    一重 <… \ 约等量似守恒自然 \ 约等量似守恒自然 \ 约等量似守恒自然  \  等量似守恒自然 \ 等量似守恒自然 \ 等量似守恒自然  \ …> 

    正之         常变负整数环节     常变负整数环节     常变负整数环节        常变正整数环节   常变正整数环节   常变正整数环节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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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 \3nx＇组 \ 2nx＇组\ 1nx＇组\ 1nx组 \ 2nx组 \ 3nx组 \…> 

    一┌──────────────────────────────┚N 

                                      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3nx＇组比例概率    2nx＇组比例概率    1nx＇组比例概率     1nx 组比例概率     2nx 组比例概率     3nx 组比例概率  

    一重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化约等量似守恒 \…> 

    正之        自然常变负数集     自然常变负数集     自然常变负数集      自然常变正数集    自然常变正数环节   自然常正变数环节 

一之比列┌────────────────────────────────────────────────┚N 之三重 

恒新等量                   一重二分之一比列恒新等量守恒零完美均融自然常不变负整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整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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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正之〔全体负 1nx＇组（或，全体负 1nx＇）〕\

〔全体正 1nx组（或，全体正 1nx）〕、负之 0）]}”， 

在自然而然相应仿照趋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四.A”全体“nx1 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方式方法异

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负 1nx＇组”，和，“全体

“正 1nx组”）,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

“负 1nx＇”，和，“全体“正 1nx”)，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各自宇宙位置角度界

面立场属性同时， 

从其自身宇宙完满立场属性出发，(自身)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聚向划分整

合相生和合演进(纵向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正”之“全体负 1nx＇组\全体正 1nx组”，方式

方法异曲同工的“正之”“全体负 1nx＇\全体正 1nx”，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负之“0”〕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概念位格二.A”（“正”之“全体负 1nx＇组\全体正 1nx组”，方式

方法异曲同工的“正”之“全体负 1nx＇\全体正 1nx”，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负之“0”〕，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融）整合相生（互换）演

进彼此(纵向 )同时、同步复合(恒新↔更新)具向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负 nx＇1组（或，负 1nx＇们）”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正 nx 1组（正 1nx 们）”系列〕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负 nx＇1组（或，负 1nx＇们）”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正 nx 1组（正 1nx 们）”系列〕，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

“负 nx＇1组﹨正 nx 1组”各自同体相对， 



45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复合更新而出同时、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1\n”范畴同步“约”之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彼此(横向﹨)同时、同

步(一体)“约”之持恒复合更新具向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负 nx＇1组﹨正 nx 1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正 nx 1 组”）；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1： 

为此“1 约溶合 nx＇环节们约持恒 nx＇1 组”。 

此“nx＇1 组”系列复合对应此“nx1 组”系列，为数学蕴涵“比列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自然常变负数集系列”； 

*注 2： 

为此“1 约溶合 nx＇环节们”。 

此“1 约溶合 nx＇环节们”复合对应此“1 约持恒 nx 环节们”，为数学蕴涵“比列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自然常变负

整数们”。 

*注 3： 

为此“1 约持恒 nx 环节们约持恒 nx1 组”。 

此“nx1 组”系列复合对应此“nx＇1 组”系列，为数学蕴涵“比列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自然常变正数集系列”。 

*注 4： 

为此“1 约持恒 nx 环节们”。 

此“1 约持恒 nx 环节们”复合对应此“1 约溶合 nx＇环节们”，为数学蕴涵“比列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自然常变正

整数们”。 

*注 5： 

为全体“1 约溶合 nx＇环节们约持恒全体 1nx 组”。 

全体“1 约溶合 nx＇环节们约持恒全体 1nx 组”复合对应全体“1 约持恒 nx 环节们约持恒全体 1nx 组”，为数学蕴涵“比列更

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全体“自然常变负数集”； 

*注 6： 

为全体“1 约持恒 nx 环节们约持恒 1nx 组”。 

全体“1 约持恒 nx 环节们约持恒 1nx 组”复合对应全体“1 约溶合 nx＇环节们约持恒 1nx 组”，为数学蕴涵“比列更新概率化

约等量似守恒”的全体“自然常变正数集” 

*注 7: 

全体“1 约溶合 nx＇环节们”复合对应全体“1 约持恒 nx 环节”，为数学蕴涵“比列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全体“1 自

然常变负整数”。 

*注 8 

全体“1 约持恒 nx 环节”。 

全体“1 约持恒 nx 环节”复合对应全体“1 约溶合 nx＇环节们”，为数学蕴涵“比列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全体“1 自

然常变正整数”。 

*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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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中国《易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太极”自身半个完善持恒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阳仪”自身复

合对应，无限具细划分和整合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组成卦数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之阴和全体之阳”。 

*注 10： 

为科学尚未认知的“宇宙正负频率结构自旋体系”。 

 

 

原理展现式 4、……；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共同为，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包括全体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1\n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一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 0                             N（1\n、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共同为代表式: 

 

 

                                  1 \ n 

                         一┌───────┚N 

                                    0 

 

 

 二．宇宙局部个体同步复合对应更新〔蕴涵（更新↔恒新、

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三位(约)一体〕生成转毁的存在

方式和存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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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上述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 

 

原理 1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任自之“1”*注 1， 

均为除己之外的全体“1”之“n”各自*注 2，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注 3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

合演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体系”同体相对*注 4，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环节”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注 5， 

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范畴*注 6、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

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彼此同时、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

演进*注 7， 

(包括“新生”在内的)此任“1”*注 8； 

同时同步反之（包括“死亡”在内）亦然*注 9； 

 

*注 1、*注 2：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一”和法则三，在“复合对应”基础上，此“1”和此“n”为中国《道德经》“一生二，而生

三，三生万物；（同时同步反之）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原理中，“万物”中的此“（阳）1”和此“（阴）n”。 

*注 3： 

同步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的恒新演变步伐而更新演变。 

*注 4： 

结合正文开篇“实球形象之例”，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范畴的此“1”和此“n”共同具有的完满组成身子、此“1”和此“n”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自身的宇

宙局部个体组成存在方式基础上，此“1”和此“n”复合对应相互成立而立。 

*注 5：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负阴（仪）”。 

*注 6：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抱阳（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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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7、*注 8：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一”， 

参见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即，“负（蕴涵）此（阴）n 而抱此（阳展现）1”，“此（阳展现）

1 和此（阴蕴涵）n（递次连贯距离性地）冲气（互换）和为此（阳展现）1”。 

参见中国《易经》“阴阳相生和合”，即“此（阴蕴涵）n 此（阳展现）1（递次连贯距离性地）相生（互换）和合为此（阳展

现）1”。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一”，则此“1”可为法则三.《自然人类发展简史大纲》中，任自“暗能量、暗物质、暗生物、
能量、物质、动物意识系列、人类（社会、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结合“实球形象之例”，即“实球”集全身之势

按照“频率”排列组合到此为“银河系”到彼为“A 粒子”，如此类推…… 

在物理站在*注 8 此任“1”的“被生成”立场属性，此任“1”对除己之外的全体“1”具有“万有引力”。 

*注 9：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一”，并参见下述“法则二.二.原理 2、原理 4”。 

 

原理 2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任自之“1”， 

均和除己之外的全体“1”之“n”各自，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体系”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 

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范畴、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

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彼此同时、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 

(A.除此任“1”之外的全体“1”*注 1；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B.包括此任“1”在内的全体“1”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注 2)；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3； 

 

*注 1、*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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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一”，站在此任“1”的“生成”立场属性，除此任“1”之外的全体“1”为此任“1”的“万有

张力”。 

*注 2：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一”，互为“万有引力和万有张力”。 

 

原理 3 （粒子约自旋原理）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注 1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注 2系列，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体系”、“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

任“1〔n（nX组系列、nx＇系列）〕环节”各自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 

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范畴、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

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彼此同时、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

合演进，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包括新生在内）此任“1〔n（nX组系列、nx＇系

列）〕”*注 3； 

同时同步反之（划分）亦然*注 4； 

 

*注 1：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二”，在复合对应*注 2 基础上，参见中国《道德经》，*注 1 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此“抱阳

（展现）nX1 组”。在物理，*注 1 为*注 3“三位（约）一体”自身“约持恒半个组成身子——自然张力常变数集秩序公式 nX1 组”。 

*注 2：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三”，在复合对应*注 1 基础上，参见中国《道德经》，*注 2 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此“负阴
（蕴涵）nx＇环节”。在物理，*注 1 为*注 3 “三位（约）”一体自身“约溶合半个组成身子——自然常变整数环节之宇宙重心引力

场”。 

*注 3、*注 4：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二”， 

参见中国《道德经》“（阴、阳）冲气以为和”，即，“此（阳展现）nX1 组和此（阴蕴涵）nx＇（递次连贯距离性地）冲气

（约互换二倍约）和合为此（阳展现）‘1〔n（nX 组系列、nx＇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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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易经》“阴阳相生和合”，即，“此（阳展现）nX1 组和此（阴蕴涵）nx＇（递次连贯距离性地）相生（约互换二

约倍）和合为此（阳展现）‘1〔n（nX 组系列、nx＇系列）〕’”。 

此“1〔n（nX 组系列、nx＇系列）〕”可为法则三.《自然人类发展简史大纲》中，任自“暗能量、暗物质、暗生物、能量、
物质、动物意识系列、人类（社会、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结合“实球形象之例”，即“实球”集全身之势按照

“频率”排列组合到此为“银河系”到彼为“A 粒子”，如此类推…… 

在物理，*注 3 为“粒子（约）自旋”。 

同时结合法则一和标题法则三， 

在*注 1 和*注 2 复合对应基础上，“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 组”，趋向并呈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
（1\n、0）〕”自身“划分(具细)趋势”中，其自身半个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完善持恒划分全体个性（粒子）共同
繁荣张力秩序 1\n”之“约持恒划分个性（粒子）们共同繁荣张力秩序”立场属性和特征；同时同步反之亦然。因此，“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四.A”此“nx 组”中“1nx”们各自也称“个性粒子”。 

在*注 2 和*注 1 复合对应基础上，“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环节”，趋向并呈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
（1\n、0）〕”自身“整合趋势”中，其自身另半个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完美均融共性记忆灵魂 0 重心时空生存引

力容层场基元”（简称“共性基元”）之“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重心时空生存引力容层场粒子 nx＇环节”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

然。因此，“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环节”也称“共性粒子”。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n（nX 组系列、nx＇系列）〕”复合对应，趋向并呈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完善持恒

1\n 和完美均融 0 和合一〔N（1\n、0）〕”之“约持恒 nX 组系列和约溶合 nx＇系列约和合 1〔n（nX 组系列、nx＇系列）〕”的立
场属性和特征；同时同步反之亦然。则“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n（nX 组系列、nx＇系列）〕”复合对应呈现自身“共性粒

子”和“个性粒子”的立场属性。 

鉴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无结构共性基元”共存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 环节”各自“三位
（频率结构约自旋环节）一体”组成存在方式内外，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

0）〕”自身在同一宇宙位置完美复合的“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故： 

越趋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无结构之零距离共性基元”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共性粒子 nx＇环节”，其
结构越混沌共存于复合对应具细划分的此“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中“个性粒子 1nx 环节”们各自同为“三位（频率结构
约自旋环节）一体”组成存在方式之内外；趋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 无结构之零距离共性基元”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B”此或彼“共性粒子 nx＇环节”系列为人们俗称的“时间隧道”。 

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共性粒子 nx＇环节”的“范畴量”，因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的“范畴量”

彼此“相生约互换之约等”而大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中任自“个性粒子 1nx 环节”的“范畴量”。 

故，人类如将“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共性粒子 nx＇”用于探索宇宙的时空动力，将会通过其自身系列组成的“时间通
道”复合对应约均速到达其“范畴量”约包容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中任“1nx 个性粒子星球”；反之，人类如将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共性粒子 nx＇环节”系列各自发展成为用于对立对抗的核武器类，“共性粒子 nx＇环节”以“一体”
的“范畴当量”约到达“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中包括人类社会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在内的任“1nx 个性”组成内

外的时间越短破坏威力越强大。何去何从取决于这期人类能否悟性觉醒，何去何从都是人类自己的选择……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约持恒还原 nX 组”和“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左臂代表化学寓意的“Coagula 凝固”
彼此同理；“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约溶合 nx＇”和“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右臂代表化学寓意的“solve 溶解”同

理；“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和“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彼此同理。 

 

原理 4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任自全方位对立对抗死亡之“1”（或任自 1 组全方位对立对抗死亡之“1”们各自）

*注 1，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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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体系”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消融自身个性同时同步（复合）更新转换而

出， 

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范畴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分

整合相生和合转换演进成为， 

除己之外全体“1”各自之组成*注 2； 

同时同步反之“新生”亦然*注 3。 

 

*注 1、*注 2： 

结合法则二.二.原理 3 及其注释 3，任何“共性粒子”的存在方式均复合对应比“个性粒子”的存在方式存在长久。在“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复合对应“三位（约）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基础中，“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共性粒
子 nx＇”，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三位（约）一体”之人死亡同时同步，满载此生前生的记忆程序继续灵魂生存之旅。佐证，

在生死界限徘徊之人，详见法则二.三.《自然人类发展简史大纲》。 

*注 3： 

参见法则二.二.原理 1。 

 

原理 5 

 

1．两“1”之线型“1”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任两互不包容之“1”各自，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体系”、“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

任“1线型〔n（nX组系列、nx＇系列）〕环节”各自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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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范畴、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

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彼此同时、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 

〔此“1(包含此两 1在内直线型) ”系列、 

或此“1(包含此两 1在内曲线型) ”系列、 

或此“1(包含此两 1在内折线型) ”系列、 

或此“1(包含此两 1在内波线型) ”系列、 

或此“1(包含此两 1在内螺旋线型) ”系列、 

或、此“1（……）”〕的， 

此任“1(包含此两 1在内……线型)”*注 1；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2； 

 

*注 1、*注 2： 

任“1(包容两 1 在内（……）线型) ”，均同理于原理二.二.1、2、3、4、6、7”等。 

 

2．包容被包容的非线型之容层型两“1”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任两之此包容“1”和彼被包容 “1”为， 

彼被包容“1”在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

“约持恒 nX1组”的组成之“1”*注 1， 

则，同理于法则二.二.原理 3, 

彼被包容“1”通过“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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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体系”、“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

包容“1〔n（nX组系列、nx＇系列）〕环节”各自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 

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范畴、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

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彼此同时、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 

此包容“1〔n（nX组系列、nx＇系列）〕环节”；简称；此包容“1”*注 2；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3。 

 

*注 1 至*注 3：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二”和法则三。 

 

原理 6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此约“溶合环节们（或约溶合环节们持恒组）”之“1nx＇们（或 nx＇1组）”系

列， 

和， 

此“约持恒环节们（或约持恒环节们约持恒组）”之“1nx们（或 nx1组）”系列，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 

整体相应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之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体系”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此“1nx＇们（或 nx＇1组）\ 1nx们（或 nx1 组）”系列各自同体相对，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 系列”

各自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 

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 3nx＇（或组）\ 2nx＇（或组）\ 1nx＇（或

组）\ 1nx（或组）\ 2nx（或组）\ 3 nx（或组）\ …”范畴、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

应）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彼此同时、同步递次连贯（互感互应）复合更新划分整合

相生和合约持恒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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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1nx＇们（或 nx＇1组）\ 1nx们（或 nx1组）”系

列各自*注 1；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2； 

 

*注 1、*注 2： 

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二”。 

 

 原理 7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nX1 组”、“宇宙基础

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

四.A、四.B”〔全体“1nX＇（或组）”和全体“1nX（或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各自，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整体相应同体相对， 

{除其各自自身外的其余[〔“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方式

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

体“nX1 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nX＇（或组）”和全体“1nX（或

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各自， 

和， 

包括其各自自身在内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方式方法

异曲同工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全体“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全体

“nX1 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nX＇1”），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nX＇（或组）”和全体“1nX（或

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各自，共同参与划分整合和共同具有的，[“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一“一〔N（1\n、0）〕”]各自}， 

均同时同步呈现，其各自自身不同宇宙层次位置角度界面功能作用，至其各自共同具

有的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各自功能作用立场属性， 

并通过（“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0”）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至，其各自共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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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完满组成身子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的功能作用立场属

性；*注 1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2； 

 

*注 1、*注 2： 

参见法则二.二.“三大原理展现式”。 

 

原理 8、…… 

 

 

                    《自然人类发展简史大纲》 

 

 

《自然规律原理》阐明，科学领域的自然数、数集、公式、换算等，均为有血有肉的

“宇宙（生命）频率结构秩序、环节、体系”的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结合正文

开篇“实球之例”、“法则一.一”“原理基石”包涵数理化的“科学通俗”概念，从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范畴中为人自身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自旋功

能作用立场属性出发，整体相应同体相对人人共同具有的完满自我——“宇宙基础位格概

念一”“一〔N（1\n、0）〕”自身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

形象化地复合对应简洁修正展现展开《自然人类发展简史大纲》，即： 

 

尚未展现展开的“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

复合更新[划分（约持恒张力秩序 nx组）、整合〔约溶合共性记忆（包括灵魂包容理解在

内）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相生约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约自旋环节”

系列各自，人类称之为暗能量、暗物质、暗生物等系列各自。 

 

混沌不清展现展开的“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

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恒张力秩序 nx组系列）、整合〔约溶合共性记忆（包括灵魂包

容理解在内）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系列〕相生约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约自旋环节”系列各自，人类称之为能量系列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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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稳定展现展开的“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

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张力秩序 nx组系列）、整合（约溶合共性记忆重心引

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系列）相生约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系列各

自，人类称之为物质系列各自。 

 

始于“我非我乃至我你他\她\它意识分辨之别”展现展开的，“1〔n（nx组系列、

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张力意识秩序

nx组系列）、整合（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意识 nx＇系

列）〕相生约和合演进（周身意识）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约自旋（整合意识）环节”系列

各自，人类称之为包括为人自身在内的（有机生物、动物）意识系列各自。 

其中，对于结构化的“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体系”和“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

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的反应和反思，向着包括人类人人在内的动物脑部集中建立和建

设；非人类的动物系列各自只能复合对应认识有限范畴内的“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

构）、环节系列”各自。 

 

人之所以为人，源于为人“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

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张力意识秩序 nx组）、整合（约溶合共性记忆灵

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意识 nx＇）〕相生约和合演进（周身意识）频率型

排列组合秩序约自旋（整合意识）环节”之身系列各自，在动物种类中最为清晰舒展，因

此人类人人具有如下生理条件，即：通过反思反省，“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地理

性融会贯通自身和他人人生经验知识，悟性认知和掌握为人发展所需的完满信仰目标及其

解决方方面面矛盾困惑的《自然规律原理》这把万能钥匙，从而自觉自律智慧成熟地全面

深广拓展人生拓展人类社会；这是人与其它动物种类标志之别。掌握完满信仰法则的人类

人人才能跻身宇宙智慧生命行列，成为遵纪守法的宇宙公民。 

 

介于上述“物质”和“意识”间复合对应展现展开的“1〔n（nx组系列、nx＇环节

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恒张力秩序 nx组）、整合〔约

溶合共性记忆（包括灵魂包容理解在内）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相生约和合演

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约自旋环节”系列各自；人类称之为植物、藻类等系列各自。植

物、藻类等系列各自，越接近“有机（意识）生物”系列各自越具有和呈现“有机（意

识）生物”功能作用；反之，植物、藻类等系列各自，越接近“物质”系列各自越具有和

呈现“物质”功能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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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人类人人和现代人类人人相比，其“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

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张力意识秩序 nx组）、整合（约溶

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意识 nx＇）〕相生约和合演进（周身

意识）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约自旋（整合意识）环节”之身相对混沌不清，能象许多动物

一样复合对应直观感受一定范畴内的，包括“宇宙物质的重心引力场”、“动植物灵魂之

光们”在内的能量世界；故，早期人类社团个人们，均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对应更

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展现展开，“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

（人类社团/社会）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巫术社会道德张力秩序

nx组、整合（约溶合巫术社会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

相生约和合演进巫术文明文化三位（约）一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光大时代）约自旋

（约自洽）初级社团社会保障制度环节”系列各自；同时同步反之促进人类自身人类各个

社会社团个人各自复合对应发展亦然。因此，许多“巫术文化”传承至今，它们既非“空

穴来风”，亦非古人愚昧无知，其不同时代认知认证之隔阂，往往源于现代人和古代人彼

此生理意识功能作用之差异，及其包括环境在内生命生活生存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之变

迁。 

 

中期人类人人各自“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

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张力意识秩序 nx组）、整合（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

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意识 nx＇）〕相生约和合演进（周身意识）频率型排列组

合秩序自旋（整合意识）环节”之身日渐清晰舒展，直观和思辨频率结构相对清晰的物质

世界之能力自然相对增强，直观和感受频率结构相对混沌的能量世界之能力自然相形减

弱，因此，少数人类从早期的“泛神论”中逐渐理性融会贯通悟性出为人道德发展完满的

宗教“一神论”及其法则。竟如：基督教《圣经》延承古希腊古罗马哲学演绎出的上帝

“三位一体”法则及其代表符号十字架，伊斯兰教《古兰经》“阿拉星月”符号法则，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佛教佛经“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法”及其代表符号

“स्वस्तिक（万）”字“旋转十字架“，中国《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代表符号

“阴阳球”，中国《道德经》“三一之道法自然”等。因此，人类不同社会社团均自然而

然地以上述完满信仰法则做为自身生命生活生存发展的目标和坐标系，并从现实基础出发

建立建设宗教、哲学相互包容发展阶段的“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

局部（人类社会）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社会道德张力秩序 nx

组）、整合（约溶合社会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相生

约和合演进宗教哲学相容文明文化三位（约）一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光大时代）自旋

（自洽）社团社会保障制度环节”系列各自；同时同步反之促进人类整体人类社会社团个

人复合对应发展亦然。 

 

现代科学人类人人各自“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

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张力意识秩序 nx组）、整合（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

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意识 nx＇）〕相生约和合演进（周身意识）频率型排

列组合秩序自旋（整合意识）环节”之身日渐（巨、具）细深广清晰，大多数人类具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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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融会贯通科学经验知识悟性觉醒宇宙人生的生理条件却尚未觉醒，人类因此面临（不能

承上启下人类社会经验知识信仰、科学理论止步不前、社会制度不配套科学社会公德秩序

制度无从建立建设、人类科技发展越快人类与自身与大自然对立对抗手段越激烈破坏力越

巨大）等系列复合生存危机，这期人类已然走到不悟即灭的十字路口。本文“包容完满的

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意在协助人类全体社会社团个人从各自自身乃至彼此

相互共同具有的根本认识着手，方法方法异曲同工地在有效解决上述种种矛盾困惑基础

上，从速走向和解达成共识智慧成熟地共同建立建设，“1〔n（nx组系列、nx＇环节系

列）〕之宇宙之宇宙局部（人类社会）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约持以平衡 PUZZLE

有机互补个性共同繁荣科学社会道德张力秩序 nx组）、整合（约溶合科学社会共性记忆

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相生约和合演进科学悟性社会公共道德

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光大时代）自旋（自洽）社团社会国家国际联邦保障制度环节”系

列各自；同时同步反之促进人类自身社团社会国家国际复合对应全面深广发展亦然。 

 

上述中，社会理念制度的僵化腐朽带来国家的改朝换代，人类知识经验的转型引发包

括社会制度在内的人类时代转型。 

人的生老病死和人类社会发展机制同理，因此人类教育体系应该从胎儿教育入手，全

方位拓展人体潜能。 

…… 

 

人类健全的发展方向： 

结合本文开篇实球之例，为人一旦认识掌握包容完满的信仰法则，自然而然认识了解

人从哪来到哪去生命意义是什么；认识了解除己之外的他/她人、它事、大自然，均为自

身生命生活生存深广乃至完满的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伤害他人它事大自然的同

时同步，就在建筑自身生命生活生存健康更新循环发展的阻碍之墙，全方位对立对抗死亡

消失自身个性生命同时同步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递次连贯更新转换演进成为，

除己之外全体宇宙存在方式之组成。鉴于任何“共性”存在方式均复合对应生命长久，

“三位（约）一体”之人如若不能运用为人有利的生理条件，在有生之年悟性掌握完满信

仰法则这把解决矛盾困惑问题的关键钥匙，为人过世后的“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

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意识 nx＇环节”，亦将“三位（约）一体”地盲目跟随“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自身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完满具细划分演进趋

向，满载为人生前乃至前生世代矛盾困惑对立对抗的有机记忆意识生命程序，继续日趋极

端的生存之旅；其自身日益狭隘的生存时空容层宛如为人生前被人扼住喉咙一样艰难的生

存，乃至亦或“三位（约）一体”的灵魂继续递次连贯死亡更新转换，人类各大宗教均以

“地狱”等形容这类痛苦不堪的灵魂生涯；亦或灵魂有幸再次转世为人而再次拥有悟性掌

握包容完满信仰法则的有利生理条件，倘若为人始终不悟，人间地狱同样不得善终。反

之，为人如能沿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自身”同步复合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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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新完满整合演进趋向，悟性反省乃至最终觉醒，其生命生活生存就能自然而然自觉自律

地向着人生清晰完满的信仰目标： 

{生学——法则一.三的“位二”，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自旋立

场属性出发方式方法格式化的“宇宙生命基础位格一”“一〔N（1\n、0）〕”，理解平

衡和合做人做事； 

死学——法则一.三的“位三”，未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自旋

立场属性出发而无从方式方法格式化的零/无意识区别宇宙，放下所有复合对应局限建树

的区别意识之门，回归完满自我之永恒，灵魂之旅永远超脱轮回苦海}。 

为人掌握完满信仰法则即便此生未能完满，灵魂也能依靠包容完满的记忆信仰法则继

续深广拓展生旅。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功课要做，谁也代替不了谁。 

上帝保佑人人！人人保佑自我！阿门！ 

 

 

  法则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

体”及其中频率结构化的“位格概念、位置、趋向三要

素，决定（包括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的）宇宙

四大基础位格六大基础概念，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时同

步保持（和、或）转换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三位一体/

三位（约）一体复合对应的宇宙划分/约划分、整合/约整

合、完善持恒/约持恒、完美均融/约溶合四大自然立场属

性” 

 

 

“法则三”的标题本身即是法则也是概念。结合法则一、法则二及其本文开篇实球形

象之例，这里着重阐明： 

 

 

    一．“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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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支柱型认知一. 

 

 位一.  

“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概念）一体” ，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圣经》上帝“三位一体”法则及其代表符号“十字架”； 

《古兰经》“阿拉星月”符号法则；“明暗、白黑（包括男性白色传统长袍和女性从

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比喻旋转与“星月”同理； 

与基督教、伊斯兰两个世界相关联的“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图示法则： 

佛典“男女双身复合三身佛/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架”； 

中国《易经》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

结构点）球”； 

中国《道德经》原理“三一之道法自然”及其与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表符号

“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 

……；各自复合对应永恒展现展开自身： 

位二.  

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自旋立场属性出发方式方法异曲同工格式

化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一〔N（1\n、0）〕之宇宙整体三重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

融）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 ； 

“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公式”；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 

《圣经》“三位一体”代表符号“十字架”中“一横（或，一竖）”所代表的“上帝

（或称，圣父，或称圣体）的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 

《古兰经》“阿拉星月”法则中，“星*注 1”代表的“阿拉星*注 2月的道德结构自洽

体系”法则；“明、白（包括男性白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比喻象征同理。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中，“雄”同理代表“上帝（或称，圣

父，圣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和“阿拉星月的道德结构自洽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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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典“男女双身复合三身佛/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架”中，“旋转一横

（或，旋转一竖）”代表的“男身佛”，也称“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

法”，也称“应身”； 

中国《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

点）球”中，“阳（展现结构点）”代表的“阴仪阳仪和合太极结构自旋自洽体系” ；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及其和上述《易经》易

理通用的代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二中之一）

阳（展现结构点）”代表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也

称“无不为”； 

……}； 

和， 

位三.  

未从人类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自旋立场属性出发而无从方式方法格式

化的，“零无意识分别宇宙”名称异曲同工的： 

〔《圣经》“三位一体”代表符号“十字架”中“一竖（或，一横）”所代表的“上

帝（或称，圣灵）无形” ； 

伊斯兰教《古兰经》“阿拉星月”法则中，“月”代表的“阿拉无形”；“暗、黑

（包括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比喻象征同理。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中，“雌”同理代表“上帝（或称，圣

灵）无形”和“阿拉无形”； 

佛典“男女双身复合三身佛/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架”中，“旋转一竖

（或，旋转一横）”代表的“女身佛”，也称“寂静”，也称“报身” ； 

中国《易经》“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

点）球”中，“阴（蕴涵无结构点）”代表的“无极”； 

中国《道德经》“三一之道法自然”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表符号“阴

（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阴（蕴涵无结构点）”代表的“无为”； 

……〕； 

 

上述“位一、位二、位三”为彼此相互为，“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

（概念）一体”；同时同步反之包涵亦然。 

人类世俗世界尚未完整认知“人类支柱型认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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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工作者们尚未将{“位三”“零无意识分别宇宙”和与之“相等*注 3”的“位二”

“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公式”}，与

人类因实用而运用却不知何以彼此“相等”的下述“人类支柱型认知三.A、B”各自中，

〔（“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和“宇宙一重

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公式”），即科学用于换算守恒基

础的（“零”和“等于零的数理公式”）*注 4〕彼此区别认识，因此自然无从认知本“位

一”。 

 

*注 1、*注 2: 

此*注 1“星”的寓意非*注 2“星”的寓意，后者详见“人类支柱型认知三.A、B”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星” 

*注 3： 

科学的“等号”在此代表“为彼此相互”。 

*注 4: 

“零”和“等于零的数理公式”之间的“等号”为“等量互换”。 

 

人类支柱型认知二： 

 

上述“人类基础支柱认知一”中的“位二”在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

“人类基础支柱认知二”中“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位一”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

亦然。则： 

位一.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位一”.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N（1\n、0）〕之宇宙整体三重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

融）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 ； 

“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 ； 

《圣经》“上帝（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及其代表符号

“十字架”； 

《古兰经》“阿拉星月道德结构自洽体系”符号法则；“明暗、白黑（包括男性白色

传统长袍和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比喻象征与“星月”

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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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所代表的“上帝（或称，圣父，圣体）三

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和“阿拉星月的道德结构自洽体系”； 

佛典“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法/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

架”； 

中国《易经》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体

系”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也称，“万物负阴而

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

表符号“阴（蕴涵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 

……}各自，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完满演进自身（划分、整合）双趋向： 

位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位二”.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N（1\n、0）〕之宇宙整体三重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

融）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自身的“划分趋势”； 

“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自身的

“划分趋势公式” ；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自身的“划分趋

势” ； 

《圣经》“上帝（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及其代表符号

“十字架”中，“一横（或，一竖）”代表的其自身“上帝圣父创生子之划分道德结构趋

势”； 

《古兰经》“阿拉星月道德结构自洽体系”符号法则中，“星”代表的其自身“创造

万物——划分道德结构趋势”；“明、白（包括男性白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

比喻象征同理。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中，“雄”代表的，〔“上帝（或称，圣

父，圣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上帝圣父创生子之划分道德结构趋势”，

和，“阿拉星月的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创造万物——划分道德结构趋势” 〕； 

佛典“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法/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

架”中，“旋转一横（或，旋转一竖）”代表的“男身佛所蕴涵的划分道德结构趋势”，

也称“应身”； 

中国《易经》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称“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

体系”，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阳（展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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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代表的“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体系”自身“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

象，四象生八卦，……乃至复合对应无穷具细划分卦数趋势”；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也称，“万物负阴而

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

表符号“阴（蕴涵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阳（展现结构点）”代表的“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划分道德结构趋势”；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位三”.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一〔N（1\n、0）〕之宇宙整体三重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

融）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自身的“整合趋势”； 

“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自身的

“整合趋势” ；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自身的“（零蕴涵）

整合趋势” ； 

《圣经》“上帝（或，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及其代表符号

“十字架”中，“一竖（或，一横）”代表的，“子向着上帝圣灵回归（或，成长）之整

合道德结构趋势”； 

《古兰经》“阿拉星月道德结构自洽体系”符号法则中，“月”代表的其自身“回归

玄灵回归正信——整合道德结构趋势”；“暗、黑（包括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

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比喻象征同理。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中，“雌”代表的，〔“上帝（或称，圣

父，圣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子向着上帝圣灵回归（或，成长）之整合

趋势”，和，“阿拉星月的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回归玄灵回归正信——整合道德结

构趋势”〕； 

佛典“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法/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

架”中，“旋转一竖（或，旋转一横）”代表的“女身佛所蕴涵的整合道德结构趋势”，

也称“报身”； 

中国《易经》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也称“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

体系”，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阴（蕴涵结构

点）”代表的“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体系”自身“阴阳和合为太极的整合

趋势”；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也称，“万物负阴而

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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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符号“阴（蕴涵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阴（蕴涵结构点）”代表的“万

物负阴而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的整合趋势”； 

……}； 

 

上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位一、位二、位三”为彼此相互为，“宇宙本位复

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自身划分、整合双趋势之）包容完满（同一位格）三位（概

念）一体”；同时同步反之包涵亦然。 

人类世俗社会尚未完整认知“人类基础支柱认知二”。 

科学工作者们尚未认知本“位一”，因此自然无从认识掌握{“位二”“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自身“划分演进趋势公式”，和与之“相等*注 1”的“位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自身“（零

蕴涵）整合演进趋势”}，与人类因实用而运用却不知何以彼此“相等”的下述“人类支

柱型认知三.A、B”各自中，并无从将其各自复合对应与〔（“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

新等量守恒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和“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

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公式”），即科学用于换算守恒基础的（“零”和“等于零的数理

公式”）*注 2〕彼此区别认识。 

 

*注 1： 

科学的“等号”在此代表“为彼此相互”。 

*注 2: 

“零”和“等于零的数理公式”之间的“等号”为“等量互换”。 

 

人类支柱型认知三. 

 

上述“人类基础支柱认知一”中的“位二”和“人类基础支柱认知二”中“宇宙基础

位格概念一”的“位一”，在保持其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人类基础支柱认知

三”中“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则： 

 

A.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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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1\n、0）〕之宇宙整体三重同步完满复合恒新（完善持恒）划分（完美均

融）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 ； 

“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 ； 

《圣经》“上帝（圣父圣灵圣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及其代表符号“十字

架”； 

《古兰经》“阿拉星月道德结构自洽体系”符号法则；“明暗、白黑（包括男性白色

传统长袍和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比喻象征与“星月”

同理；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所代表的“上帝（或，圣父，或，圣体）

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和“阿拉星月的道德结构自洽体系”； 

佛典“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法/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

架”； 

中国《易经》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体

系”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也称，“万物负阴而

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

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 

……}各自，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自身两半个组成身

子：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一重同步完善持恒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1\n” ； 

“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 1\n公式”；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全体正、全体负之频率结构秩序）完善持恒包容三位一体”； 

《圣经》“上帝（圣父圣灵圣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及其代表符号 

“十字架”中，“一横（或，一竖）”代表其自身的“半个完善持以道德平衡圣体组成身

子”； 

《古兰经》“阿拉星月道德结构自洽体系”法则中，“星”代表其自身的“半个完善

持以道德平衡组成身子”；“明、白（包括男性白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应的比喻

象征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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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中“雄”代表的，〔“上帝（圣父圣灵圣

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半个完善持以道德平衡圣体组成身子”，和，

“阿拉星月的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半个道德完善持以道德平衡组成身子”； 

佛典“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法/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架

中，“旋转一横（或一竖）”代表其自身的“半个完善持以道德平衡男身佛组成身子”，

也称“应身”； 

中国《易经》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体

系”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阳之阳仪（展现结

构点）” 代表其自身“半个‘全体阴系列和全体阳系列完善持恒阳仪’组成身子”；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也称，“万物负阴而

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

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二中之一”的“阳（展现结构

点）” 代表其自身的“半个〔万物负阴而（完善持以平衡）抱阳〕的组成身

子”；……}；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宇宙一重同步完美均融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

环节” ； 

“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 ；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无结构环节、结构组成环节）完美均融包容三位一体” 

《圣经》“上帝（圣父圣灵圣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及其代表符号 

“十字架”中，“一竖（或，一横）”代表其自身的“半个完美均融理解圣灵组成身

子”； 

《古兰经》“阿拉星月道德结构自洽体系”法则中“月”代表其自身的“半个完美均

融理解玄灵组成身子”；“暗、黑（包括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

合对应的比喻象征同理。 

“雌雄同体巴风特（Baphomet）”符号法则，“雌”代表的，〔“上帝（圣父圣灵圣

体三位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半个完美均融理解玄灵组成身子”，和，“阿拉

星月的道德结构自洽体系”自身“半个完美均融理解玄灵组成身子〕； 

“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法/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架中，

“旋转一竖（或，一横）”代表其自身的“半个完美均融理解女身佛组成身子”，也称

“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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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也称，“万物负阴而

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

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二中之一”的“阴（蕴涵无结

构点）”代表其自身的“半个〔（万物负阴而抱阳的）完美均融理解负阴之阴〕组成身

子”； 

……}； 

 

上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各自非彼此相互，但三者共同构成“人类

支柱型认知三.A”“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两位格）三位

（概念）一体”；同时同步反之包涵亦然。 

“人类支柱型认知三.A”源自于法则二.一原理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三大展现式。 

人类科学因实用而教学应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

等量守恒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 和与之“相等”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 1\n公式”；

即“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不了解二者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

系，因此无从认知“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B. 

鉴于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组成存在方式”的全体“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

四.B”一体完善持恒“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在世界古代文明常常运用“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三”包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四.B”的基础上，结合“人类支柱型认知

三.A”，则：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包涵四.A、四.B）”.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全体“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之）复合

更新（持恒）划分（溶合）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 

全体“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三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

然常变数集（约）自旋环节”； 

全体“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约自旋环节）约包容三位一体”； 

《圣经》“上帝〔或，圣父、圣灵和圣体、圣子〕三位（格）一体道德结构自洽体

系”及其代表符号“十字架”上的“圣子基督”，代表全体“三位（约）一体”之子；

“圣”冠于“子”代表掌握上帝信仰法则的“人子”； 



69 

 

《古兰经》“阿拉星月道德结构自洽体系”法则中复合对应的，“星之男（或，男性

社团社会）月之女（或，女性社团社会）约一体的社会/社团/家庭/子民之律法”；“明

暗、白黑（包括男性白色传统长袍和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在内）”等复合对

应的比喻同理； 

佛典“男女双身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自旋自洽法/法身”及其代表符号“旋转十字

架”所蕴涵的, 全体“男女双身约和合三身佛道德结构约自旋自洽环节法”； 

中国《易经》易理“一阴一阳之谓道”及其“阴仪阳仪和合太极道法结构自旋自洽体

系”及其代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阳（展现结构

点）”中的“结构点”代表的全体“阴阳相生（约）和合卦之人/事/物”；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 二生三的）三一之道法自然”，也称，“万物负阴而

抱阳（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道德结构自旋自洽体系”，及其和上述《易经》易理通用的代

表符号“阴（蕴涵无结构点）阳（展现结构点）球”中，“三”代表的“万物”各自“负

阴而抱阳（阴阳）冲气（约）以为和的万物各自三一之道”； 

……}； 

 

上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包涵四.A、四.B)”非彼此相互但共同构成“人类支柱型

认知三.B”“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格包涵四位格六概

念）一体”；同时同步反之包涵亦然。 

“人类支柱型认知三.B”源自于法则二.一原理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三大展现式。 

人类世俗世界尚未完整认知“人类支柱型认知三.B”；亦未认识了解“上帝”是人人

共同具有的完满自我。 

 

小结： 

上述“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为彼此相互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展现和展开。其中，

“人类支柱型认知三.B” 复合对应具有“人类支柱型认知三.A”，人类支柱型认知二”

和“人类支柱型认知三”复合对应共同具有“人类支柱认知一”；同时同步反之包涵亦

然。 

 “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在中国古老文明智慧中以三三得九之九鼎等予以象征和蕴

涵。 

结合本法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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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三大支柱型认知”中“同一事物具有不同的名称”，均可在保持其各自称谓同

时同步翻译转换成为彼此相互之称谓，并按照蕴涵法则二原理的法则一“七大概念”各自

分门别类归类。 

不同事物具有的同一名称，均可在保持其各自称谓同时同步按照蕴涵法则二原理的法

则一七大概念分门别类进行区分。 

 

二．“零”复合对应的四大类型 

 

 

“零”复合对应的四大类型（包涵前三类科学“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 

第一类型： 

“零/无意识分别宇宙”， 

等于，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

数集自旋体系公式”。 

详见法则一.三和法则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一”。该“等于”代表“为彼此相

互”。 

第二类型： 

“零（蕴涵）”代表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

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整合趋势”， 

等于，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

变数集自旋体系划分趋势公式”。 

详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和法院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二”。该“等

于”代表“为彼此相互”。 

第三类型：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

变数集自旋体系”自身半个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例

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秩序公式 1\n”， 

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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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

变数集自旋体系”自身另半个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宇宙一重二分之一比

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美均融零常不变数环节”。 

详见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和法院三.一.“人类支柱型认知三”。该“等

于”代表“恒新等量互换”。 

该“等式”双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公式“1\n”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0”）通过“相生（互换）”，在消失各自自身存在方式同时同步，转换成为对

方存在方式。 

第四类型： 

科学代表宇宙局部个体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的“约”之“零”，例如“温度

零”等位居“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范畴。 

人类科学物理尚未将第三类型中的“零”和第一、二类型中的“零”区别认识对待。 

上述四大类型复合对应之“零”，均在保持自身“零”之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

彼此相互“零”之立场属性。 

 

 

三.自然数与正负数及“零”非正负分界线 

 

 

以法则一.原理基石.“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中“体系、环节”为

基础的“自然（常不变/常变）整数”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均具有法则二一.

“三大原理展现式”中趋向性的，“宇宙正（完满划分展现/约划分展现）、负（完满整

合蕴涵/约整合蕴涵）、正（完善持恒展现/约持恒展现）、负（完美均融蕴涵/约溶合蕴

涵）四大自然立场属性”。结合本标题法则三，数学领域的“0/零”非“（正、负）数”

的分界线，“位格概念、位置、趋向三要素”才是区分“（正、负）数”的分界线。 

 

…… 

 

结合本文开篇“实球形象之例”，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复合对应到达/约到达

彼此相互立场属性，均在保持或消失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方式方法异曲同工转换为彼

/约为彼、为此/约为此、为彼此相互/约为彼此相互；反之，则各持己方局限之见互不包

含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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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      结 

                               (同于概要) 

 

 

                

              科 学 公 式 建 模 的 符 号 定 义 

              

 

一   

详见法则一.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三套基础位格概念。在此以第二套科学换

算基础位格概念为例，则，符号一，为蕴涵恒新等量守恒的唯“一自然常不变数”；简

称一。 

 

N    

详见法则一.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的三套基础位格概念。在此以第二套科学换

算基础位格概念为例，则，符号 N，为“一自然常不变数”自身蕴涵恒新等量守恒的“三

重频率结构完满复合自然自旋常变数集体系”；简称，N。 

 

1\n    

详见法则一. 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的三套基础位格概念。在此以第二套科

学换算基础位格概念为例，则，符号 1\n，为蕴涵恒新等量守恒的“1 自然常变数完善持

恒 n 自然常变数集秩序”；即“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其复合对应代表“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一”“一〔N（1\n、0）〕”的半个完善持恒组成身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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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法则一. 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的三套基础位格概念。在此以第二套科学

换算基础位格概念为例，则，符号 0，为蕴涵恒新等量守恒的“零自然常不变数”；即

“等于科学公式的零”；其复合对应代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

0）〕”的另“半个完美均融组成身子”。 

 

1    

详见法则一. 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的三套基础位格概念。在此以第二套科学换

算基础位格概念为例，则，符号 1，为蕴涵更新约等量似守恒的“1 自然常变数”；其复

合对应代表“宇宙局部个体组成环节存在方式”。 

 

n   

详见法则二. 一.“展现式一”，符号 n，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中，除此“1自然常变数”之外的全体“1自然常变数”；同时它也是“此 1自然常变数

从自身层次位置角度界面复合对应展现展开至，其自身半个完善持恒组成身子“宇宙基础

位格概念二.A”“1\n”的，“约持恒自然常变数集秩序”。 

 

nx 组  

详见法则一. 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的三套基础位格概念。在此以第二套科学

换算基础位格概念为例，则，符号 nx 组，为蕴涵更新约等量似守恒的“约持恒自然常变

数集秩序”，其复合对应代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自然常变数”，即“1〔n

（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自身“约半个持恒自然常变数集秩序组成身子”。 

 

nx＇ 

详见法则一. 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三套基础位格概念。在此以第二套科学

换算基础位格概念为例，则，符号 nx＇，为蕴涵更新约等量似守恒的“1自然常变

数”；其复合对应代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自然常变数”，即“1〔n（nx组系

列、nx＇环节系列）〕”自身“约半个溶合自然常变数组成身子”。 

 

\    

本蓝色符号代表“同步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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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红色符号纵向代表“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彼此”；本红色符号

横向代表“同时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一’即是‘N’”。 

 

…   

代表“等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同时同步反之亦

然。 

 

……   

代表“等等”。 

 

\    

本黑色符号代表“同步约持恒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彼此”。 

 

┌┘   

本黑色符号纵向代表“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约互换）演进彼此”；本黑色符

号横向代表“同时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1’”。 

 

< >    

代表“一重”“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中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各自复合对应之趋向。 

 

↔     

代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三、四.A、四.B”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

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和恒新、恒新和更新、更新和更新）之间（包涵互换、相等……在

内）的“相互之生成”。 

 

 

                          全  文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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