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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要 

 

 

中国“前沿科学”杂志受篇幅限制，于 2014 年 02期发表了本人所著“宇宙生命复合

立体同步划分整合相生演进原理”前几部章节；随后，中国线装书局于 2015 年五月出版

了这一原理更为丰富的内容，书名《宇宙学 人类文明智慧交叉整合共通共识理论原

理》。美国网络期刊“数学前沿（JOURNAL OF ADVANCES IN MATHEMATICS）”在 2015年

12月 18日发表了该原理的部分简化内容，标题为《The principle of natural law》 

build in “Complete Scientific Modeling" with its internet could inclusive of 

all human faith,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The world peace come from all the 

personality together blooming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由于本人英文水平非常

有限，相信不会有人看懂它。 

兹寻求“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不同语言翻译者，以利世界不同文

明文化信仰学科通过沟通交流达成人类的和解共识，谨此向翻译者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何谓包容完满的信仰？理性全方位融会贯通也*注 1；换言之，从全体“个性规律”中

求得它们共同具有的“共性原则”即为包容完满的信仰。何谓《自然规律原理》？即为

“共性原则”也为“个性规律”的“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在

不排斥全体人类认知认证基础上，结合数理化，包容全面地阐明万事万物各自自身及其彼

此相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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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健康安全发展的“科学社会 PUZZLE有机互补公共道德秩序制度”，奠定理论沟

通基础。 

《自然规律原理》也称“三位一体”*注 2原理。鉴于科学只有量子学说接触到了“三

位一体”一些皮毛，但量子学说尚未归纳总结出“三位一体”的任何概念和法则，科学实

验室更未接触到“三位一体”的任何皮毛。因此，本文“引文索引”只能从世界古老文明

文化信仰们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三位一体”法则中取得佐证。竟如，《圣经》和“本体

论”的“上帝”及其“三位一体”符号“十字架”的“上帝法则”；《古兰经》“阿拉”

及其“阿拉之星月”法则（其中，“星”也由“男性白色传统长袍”代表，“月”也由

“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代表）；《佛经》“佛”及其“三身佛”法；《易

经》“大恒”及其“阴阳球”之宇宙法理；《道德经》“道”及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的

“三一之道”法自然；……。为有助相应科学期刊的理解、支持和发表，兹将《自然规律

原理》解决当下科学理论困局的四篇演绎文章做为本文概要，为即将入住正文追本寻源科

学和跨学科真理的仁人志士们，热身。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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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正文开篇实球之例和“法则二.三《自然人类发展简史》”：人类人人均自觉不自觉地具有，从各自人生经验知识的“个性
规律”们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地融会贯通寻求人人共同具有的“共性原则”，这一心智成长的生理功能作用。但世界各地绝大多数
追求真理的人们，竟如宗教信徒们，均和圣·奥勒留·奥古斯丁（Saint Aurelius Augustinus ）的悟修之路相同，即学习“先知”
们掌握的完满信仰法则，“赞同地思考”和回归。 

*注 2： 

“三位一体”的“三位”具有“三位格”和“三位概念”之别。 

 

 

                      概要科学演绎篇一 

走出自然数的误区——健全自然数的完整概念及其复合对应正负趋向性的整

数功能作用 

 

科学发展至今，包括“自然数”在内，许多科学概念均为“存在现象”。 

《自然规律原理》“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三大相辅相成法则，其中： 

“法则一”.包涵七大概念。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之源的“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

完满三位一体”，以及包容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的“宇宙四大基础位格

（中）六大基础概念”。后者统称为“原理基石”。“四大基础位格”在英文取名为

“Quadrity”。“位格一、位格二.A、位格二.B”*注 1在同一位置复合为“宇宙本位复合

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注 2

在约同一位置复合为“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约自旋环节）约包容三位一体”。 

“法则二”.在“法则一”“原理基石”上，频率结构原理化地全方位展现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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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新↔恒新、

恒新↔更新、更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法则二包括

“自然人类发展简史”和符号定义。 

“法则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和“位格概念、位置、趋

向三要素，决定包容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的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

基础概念，同时同步保持（和、或）转换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的自然〔划分和

约划分、（包括和合约和合在内的）整合和约整合、完美均融和约溶合、完善持恒和约持

恒四大类型）立场属性”。后者本身亦为概念。“法则三”也称，“完整辩证法”和“完

整相对论”。 

则，《自然规律原理》的“法则一”和“法则二”各自若为“存在本质”，结合法则

三，则“存在本质”复合对应展现展开各自的“存在现象”；同时同步，在“共性原则个

性规律共通共识”基础中，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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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合数理化，参见“法则一.一”的“原理基石”中，“位格一”“宇宙完满统

一场体系”、“位格二.B”“（‘宇宙完满统一场体系’自身在同一位置完美复合的半个

组成量）零环节”和“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 1（之宇宙局部个体组成）

环节”。则“体系、环节”均为整数，因此它们也称为“自然数”。其中： 

 

“位格一”“宇宙统一场体系”为宇宙整体自身“唯一”的完满“体系”；因此，此

“唯一”的全称为“自然常不变数一”。结合“法则二.一.展现式们”各自： 

“位格二.A”“除零之外从零环节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的‘全体自然常变数 1’同步

一体完善持恒频率型排列组合（开放）秩序（结构）1\n”*注（也称“等于零的数学公

式”）， 

和, 

“位格二.B”“1\n 同步完美均融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闭合）环节”*注， 

二者在完全同一位置，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彼此同时同步和

合演进，“位格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

系”*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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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鉴于“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中的人类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它们均

为宇宙局部个体组成环节，均由“自然常变数 1”所代表），他们从各自位置立场属性出

发，到达其各自共同具有的完满自我“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一”各自的划分、整合方

式方法均有不同；则，“位格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

秩序自旋体系”中，“自然常不变数一”自身的“（频率结构）体系 N”为“自然常变数

集‘N（1\n、0）’”，也称“宇宙常变数集‘N（1\n、0）’”。则“自然常变数集‘N

（1\n、0）’〔宇宙常变数集‘N（1\n、0）〕’”即是“自然常不变数一”；同时同步

反之亦然。“自然常不变数一”在其自身同步恒新“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向中，其自身

“三位一体”的“一〔N（1 \ n、0）〕之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结

构）自旋体系”永生换新。 

 

“位格二.B”“零环节”为宇宙中唯一“完美均融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无结

构）环节”，因此，这个“唯一”完美的“（无结构）环节”，亦称为“自然常不变数

0”。“自然常不变数 0”是“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一”及其“自然常变数集‘N

（1\n、0）’〔或宇宙常变数集‘N（1\n、0）〕’”自身二分之一的完美重量。统合“位

格二.B”上述，“自然常不变数 0”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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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于“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一”自身同步恒新“划分、整合”

演进双趋向永生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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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二.B”“零环节” 自身虽无“频率”，但它和“位格二.A”同步相生产生

“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之“频率” ；“位格二.B”“零环节”自身虽

“无结构”，但它做为“环节”为其余“位格概念”的组成结构。 

 

“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 1（之宇宙局部个体组成）环节”均为有生

有灭的“自然常变数 1”；结合法则三，任自“自然常变数 1”在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

同步转换成为“位格三”此或彼“自然常变数 1”。则，结合法则二.二.3： 

“位格四.A”此或彼“1组(或 1组之系列)从零环节和 nx＇环节（或 nx＇环节之系

列）中同步更新而出的自然常变数 1们，同步一体约持恒频率型排列组合（开放）秩序

（结构）nx 组”*注系列， 

和， 

“位格四.B”此或彼“nx组（或 nx组之系列）同步约溶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闭

合）nx＇环节”*注系列， 

二者在约同一位置，同步复合对应更新划分整合相生约（互换）演进彼此同时同步约

和合演进，“位格三”此或彼“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三重约复合频率

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其中，“基础本位”此或彼“1（nx组、nx＇环节）之三重

约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注，也称“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约自旋环

节）约包容三位一体”。则： 

“1”为“自然常变数 1”； 

此或彼“nx组、nx＇环节”为此或彼“自然常变数 1”自身“三位一体”组织频率结

构化的“自然常变数集”； 

此或彼“nx组、nx＇环节”为此或彼“自然常变数 1”自身“三位一体”组织频率结

构化深广发展的“自然常变数集”系列； 

此或彼“n”为除此或彼“1”之外的全体“1”，故此或彼组织频率结构化的“n”为

此或彼“1”到达其各自共同具有的半个完善持恒之体——“位格二.A”“1\n”的“宇

宙常变数集”； 

此或彼“三位一体”组织频率结构化的“〔N（1\n、0）〕”，为此或彼“自然常变

数 1”到达其各自共同具有的完满组成身子——“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一”的“自然

常变数集（也称‘宇宙常变数集’）”； 

结合正文开篇实球之例，在{“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一”和“位格三”此或彼

“自然常变数 1”共同具有的，“三位一体”组织频率结构化“〔N（1\n、0）〕之自然

常变数集（也称‘宇宙常变数集’）”}的基础上，“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一”和

“位格三”此或彼“自然常变数 1”为彼此相互；悖论因此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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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合“位格三”之上述，任自“自然常变数 1”及其自身“三位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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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自

旋环节”，均相应于“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一”自身同步恒新“划分、整合”演进双

趋向，有生有灭换新。 

 

结合“法则三”，上述“体系、环节”各自“自然（常变\不变）数”，均复合对应

呈现自身正负趋向型的整数系列功能作用。因此，自然数即非正整数也非负整数，零也不

是正负数的分界限，自然数自身“复合对应的位格概念、位置、趋向三要素”，决定其自

身“正、负”整数及其系列功能作用。 

 

科学现有除零外的自然数，阐明的是自然数复合对应的现象功能作用，竟如计数和序

列。如上所述，自然数自身也由计数之序列组成，且其计数之序列为“三位一体的频率型

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 

 

结合“法则二”的“十字交叉四向箭头图示”，在纵向箭头代表“宇宙基础位格一”

自身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向、横向箭头代表“宇宙四大基础位格六

大基础概念”同步递次连贯复合（恒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各自基础

中，“法则三”阐明，除“位格二.B”“自然常不变数 0”之外的其余位格概念中“体

系、环节”各自的“自然（常变\不变）数”及其“自然常变数集”，均复合对应具有：

“划分、整合”、“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或两约半个约持恒、约溶合)组成身子”

四大立场属性；这四大立场属性在数学均可运用复合对应的正负系列予以展现和展开。 

     

在“法则三”的复合对应基础上，“位格一”“一〔N（1 \ n、0）〕自身“两半个

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位格三”基础本位“1（nx组、nx＇环节）”自身 

“两约半个持恒、溶合组成身子”分别为化学的“还原和溶合”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位格二.A”“ 1\n”完美均融为“位格二.B”“零环节”同时同步，“位格二.B”

“零环节”完善持恒为“位格二.A”“ 1\n”；这是化学反应的根源。  

“位格四.A”此或彼“nx组”约溶合为“位格四.B”此或彼“nx＇环节”同时同

步，“位格四.B”此或彼“nx＇环节”约持恒为“位格四.A”此或彼“nx 组”。 

 后者同理于代表不（完善完美和合完满）之原罪从而位置“宇宙基础位格三”的

Sabbatic Goat两臂位置“宇宙基础位格四.A”的“凝固”和“宇宙基础位格四.B”的

“溶解”二字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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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规律原理》原理，任何“结构”之“数”均蕴涵着“重量”，除自然数零之

外的任何“重量”均蕴涵着“数”之“频率化的结构”；“频率化的结构”与“重量”结

合的“自然（常变、常不变）数”和“自然（常变、常不变）数集”的健全概念详见“法

则一.一”的“原理基石”各自。 

 

*注 1、*注 2： 

其中，因“数字加字母”本身代表概念，因此在“法则一.一”“原理基石”，“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各自
这类简称中将“概念”一词予以省略。 

 

 

                      概要科学演绎篇二 

宇宙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 

，协助量子力学走出混淆三三九鼎彼此相互之误区 

     

 

《自然规律原理》“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结合“概要演

绎一”阐明： 

   

一. 宇宙第一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 

 

源自“法则一”和“法则三”共同具有的“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

体”。 

设“位一”为“宇宙完满之整体”*注 1，结合“法则三”，则： 

“位一”.“宇宙完满之整体”复合对应展现展开其自身： 

“位二”.从人类独自特有的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功能作用立场属性出发方式方法格式

化的“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即“等于零

的数学（体系）公式”；*注 2  

“位三”.未从人类独自特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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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别）”；换言之，如若我们这期人类从未存在或不再存在，但

“宇宙完满之整体”会永久存在，这个无人类独自特有语言等方式方法能够展现展开的

“宇宙完满之整体”称为“零（无分别）”；*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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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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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完满三位一体”*注 4。 

“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为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之源。 

“法则二.二”“自然人类发展简史”结合“法则三”阐明，“法则一”的“位格

三、位格四.A、位格四.B”中任自掌握万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的悟性之人，均复合对

应：1）生学“位二”，理解平衡和合做人做事*注 5；2）死学“位三”，放下一切意识之

别回归“零（无分别）”*注 6。 

 

*注 1、*注 4： 

为物理中尚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认识到的（用以、或不用）方式方法均为存在的（整体）宇宙。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上帝”及其“三位一体”之“本体”；穆斯林信仰的“阿拉及其星
月”；为东方信仰之“佛”，亦称“三身佛”；中国《易经》“大恒”及其“阴阳球”，亦或“一阴一阳谓之道”及其“道”之
“一”；“道德经”同理于《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的“三一之道”及其“道”之“一”；…… 

*注 2： 

为物理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尚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方式方法；爱因
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 ；……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三位一体”中的“上帝”之“本体”自身复合对应的“二元”中“上帝
显现圣体”之“一元”；穆斯林信仰的“阿拉”之“星”，“星”也由“男人身着的白色传统长袍”代表；东方信仰“佛”之“佛
法”，也由“佛”之“三身佛”中“男身佛”代表；中国《易经》“大恒”及其“阴阳球”中的“阳之太极”，亦或“一阴一阳谓之
道”中的“一”之“阳太极”；“道德经”同理于《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中的“一”之“阳”；…… 

*注 3： 

为物理中，科学量子学说未用任何方式方法展现展开的（整体）宇宙。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三位一体”中的“上帝”之“本体”自身复合对应的“二元”中“上帝无
形圣灵”之另“一元”；穆斯林信仰的“阿拉”之“月”，“月”也由“女人通体覆盖黑色传统长袍”代表；东方信仰“佛”之“佛
性”，也由“佛”之“三身佛”中“女身佛”代表；中国《易经》“大恒”及其“阴阳球”中的“阴之无极”，亦或“一阴一阳谓之
道”中的“一”之“阴无极”；“道德经”同理于《易经》“一阴一阳谓之道”中的“一”之“阴”；…… 

*注 5： 

“理解平衡和合做人做事”详见“法则二.二.3”。 

*注 6： 

“法则二”的《自然人类发展简史》阐明：人由意识系列组成，对结构的“反应——宇宙基础位格四.A”和“反思————宇
宙基础位格四.B”趋向和构成“大脑——宇宙基础位格三”；同时同步反之亦然。为人“意识”均复合对应具体事物建立建设，因此
“佛家”称之为“门”；把门放下，也就是放空意识，从而为人生命向着自我完满的佛性，不受分别之心局限地发展。 

 

二. 宇宙第二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 

 

源自上述“法则一”中，“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的“位二”

“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结合“法则

三”，“位二”“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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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的“位

格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则，继续

结合“法则三”： 

“位格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注 1

复合对应展现展开其自身: 

“位格二”“划分趋势{展现展开‘等于零的数学公式’——‘一〔N（1\n、0）〕之

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 *注 2； 

和， 

“位格三”“整合趋势{零（蕴涵）——‘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

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 *注 3； 

则，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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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为一）包容完满三位一体”*注 4。 

 

*注 1、*注 4： 

为物理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尚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法；
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上帝”及其“三位一体”之“（道德结构自旋体系之）本体”；穆斯林信
仰的“阿拉及其（道德结构自旋体系之）星月”；东方信仰之“佛法”，亦称“三身佛”；为中国《易经》“太极”及其“阴阳（道
德结构自旋）球（体系）”；“道德经”“道生一”的“一”及其“三一（道德结构自旋体系）之道”；…… 

*注 2： 

结合“法则三”的“十字交叉四向箭头”由上向下代表“划分趋势”，则： 

为物理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尚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法、
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等各自的“划分趋势”。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上帝本体”自身复合对应“二元”中之“一元”的“圣体创造之划分趋
势”；穆斯林信仰的“阿拉”自身“创生之星的划分趋势”；东方信仰“佛法”的“三身佛”中“男身佛之划分趋势”；中国《易
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之划分趋势”及其“阴阳球”之“阳划分趋势”；“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的“划分趋势”；……： 

*注 3 

结合“法则三”的“十字交叉双向箭头”由下向上代表“整合趋势”，则： 

为物理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尚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
法、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等各自的“整合趋势”。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上帝本体”自身复合对应“二元”中之“一元”的“回归圣灵之整合趋
势”；为穆斯林信仰的“阿拉”自身“回归之月的整合趋势”；为东方信仰“佛法”的“三身佛”中“女身佛之整合趋势”；为中国
《易经》“阴阳相生和合为太极……之整合趋势”及其“阴阳球”之“阴整合趋势”；“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的“整合趋势”；…… 

 

三. 宇宙第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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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法则一”“原理基石——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则： 

“位格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注

1，复合对应展现展开其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

子”: 

“位格二.A”“除（位格二.B）零之外从零环节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的，‘（位格

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自然常变数 1’同步一体完善持恒频率型排列组合（开

放）秩序（结构）1\n”（为“等于零的数学公式”）*注 2； 

和， 

“位格二.B”“1\n 同步完美均融为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无结构闭合）环节”

*注 3； 

则，上述“位一”、“位二”、“位三”非彼此相互但共同为，“宇宙本位复合对应

（频率结构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注 4。 

 

*注 1、*注 4： 

为物理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尚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法；
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上帝”及其“三位一体”之“（道德体系之）本体”；穆斯林信仰的“阿
拉及其（道德体系之）星月”；东方信仰“佛法”之“三身佛”；中国《易经》“太极”及其“阴阳球”；“道德经”“一生二”的
“一”及其“三一（结构体系）之道”；…… 

*注 2： 

在“法则二”的“十字交叉四向箭头”中由上向下代表的“划分趋势”中： 

为物理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尚待建立健全的：“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
法；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等各自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完
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之一“等于零的数学（完善持以平衡张力秩序自然数集量）公式”。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上帝”自身半个组成身子之道德完善持以平衡的“圣体”；穆斯林信仰的
“阿拉”自身半个组成身子“星之道德完善持以平衡秩序之体”；东方信仰“佛法”的“三身佛”自身半个组成身子之“道德完善持
以平衡秩序之体的男身佛”；中国《易经》“太极”的“阴阳球”自身半个组成身子之“（完善的）阳（之）仪”；“道德经”“道
生一，一生二”的“一”之自身半个组成身子，“二”中之一“阳”；…… 

*注 3： 

结合“法则二”的“十字交叉四向箭头”中由下向上代表“整合趋势”，则： 

为物理中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尚待建立健全的：“三位一体”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
法；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等各自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完
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之另一“用于计算的与数学（完善持以平衡张力秩序自然数集量）公式相等的零（之宇宙重心引力
场）”。 

也为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哲学宗教《圣经》“上帝”自身另半个组成身子之道德完善持以平衡的“圣体”；穆斯林信仰
的“阿拉”自身另半个组成身子“月之玄魂之理解”；东方信仰“佛法”的“三身佛”自身另半个组成身子之“灵魂理解的女身
佛”；中国《易经》“太极”的“阴阳球”自身另半个组成身子之“（完美的）阴（之）仪”；“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的
“一”之自身另半个组成身子，“二”中之一“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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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力学在尚未掌握{第二大类型中的“零之整合蕴涵趋向——‘一〔N（1\n、0）〕

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之划分趋势

——‘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之时，将

{第一大类型中“零（无分别）”以及“等于零的科学公式————‘一〔N（1\n、

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和，{第三大类型中“0之宇

宙一重完美均融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以及“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宇宙一重完

善持恒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1\n’”〕混为一谈。混淆的原因在于无从分辨“同一事物

具有的不同名称、不同事物具有的同一名称”，《自然规律原理》“法则一”的七大概念

结合“法则三”，将协助人类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将“同一事物具

有的不同名称”翻译成为彼此相互，将“不同事物具有的同一名称”彼此分门别类区别对

待。 

到目前为止，“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是通过（数学代表结构的

“自然数、自然数集、宇宙常数”，物理的“重量、频率、频率周期”，化学的“溶合、

还原”）相结合的科学通俗概念予以展示的，在正文“法则一”的“原理基石”中，将进

一步结合有利科学换算的“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常不变数、常变数集)”和“比例更新

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数、常变数集)”，予以展现和展开。 

 

“宇宙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各自

“三位一体”之“三位”，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三三得九之九鼎的宇宙局部万物立场属性之

根基各自。 

 

 

                      概要科学演绎篇三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自身“划分、整

合”双趋向，及其中“共性粒子”和“个性粒子”之别，协助当今科学人类

走出“宇宙大爆炸理论”以偏概全的误区 

  

  

    《自然规律原理》“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结合“概要演

绎一、二”，在此助拐止步于无解“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存在

方式和存在关系的科学人类，走出“宇宙大爆炸”以偏概全之误区如下： 

 

一．霍金晚年认识虽然有所发展，但鉴于数学中全体自然（环节）数集合的 N数集，

尚未发展至“位格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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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即“三位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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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其“无边界大爆炸”论，仅仅具有上述“第二大类型‘共性原则个

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自身，“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划分、整

合）演进双趋势”中的“划分趋势”特征，这好比正在孵化中的蝉蛹脱变出一侧曲卷幼嫩

的翅膀之尖，但它离飞还要经历艰苦漫长的成长过程……。  

 

二．霍金及同类科学家们误将“位格二.B”“无结构之零”，存在于“位格三、位格

四.A、位格四.B”全体“（宇宙局部个体自然常变数）粒子结构”中之“小”，做为“宇

宙大爆炸”周而复始之根据； 但“位格二.B”“无结构之零”的重量，实为“位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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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在同一

位置完满合的“半个完美均融组成重量”，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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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格二.A”“1\n（等于零的数学公式代表式）”，则为“位

格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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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另半个完善持恒组成重量”，即“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

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1\n’”。因此，“位格二.B”“零”的“范畴量（在物理也

称零之宇宙重心引力场，简称零重力场）”，大于除“零（自然常不变数）环节”外的

“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1（自然常变数）环节（粒子）”各自的“范畴

量”，并等于“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1（自然常变数）环节（粒子）”

一体完善持恒的“位格二.A”“1\n（‘等于零的数学公式’代表式，也称‘自然常变数

集’）”的“范畴量”；即后者为“第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

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则，霍金和现代科学家们尚未认识掌握上述“零何为大零何为小

的零小亦为零大”之悖论。“宇宙大爆炸”周而复始之膨胀收缩在此不成立。 

 

三．能够成立的“宇宙大爆炸”源于“法则二.二.4”“死亡同步复合对应更新划分

整合相生和合转换演进原理”。即，“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中任“1（全方位

立向内外对立对抗自然常变数）环节（粒子）”，整体相应同体相对，从“位格二.B”

“0（共性记忆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环节”中（死亡）消融（自身个性存在方式）同

时同步更新而出，在“位格二.A”“（全体宇宙局部个体个性共同繁荣张力秩序）1\n”

范畴、同步递次连贯复合对应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转换演进成为，除其自身个性死亡消

失之外的全体“（自然常变数）1环节（粒子）”各自之组成。即，霍金早期“宇宙大爆

炸论”实为“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中一轮论“（自然常变数）1环节（粒

子）”们，整体相应同体相对生生死死此起彼伏中的一类“死亡爆炸”演化过程（即非所

有死亡转换均为“爆炸式”）。 

 

四．在“位格一”“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

系”，也称“三位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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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步复合对应恒新（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中，结合“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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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3”，“位格三”此或彼“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三重约复合频率

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自身的“两半个（约持恒、约溶合）组成身子”——“位格

四.A”此或彼“nx组”系列各自和“位格四.B”此或彼“nx＇环节”系列各自，在约同

一位置同步复合对应更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彼此基础上： 

“位格四.A”此或彼“（具有划分特征的 1组宇宙局部个体们约持恒个性共同繁荣张

力秩序）nx 组”系列各自，均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复合对应趋向并呈现，“位格一”“一

〔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

合的“半个完善持恒组成身子”，即“位格二.A”“（具有划分特征的全体宇宙局部个体

个性共同繁荣张力秩序）1\n”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位格四.B”此或彼“（具有整合特征的约溶合共性记忆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

nx＇环节”系列各自，均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复合对应趋向并呈现，“位格一”“一〔N

（1\n、0）〕之三重完满复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体系”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

的“另半个完美均融组成身子”，即“位格二.B”“（具有整合特征的共性记忆重心引力

生存时空容层场）0环节”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鉴于“位格二.B”“0（无结构共性记忆基元）环节”存在于“位格三、位格四.A、

位格四.B”全体“1（粒子）环节”各自内外而无所不在，因此“位格二.B”“0环节”

到达“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1（粒子）环节”各自均为“零距离”；同

时，“位格二.B”自身“完美均融的共性记忆”为“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

“1（粒子）环节”各自共同具有的“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基元”，故不会聚力一体

当量对立对抗“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全体“1（粒子）环节”各自。 

则，“位格四.B”此或彼“〔约溶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粒子结构）环节、也称一重比

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nx＇环节”系列，越趋向接近“位格

二.B”“0〔完美均融整合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无结构之无所不在）环节、也称一重二

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1）“其结构越为混沌；2)

其范畴重量越大；3）其当量结构复合对应共存于“位格四.A”此或彼“nx 组”中“1

（粒子）环节”们各自“结构”内外，为“1（粒子）环节”们各自共同具有，则其复合

对应到达生存于其范畴中“位格四.A”此或彼“nx组”中“1（粒子）环节”们各自“结

构”内外的距离越短越直接，速度也越快；故称“共性粒子”。举例而言：“位格四.B”

此类“共性粒子”系列为科学寻求“（约）平行宇宙”中的“时空隧道”；将“位格

四.B”此或彼“共性粒子”系列各自用于宇宙航行动力，其复合对应到达其自身范畴内，

“位格四.A”此或彼“nx 组”中“1（粒子）环节”们各自目的地的距离则越短越直接，

速度也越快；将“位格四.B”此或彼“共性粒子”系列各自用于对立对抗类型的核武器

们，其被引爆的一体范畴当量复合对应约均匀到达“位格四.A”此或彼“nx组”中“1

（粒子）环节”们各自内外的距离越短、越直接、速度越快、破坏力越巨大；“位格三”

“大型强子对撞机”是通过骤变的对立对抗“分裂”出“位格四.A”此或彼“nx组”中

极端微小的“个性粒子”们，故“位格四.A”此或彼“nx组”骤变“个性粒子”们，在

同步复合对应更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彼此基础上，也能造成“位格四.B”此或彼“共

性粒子”系列各自瞬间“坍塌”成无可挽回的毁灭灾难！核武器、时空塌陷等潜在危害，

也会促及宇宙中高级智慧生命出于自保而毁灭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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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步反之，“位格四.A”此或彼“〔约持恒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构）、也称

一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nx组”系列，越趋向接近“位

格二.A”“〔具细划分完善持恒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构）、也称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

新等量守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1\n”，此或彼“nx组”中“1（粒子）环节”们各

自：1）独自特有的结构越为混沌；2）范畴重量越为微小；3）个性越为极端。 

（“位格四.B”此或彼“nx＇环节”系列的“共性粒子”和“位格四.A”此或彼“nx

组”系列中的“个性粒子”们）各自“结构”均可呈现“混沌”状态，但其“混沌”之别

在于：“位格四.B”此或彼“共性粒子”复合对应，存在于“位格四.A”此或彼“1组粒

子们”各自“结构”之内外，为此或彼“1组粒子们”各自共同具有的“共性粒子”；同

时同步反之，“位格四.A”此或彼“1组粒子们”各自“混沌”之“结构”，均独自特

有。 

科学尚未复合对应认识了解上述这类“共性粒子”和“个性粒子”之别，以兹正确调

整现有“结构大小”与“重量比列”之换算。因此，在缺少安全保障制度基础上，人类盲

目发展的科学研究和科技发展速度越快，这期人类自我毁灭速度越快。 

 

 

                     概要科学演绎篇四 

牛顿“绝对论”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在《自然规律原理》中的统一 

 

 

《自然规律原理》“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三大相辅相成法则阐明： 

“法则一”的“原理基石”中，包容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的“宇宙四大基

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其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均为“同步一体（恒新↔恒

新、恒新↔更新、更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同步演进”也就是牛顿的“绝对时空均速发展”之基础，但若以“同步演进”的

“绝对时空均速发展”为衡量标准，就体现不出“同步演进”中结构化的万事万物按照频

率递次连贯排列组合的位差存在之差别；反之，若以结构化万事万物所具有的（“频率型

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体系”各自为相对静止坐标，“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身及其发展

系列、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发展系列、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体系发展系列”各自为相

对静止坐标系）地复合对应展现展开，除万事万物各自自身之外的其余万事万物，则差别

自然有序百花齐放。 

“法则三”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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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六大基础概念，同时同步保持（和、或）转换各自自身及

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的自然立场属性”，为伽利略、爱因斯坦各自相对论的基础，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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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二.二.1.2.3”，亦为区别爱氏广义相对论中万事万物彼此相互所具有的“万有引

力”和万事万物各自自身所具有的“宇宙重心引力场”之基础。但爱氏尚未认识了解“宇

宙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各自自身及其彼

此相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第三大类型，因此：他没能上升到“位格

一、位格二.A、位格二.B”各自完满、完善、完美范围惯性参照系（可惜在英文没有完

满、完善、完美的用词之别）；他也无从建立“法则一.一”的“位格一”和“法则二.

一”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展现展开的展现式们各自“三位一体”的“宇宙统一场（体

系）”。 

爱氏自己否定自己发明的“宇宙常数”实际上至关重要！结合正文开篇实球之例，实

球上“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中任自人类社会社团个人乃至人类整体自身，从其

各自位置角度界面时时刻刻演变中的“自然常变数 1”立场属性出发，到达其各自共同具

有的“位格一”完满实球“自然常不变数一”，其“划分、整合”的路径（方式方法）均

有所不同；且人类受自身眼界功能作用局限，需要从自身看得见摸得着的自我及其自我伸

展组成部分，向着自身看不见摸不着的深广自我进行发展，因此人们一旦认识了解完满自

我实球体系自身“三位一体的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系”，唯有

运用其各自“划分、整合”路径不同的“n之宇宙常变数集”予以平衡，才能到达其各自

共同具有的半个完善持恒组成身子“位格二.A”“1\n”，并通过其各自共同具有的两半

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位格二.A”“1\n”和“位格二.B”“0”和合的“〔N

（1\n、0）〕之宇宙常变数集”，到达其各自共同具有的“位格一”“自然常不变数

一”；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科学混沌运用宇宙常数和守恒定律基于其混沌运用的“零和等于零的数学公式”自身

所具有的合理性。可计算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源于“第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

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数学公式’”。即，“位格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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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等于零的数学公式）”和“位格

二.B”“0 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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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

全同一位置，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对应恒新之永恒换新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

彼此；这是“零”和“等于零的数学公式”彼此相等的原因。即便是科学最发达的西方社

会，其教育体系基于实用，除了向学生们灌输“零和等于零的数学公式”外，从未向学生

们阐明“零和等于零的数学公式”彼此何以相等，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答案。而这个答案却

蕴含在西方古老的“三位一体”文明哲理和信仰中。基督教徒们由于没有将散落在《圣

经》章节中的“圣体”清楚地归纳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因此无解完整的

“圣父、圣灵（和圣体）、圣子三位（格）一体”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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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 

  

 

                正      文                                                                

 

 

举完满宇宙为一实球之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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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约为）彼、为（或约为）

此、为（或约为）彼此相互；反之，则各持己（方局限之）见互不包含兼容。 

则，“完满”，涵义包容全面，涵义不排斥人类任何认知认证。籍此实球形象之例，

《自然规律原理》：承上之〔世界古老文明文化文化中，例如“三位一体”代表符号“十

字架”的“上帝的法则”；“三位一体”代表符号“阿拉之星月”的阿拉法则（其中，星

也由男性白色传统长袍代表，月也由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代表）；“三位一

体”代表图画“三身佛”的佛法；“三位一体”代表符号“阴阳球”的《易经》哲理；

“三位一体”的“三一之道”之“道”法自然等〕；启下于（全体“个性规律”中融会贯

通归纳总结出，即为“共性原则”也为“个性规律”的“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三

大相辅相成法则科学篇〕；特向科学人类报到和致敬！  

 

 

    法则一.“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和原理

基石“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同步复合(恒新、更

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 

 

 

“法则一”包涵“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七大概念。 

第一大“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概念——“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

位一体”，为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之源。它包涵的“宇宙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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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在中国古老文明智慧中以三三得九之九鼎象征和

蕴涵。 

“原理基石”，藉〔“同步复合对应相生”产生“频率”，“同步复合对应相生演

进”产生“频率周期”；宇宙结构万物按照“频率”排列组合宇宙生命位置，宇宙结构万

物均为“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体系”的展现展开〕，以及〔“比例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常不变数、常变数集)”和“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数、常变数

集)”〕，数理化相结合地向现代科学人类展示包容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

的“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同步复合(恒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其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注 1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注 2，为“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一”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宇宙基础

位格一”*注 3、“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均包涵在“宇宙

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概念）一体”*注 4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注 5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注 6，为“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三”在约同一位置约复合的两约半个“持恒、溶合”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

三”*注 7、“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均包涵在“宇宙本位

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环节）约包容三位（概念）一体”中。 

在“宇宙基础位格三”包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的基础上*注 8，“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

二.B”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均包涵在“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

容完满三位（格）一体”*注 9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B”，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各自共同具有的全体宇宙局部组成存在方式之“约”；同时同步反之，“宇宙基础

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各自，为“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各自之

“约”共同具有的“完满、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 

“四大基础位格”*注 10源自于：（“宇宙基础概念位格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彼此相互“比例恒新等量守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

系）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B”彼此相互“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四大基础位

格”在英文取名“Quad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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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同一事物具有的不同名称”翻译成为彼此相互；将“不同事物具有的同一名称”分门别

类予以区别对待；并协助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彼此长出短处互补互助同时建立建设各自

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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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节省本文篇幅，同理之处恕不重复注释。 

 

*注 1、*注 2、*注 3、*注 5、*注 6、*注 7： 

“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合称之简称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三、四.A、四.B”。 

“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各自简称为“位格一、位格二.A、位格二.B、位格三、位格四.A、位格四.B”各
自；其中，“数字加字母”本身已然代表概念，因此在简称中将“概念”一词予以省略。 

*注 4、*注 9： 

“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概念）一体”和“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体系）包容完满三位
（格）一体”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彼此相互。 

*注 8： 

详见“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注 3 中“鉴于……”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注 1 中“在古代……”以及“法则一.一”
“附”。 

*注 10： 

“位格”和英文的“Personality”有相通之处。但“Personality”更强调“个性独自特有之有别于他|她|它”，“位格”则
强调即为“个性原则”也为“共性规律”的“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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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化的 

 

结合“法则二“的“十字交叉四向箭头图示”，则，在纵向箭头代表“宇宙生命基础

位格概念一”“一〔N（1\n、0）〕”自身同步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注 1

中，横向箭头所代表的“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同步递次连贯复合（恒

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各自*注 2为： 

 

*注 1: 

结合“法则三”并参见“概要科学演绎篇二”，非正非负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自身复合对应： 

“划分趋势”为“正（展现趋势）”，也称“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体系）公式”；但此“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体系）
公式”非用于计算的“宇宙基础位格二,A”“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秩序）公式”。 

“整合趋势”为“负（蕴涵趋势）”，也称“与数学（频率结构体系）公式相等的零”；但此“与数学（频率结构体系）公式
相等的零（所代表的频率结构体系）”非用于计算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频率无结构环节）”。 

故上述中的“等于”代表“为彼此相互”。 

*注 2： 

“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各自非正非负；但其各自结合“法则三”，即体现其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同时同
步保持（和、或）转换的“（包括系列在内）正、负复合对应自然立场属性”。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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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1\n、0）〕之宇宙整体生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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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简称：一〔N（1\n、0）〕之三重完满复合自旋体系。 

或：一〔N（1\n、0）〕。 

或：一*注 2。 

或：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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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 

…… 

也称：一{N[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善持恒常变数集〔1 自然常变数

量环节 \ n 自然常变数量环节们（或自然常变数集量）〕、一重二分之一比例恒新等量

守恒 0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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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等量守恒换新）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然常变数集）自旋体系；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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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 

或：一〔N（1\n、0）〕。 

…… 

或：自然完满常不变数一*注 4。 

或：自然完满常变数集量 N（1\n、0）。或：宇宙完满常变数集量 N（1\n、0）。 

或：自然完满常变数集量 N*注 5。或：宇宙完满常变数集量 N（1\n、0）。 

…… 

 

*注 1、*注 4： 

“一〔N（1\n、0）〕”称为“一”的“N”的（1\n、0）”。其中，（1\n、0）代表“1\n”和“0”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和合
为“一”之“N”。 

其中*注 4 蕴涵着永恒换新恒等重量。 

在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各自“一重”基础上，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物理尚待建立
健全至：“三位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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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步反之）的〔科学量
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方式方法、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
性”〕等各自。 

为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结构化万物共同具有的根本存在方式之）本体二元论”；中国《易经》“太极”及其
“阴阳球”；“道德经”“三一（道德结构体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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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宗教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圣经》蕴涵的“上帝三位 (道德结构体系) 一体法则”；中东《古兰经》蕴涵的“阿拉之
星月（道德结构体系）律法”；东方《佛经》蕴涵的“三身佛之（道德结构体系）佛法”；…… 

结合“法则三“，其自身复合对应的“划分趋势”亦称为“正（展现）”之“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公式”，其
自身复合对应的“整合趋势”亦称为“负（蕴涵）”之“等于数学（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公式之零”。其中，“等于零的数学（频率
结构自旋体系）公式”非下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秩序）公式 1\n”，“等于数学（频率结构自旋
体系）公式之零”非下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等于数学（频率结构秩序）公式‘1\n’的零”。 

*注 2： 

结合正文开篇“实球之例”，“上帝”、“阿拉”、“佛”等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完满信仰及其道德结构体系法则，均为包括
人人在内的全体宇宙局部个体组成存在方式共同具有的唯一完满之自我； 

*注 3： 

结合法则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整合）的“宇宙
基础位格一”“ 一〔N（1\n、0）〕”；同时同步反之（划分）亦然。则，“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
一体”为“两位格中三概念”之“三位（概念）一体”。“概念”在《自然规律原理》称为“存在方式”，即西方哲学的“（存有）
本体”、“本质”等。 

鉴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完善持恒“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而古代文明文化信仰竟如
《圣经》则采用“宇宙基础位格三”之“子”代表全体宇宙局部个体组成方式，则在“宇宙基础位格三”包涵“宇宙基础位格四.A”
（道德约持以平衡之体）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灵魂理解）的基础上：“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
三位一体”，也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和，“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三”）的“三位格中四概念”之“三位（格）一体”。督教徒们由于没有将散落在《圣经》众多章节中的“圣体”清楚地归纳在
“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中，因此无解完整的“圣父、圣灵（和圣体）、圣子三位（格）一体”之上帝（道德结构自旋体系）
法则，也因此无从做到运用“上帝的法则”包容完整地阐明科学原理，为科学发展指明方向。 

*注 4、*注 5： 

数理尚待建立健全之概念。 

数学全体自然数的集合 N，尚未健全至“宇宙基础位格一”“三位一体”的“自然数集量 N（也称‘宇宙常数集量 N’）”。 

在《自然规律原理》原理，任何“频率化的结构”之“数”均蕴涵着“重量”，除自然数零之外的任何“重量”均蕴涵着
“数”之“频率化的结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从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中同步递次连贯复合更新而出的全

体 1之（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同步（一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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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体（1环节\n环节）*注 1。 

简称：宇宙一重同步完善持恒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之体

（1环节\n环节）。 

或：1\n，*注 2。 

或，…\ 3nx' \ 2nx' \ 1nx'  \ 1nx \ 2nx \ 3nx \…，*注 3。 

或，… \3nx'组 \ 2nx'组 \ 1nx'组 \ 1nx组 \ 2nx组 \ 3nx组\…，*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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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秩序）包容完善三位一体。 

…… 

也称：宇宙一重同步完善持恒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二分之一比例等量守恒换

新）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然常变数集）之体〔1自然常变数量环节 \ n自然常变数

量环节们（或自然常变数集量）〕。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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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简称：自然完善常变数集量 1\n。或：宇宙完善常变数集量 1\n。 

或：同上。 

…… 

也称：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秩序）公式*注 6。 

…… 

 

*注 1： 

在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之“三重”、“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之“一重”基础上，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物理尚
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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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
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法、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等各自
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之一——“数理现有用于计算的（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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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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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也称
“（重量等于完美均融宇宙重心零引力场的）宇宙自然完善持恒张力秩序常变数集秩序‘1\n’公式”。 

为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尚待明确的结构化万物共同具有的根本存在方式之）本体”自身复合对应两半个“二
元”组成身子中“（道德完善持以平衡之体的）一元”；中国《易经》“太极”及其“阴阳球”中半个完善“阳仪”组成身子；“道
德经”“三一（道德结构体系）之道”中“一生二”的“二”中之“一阳”：…… 

为宗教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圣经》蕴涵的“上帝三位(道德结构自旋体系)一体法则”自身半个道德完善持以平衡的
“圣体”组成身子；中东《古兰经》蕴涵的“阿拉之星月（道德结构自旋体系）律法”自身半个道德完善持以平衡的“星之体”组成
身子“；东方《佛经》蕴涵的“三身佛之（道德结构自旋体系）佛法”自身半个道德完善持以平衡的“男身佛”组成身子；…… 

*注 2、*注 5、*注 6： 

“1\n”为“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秩序）公式”的代表式。*注 5、*注 6 为*注 2的别称。 

*注 3、*注 4： 

详见“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三”，和“1\n”同理，为在同一位置方式方法异曲同工重量等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宇
宙重心零引力场”的“数学（自然完善持恒张力秩序常变数集）公式”。上述中的“等于”代表“彼此互换”基础中的“重量相
等”。参见“概要科学演绎篇二”则此“等于”非彼“等于”也，故数学“等于”符号概念尚未清晰健全。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 

 

完善持恒的全体 1（宇宙局部个体）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

步（一重）完美均融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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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宇宙一重同步完美均融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

节。 

或：零、0*注 2。 

…… 

也称：宇宙一重同步完美均融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二分之一比例等量守恒换

新）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自然常不变数）环节。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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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也称：自然常不变数*注 4。 

或：同上。 

…… 

 

*注 1： 

在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之“三重”、“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之“一重”基础上，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物理尚
待建立健全至：“三位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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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
现展开（完整）宇宙结构的任何方式方法、爱因斯坦追求的“宇宙统一场（体系）”、“粒子完满自旋”、“波粒二象性”〕等各自
自身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之另一——“数理现有用于计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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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公式相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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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也称
“（重量与宇宙完善持恒的张力秩序常变数集‘1\n’公式相等的）完美均融宇宙重心零引力场”。 

为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尚待明确的结构化万物共同具有的根本存在方式之）本体”自身复合对应两半个“二
元”组成身子中“（灵魂道德完美理解之）一元”；中国《易经》“太极”及其“阴阳球”中另半个完美“阴仪”组成身子；“道德
经”“三一（道德结构体系）之道”中“一生二”的“二”中之“一阴”；…… 

为宗教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圣经》蕴涵的“上帝三位(道德结构自旋体系)一体法则”自身另半个道德完美理解的“圣
灵”组成身子；为中东《古兰经》蕴涵的“阿拉之星月（道德结构自旋体系）律法”自身另半个完美均融理解的“月之玄灵”组成身
子；为东方《佛经》蕴涵的“三身佛之（道德结构自旋体系）佛法”自身另半个灵魂完美均融理解的“女身佛”组成身子；…… 

*注 2、*注 3： 

同理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注 6；结合法则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环节）”自身虽“无频率结构”，但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环节）”通过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对应划分整合相
生互换演进彼此，同步递次连贯生成转毁“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频率结构）环节”，并为除“零环节”自身
之外的其余全体位格概念共同具有的“环节”型“组成结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零无结构”之“零距离”存于“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频率结构）环节”内外，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频率结构）环
节”共同具有的“共性记忆（生存）时空容层”。 

科学、哲学、宗教在上述*注 1 中的复合对应概念，同理。 

*注 4： 

蕴涵着二分之一永生换新恒等重量。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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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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持

恒）划分（约溶合）整合相生（互换）约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注 1。 

简称：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之三重约复合自旋环节。 

或：1〔n（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 

…… 

基础本位：1（nx组、nx＇）。 

简称：1*注 2。 

或：（nx组、nx＇）*注 3。 

…… 

也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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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也称：1〔n*注 5（nx 自然常变数集量组系列、nx＇自然常变数量环节系列）〕之宇宙

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换新）频

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然常变数集）环节。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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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同上。 

…… 

基础本位：自然常变数集量 1（nx组、nx＇）*注 6。 

简称：自然常变数量 1*注 7。 

或：自然常变数集量（nx组、nx＇）*注 8。 

简称、也称：均同上。 

…… 

 

*注 1、*注 3、*注 4： 

 “1〔n（nx 组系列、nx＇环节系列）〕”称为“1”的“n”的（nx组系列、nx＇环节系列）。则，此或彼（nx 组系列、nx＇
环节系列）各自在此或彼“n”的范畴展现展开。结合“法则二.一”“原理展示式 2”，“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此或彼“全体 nx
组”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此或彼全体“nx＇环节”约持恒和合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四.B”的此或彼“n”。“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四.A、四.B”约持恒和合的此或彼“n”复合对应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或彼“1”，到达其各自共同具有的半个
宇宙完善持恒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的“宇宙常变数集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此或彼“nx 组”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此或彼“nx＇环节”在约同一位置约复合和合整合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或彼“1”（同时同步反
之划分亦然）。 



24 

 

在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各自“一重”基础上，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物理尚待建立
健全至“三位（约）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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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宇宙局部个体结构的方式方法；“粒子（约）自旋”；“波粒（约）二象
性；…… 

为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结构化宇宙局部个体万物存在方式各自之）本体”；中国《易经》“卦（约）”之“阴
阳球”；“道德经”“（宇宙局部个体万物各自的）三一（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之道”：…… 

为宗教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圣经》蕴涵的任自“子之三位 (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 一体法则”；中东《古兰经》蕴涵
的任自“子民各自之星月（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律法”；东方《佛经》蕴涵的“众生各自三身（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佛
（法）”；…… 

在基督教，圣子基督掌握了万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即上帝的法则，因此他本身就代表着信仰。结合正文开篇“实球之
例”，因为圣子基督站在完满自我的上帝立场属性阐明上帝的信仰法则，因此他和上帝合而为一同在也。 

在古代，“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任自“自然常变数量 1之人”自身复合对应包涵的两约半个组成身子，即“宇宙基础位格概
念四.A”此或彼“约平衡之身体力行自然常变数集量 nx 组”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或彼“灵魂约溶合理解之自然常变数量
nx＇环节”身为宇宙局部组成存在方式，往往通过为人利己利（他|她|它）身体力行的修行修养，实践和落实为人生命生活生存深广
之发展。因此，“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常由“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统而代之。但现代科学需要通
过实验室大量认证方能确立人类眼界范畴内的认知，故“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各自需要复合对应具
体阐明。 

*注 2、*注 5、*注 6、*注 7、*注 8： 

详见“概要演绎篇一”。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从零频率型无排列组合秩序环节和约溶合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nx＇环节（系列）中同步递次连贯复合更新而出的 1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们，同步

（一重）约持恒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nx组之体及其系列*

注 1。 

简称：宇宙一重同步约持恒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nx

组之体及其系列。 

或：nx组及其系列。 

基础本位：nx组。 

或：…… \3nx＇ \ 2nx＇\ 1nx＇ \ 1nx \ 2nx \ 3nx\ ……，*注 2。 

或：…… \3nx＇组 \ 2nx＇组 \ 1nx＇组 \ 1nx组 \ 2nx组 \ 3nx 组\ ……，*注

3。 

…… 

也称：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秩序）约包容三位一体*注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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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称：宇宙一重同步约持恒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约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

约等量似守恒换新）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然常变数集）nx组及其系列。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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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也称：自然常变数集量 nx组。 

或：同上。 

…… 

也称：等于 nx＇的数学（频率结构秩序）公式*注 6。 

…… 

 

*注 1、*注 5： 

在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之“三重”、“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之“一重”各自基础上，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物
理尚待建立健全至：“三位（约）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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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宇宙局部个体结构的方式方法、“粒子（约）自旋”、“波粒（约）二象性”〕等各自
自身，在约同一位置约复合的两约半个（持恒、溶合）组成身子之一——“（约等于此或彼宇宙一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
然约溶合常变数 nx＇的）此或彼宇宙一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约持恒常变数集 nx组公式”；物理也称“（约等于此或
彼宇宙重心 nx＇引力场的）此或彼宇宙完善持恒张力秩序常变数集 nx 组公式”。 

为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结构化宇宙局部个体万物各自之）本体”自身复合对应的两半个组成身子“二元”中
“（道德约持以平衡之体的）一元”；中国《易经》“卦（约）”之“阴阳球”中约半个“阳”持恒组成身子；“道德经”“（宇宙
局部万物各自的）三一（道德结构环节）之道”中“一生二”的“二”中“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阳”；…… 

为宗教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圣经》蕴涵的任自“子之三位(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一体法则”自身约半个道德持以平衡
之“体”组成身子；为中东《古兰经》蕴涵的任自“子民之星月（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律法”自身约半个道德持以平衡“星之体”
组成身子；东方《佛经》蕴涵的“三身佛之（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佛法”自身约半个道德持以平衡“男身佛”组成身子；……  

*注 3、*注 4： 

详见“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三”和“法则二.二.3”，在约同一位置方式方法异曲同工重量约等于此或彼“宇宙基础位格
四.B”“宇宙重心 nx＇引力场”的此或彼“数学（自然约持恒张力秩序常变数集）公式”。 

*注 6： 

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任自“自然常变数集 nx 组”均复合对应为 1组“自然常变数 1”约持恒组成。 

同理于具有代表不（完善完美和合完满）之原罪从而位置“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的 Sabbatic Goat 两臂位置“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四.A”的“凝固”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溶解”二字寓意，结合“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各自和“法则二.
二.3”共同阐明：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或彼“nx组”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或彼“nx＇环节”，整体相应同体
相对同步复合对应{化学的〔（“约溶合 nx＇”约还原划分之“nx组”）和（“约持恒 nx 组”约溶合整合之“nx＇环节”） 〕}相生
互换演进彼此。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 

 

约持恒的 nx组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们，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一重）约溶合

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 nx＇环节及其系列*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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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nx＇环节系列。 

基础本位为：nx＇环节。 

简称：nx＇。 

…… 

也称：宇宙一重同步约溶合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约二分之一比例概率化

约等量似守恒换新）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然常变数）nx＇环节。 

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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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也称：自然常变数量 nx＇*注 3。 

也称 

或；同上。 

…… 

 

*注 1、注 2： 

在复合对应“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之“三重”、“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之“一重”基础上，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物理尚
待建立健全至：“三位（约）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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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量子学说用以展现展开宇宙局部个体结构的方式方法、“粒子（约）自旋”、“波粒（约）二象性”〕等各自自身，
在约同一位置约复合的两约半个（持恒、溶合）组成身子之另一——（约等于此或彼宇宙一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约持
恒常变数集 nx 组公式）的此或彼宇宙一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 nx＇”；物理也称“（约等于此或彼宇宙
完善持恒张力秩序常变数集 nx 组公式）此或彼宇宙重心 nx＇引力场”。 

为哲学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结构化宇宙局部万物各自之）本体”自身复合对应两半个组成身子“二元”中“（灵魂
约理解之另）一元”；中国《易经》“卦（约）”之“阴阳球”中约半个“阴”溶合组成身子；“道德经”“（宇宙局部个体万物各
自的）三一（道德结构环节）之道”中“一生二”的“二”中“阴阳冲气以为和”之“阴”：…… 

为宗教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西方《圣经》蕴涵的任自“子之三位(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一体法则”自身约半个灵魂理解组成
身子；为中东《古兰经》蕴涵的任自“子民之星月（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律法”自身约半个“月”之灵魂理解组成身子；东方《佛
经》蕴涵的“三身佛之（道德结构约自旋环节）佛法”自身约半个灵魂理解“女身佛”组成身子；…… 

*注 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自然常变数 nx＇”自身亦为“三位（约）一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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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故同理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化学“溶合、还原”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同理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的*注 6。 

 

    原理基石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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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的“宇宙基础位格

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和〔“宇宙本位复合对

应（频率结构环节）约包容三位一体”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各自复合对应为“开放秩序

型”。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各自复合对应为“闭合 O

型”（前者为“零无结构”，后者为趋向“零无结构”的“混沌结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各自复合对应为“闭合开放和合

的体系型、环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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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从方式方法格式化的 

 

零（无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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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 

 

“法则一.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和“法则一.二”结合“法则三”，则： 

“位一”.“宇宙完满之整体”*注 1复合对应恒新展现展开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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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

容完满三位一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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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零的数学（体系）公式”*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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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别）*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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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方式之概念）一体”*注 4。 

 

“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为全体人类认知认证

之源。 

 

*注 1至*注 4： 

复合对应，同理于“概要演绎篇二”“宇宙第一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下方注
释。 

中国《道德经》的“一生二”、《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和《帛书·系辞传》“易有大恒，是生两仪”等，均与

“法则一.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异曲同工为彼此相互。 

 

  

    法则二．科学频率结构原理化展现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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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整合相生演进存在方式和存在关

系”，健全科学统一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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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二”以中国《道德经》和《易经》言简意赅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完满

（生命——频率*注 1）结构自旋体系原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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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

生八卦，……*注 3；（同时同步反之）阴阳相生和合为太极*注 4”为佐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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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注 5同步恒新完满

（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注 6中，科学原理符号模式化地展现展开包容人类全体已知未

知频率结构在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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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详见下方图示），健全科学统一建模。 

 

        

        

 

     

       

 

 

 

            

 

 

*注 1： 

在人类古老文明文化信仰中多用“相生”、“气”、“循环”、“周期”等代言现代科学的“频率、频率周期”。 

*注 2： 

源于《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注 3、*注 4： 

源于《易传·系辞上传》的第 11章。其中*注 3 源自“易学”。 

*注 5： 

为《易经》的“太极” 

*注 6： 

《易经》“阴阳球”原理、《道德经》“三一之道”原理之所以精辟。其中一大原因在于其各自所使用的概念多为复合对应意
义概念。例如，“太极生两仪”的“两仪”以及“阳仪、阴仪”，即代表着“太极”自身“划分（一仪之阳仪）、整合（另一仪之阴
仪）”的双趋向，也代表“太极”自身的两半个“完善持恒（一仪之阳仪）、完美均融（另一仪之阴仪）”的组成身子。以此类推，

横向箭头代表宇宙四

大基础位格（中）六

大基础概念序列各自 

纵向向上箭头代

表“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一”自身

同步恒新完满整

合演进趋势 

纵向向下箭头代

表“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一”自身

同步恒新完满划

分演进趋势 

横向箭头代表宇宙四

大基础位格（中）六

大基础概念序列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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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本原理无限膨胀，人类不同传统文明文化信仰各自和《自然规律原理》异途同归的方式方法，将复合对应《自然规律原理》逐
一另辟文章详细解读。 

 

 

    一．宇宙四大基础位格六大基础概念同步（一体）复合（恒新、恒

新↔更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兹遵从为人自觉不自觉地融会贯通人生经验知识的共识成长趋势，始于中国《道德

经》、《易经》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宙完满（生命——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原理中

的“同时同步反之”，并永红体字代表该式原理语言的简化式，则： 

 

原理展现式 1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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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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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其个各自宇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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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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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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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同步(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

向\)，“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 *注 7，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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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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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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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曲同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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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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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注 11演进彼此(纵向 )同

时、同步(一体)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注 12和合*注 13演进(横向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注 14；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符号模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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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完满常不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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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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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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之三重比列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完满常不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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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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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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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6(纵向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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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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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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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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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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参见“法则一.一”“原理基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为“1〔n（nx 组、nx＇环节）〕”，“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nx 组”由 1组“1〔n（nx 组、nx＇环节）〕”们复合对应约持恒组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nx＇环节”自身亦为“三位
（约）一体”的“1〔n（nx组、nx＇环节）〕”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各自均由
“1〔n（nx 组、nx＇环节）〕”组成；故统称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n（nx组、nx＇环节）〕” ；简称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1（环节）”，以利在非重复计算基础上“全体 1（比例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环节）”一体
完善持恒“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等于零的数学公式）二分之一恒新等量守恒秩序〕1\n”之换算。结合参见“宇宙基础位
格三”的*注 1“在古代……”，人类一些古代文明文化信仰亦籍“宇宙基础位格三”统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四.B”而同理成
立。  

从隶属“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人类眼界功能观察到的任自宇宙局部组成存在方式立场属性，展现展开至无从
观察至全的宇宙半个完善持恒组成重量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均需其划分整合方式方法独自特有且包括绝大部分
观察不到在内的“宇宙常变数量、宇宙常变数集量”予以协助，才能达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科学发展至今任何用
于计算“（等于零的）科学（秩序）方程式（1\n）”，均蕴涵着从此“科学方程式”的组成方式方法立场属性出发，复合对应展现
展开的“宇宙常变数集量”。爱因斯坦和现代科学家之所以无解宇宙统一场，原因在于科学教育体系出于实用而教学“（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二.B）零和等于零的数学公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但从未阐明“零和等于零的数学公式们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的
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科学发展因此止步不前，无从认知和健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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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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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 

参见《圣经》“创世纪”第 1、2章“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及样式而造的”，即人是按照“上帝”的“三位一体”形象而造；
“三位一体”本身亦包含着“同时同步反之亦然”，但宗教出于多种原因强调前者，忽视“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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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负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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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成为“阳（仪）”一方。 

*注 6、*注 7：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抱阳”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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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成为“阳（仪）”一方。 

《易经》中蕴涵的全体宇宙局部阴阳卦数一体完善持恒之阳仪。四象一体完善持恒的阳仪、八卦完善持恒的阳仪、以此类推复
合对应具细划分一体完善持恒的阳，均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彼此相互；数学“等于零的（频率结构秩序）公式”们各自，均同理。实
际上，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自身“频率结构自旋体系”换算中，真正发生变化的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等于零的（频
率结构秩序）公式”以不同方式方法展现展开的“完善持恒频率结构秩序”。 

*注 8：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负阴”之“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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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换成为“阴（仪）”一方。 

参见下述“法则二.二.原理 3”，上述*注 7 和本*注 8 同理于具有代表不（完善完美和合完满）之原罪从而位至“宇宙基础位
格概念三”的 Sabbatic Goat两臂位置“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的“凝固”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溶解”二字寓意融会
贯通至，“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各自共同阐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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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恒新{化学的〔（“完美均融 0”还原划分之“完善持恒 1\n”）和（“完善持恒 1\n”均匀溶合整合
之“完美均融 0”）〕}相生互换演进彼此；这是数学发展至今，用于计算的“零和等于零的数学（频率结构秩序）公式”彼此相等的
原因。科学、哲学、宗教在上述*注 1 中的复合对应概念，同理。 

*注 9、*注 10： 

其中，*注 9为*注 7 的简化式，*注 10为*注 8 的简化式。 

*注 11、*注 12：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阴阳复合对应相生互换之）冲气”。 

从中国《易经》归纳总结的“阴（仪）阳（仪）相生和合为太极”的“相生”。 

*注 13：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和”。 

从中国《易经》归纳总结的“阴（仪）阳（仪）相生和合为太极”的“和合”。 

*注 14： 

结合上述*注 9、*注 10 和结合“原理基石”图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开放秩序）和“宇宙基础位格四.B”
“0”（闭合环节），在完全同一位置完善持恒、完美均融和合完满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
（1\n、0）〕”（即，开放秩序、闭合环节约和合的自旋体系）；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中国《道德经》“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阴阳之二和为）一”。 

从中国《易经》归纳总结的“阴（仪）阳（仪）相生和合为太极”的“太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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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学追求的“宇宙统一（自旋）场（体系）”；为科学尚待认知的“粒子（完满）自旋”、“波粒（完满）二象性”等；以
及量子方式方法所能展现展开的任何一种“宇宙本位（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一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注 15： 

中国《道德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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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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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理展现式 2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中任自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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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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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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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全体“nx1 组”中此全体“nx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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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于“宇宙生命基础位格概

念二.A”“1\n”范畴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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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同步(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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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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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同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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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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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符号模式化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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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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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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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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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常变数环节   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环节 nx＇1…>       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环节 nx＇2…>       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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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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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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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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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自然规律原理》代表式*注， 

 

 

                                  1 \ n 

                         一┌───────┚N 

                                    0 

 

 

同时同步反之： 

 

 

                                  1 \ n 

                         一┌───────┚N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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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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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自然完美均融常不变数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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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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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常变数环节   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环节 nx＇1…>       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环节 nx＇2…>       恒自然约溶合常变数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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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常变数集 

                                                                                                           自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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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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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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之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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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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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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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约互换或和合）演进彼此(纵向┌┘、

横向﹨)同时、同步(一体)复合更新聚向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任“1〔n（nx组系列、nx＇1系列）〕”*注 2（或,“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注 3）}；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4； 

 

*注 1： 

科学完满建模。 

*注 2： 

结合“法则二.二.3”进一步了解本式原理。 

结合“法则三”： 

若寻求“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n（nx 组系列、nx＇1 系列）〕”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彼“1〔n（nx 组系列、
nx＇1 系列）〕”共同具有的，更为深广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或彼“1〔n（nx 组系列、nx＇1系列）〕”立场属性，则“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n（nx组系列、nx＇1 系列）〕”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彼“1〔n（nx组系列、nx＇1 系列）〕”，
在保持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复合对应转换成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或彼“nx1 组”约持恒的“1”之组成存在方式们各
自；结合“法则二.二.3”，通过“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或彼“nx1 组”约溶合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或彼“nx＇
1”，进而求得，“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此或彼“nx1 组”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或彼“nx＇1”，整体相应约同体相
对，约在同一位置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或彼“1〔n（nx 组系列、nx＇1 系
列）〕”及其系列（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举例而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 人〔n（nx组系列、nx＇1系列）〕”复合对应自身所属公民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三”此“国家”，则“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人〔n（nx 组系列、nx＇1系列）〕”在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国家”约半个持恒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包括全体国民在内人与自然约
持恒的社会发展张力秩序，同步于人类认识发展而发展）”中约持恒的“1”组成分子立场属性；“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约溶合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国家（包括公民、自然地理生态、社会发展生态等在内）”另约半
个溶合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约溶合共性记忆重心引力灵魂理解生存包容时空容层的公约宪法，因此宪
法不仅仅是一部摆在桌子上的法典，而是社会人人生活方方面面具体内外贯穿体现的包括道德水准在内的一整套为人共识的思想行为
生存准则）”；“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包括全体国民在内人与自然约持恒的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发展张力秩序）”
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1（共性记忆重心引力灵魂理解时空生存容层公约宪法）”，约在同一位置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
合相生（互换）和合演进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国家（包括公民、自然地理生态、社会发展生态等在内）”；同时同步反之
亦然； 

同理，若寻求“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n（nx组系列、nx＇1 系列）〕”共同具有的“宇宙基础位格概
念一”“一〔N（1\n、0）〕”立场属性，则“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1〔n（nx 组系列、nx＇1 系列）〕”，在
保持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复合对应转换成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完善持恒的全体“1”之组成存在方式；则，“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整体相应约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和合演
进“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3： 

结合“法则二.二.1、2”进一步了解本式原理。 

*注 4： 

本原理式和原理展现式 1 异曲同工，故复合对应的同理佐证详见原理展现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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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展现式 3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中任“nx1 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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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约持恒(横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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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1组*注 1﹨nx1 组*注 2”〔或“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A”此“1nx＇*注 3们和 1nx*注 4们”〕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组﹨nx1 组”〔或“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

此“1nx＇们和 1nx们”〕，从其自身（或各自）宇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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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x＇组”*注 5，和，此“全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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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x＇”*注 7，和，此“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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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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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同步（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全体 1nx＇组\全体 1nx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全体 1nx＇\全体 1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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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nx＇组”各自，和，“全体 1nx组”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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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和，“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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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同步(一体)完美均融恒新划分整合相生演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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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1nx＇组\全体 1nx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全体 1nx＇\全体 1nx”)，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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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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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完满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 )至，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符号模式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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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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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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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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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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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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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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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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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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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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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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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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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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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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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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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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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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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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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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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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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环节                        比列恒新 

守恒自然                                                                                                   等量守恒 

完满常不                                                                                                   自然完满 

变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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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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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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x＇组”，和，“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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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nx＇”，

和，“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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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1nx＇组\全体 1nx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全体 1nx＇\全体 1nx”，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概念位格二.A”“全体 1nx＇组\全体 1nx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全体 1nx＇\全体 1nx”，方式方法异曲同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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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1组”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系列)各自同时同步，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组”系列， 

和，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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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

“nx＇1组﹨nx1组”各自同体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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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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持恒复合更新聚向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横向﹨)，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组﹨nx1组”，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1 组”）；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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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学的“自然常变负数集（量）系列”； 

*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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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学的“自然常变正数集（量）系列”。 

*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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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常变负（整）数（量）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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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常变正（整）数（量）们”。 

*注 5： 

为全体“1约溶合 nx＇环节们约持恒 1nx 组”。 

全体“1 约溶合 nx＇环节们约持恒 1nx组”复合对应全体“1约持恒 nx 环节们约持恒 1nx 组”，为数学全体“自然常变负数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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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学全体“自然常变正数集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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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学全体“自然常变负（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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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学全体“自然常变正（整）数（量）”。 

*注 9： 

本原理式和“原理展现式 1、2”异曲同工，故复合对应的同理佐证详见“原理展现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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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展现式 4…… 

 

结合正文开篇实球形象之例，上述原理展现式们均方式方法异曲同工为彼此相互为包

容“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二.B、三、四.A、四.B”在内的，“宇宙生命基础位格一” 

（实球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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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洽）原理。 

 

符号定义： 

 

一  参见“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一”蕴涵着永生换新

恒等重量的“自然完满常不变数”。 

 

N   参见“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N”是“一”的“完满

组成存在方式”，代表“一”之自身“三重比例恒新等量守恒自然完满常变数集自旋体

系”的组成存在方式，“N”即是“一”。 

 

1   参见“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1（nx组、nx＇环节〕”。亦为“宇宙基础位格

（三、四.A、四.B）”全体“1”中任自之“1”，代表“宇宙三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

似守恒常变数环节”。 

 

n   代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中除此“1”之外的全体“1”；为“宇

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任自之“1”，到达其自身完善持恒的半个组成身子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独自特有的“宇宙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常

变数集”。 

 

nx组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组”。“nx组”复合对应为“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三” “1（nx组、nx＇环节〕”自身约半个持恒组成身子。代表“宇宙约二分之一

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约持恒常变数集”。 

 

nx 代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约持恒 nx组”中“1约持恒环节”，其自身同

为“宇宙三重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约持恒常变数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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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x＇参见“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nx＇”。“nx＇”复合对应为“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三”“1”自身约半个溶合组成身子。代表“宇宙约二分之一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

似守恒约溶合常变数”。 

 

\   代表“同步一体完善持恒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  纵向代表“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互换）演进彼此”；横向代表“同时

同步复合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一’或‘N’”。 

 

…  代表“等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 

 

……  仍为“等等”。 

 

\   代表“同步约持恒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彼此”。 

 

┌┘  纵向代表“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约互换）演进彼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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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各自的复合对应趋向。亦或代表

“一重”中的存在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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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涵互换在内）的

“相互之生成”。 

 

二．宇宙局部个体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生成毁转）存

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自身同步恒新完满（划分、整

合）演进双趋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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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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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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注 9； 

 

*注 1、*注 2： 

此“1”和此“n”和为中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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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并呈现“同时同步反之”之和合整合趋向的“1 阴”及其“n 阴”组成系列之“万物”。 

为中国《易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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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中，趋向并呈
现“同时同步反之”之和合整合趋向的“1 阴卦”及其“n 阴卦”组成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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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基石”图示和“法则二.一”“原理展现式 2”，“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
（1\n、0）〕”的“实球频率结构自旋体系”之例，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此“1”和此“n”各自共同具有的完
满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此“1”和此“n”各自，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自
身的宇宙局部组成存在方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一〔N（1\n、0）〕”、“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 的此“1”
和此“n”，彼此相互复合对应而成立，故约“同体相对”。 

*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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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负阴”。 

为中国《易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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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中，“阴”通
过“相生”趋向“阳”之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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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6、*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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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的“抱阳”。 

其中*注 6，为中国《易经》“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同时同步反之）阴（仪）阳（仪）相生和合为
太极”原理中的“阳仪”；其中*注 7 为中国《易经》“阳仪”范畴内，除此“任 1”之外的其余全体“阴阳卦序相生和合至”。 

*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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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阴而抱阳冲气以
为和”之“和（此任 1）”。 

为中国《易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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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中“阴阳相生
和合为（此任 1）”。 

复合对应下方“法则二.二.原理 2”，在物理，此“1”为“1之万有引力”存在方式，此“n”为此“1之万有引力”的组成存
在方式。 

*注 9： 

详见下述“法则二.二.原理 2”。 

 

原理 2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任自之“1”*注 1， 

均和除己之外的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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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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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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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注 2、*注 3： 

复合对应上述“法则二.二.原理 1”，在物理，此“1”为“1之万有张力”存在方式，此“n”为此“1之万有张力”的组成存
在方式。 

*注 4： 

结合“法则三”，在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彼此相互立场属性。从而互为“万有张力”和“万有张力”。 

 

原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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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任“1

〔n（nX组系列、nx＇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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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1、*注 2、*注 3： 

结合“原理基石”图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nX 组（开放秩序）”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在约
同一位置约持恒、约溶合约和合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nX 组、nx＇）”（即，开放秩序、闭合环节约和合的自旋环
节）；同时同步反之亦然；其中：“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开放秩序）”，在物理为“约持恒的张力秩序”，在宗教为道
德平衡秩序之体，“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nX 组（开放秩序）”同步于人类自身人类社团个人演进发展而发展；“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四.B”“nx＇”，在物理为“宇宙重心引力场”，在宗教、哲学、社科等为“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时空容层场”。 

结合“法则三”，在复合对应关系中：“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1（nX 组、nx＇）”趋向并呈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一”“一〔N（1\n、0）〕”之“和合”的“整合——万有引力”和“划分——万有张力”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宇宙基
础位格概念四.A”此“nX 组（开放秩序）”趋向并呈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划分”的“张力秩序”立场属性，同时
同步反之亦然；“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nx＇”趋向并呈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0”“整合”的“宇宙重心引力场”
之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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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于具有代表不（完善完美和合完满）之原罪从而位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的 Sabbatic Goat 两臂位置“宇宙基础位格
概念四.A”的“凝固”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的“溶解”二字寓意，结合“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各自和“法则二.
二.3”共同阐明：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此或彼“nx组”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或彼“nx＇环节”，整体相应同体
相对同步复合对应{化学的〔（“约溶合 nx＇”约还原划分之“nx组”）和（“约持恒 nx 组”约溶合整合之“nx＇环节”） 〕}相生
互换演进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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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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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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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同步反之“新生”亦然*注。 

 

*注： 

详见上述“法则二.二.原理 1”。 

结合“法则二.二.原理 3”和“概要科学演绎篇三”中的“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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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或彼“nx＇”身为“共性粒子”，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三”“三位（约）一体”之人死亡同时同步，其生命力远比其复合对应的“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中此或彼“nx 组”中“nx（个性
粒子）”们各自持久；结合“法则二.二.原理 1”，“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此或彼“nx＇（共性粒子）”和“宇宙基础位格
四.A”中此或彼“nx组”中“nx（个性粒子）”们各自“三位（约）一体”中的“共性粒子”们各自，在失去“宇宙基础位格三”
“三位（约）一体”之人自身位置角度界面“万有引力”的统合中，犹如翩跹起舞的蝴蝶们，带着此生前生递次连贯的生前记忆们轰
散而去。故，基督教徒死时其灵魂会呈现其自身意识中的上帝形象，佛教徒死时其灵魂会呈现其意识中的佛祖形象，诸如此类，同理
也。因此，为人不了解自身的生死原理，为人就会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会通过今生的自律为自身灵魂的往生担起应有的责任。 

 

原理 5 

 

1．两“1”之线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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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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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任“1

线型〔n（nX 组系列、nx＇系列）〕”*注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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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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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任“1(包容两 1在内（……）线型) ”，

均同理于原理“二.1、2、3、4、6、7”等。 

 

*注 1、*注 2： 

*注 1即是*注 2。 

 

2．两“1”之非线型“1”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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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两包容*注 1被包容*注 2之“1”*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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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此非线

型“1〔n（nX组系列、nx＇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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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非线型“1”*注 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注 1至*注 4： 

任两包容被包容之“1”，均复合对应通过包容“1”的自身组成“1”们之多点与被包容的“1”点展现展开彼此相互的存在方
式和存在关系。 

 

原理 6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 

此“1nx＇们（或 nx＇1组）”系列， 

和， 

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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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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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nx＇1 系

列”各自中同步复合更新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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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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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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合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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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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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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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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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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 - - - - - - - - - - - - - -  

 

                     《自然人类发展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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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通俗”概念以及物理和化学，

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为人自身独自特有意识有别频率结构化功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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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同步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形象化地修

正展现展开《自然人类发展简史》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复合对

应： 

 

尚未展现展开的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

〔约持恒划分张力秩序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包括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

容层场整合 n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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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暗能量、暗物质、暗生物等系列各自； 

 

混沌不清展现展开的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

新〔约持以平衡划分张力秩序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包括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

存时空容层场之整合 nx＇〕相生约和合演进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环节”系列各自；

人类称之为能量系列各自； 

 

清晰稳定展现展开的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

新（约持以平衡划分张力秩序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之整合

n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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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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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我非我乃至我你他\她\它意识分辨之别”展现展开的，基础本位“1（nx组、

nx＇）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约持以平衡划分张力意识系列 nx组、约溶

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之整合意识 nx＇）相生约和合演进频

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整合意识）环节”系列各自；人类称之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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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认识和反

应,向着包括人类人人在内的动物脑部集中建立和建设。 

 

人之所以为人，源于为人展现展开的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三

重同步约复合更新（约持以平衡划分张力意识系列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

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之整合意识 nx＇）相生约和合演进（意识系列）频率型排列组

合秩序自旋（整合意识）环节”系列各自，在动物种类中最为清晰舒展，因此人类人人具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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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性认知和掌握人人共同具有的完满信仰及其“宇宙万物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自然规律原理》”这把解决人生困惑的关键钥匙，从而自觉自律智慧成熟地全方位深

广拓展人生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生理条件；这是区别人与低于人类动物种类之别之标志。

掌握完满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为人跻身于宇宙智慧生命行列也。 

 

介于上述“物质”和“意识”间展现展开的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

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约持恒划分张力秩序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包括灵魂包容

理解）重心引力生存时空容层场整合 n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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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会理念制度的僵化造成国家朝代的更换，人类知识经验的转型则带来包括社会制度

在内人类时代的转型。 

 

早期人类人人和现代人类人人相比，其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

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约持以平衡划分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整合 nx＇）

相生约和合演进（意识系列）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整合意识）环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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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灵魂之光们”在内的能量世界*注；故，早期人类社团个人们，均“整体相应

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展现展开，基础本位“1（nx组、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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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约持以平衡巫术社会道德秩序划分 nx组、约溶合

巫术社会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规范整合 nx＇）相生约和合演进（巫术文明文化）频率

型排列组合秩序（光大时代）自旋环节”系列各自；同时同步反之促进人类自身人类各个

社团个人各自复合对应发展亦然。所以，许多“巫术文化”传承至今既非“空穴来风”，

亦非古人愚昧无知，其不同时代认知认证之隔阂，源于现代人和古代人彼此意识生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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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人类人人各自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

（约持以平衡划分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整合 nx＇）相生约和合演进（意

识们）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整合意识）自旋环节”日渐清晰舒展，直观和感受频率结构

相对混沌的能量世界能力自然相形减弱，直观和思辨结构相对清晰的物质世界能力自然相

对增强，因此：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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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上帝”及其“三位一体”符号“十字

架”的“上帝法则”；《古兰经》“阿拉”及其“三位一体”的“阿拉之星月”法则（其

中，星也由男性白色传统长袍代表，月也由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代表）；

《佛经》“佛”及其“三位一体”的“三身佛”法；2）阐明事物发生发展规律的哲学思

辨日益格物致知至完满统一的，西方“本体”及其“本体与二元”法则；中国《易经》

“大恒”及其“三位一体”符号“阴阳球”的宇宙法理；中国《道德经》“道”之“三一

之道”法自然；3）……；上述从人类现实基础出发，人类不同社会建立建设的各个宗

教、哲学相互包容发展阶段统称基础本位“1（nx 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生命三重同

步约复合更新（约持以平衡宗教哲学社会道德秩序划分 nx组、约溶合宗教哲学社会灵魂

包容理解律法之整合）相生约和合演进（宗教、哲学等文明文化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

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光大时代）自旋保障制度国家环节”系列各自；同时同步反之促进

人类自身人类各个社团个人复合对应发展亦然。 

 

现代人类人人各自基础本位“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

（约持以平衡划分 nx组、约溶合共性记忆灵魂包容理解整合 nx＇）相生约和合演进（意

识们）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整合意识）自旋环节”日渐深广（巨、具）细清晰，整代人

类复合对应具有“理性融会贯通科学经验知识悟性觉醒宇宙人生”的生理环境和生理条件

而未自觉。包括西方社会在内，人类在相互对立科学、宗教、哲学等种种矛盾同时，继续

沿用原有宗教哲学社会制度的木板马车，仅仅将木板马车之马换成了位居木板马车心脏高

速盲目运转的科学科技之马达。故，科学科技发展越快，宗教哲学社会制度的木板马车颠

覆越快。当前，人类处在自我毁灭或悟性成长的十字路口，“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

规律原理》，将协助人类承上启下智慧成熟地建立建设，基础本位“1（nx 组、nx＇）之

宇宙局部个体生命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约持以平衡科学（包容哲学、宗教）社会道德秩

序划分 nx组、约溶合科学（包容哲学、宗教）共性记忆社会灵魂理解国内国际宪法整合

nx＇〕相生约和合演进〔Puzzle民主有机互补科学（包容哲学、宗教）公德〕频率型排

列组合秩序（光大时代）自旋保障制度国家（或地域保障制度共同体、地球保障制度共同



63 

 

体、宇宙智能保障制度共同体等）环节”系列各自；同时同步反之促进人类自身复合对应

发展亦然； 

 

…… 

 

人类未来的健全发展方向： 

结合《自然规律原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为人一旦从人生经验知识的各个“个性规

律”中，融会贯通出“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宇宙万物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

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自然认识了解人从哪来到哪去生命意义是什么，从而脱离为人

幼稚偏激矛盾对立等狭隘思想行为之祸害和局限，生命生活生存发展自觉自律地向着人生

自我清晰完满的信仰目标： 

 {{ {生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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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格式化的位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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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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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格式化的位三——“无意识区别”； 

 

*注： 

竟如，人从胚胎、新生儿、幼儿、幼童们、青少年至成年，其“三位（约）一体”的“意识系列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整合
意识之身”从混沌成长为清晰舒展，故对“频率结构”混沌的能量世界敏感度复合对应递减。衰老之人因执我痼习逐渐阻碍了和万物
复合对应更新相生演进循环自身的生命渠道，其“三位（约）一体”的“意识系列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自旋整合意识之身”虽然日渐
“混沌”，却对“频率结构”混沌的能量世界敏感度同样复合对应递减。 

结合“法则二.二”“原理 3、4”及其注释，人从胚胎、新生儿、幼儿和包括少数幼童青少年至成年，其各自“灵魂整合意
识”拥有的前世记忆时空容层场，随着为人在世成长的新生聚焦过程，记忆程序复合对应逐渐后置递减位移，并在时空容层日渐拥挤
中混沌而被遗忘，从而为人新生意识们复合对应占据人生的主导地位。 

 

                     - - - - - - - - - - - - - - - 

 

 

 法则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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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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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同步保持（和、或）转换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复合对应的自然

立场属性”—— 完满辩证法和完满相对论 

 

 

“法则三”的标题本身即是概念也是法则。 

 

一．“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 

 

详见“法则一.三”。 

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复合对应到达“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存

在方式之概念）一体”，均在保持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复合对应转换成为“宇宙本源本

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存在方式之概念）一体”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竟如，《圣经》和“本体论”的“上帝”及其“三位一体”符号“十字架”的“上帝

法则”；《古兰经》“阿拉”及其“阿拉之星月”法则（其中，“星”也由“男性白色传

统长袍”代表，“月”也由“女性从头到脚覆盖的黑色传统长袍”代表）；《佛经》

“佛”及其“三身佛”法；《易经》“大恒”及其“阴阳球”之宇宙法理；《道德经》

“道”及其“一阴一阳之谓道的三一之道”法自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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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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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对应的自然立场属性” 

 

在本法则基础上，“宇宙基础概念位格一、二.A、二.B、三、四.A、四.B”各自自身

及其彼此相互，均复合对应具有“划分（约划分）”和“（包括和合或约和合在内之）整

合（或约整合）”、两半个（或两约半个）“完善持恒（或约持恒）”和“完美均融（或

约溶合）”组成身子之“宇宙四大类立场属性”。 

结合正文开篇“实球形象之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三、四.A、

四.B”各自到达彼此相互立场属性，均为（或约为）彼、为（或约为）此、为（或约为）

彼此相互立场属性。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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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自身复合对应，具有同步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 

双趋势立场属性。 

“宇宙基础位概念格一”自身复合对应，具有自身“划分”的两半个 “完善持恒、 

完美均融”组成身子立场属性；“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也具有包容在其自身“整合”立

场属性中的，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和合的立场属性。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到达除己之外其余位格概念们各自立场属性，均在保持自

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或约转换）成为其余位格概念们各自立场属性。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之“约”，同理。 

  

2.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同步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中，“宇宙基

础位格二.A”自身复合对应，呈现“划分”组成方式立场属性和“整合”组成方式立场属

性；“宇宙基础位格二.B”同理。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彼此复合对应，“宇宙基础

位格二.A”呈现“完善持恒”立场属性，“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呈现“完美均融”立

场属性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复合对应到达彼此相互立场

属性同时，同步消失自身立场属性转换成为对方立场属性。从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0（无结构环节）”自身也通过相生转换而具有“完善持恒”的立场属性；同时

同步反之，“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1\n”自身也通过相生转换而具有“完美均融”

的立场属性；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之“约”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之“约”同理。 

 

3.“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到达除对方之外的其余位

格概念们各自立场属性，均在保持自身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或约转换）成为其余位格

概念们各自立场属。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之“约”和“宇宙基础位格四.B”之“约”同理。 

 

4.“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复合对应，在保持自身原有存在方式同时同步转换成

为，“〔全体（约溶合环节们约持恒组）〕完善持恒〔全体（约持恒环节们约持恒

组）〕”；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之“约”，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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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中，任自之“1”*注 1、或任自两“1”*注 2，

均复合对应呈现“约划分和（包括约和合在内）约整合”*注 3、“约持恒和约溶合”*注 4

之四（约）立场属性。 

 

6.结合“法则三”，“法则一.一”“原理基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

二.B、三、四.A、四.B”各自“本体”*注 5，复合对应展现展开的立场属性称之为“现

象”*注 6；在“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基础中，“现象”亦可同时同步保持（和、

或）转换各自自身立场属性为“本体”。 

 

7.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知识经验认知认证到达“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

二.B、三、四.A、四.B”各自立场属性，均在保持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转换成为“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三、四.A、四.B”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 

 

*注 1、*注 3、*注 4： 

例如，“马约拉纳费米子正反同体”，也称“天使粒子”。 

*注 2、*注 3、*注 4： 

物理所谓的“反粒子“。 

*注 5、*注 6： 

结合“概要科学演绎篇一”，在《自然规律原理》，“本体”、“本质”、“现象”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
关系，即：“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认知认证”即为“本体”；“本体”复合对应地展现展开其自身的“本质”，其中人
类看得见摸得着的称为“现象”，例如数学的函数。“现象”同步于人类的认识发展复合对应接近更为深广蕴涵的“本质”。人类现
有的“本体”、“本质”和“现象”之所以不能相互换位，原因在于其各自均未健全至“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存在方式。 

 

 

                          总         结 

  

  

《自然规律原理》由“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三大法则相辅相成共同组成，

缺一不能阐明任何人、事、物。其中： 

法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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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一旦融会贯通自身与他人人生经验和知识，自然而然将全体人类（频率结构化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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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简化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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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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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同步反之亦然；《自然规律原理》运

用“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以利科学（巨、具）细之换算。 

则“法则一”包涵“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的七大概念。 

第一大“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概念——“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

位一体”，为全体人类认知认证之源。它包涵的“宇宙三大类型‘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

共识’的‘零和等于零的科学公式’”，在中国古老文明智慧中以三三得九之九鼎象征和

蕴涵。 

“原理基石”，藉〔“同步复合对应相生”产生“频率”，“同步复合对应相生演

进”产生“频率周期”；宇宙结构万物按照“频率”排列组合宇宙生命位置，宇宙结构万

物均为“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环节、体系”的展现展开〕，以及〔“比例恒新等量守恒

自然(常不变数、常变数集)”和“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自然(常变数、常变数

集)”〕，数理化相结合地向现代科学人类展示包容人类全体已知未知“频率结构”在内

的“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六大基础概念同步复合(恒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

进存在方式”。其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一”在同一位置完满复合的两半个“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

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均包涵在“宇宙本位复

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概念）一体”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三”在约同一位置约复合的两约半个“持恒、溶合”组成身子；“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均包涵在“宇宙本位复合

对应（频率结构自旋环节）约包容三位（概念）一体”中。 

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包涵“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B”的基础上，“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

念二.B”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均包涵在“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

包容完满三位（格）一体”中。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B”，为“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B”各自共同具有的全体宇宙局部之“约”组成存在方式；同时同步反之，“宇宙基础

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各自，为“宇宙

基础位格概念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B”全体宇宙局

部之“约”组成存在方式共同具有的“完满、完善持恒、完美均融”组成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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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基础位格”源自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二.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二.B”彼此相互“比例恒新等量守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

系）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宇宙基础位格概念

四.B”彼此相互“比例更新概率化约等量似守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四大基础

位格”在英文取名“Quadrity”。 

法则二.  

在“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宇宙本位复合对应（频率结构自旋体系）包容完满三位

一体”自身同步复合恒新完满（划分、整合）演进双趋势中，科学原理符号模式化地展现

展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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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健全科学

统一建模。其中： 

“法则二.一”三大原理展现式、乃至无限开拓原理展现式各自，均方式方法异曲同

工地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结构（包括自旋

在内）〕*注 1组成存在方式”各自立场属性，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更新、更新↔

恒新、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至，宇宙整体（频率结构自旋体系）组成存在存在方

式；同时同步反之，再从宇宙整体（频率结构自旋体系）组成存在存在方式立场属性，其

自身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步复合（恒新、恒新↔更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

至，“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四.B”“全体宇宙局部个体〔频率结构（包括自旋在

内）〕组成存在方式”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周而复始自洽圆满。 

“法则二.二”7小原理、乃至无限开拓之原理各自，从“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

四.A、四.B”中，任自“宇宙局部个体（频率结构）组成存在方式”*注 2自身立场属性，

整体相应同体相对*注 3同步复合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至，除己之外全体或任自“宇

宙局部个体（频率结构）组成存在方式”*注 4各自立场属性；同时同步反之亦然，周而复

始自洽*注 5（约自洽*注 6）圆满*注 7（约圆满*注 8）。 

法则三.“宇宙本源本位复合对应包容完满三位一体”与“位格概念、位置、趋向三

要素，决定宇宙四大基础位格（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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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对应的自然立场属性”。 

“法则三”的标题本身即为概念也为法则。 

本法则简明清晰地疏通了人类有史以来东西方宗教哲学乃至现代科学庞大繁复的辩证

法、本体论与二元论、三元论、数学自然数与正负数、物理相对论等之争辩，并将其各自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建立健全。故，也称“完满辩证法”和“完满相对论”等。 

上述三大相辅相成法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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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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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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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有灭换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各自，和，“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

四.B”各自复合对应，为“宇宙同步复合（恒新↔更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存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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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方式

和存在关系”。 

鉴于“法则一、二”中的“同步演进”之“绝对”无从区别，故结合“法则三”，

“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三、四.A、四.B”中的“频率型的排列组合秩序环

节、体系”各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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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的科学计算方能复合对应成立。 

 

结合正文开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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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理解平衡和合相通带来人事物的

祥和发展。何去何从，取决于我们人类自身成长成熟的发展阶段！何去何从都是我们人类

自身的选择！ 

 

*注 1： 

结合参见“法则一”“原理基石”和“法则二.一”方式方法异曲同工的三大原理展现式，“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三、四.A、
四.B”“全体宇宙局部组成存在方式”，趋向并呈现“宇宙基础位格概念一、二.A、二.B”各自立场属性；其中，“宇宙基础位格概
念三、四.B”各自均为“三位（约一体）的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构）自旋环节”，“宇宙基础位格概念四.A”为“约持恒频率型
排列组合秩序（结构）”和“三位（约持恒一体）的频率型排列组合秩序（结构）”，故曰“频率结构（包括自旋在内）”。 

*注 2至*注 8： 

其中，*注 3复合对应*注 5 和*注 7 而成立。*注 6 和*注 8复合对应*注 2 和*注 4而成立。 

 

 

      《自然规律原理》的价值意义及其警预与建议 

 

 

                       价  值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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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协助人类人人从各自人生经验知识立场属性出发，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

方式方法异曲同工地认识掌握包括科学在内“完满发展人生之信仰及其方式方法”，促进

人类晋级宇宙智慧生命行列。 

二．《自然规律原理》三大相辅相成法则能够从速电脑程序全球化地做到： 

1.阐明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各自所在宇宙位置及其掌握未掌握的方式方法； 

2.翻译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知识经验异曲同工的认知认证们为彼此相互； 

竟如在电脑上打出任一词汇，该词汇都会通过科学、宗教、哲学、医疗、人文、艺术

等窗口，复合对应地打开维基等人类知识共享网站，将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就同

一事物所具有的不同名称，翻译成为彼此相互；以利人类从速达成和解共识。 

3.区别对待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就不同事物所具有的同

一名称； 

4.协助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经验知识长处短处互补互助； 

5.协助人类不同文明文化信仰学科建立健全各自尚未具有的认知认知。 

6.协助人类全体文明文化信仰学科，从各自已知、建至各自共同具有共识之知、乃至

共同具有的完满共识信仰之致知，同时同步反之亦然。 

……。 

三．协助人类理解平衡和合落实建立建设符合科学时代发展规律的，“三位（约）一

体的人类现代化 Puzzle 有机民主互补科学公德保障秩序自旋制度国家（乃至地球人类共

同体）”等社会系列之改良。 

 

                       警  预  与  建  议 

                              

警预. 

一．现代人类尚未理性融会贯通科学经验知识、“共性原则个性规律共通共识”地掌

握“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因此人类无从参照落实建设包括科学

科技在内的符合科学时代发展规律的，“三位（约）一体的人类现代化 Puzzle 有机民主

互补科学公德秩序自旋保障制度国家（乃至地球人类共同体）”。地球人类因此面临严重

无序发展的生存乱局之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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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规律原理》阐明，“宇宙基础位格二.A”“（包括人类自身人类全体社团

个人在内）全体宇宙局部万物长处短处一体完善持恒互补个性共同繁荣（与人而言的道

德）张力秩序 1\n”。 

西方社会做为人类科学现代化发展的领头羊，它的长处“民主有机机制”顺应了“宇

宙基础位格二.A”“1\n”中的“个性共同繁荣法则”； 

它的短处“竞争——以自身优势急功近利压迫他人弱势”机制，违背了“宇宙基础位

格二.A”“1\n”中的“人人社团乃至大自然彼此相互的互补原则”； 

上述二者的矛盾困局不但制约了西方文明社会自身的发展，也激化世界不同文明文化

信仰学科社会社团个人乃至世人和大自然的对立和对抗。且人类对立对抗手段同步于盲目

发展的高科技们日益强悍，竟如科学人类尚未认识了解“概要科学演绎篇三”中“四”所

阐明的“共性粒子”和“个性粒子”之别，人类生命生活生存发展面临包括宇宙智慧生命

出于自保毁灭人类在内的复合生存危机爆发毁灭之威胁。 

三. 结合原理开篇“实球形象之例”，包括人、事、物在内，“宇宙基础位格三、

四.A、四.B”全体“宇宙局部（频率结构）组成存在方式”各自均不“完善”、不“完

美”、不“完善完美和合完满”，其彼此均为从其各自立场属性出发，自身生命生活生存

深广发展的组成存在方式和组成存在关系。宇宙（频率结构）之万物整体相应同体相对同

步复合（更新、更新↔恒新、恒新）划分整合相生和合演进循环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

互，伤害他人大自然的同时同步，就在阻碍为人自身生命生活生存同步更新演进之循环，

如此淤积自然成疾也；参见“法则二.二”原理 4，任自“1”或任自 1组“宇宙局部（频

率结构）组成存在方式”复合立体容层型全方位立向内外同步对立对抗更新演进无循环的

同时同步，死亡更新转换演进成为除己之外全体宇宙存在方式复合对应之组成； 

结合法则二《自然人类发展简史》和“法则二.二”原理 1、2、3、4，现代人类“三

位（约）一体”之人在世未能充分运用自身有利生理条件融会贯通经验知识，“共性原则

个性规律共通共识”地掌握人人共同具有的“完满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律原理》”这把

解决人生矛盾困惑问题的关键钥匙，为人过世之时和过世之后满载人人生前共性记忆的灵

魂之旅们，将继续生活在自身记忆们矛盾对立对抗越演越烈的痛苦煎熬中，世界各大宗教

常用地狱形容这种不悟灵魂们的险恶生存处境，即所谓为人在世生不自律为人过世下地

狱，并成为宇宙中趋向极端对立对抗动荡的负组成能量。 

尚未醒悟的现代科学人类视宗教愚昧落后也，因此对“灵魂”学说充满了反感和抗

拒，而这恰恰证明了科学现有认知认证，无从包容阐明宗教信仰法则所具有的自身局限；

反之，世界各大宗教追随者对立对抗排斥科学、排斥其它宗教，均非其所追随的信仰法则

不完满也，而是追随信仰者们受自身融会贯通人生经验知识之局限，而局限阐明其追随的

完满宗教信仰和法则。 

建议. 

科学、哲学、宗教等人类重大文明文化信仰学科既然同居宇宙屋檐之下，现代科学人

类承上启下认识了解它们各自自身及其彼此相互的存在方式和存在关系，解决人类不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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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社团个人日益激烈冲突的矛盾争端自然责无旁贷。“包容完满的科学信仰及其《自然规

律原理》”在人类社会发展急需正本求源之时应运而生，它协助社会人人在悟性觉醒中，

理解平衡和合建立建设符合科学时代发展规律的，“1（nx组、nx＇）之宇宙局部个体生

命三重同步约复合更新〔约持恒以科学（包容哲学、宗教）社会道德秩序平衡划分 nx

组、约溶合科学（包容哲学、宗教）共性记忆社会灵魂理解国内国际宪法整合 nx＇〕相

生约和合演进〔Puzzle 民主有机互补科学（包容哲学、宗教）公德〕频率型排列组合秩

序（光大时代）自旋保障制度国家（或地域保障制度共同体、地球保障制度共同体、宇宙

智能保障制度共同体等）环节”系列各自。在此基础中： 

1．政府在具有科学时代三权有效制衡人类自身弱点管理基础中，改善党派党伐对立

对抗的恶性竞争，为网络民意时时刻刻进行中的泉水有机选举制度，执政者 1年低于选票

25%自动下台。 

2．科研科技，在人类通过社科知识共享之沟通，达成专制政权进行民主转型的共识

基础中，逐步有序地展开共享；直至人类全球范围科学民主共识制度成型，转而全体人类

共享。 

3．民主不以经济血拼做敲门砖，民生不和经济血拼相提并论。人类社团个人顺应自

然，改善“强权资本竞争”为因地制宜解决生存互补基础循环保障前提下，合情合理螺旋

形地逐步展开地区与地区中型互补循环、乃至世界贸易互补大循环，小康人民生活，大康

人类发展。 

4．取消财阀和专制个人和集团控制的银行，取消货币，人手一张电子通用卡，集

“支入、支出、税收、福利、医疗、保险等个人公开和个人隐私”为一身，简化国家管理

和为人生存发展日益繁复的双重压力，促进人人平等之权利。 

5．整合全体国家相互对立对立的军队，为地球人类捍卫全人类人权的统一军队，各

国只保留警察系统维持地域性的社会治安。 

6．包括开发人体潜能在内，地球人类向着宇宙，理解平衡和合地深广拓展人人生命

生活生存之发展。 

人类社团个人成长成熟时间阶段过程不一，不同文明文化需要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现代

化知识经验自然积累过程方能奠定国家、社会循环良好的民主转型素质基础。简单去除旧

的社会制度，不具现代化素质修养的民众们不但无从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无序社会更无从

善导和制衡人类天性中致命的自私弱点，乱象自然咎由自取丛生。因此，人类新老社会理

应扶老携幼互补互助向着“Puzzle有机互补”社会改良目标协同发展；社会进步的真正

意义在于耐心、同情心、帮助心和包容心，在于落实符合科学时代发展规律的为人道德修

养；强权、武力、暴力、暴政不能征服民心，厚德载道人心自然所向。 

 

 

上帝保佑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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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保佑自我！ 

阿门！ 

唵嘛呢叭咪吽！ 

OM……! 

HU……！ 

信仰的学子于燕莎深深鞠躬敬礼！ 

Yansha Yu-Sandstrom Bow Deeply and Salute! 

二零一八年十月重新开始整理同年十二月初整理完毕。 

  

 

                             全  文  结  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