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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rigin, theory, method and appli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prediction in ancient China were
studied. The methods of the ancient meteorological prediction mainly through the astrology,
phenology, throttle, and observation of weather phenomena were summarized. The applications
of ancient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in agriculture, construction, military and medical treatment
were analyzed. It shows that the weather forecast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eteorological knowledge are scientific in ancient China. It has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value for guiding today's meteorological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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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对中国古代气象预测起源、古代气象预测理论、古代气象预测方法与古代气象知识应用等方面进行
了研究，总结出古代气象预测主要通过星相、物候、节气、观测天气现象等方法，分析了古代气象知识
在农业、建筑、军事、医疗等方面的应用情况，得出了中国古代基于易经的气象预测和气象知识应用具
有一定的科学性的结论，对指导当今气象工作具有一定的科技与文化价值。
文章引用: 杨智. 易经与中国古代气象预测的关系浅析[J]. 国学, 2018, 6(4): 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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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于气象与人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因此我国古代的先民们很早就开始注意天气现象的观测和
总结。在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雨、云、风、雷、雪等天气现象的记载，还有大量气象预测的记载。
《易经·说卦传》 [1]中的“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
之，坤以藏之”阐明了易经八卦与气象的关系。
姜海如[2]等对中国古代气象观测、气象预测、气象科学、气象知识应用、气象文化、气象代表人物
等进行了专门论著，廖靖萱[3]等研究了古代浙江人对气象的认识和贡献，张改珍[4]等对中西古代气象科
技发展做了比较。但是对于易经与中国古代气象预测关系的研究并不多见。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气象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温故而知新，开展中国古代气象研究，
可知史以明鉴查古以至今，对于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以及指导当今气象工作具有
一定的科技与文化价值[2]。本文介绍了古代气象预测的起源、古代气象预测的理论、古代气象预测的方
法与古代气象知识的应用等，以期证明基于易经的气象预测和气象知识应用的科学性、为当今气象工作
提供科技与文化参考。

2. 中国古代气象预测起源
中国古代的气象预测，是从占卜和观星开始萌芽的。传说伏羲氏就是从仰观天象开始的，天象是天
文和气象的总称，在中国古代这两个学科是密不可分的。伏羲氏创立了八卦：乾(天)、兑(泽)、离(火)、
震(雷)、巽(风)、坎(水)、艮(山)、坤(地)，卦象都与天文气象有关，并且《易经·说卦传》 [1]中明确提
出了：“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等关于气象的科学思考。随着社会
的发展，古代先民对气象预测经验进一步总结，形成了诸如《周易》中的十二辟卦(也叫十二消息卦)等一
些气候学理论[5]。此十二个卦分别对应一年的十二个月，每个消息卦又包含两个节气，因此全年共有二
十四个节气，这是古人通过观察星相、太阳周年运动、推演地球公转周期得出的气候预测方法，二十四
节气成为了中国古人日常生活中预知冷暖雪雨的指南针，并长期用于指导农事生产，时至科技高度发达
的今日，仍然不失其指导意义。

3. 中国古代气象预测理论
古人对气象的认识经历了从迷信到科学的过程。原始人认为风、雷、雨等都是有奇特能力的超自然
的“神”，因此这些天气现象就被赋予了神性，例如风神、雷公、雨师等。
到了华夏远古时期，伏羲氏通过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总结出了一套基于星相、物候观测的天气预报
理论，由于当时没有文字，伏羲就用图案(卦象)表示天气预报结果[6]，用于指导农事生产，由此便形成
了古代气象预测的理论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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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西周以后，古人对气象的认识已积累了较多经验，周文王和周公父子将伏羲氏的八卦两两相重，
形成了六十四卦的周易，构建了原始的预测万事万物的“大统一理论”模型，用于包括气象预测在内的
各种事件的预测与决策分析。
秦汉时期古人对气象的科学认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国家专门设立了太史令等气象机构，气象观测
技术也得到长足发展，张衡在担任太史令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观测风向的名为“相风铜乌”的仪器，
国家还制定了观测天气和上报雨情的制度，使得气象预测具有观测数据支撑。同时，汉朝时期的气象学
者基于易经的气象学理论也得到充分发展，如扬雄在易经阴阳“二进制”理论的基础上，演绎出天地人
“三进制”互动理念，著作了《太玄经》，对“寒、暑”等对立统一关系及其相互转化情况做了阐述。
东汉以侍中杨厚为代表的谶纬学则在易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通过观测天文现象来预测天气现象的理论。
张衡通过发挥易经中的义理与象数理论，著作了《灵宪》，将中国古代的天文、气象学水平提升到了一
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使中国当时的天文气象学研究居世界领先水平，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时期，易学的集大成者李淳风是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人，并进一步把风向明确定为 24 个。
李淳风著作的《乙巳占》是世界气象史上最早的专著，其全面总结了唐贞观以前各派星占学说，建立了
一个非常系统的基于易经的星占体系，对唐代及以后的星占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宋元明清时期气象学理论继续发展，北宋沈括所著《梦溪笔谈》中有大量关于气象学的理论。明朝
以刘伯温为代表的学者融周易、天文、气象、律例、阴阳五行为一体，进一步发展了奇门遁甲理论学说，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模拟宇宙统一信息场的立体动态象数理模型[7]，形成了以时空统一论、宇宙全息论为
依据的预测理论。清朝由于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清政府任用汤若望、南怀仁等外国人主政气象机构，
基于易经的气象预测理论逐渐停滞发展。

4. 中国古代气象预测方法
4.1. 通过星相预测
易经素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古人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万事万物都应当遵循某种相同的规律。
古人通过夜观星相发现随着太阳、地球、月球、星辰相对位置的周期性变化，会引发海水潮汐的周期变
化，进而推断出大气运动同样也会如海水运动般由于日月星辰的位置变化而受到影响。如古人在奇门遁
甲[5]中把常见行星中具有代表性的九颗分别与地上的九宫八卦对应来预测天气，以天英星主晴、天辅星
主风、天柱星和天蓬星主雨(雪)、天冲星主雷；《孙子兵法》 [8]通过观测月亮与星辰的相对位置来预测
大风天气(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又或者以“观星望气”的方式观察阳光、
月光和星光在不同天气情况下的变化规律来预测天气。

4.2. 通过物候预测
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通过各派学者不断地继承和发展，在春秋时期形成了以老子[9]为代表的“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因此，中国古人非常重视对自然的观察和总结，《左传》
中就有逢二至、二分日必须记下云物的记载，古人从观察记录的动物始见始鸣及终见终鸣的时间、霜雪
雷鸣结冰等天气现象的初终日期、树木开花落叶结果的日期等自然物候现象中摸索规律，建立起与天气
气候的相关性，进而预报预测天气气候。

4.3. 通过节气预测
汉代以卦气解易来说明寒暑节气，李淳风的《乙巳占》中记载：“故圣人作历，以推步焉，序之以
四时，分之以八卦，正之以中气，变之以节候，为二十四气焉”。公元前 104 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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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地球在黄道上
的位置变化而制定的，每一个分别相应于地球在黄道上每运动 15°所到达的一定位置，因此 24 节气具
有较高的科学性，对天气气候的预测预报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对农事生产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4.4. 通过观测天气现象预测
古人通过观测天气现象来预测天气的方法比较常见。如西汉开创京氏易学的京房在《易飞侯》中阐
述：“凡候雨，有黑云如群羊，奔如飞鸟，五日必雨”。李淳风的《乙巳占》中有：“风雨气见于日月
之旁，三日内有大风”的说法。这种通过观测天气现象，积累数据，总结经验，进而预测天气的方法与
现代气象学预测方法是一致的。

5. 中国古代气象知识应用
5.1. 农业气象知识应用
中国古代素来重视农业生产，而日照、温度、降水等气象要素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周易将与农业
气象密切相关的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这十二个卦作为消息卦，用来喻
示一年十二个月气候中阴阳消长的变化规律从而指导农事生产。此外，《月令》、《逸周书》、《黄帝
内经》、《吕氏春秋》、《淮南子》、《齐民要素》、《田家五行》等典籍中也记载了丰富的农业气象
经验，为中国古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合理利用天时从事农业生产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5.2. 建筑气象知识应用
从易经发展而来的古代建筑风水学，是中国传统宇宙观、自然观、审美观的一种反映，也可以说是
中国古代的环境设计理论和环境气象科学。建筑风水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舒适度、安全、审美、景观和
心理的需要。从《易经·系辞》 [10] 中的：“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
风雨”可知，建筑的起源就是为了挡风避雨。为满足人体舒适度的需要，对于家宅来说，一般要求气温
适宜、日照充足(朝向好、容积率低)、空气流通(风速适宜)、地气(土壤湿度)干燥等，因此，古人家宅一
般选择藏风聚气、负阴抱阳、避路煞，这样的建筑日照充足、气温暖和、风速平缓、避免冷风直贯，人
体舒适度较高。

5.3. 军事气象知识应用
古代军事活动特别注重天气形势。《孙子兵法》阐述的作战需要分析的五个条件中，就把气象列为第
二个方面需要分析的条件(一曰道、二曰天)。隋唐名将李靖精通易经，他在诸葛亮八阵图的基础上推衍发
明了六花阵法，汪宗沂撰写的《云气占候篇》序言：“世传唐卫国景武公李靖精风角云祲之术”，该书内
容记载了李靖云气、望气而预测胜负的内容。唐人李筌所著之《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作为一本影响巨大的
兵法著作，其中有专门论述“占侯、遁甲”等内容。范泰恒撰写的《岳威信公钟琪家传》中记载“大清第
一武臣”岳钟琪“雅精风角占验”，所谓“风角占验”就是基于易经的根据地理气候现象来推演预测未来
某事的一整套理论与方法。诸葛亮在《将苑》里论述了为将者，必须通晓天文、气象、地理。风角占验是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在军事领域的体现，是源于实践的地理、气候等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有一定的科学
道理，在中国古代，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古代成为一个军事家必备的素质。

5.4. 医疗气象知识应用
《黄帝内经》中一句话道出了中医治病的最高原则：“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生杀之
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周易》从根本决定了《黄帝内经》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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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观”和“疾病观”，也决定了中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的走向。唐朝的孙思邈说：“不知易者不知
医”。古代的中医药家都很重视对《周易》的学习和研究，很多有名的医家无一不对周易有深刻的认识。
所以中医学史上有一句名言，叫做“医易同源”。中医传承了易经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
想，因此中医认为气象与身体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同季节、不同气象条件下，会引发不同的疾病，
《黄帝内经》中有大量的篇幅阐述气象与疾病的关系，并且提出了治疗疾病时应当顺应气象条件用药治
疗，人们日常生活应当顺应自然规律以减少疾病等治病和养生观点。

6. 结论
《易经》是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圣先贤智慧的结晶，易经长期以来被误解为卜卦算命的虚妄之书，
其中的气象预测方法和气象知识的应用也被认为是封建迷信。地球上天气气候的变化其表象是大气运动，
造成大气运动的原因不外乎热力学因素和动力学因素，而归根结底是由于日月星辰与地球之间相对位置
的变化引起的，因此古人通过星相预测天气的观点与尝试是正确的。物候与气候是有密切相关性的，通
过物候来预测气候是具有科学意义的，其目的是认识自然季节现象变化的规律，以服务于农业生产和科
学研究，目前许多国家都在从事物候学方面的研究。二十四节气 2016 年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国际气象界，二十四节气被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现代气象研
究表明，一种天气现象与另一种天气现象之间存在必然关系，通过观测天气现象来预测天气的方法与现
代气象学预测方法是一致的。基于易经的农业气象、建筑气象、军事气象、医疗气象知识的应用具有一
定的科学价值，在中国古代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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