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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第一讲和第二讲里，借助最新的高精密度的天文软件 Stellarium 0.20.4[1]，用“看图说话”的方式探讨了东汉末
年张仲景时代的人们是如何观象授时，以斗建确定二十四节气。我们发现，用北斗斗柄的任意两颗星的连线的指向，或使
用地平坐标，仅能粗略地表达春夏秋冬四时，并不适合于以斗建去确定更为精确的二十四节气或十二月建，尤其在北纬
30∘- 35∘长江黄河流域一带古代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由于地球的自转，北斗和所有的星宿均围绕着北南天极轴旋转作匀速圆周运动，即周日视运动，其运动轨迹与天球赤道平
行，所以，中国古代更常使用天球赤道坐标系。现代天文学因观察点和参照物的不同将天球赤道坐标分为第一赤道坐标系
与第二赤道坐标系。 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天球赤道坐标，也有与现代天文学与之相对应两个赤道坐标系，为方便起见，我
们暂且命名为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系与中国古代天球第二赤道坐标系，与现代天文学的第一与第二赤道坐标系的原
理基本一致，只不过使用了不同的标度而已。所谓斗建授时或北斗观象授时系统，就是以北斗的其中一颗星，例如常用的
是北斗的第七颗星瑶光的赤经度，于一天的某特定时刻在天球赤道坐标的位置去确定一年的二十四节气或十二月建，实际
上使用的就是中国古代天球的第一赤道坐标系统。Stellarium 确实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帮助我们还原了古代的星图，
验证了我们的发现，将在下面继续讨论。

[1] Stellarium 由多位现代天文学专家集体创作的一款开源的天象模拟软件，它以3D形式展示了极为逼真的星空，可以使用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文字，能够展现至公元前一万多年的恒星星图，涵盖了中国古代的二十八星宿和其它星官，并设有高解
释度的天球赤道，黄道和地平座标网格。难能可贵的是，它以科学教育为宗旨，可到stellarium.org 网站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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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绿线为地平坐标自天顶到地
平的网格。绿色白底字为地平坐
标的方向。地平坐标的标度可有
如下的表达方式：

1. 只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
未申酉戍亥代表十二个方向，
每地支的范围±15∘，子午和

卯酉分别代表正北，正南，与
正东和正西。

2. 用十二地支，加上甲乙丙丁庚
辛壬癸八天干，再加后天八卦
的四偶卦亦称四维 –艮乾坤
巽，共同组成二十四向，亦有
名二十四山，每向的范围
±7.5∘。艮乾坤巽分别代表

东北，西北，西南与东南。

3. 只用八天干 - 甲乙，丙丁，
庚辛，壬癸分别代表东，南，
西，北， 四个大方向， 每个
大方向的范围 ±45∘。盖天

说则以此表达为四正方，就是
所谓的“天圆地方”。

4. 只用后天八卦的八个卦 – 坎，
艮，震，巽，离，坤，兑，乾，
分别表达八个方向，每个方向
范围 ±22.5∘。

（图中只列出后天八卦的四偶卦，其余未列出）

50-100BC 西汉《周髀算经》：
“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夏至昼
极长，日出寅而入戌。”
在这里使用的是 1. 或 2.的标度。

50-100BC 西汉《周髀算经》：
“故冬至从坎，日出巽而入坤，夏至从
离，日出艮而入乾。”
在这里使用的是 4.的标度。夏至日出

因为地平坐标系是以观测者为中心
来确定天顶和天底，地平经度与地
平纬度随观测者所在地不同而不同。
纬度越低，地平坐标与天球第一赤
道坐标的偏差就越大。

地区 纬度 偏角 24向（2.）

中国黑河 50⁰ 38⁰ 乾艮寅巽

贝加尔湖 49⁰ 37.4⁰ 寅戍辰申

哈尔滨 45⁰ 34⁰ 寅戍辰申

北京 40⁰ 31⁰ 寅戍辰申

甘肃天水 34⁰ 28⁰ 寅戍辰申

武汉上海 31⁰ 27⁰ 寅戍辰申

广州 23⁰ 27⁰ 寅戍辰申

海南三亚 20⁰ 25⁰ 寅戍辰申

图1.2021年武汉夏至日6:21
日出的偏角

红色白底字是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的24向。可见中国
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与地平坐标的子午昴酉是重合的，但
其余的24向均有偏差，其中巽艮乾坤偏差最大。



赤道坐标系与浑天说是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历史上运用最广，沿用最久的体系。实际上，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
道坐标系就是将地平坐标的子午线对准北天极，以九十度减去观察者所在的纬度作为仰角的坐标系统，使之与
天球赤道的平面相平行。其中子午卯酉的赤经分别与地平坐标的子午卯酉相重合，但是赤经的投影在两个坐标
系中，除了子午卯酉外，其它地支上的读数并不相等，所在的地平面纬度越低，偏差度就越大。另外，与地平
坐标一样，观察的天体亦受地球周日视运动的影响。赤道式日晷就是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系的典范。除
了盖天说的“天圆地方”外，地平坐标的各种标度照样可以搬到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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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角 = 90∘- 纬度

仰角 = 90∘- 纬度 = 60∘

图2.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系：赤道日晷

午子

酉

卯
地平坐标纬度

2.用十二地支，加上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天干，再加后天八卦的四偶卦亦称四维 –艮乾坤巽，
共同组成二十四向，亦有名二十四山，每向的范围±7.5∘。

3.只用后天八卦的八个卦 – 坎，艮，震，巽，离，坤，兑，乾，分别表达八个方向，每个
方向范围 ±22.5∘。

1.用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等分一圆，每地支的范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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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道日晷：周日运动为等速圆周运动，
十二地支等分。

地平面日晷：周日运动为不等速圆
周运动，假如用十二地支就不等分。

图3



古代中國天文學在制訂曆法時，除了
依據測日影以定冬至，作為一回歸年
的起點之外，也依據斗柄徊轉時所指
向的正北，為一回歸年的起點。從
「北斗觀象授時系統」與十二支的關
係可以看出，與十二支相配的十二個
方位亦是赤道大圓的十二等分。既然
與十二支相配的十二個方位是赤道大
圓的十二等分，就不應該稱十二支是
地平十二支。

原文網址：
https://kknews.cc/astrology/j5emm
bl.html

图4

https://kknews.cc/astrology/j5emmb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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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11年东汉时期
冬至日酉时18:32

武汉长江流域地区北纬31∘星图

图中去除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平面，
故地平面以下的天象均可见。此
时，北斗的斗柄的瑶光正落在子
午线正北，在中国古代天球第一
赤道坐标的子位正中，也在地平
坐标的子位正中。

公元111年
冬至日酉时18:32

武汉长江流域地区北纬31∘星图

《汉书·律历志》成书的最后年
代大约是东汉时期的AD111前后。
该年冬至日太阳在斗宿，而不在
《汉书·律历志》记载的 “牵牛
初度”。太阳在牵牛初度的年代
不晚于467BC。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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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公元前467年
冬至日酉时18:06

武汉长江流域地区北纬31∘星图

图中去除了地平线以下的地平面，故地
平面以下的天象均可见。此时，北斗的
斗柄的瑶光正落在子午线正北，在中国
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的子位正中，也
在地平坐标的子位正中;太阳在赤经
17h59m33s,而牛宿的距星的赤经为
17h59m5s,故太阳刚好跨过 “星纪上的
牵牛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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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弧形蓝色
纵线为赤经

弧形红色纵线亦
均为赤经，以北
宋皇佑四年（公
元1052年）为代
表年份，划分了
经过28宿距星的
赤经线，代表二
十八星宿各宿的
宿度范围。但是
此星图为公元前
467年，北天极
略有偏差，故各
宿的宿度范围不
完全准确。

图6.白底绿字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为地平
坐标上的十二地支，代表地平上的十二个方向。地
平坐标不但受观察者所在的纬度高低的影响，而且
观察的天体亦受地球周日视运动的影响。

图6.白底红字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为中国古代天球第
一赤道坐标系的十二地支。

图6. 黄色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为中国古代黄道坐标的另一种十
二地支的表达方式，与现代天文学第二赤道坐标相比较，用的同是赤经
度，但是，是赤经在黄道上的投影而不是在赤道上的投影，其中地支卯
相当于现代天文学黄赤道交界春分点的0∘，每个地支在黄经上的范围是
±15∘，午则为夏至90∘，酉秋分180∘，子冬至270∘。这种坐标系只

确定回归年的节气点，与二十八星宿的恒星星座坐标脱钩，故在确定节

气点上不受岁差的影响，观察的天体亦不受地球周日视运动的影响。

图6. 白底棕色的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二地
支与二十八星宿的入宿度有固定的对应，子对应虚宿，
午星宿，卯昴宿，酉房宿，不随岁差而改变。在
2401BC (2495BC - 2316BC)[1] ，太阳冬至在虚宿与
地支子对应，夏至在星宿与地支午对应，春分在昴宿
与地支卯对应，秋分在房宿与地支酉对应。虽然节气
点已经随着年岁在恒星星座中西移，但是，由于古人
对岁差并不重视，一直沿用2401BC地支与二十八宿的
对应关系而没有做恰当的调整。

[1] 赵永恒等，《二十八星宿的形成与演变，中国
科技史杂志》第30卷，第一期（2009）：110-119



2401BC冬至日星图，图中去除了
地平面。下午16:48 太阳还未落
山，北斗九星中的招摇正落在子
午线的子位正中。太阳在虚宿。

图7

虚宿危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DAQfmaENs 中国天文节气图

4. 黄道上的十二地支与节气点固定相对应：子 - 冬至，
午 – 夏至，酉 – 秋分，卯 –春分，这种固定关系，
每15度为一节气点，较赤道坐标精确，且不受岁差的影响。
中国古代一般使用赤经在黄道的投影坐标。

中国古代天球第二赤道坐标系

1. 在赤道坐标上，黄赤道交界春分点为卯，秋分点酉，夏
至离卯位90度则为午，冬至离卯位270度为子。与二十八宿
没有对应关系，节气点不受岁差影响,但不精确，四立的节
气点在二十四向的坤乾艮巽的偏差最大，可达到2.5度。

3. 以二十八宿的去极度和入宿度这两个赤道坐标分量表示。
去极度是指天体到北天极的角距离，入宿度则指天体或节气
点与某宿西侧第一颗距星之间的赤经差。以距星和入宿度代
表赤道坐标系中的经度量值，不使用十二地支或二十四向。

中国古代天球第二赤道坐标系，与第一赤道坐标系不同，不
受太阳周日视运动的影响，常见有以下几种表达方式：

2. 公元前2401年日躔确定的节气点与十二地支或二十四
向对应：午在星宿应夏至，子在虚宿冬至，卯在昴宿春
分，酉在房宿秋分。随着年代的变迁，由于岁差的缘故，
只剩下原来地支与星宿的对应关系，已经脱离了与原来
的十二地支或二十四向与节气的对应关系。

图8



中国古代浑仪的复制品

中国古代天球第二赤道坐标

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

中国古代黄道坐标

中国古代地坪坐标

图9



地平坐标 第一赤道坐标 第二赤道坐标 赤经在黄道投影坐标

天球转轴 天顶天底轴 北南天极轴 北南天极轴 北南天极轴

基本圈 地平圈，盖天说
表达为四正方

天球赤道，可有上下点，尤其
在纬度较低处

天球赤道 黄道

十二地支对应 子正北，午正南，
卯正东，酉正西

子午卯酉的赤经分别与地平圈
的子午卯酉相重合，但是其余
的十二地支的赤经与地平的不
重合，纬度越低，偏差度越大。
在同一纬度上，二十四向的坤
乾艮巽与地平坐标的偏差最大。

1.黄赤道交界春分点为卯，秋分酉，夏
至午，冬至子。与二十八宿没有对应关
系，节气点不受岁差影响。四立的节气
点在二十四向的坤乾艮巽的偏差最大，
但不超过2.5度。

4.黄赤道交界春分点为卯，秋分酉，夏至午，
冬至子。黄道上每三十度为一地支，或每十五
度为二十四向之一向。与二十八宿没有对应关
系，节气点不受岁差影响。较准确定节气点。

2400BC十二地支与
二十八宿的对应

2.公元前2401年日躔确定的节气点与十
二地支或二十四向对应：午在星宿应夏
至，子虚宿冬至，卯昴宿春分，酉房宿
秋分。随着年代的变迁，由于岁差的缘
故，只剩下地支与各宿固定的对应关系，
已经脱离了与原来的节气的对应关系。

2.公元前2401日躔确定的节气点与十二地支或
二十四向对应：午在星宿应夏至，子虚宿冬至，
卯昴宿春分，酉房宿秋分。随着年代的变迁，
由于岁差的缘故，只剩下地支与各宿固定的对
应关系，已经脱离了与原来的节气的对应关系。

二十八宿距星
入宿度对应

3.以距星和入宿度代表赤道坐标系中的
经度量值。不使用十二地支或二十四向。

3.以距星和入宿度代表黄道坐标系中的经度量
值。 不使用十二地支或二十四向。

应用举例 《周髀算经》日
出日落偏角

赤道日晷，斗建授时定二十四
节气或十二月建，《淮南
子·天文训·时则训》，东汉
末年张仲景《伤寒论·伤寒例》

1. 节气点
2. 太阳周年视运动，五星月球运行，黄

道以外运行的天体。
3. 太阳周年视运动，五星月球运行，黄

道以外运行的天体。战国《石氏星
经》，唐代《开元占经》

1.宋·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卷上》
五运六气枢要之图
2.孟庆岩,张其成,等， 探讨古代天文坐标系
对《内经》运气理论研究的意义，北京中医药
大学学报, Vol.42,No.12,Dec.2019, 983-987
3.太阳周年视运动，五星月球运行

中国古代天球坐标比较



２真地平坐标系与黄道坐标系对应图

上图摘自：孟庆岩, 张其成等，探讨古代天文坐标系对《内经》
运气理论研究的意义，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42卷第 12期
2019年 12月, 985页

孟庆岩, 张其成等，探讨古代天文坐标系对《内经》运气理论研究的意义，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第42卷第 12期 2019
年 12月, 985页：

“古人将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称为日躔，日躔一月运行１次，一年运行１２次，每一次均有相应的名称。战国时期四分历便已经测定了星次同黄道节气点的
对应关系，即星纪对应大雪、冬至；玄枵对应小寒、大寒；訾对应立春、雨水；降娄对应惊蛰、春分；大梁对应清明、谷雨；实沈对应立夏、小满；鹑首对
应芒种、夏至；鹑火对应小暑、大暑；鹑尾对应立秋、处暑；寿星对应白露、秋分；大火对应寒露、霜降；析木对应立冬、小雪。”

“需要注意的是，节气与方位的对应是由真地平坐标系斗建确立的，黄道上的节气点是由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决定的，其与斗建位置相差 30°，在《汉书·律
历志》已有明确记载，如：“星纪，日至其初为大雪，至其中为冬至。”这里所说的大雪、冬至即黄道上的节气点，即图２所示：当北斗指向子位时为冬至，
此时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并非子位而是亥位，星纪上的牵牛初度，两者不可混淆。”

评论
上文提及战国时期四分历测定的星次同黄道节气点的对应关系，与文中《汉书·律历志》记载的“星纪，日至其初为大雪，至其
中为冬至”，就是说太阳冬至在星纪牵牛初度，其实是同一年代的天文现象。借助 Stellarium 可知，太阳冬至在星纪牵牛初度
的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467年，很可能是467BC-550BC春秋到战国早期的天象。

右图外圈是二十八宿，中圈为与之对应的二十四节气，内圈则是十二地支与节气和各宿的对应关系，应当是公元前2401年
(2495BC-2316BC)的天文现象。如果有上述的对应关系，那么右图内圈的十二地支既不是在地平坐标上代表十二个方位的十二地
支，也不属于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上以斗建确定十二时辰或十二月建的十二地支，这里的十二地支应当是黄道上的十二地
支。图中大致可见，春分点在卯，夏至点在午，秋分点在酉，冬至点在子；在2401BC(2495BC-2316BC)分别与昴宿，星宿，房宿，
虚宿相对应。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赵永恒等早在2009年已经有上述的结论，可参看赵永恒等，《二十八星宿的形成与演
变，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0卷,第一期（2009):110-119。

如前所述，在华夏文明的发源地长江黄河流域一带，北纬30-35度，以斗建确立24个节气，地平坐标并不适用，而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才适用，我们于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 第
二讲” 里已经有论述。

由于岁差的缘故，用Stellarium 也可算出太阳的冬至点从2401BC的虚宿，至467BC西移了28度，到达牛宿初度。黄道上地支与节气的对应，是一种命名习惯，例如地支子对应冬至本来
是固定的，不随年代的变迁而改变；但是，节气与二十八宿的对应或黄道上地支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却随着年代的变迁因岁差而改变。2401BC黄道上的冬至点地支子与二十八宿的虚宿
的对应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西移。由此可见，右图的二十八宿与二十四节气和黄道十二地支的对应关系是2401BC的天文现象，不宜生搬2401BC黄道上地支节气点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
硬套到1934年后的黄道上地支节气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上。另外，如果右图内圈的十二地支是黄道上的节气点的话，因为中国古代一般都使用赤经在黄道上的投影去确定节气，那么
这种坐标系统较接近于中国古代天球第二赤道坐标系，与用于斗建授时的中国古代天球第一赤道坐标系是不同的参照系，也不能够混为一谈。虽然因为岁差，太阳在黄道上的冬至点也
就是黄道上的子位，从2401BC对应虚宿，西移至467BC的牛宿初度；但是，黄道的冬至点在命名上还是对应地支子，而北斗的斗柄的一颗星的赤经在某特定时刻亦指向中国古代天球第一
赤道坐标的子位，所以上文作者所谓的 “其与斗建位置相差 30°”本来就不存在。中国古代对岁差的认识稍晚，直到东晋虞喜于公元330年才提出，所以在汉代和汉代以前的著作中，
没有考虑岁差而把几百年前甚至是远古二十八宿与节气的对应关系加以变更。

冬至点太阳的位置

图10



其在

天球坐标系统的变换计算公式烦琐复杂，但是应用Stellarium 却变得非常简易直观

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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