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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形制的算盘最迟产生于宋代，元末明初之后，越来越多的数学著作中出现了珠算内容． 在筹算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珠算到了明代得以全面应用并普及，最终取代筹算，成为主要的计算方法． 中国珠算还先后传入日本、朝
鲜及东南亚各国，并沿用至今． 本文通过考察明代数学家及其关于珠算知识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明代数学著作中珠

算知识的特点与传播． 这有助于人们了解珠算文化及其特点，重新认识中国珠算的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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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古代最开始以算筹为主要计算工具，后又

发明了算盘． 关于算盘的起源和发明时代问题，学

术界有很多不同意见，有学者根据西周陶丸的发

现，主张算盘在西周已产生，但这只能作为当时人

们已用珠进行计数或计算的依据． 有学者根据《数

术记遗》中有关“珠算”的描述，认为汉代已有算盘，

但它只是一种珠算板，并非宋代以后算盘的形制．
所以，西周陶丸和珠算板或许是算盘的前身，但所

在时代不太可能是算盘产生的时代． 梅文鼎［1］认为

算盘始于元末明初，但元代王振鹏《乾坤一担图》
( 1310 年) 、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 1371 年) 等

现有史料已有算盘的明确记载，可见算盘在元末明

初时已经盛行． 李培业［2］、殷长生［3］、历晋元［4］认为

算盘产生于唐代，梅瑴成［5］、凌廷堪［6］、华印椿［7］等

推断算盘产生于宋代，铃木久男［8］认为算盘产生于

唐宋时期，郭书春［9］则认为最迟产生于宋代． 据现

存史料，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药铺柜台上有

一把算盘( 也有学者认为是钱板，本文认为算盘的

可能性比较大) ，南宋刘胜年《茗园赌市图》中也有

清晰的算盘． 本文倾向于认为最迟在宋代已经出现

了与明代形制相同( 有梁穿档) 的算盘．
现存数学文献中，《谢察微算经》［10］首次出现

对算盘的介绍，但其年代问题说法不一，如李迪和

冯立昇［11］认为是五代末期的作品，历晋元［4］、周全

中［12］等认为是唐代作品，也有专家认为是宋时期的

作品． 现存残卷中没有关于珠算算法的详细记载，

直至明代，才出现大量珠算著作和有关珠算知识的

详细记载． 现将涉及珠算知识的明代著作列表 1． 华

印椿《中 国 珠 算 史 稿》［7］、李 培 业《中 国 珠 算 简

史》［13］、山崎与右卫门《珠算算法的历史》［14］等著

作对这部分内容都有分析，冯东元《明代珠算古籍

创新之浅见》［15］对明代主要的珠算著作及其创新

之处进行了介绍，但都不甚全面． 本文对明代数学

家关于珠算知识的研究及创新之处分为 3 类做较

为详细的分析，并具体介绍数学著作中珠算知识的

特点和传播情况．

1 明代数学家和筹珠著作

1. 1 吴敬及其《九章比类》
吴敬，字信民，号主一翁，浙江仁和人． 他一生

主要以当幕宾为业，是江浙一带有名的实用数学

家，擅长钱粮、租赋、田亩计算． 因“天资颖达，而博

通乎算数”，吴敬受到众多地方官员的礼遇和厚待，

担任经济计算工作． 除了从事官府的各种计算工

作，吴敬对数学研究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以草茅求

学，留心算数”，并着力收集数学著作，花 10 年之功

学习研究《详解九章算法》，并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于 1450 年编纂完成《九章比类》一书．
《九章比类》［16］ 共 11 卷，包含卷首和正卷 10

卷． 卷首名为“乘除开方起例”，列有“九章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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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明代载有珠算知识的主要著作统计表

序号 著者 书籍名称 出版时间 /年

1 吴敬 《九章算法比类大全》

( 以下简称《九章比类》)

1450

2 王文素 《算学宝鉴》 1524

3

4

5

顾应祥

顾应祥

顾应祥

《测圆海镜分类释术》

《弧矢算术》

《测圆算术》

1550

1552

1553

6 周述学 《神道大编历宗算会》

( 以下简称《历宗算会》)

1558

7 徐心鲁 《盘珠算法》 1573

8 柯尚迁 《数学通轨》 1578

9

10

朱载堉

朱载堉

《算学新说》

《嘉量算经》

1581 年以前完成，

1603 年刻完

1610

11 张 爵 《九章正明算法》 1582 年重刻本

12 余 楷 《一鸿算法》 1585 年刊印完成

13

14
程大位

程大位

《算法统宗》

《算法纂要》

1592

1598

15 王肯堂 《郁岡斋笔麈》 1602 年自序

16 黄龙吟 《算法指南》 1604

“习算之法”、九九表、加减乘除开方及捷算法的运

算法则和口诀等内容，并附有例题 194 问，是全书

的预备知识． 卷 1 至卷 9 按“九章”顺序排列，卷 10
则介绍各类开方法． 书中虽没有一个算盘图，但在

“河图书数”一节中有“不用算盘，至无差错”的说

明，还有“免用算珠并算子，乘除加减不为难”的歌

诀． 这一时期算筹和算盘 2 种算具并行，吴敬都比

较熟悉，书中多种运算也都是珠筹通用的．
《九章比类》中始出现加减法口诀，被吴敬分别

归为“因加乘法起例”和“归减除法起例”两类，说明

这些口诀在各类乘法和除法中也都能使用到． 这与

后来常用的珠算加减法口诀相似，但只是其中一部

分，没有“一上一”“二上二”等简单口诀． 经分析，上

述口诀应是珠算口诀，如“破五诀”中“无一去五下

还四”是指从五中减一却无一可减时，须将五去掉

再添上四． 这明显是针对算盘来说的，梁上一珠代

表 5，梁下一珠代表 1． 而对于算筹来说，5 直接用五

根算筹表示，不存在“无一可减”的情形．
书中有特点之处不少，如创造了在珠算中被称

为“先十法”的加减捷算法，还著有珠算中称之为

“金蝉脱壳”的“乘除易会算诀”，此歌诀是首次出

现，《盘珠算法》《数学通轨》《算法统宗》等书中也

记载了类似方法和口诀，只是名称不同．
书中还涉及大量开方问题，不仅分布于“乘除

开方起例”“少广卷第四”中，“各色开方卷十”更是

专讲各类开方问题，包括开四、五、六次方，以及解

一元四次方程等复杂的开方运算方法． 基本都是采

用传统筹算开方法进行运算，但根据其开方法的表

述方式以及该书的时代背景，吴敬用算筹布算、算

盘辅助计算的可能性比较大，属于筹算开方法到珠

算开方法的一种过渡形式．
《算学宝鉴》《盘珠算法》《数学通轨》《算法统

宗》等著作都参考过此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但数学

家们对此书评价不一，如清代梅文鼎［17］称之: “书

可盈尺，在《统宗》之前，《统宗》不能及也”，程大

位［18］则认为“其书章类繁乱，差讹者亦多”． 其实现

存藏本中确实差讹处甚多，但也有其创造性，是中

国数学史、珠算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
1. 2 王文素及其《算学宝鉴》

王文素，字尚彬，山西汾州人，具体生卒年不

详． 年幼时随父亲外出经商，早年亦当以经商为业，

但经济上不宽裕，想来不是个成功的商人． 喜欢钻

研算学，收集诸家算书进行研究，在研究这些著作

之时，王文素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开始编纂数

学著 作《算 学 宝 鉴》，历 经 30 年 时 间 编 成． 据 李

迪［19］考察，《算学宝鉴》中引用过的算书有 20 多

种，如杨辉的著作、《启蒙算法》《详明算法》《九章

比类》等．
《算学宝鉴》是明代篇幅最大、成就最高的数学

著作，全书共 42 卷，分 200 个条目，包括 317 首歌

诀． 涉及的内容广泛且全面，算法严谨，校正了以前

著作中的不少错误之处． 书中无算盘图，但“众九相

乘”中提到“算盘子”［20］，且首次记载盘中定位法，

都是珠算方法． 书中最早对“掉尾乘”进行了一般解

释“有自法尾乘起而至上者”，但没有提到“掉尾乘”
这个名称，而早在《详明算法》中的留头乘名下就混

入了掉尾乘的例题，这种算法与笔算类似，也是珠

算中乘法运算方法之一． 除此之外，书中还记载了

多种捷算法，如“身前乘”“因代繁乘”“实位相同”
“众九为乘”“归总还零”等，其中一些是在前人基础

上发展而来，很适合在算盘上操作．
此书载有非常丰富的开方内容，相当于对一元

高次方程求数值解法的介绍，有些珠算家认为是珠

算开方，但牛腾和邹大海［21］经过对其中开方用语及

图式的仔细考察，发现其运算图式侧重于对求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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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数做解释，与珠算开方的数据不能很好对应，因

而不能说明王文素的开方法属于珠算开方． 关于开

方王文素采用的是筹算开方法，且是有异于传统筹

算开方的筹算开方新法，经分析，其中有些复杂的

运算，可能借助于算盘、数码和文字共同完成． 与现

存其他新法相比，王文素的方法最接近珠算商除开

方法，属于传统筹算开方通向在一横行内排列各项

之珠算开方的最直接的过渡形态． 此外，本书开方

运算过程以及术语的使用与《九章比类》中的有很

多相似之处．
因王文素无力刊刻自己的著作，所以该书流传

不广，很多知识也没有得到传播与继承． 今只有一

抄本传世，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1. 3 周述学及其《历宗算会》

周述学，字继志，号云渊子，生卒年不详，活跃

于 16 世纪中期． 他对数学、天文历法、兵法、地理

学、航海及术数等均有深入研究，著述统名曰《神道

大编》，号称千余卷． 在数学方面，周述学著有《历宗

算会》15 卷，公元 1558 年周文烛序，有嘉靖刊本和

明抄本流传［9］．
《历宗算会》将算法进行了重新分类，书中虽然

没有提到算盘，但仍有使用算盘进行运算的痕迹，

不能说没有对珠算的发展产生影响． 如一般认为在

《盘珠算法》中首次出现的“金蝉脱壳法”在此书中

就已有介绍，又名“连环算法”，所载歌诀与《九章比

类》“乘除易会算诀”中的前四句相同，名下前两则

例解也与《九章比类》中的相似．
此外，书中的开方内容非常丰富，卷四是开平

方和各种开带从平方，卷五是开立方、开三、四、五

乘方以及开带从立方、带从三乘方． 虽然周氏算书

中乘法、除法的布位图均以算筹布算，大部分开方

法的说明也是传统筹算开方法，同时书中仍著有筹

算开方新法和珠算开方法，不少方法与吴敬和顾应

祥算书中的相似． 明代关于珠算开高次方的记载只

有开三乘方，没有珠算开三乘以上方法的说明，这

说明由筹算商除开高次方法到珠算商除开高次方

法的过渡不如珠算开平方、开立方等容易． 如周述

学、程大位等对开三乘方的运算说明虽然明确各项

从左至右排列，但是仍使用“下法常超三位”定商数

位数，体现了筹算开方法到珠算开方法的过渡．
《历宗算会》对后世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潘亦

宁［22］研究发现，《同文算指》很可能参考过《历宗算

会》中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等内容．

2 明代珠算家和珠算专著

2. 1 徐心鲁及其《盘珠算法》
徐心鲁，籍贯和生卒年月不详，由他订正、刻书

家熊台南刊行的《盘珠算法》，成书于 1573 年． 该书

详细介绍了珠算盘的用法和口诀． 其原本现藏于日

本内阁文库，李俨先生有影印本．
《盘珠算法》［23］共二卷，卷一为珠算口诀及其

它实用的计算法，卷二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实用算

术． 书中对应各类运算法载有 54 幅珠算盘演算图

式，图文并茂． 算盘形式为上一珠下五珠，中间用横

梁隔开，共九档． 李俨［24］、户谷清一和华印椿［7］等认

为实际计算时，是用梁上二珠、梁下五珠的算盘． 但

有的算法也有用上一下五的算盘进行计算的可能

性，毕竟当时应该已经存在这种算盘． 如明代陈梧

( 有文献称陈梧是明成化年间( 1465—1487 年) 进

士［25］，也有文献称他是明万历( 1573—1620 年) 广

东佥事［26］，还有文献记载陈梧生于 1519 年，卒于

1578 年［27］，陈 梧 坊 建 于 明 嘉 靖 二 十 年 ( 1541
年) ［28］) 墓中 发 现 一 把 上 一 下 五 的 十 三 档 木 算

盘［26］，卢维祯( 1543—1610 年) 墓中发现一把上一

下五的十五档算盘［29］．《盘珠算法》中详载珠算口

诀，比《九章比类》和《算学宝鉴》中的更详细，也更

适合在算盘上使用，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比较全面的

珠算运算口诀． 此书还载有“金蝉脱壳诀法”和“二

字奇 法”，类 似 于《九 章 比 类》中 的“乘 除 易 会 算

诀”． 所载乘法为留头乘法，还著有“归法总诀”即珠

算归除法口诀，这些口诀至今还在使用． 该书宗旨

在于“士民利用”，内容简单浅显，包含加减乘除四

则运算，不包含开方法，针对各类算法都有例题和

解法，多与人们生活实际和生产实践有关，体现了

明代商业数学的特色． 但现存此书校刻不精，错误

之处不少．
该书在中国流传不广，还曾一度失传，明代时

传入日本． 和此书相似的珠算普及性著作有《桐陵

算法》等，书中的内容大体相同，不再详细介绍．
2. 2 柯尚迁及其《数学通轨》

柯尚迁( 1500—1582 年) ，福建长乐下屿人． 明

嘉靖二十八年( 1549 年) 贡生，任京师的邢台县丞．
1578 年撰成《数学通轨》一书，其孤本和刻本均藏于

日本尊经阁．
《数学通轨》中共载有 36 幅算盘图，“初定算盘

图式”［30］ 中的算盘为上二下五珠，共 13 档，郭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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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31］称这是与我国后来通行的完全相同的最早算

盘图式，其实并非如此． 明初《魁本对象四言杂字》
和《对象四言杂字》中均有上二下五样式的算盘，前

书中算盘为 10 档，后书中为 9 档．
该书分为“学算须知”“归除诠要”“九章释例”

“九章总义”四大部分，前两部分主要介绍珠算加减

乘除等基本运算方法，比《盘珠算法》介绍的更全面

些． 如针对归除法，除记载了九归歌诀和撞归口诀，

还载有“还原法语”，即针对归除中有归无除的全部

口诀． 但书中也有些错误之处，如所载“乘法”口诀

为留头乘口诀，但名下例题却使用掉尾乘法进行运

算． 其“习数法语”中称“要知开方各色”，但该书并

未介绍各类开方，只在“九章总义”中有说明［30］． 可

见作者见过并了解顾应祥的开方法，之所以没详细

介绍或许是由于开方术稍难．
《数学通轨》与《盘珠算法》情况相似，在中国流

传不广，明代时传入日本． 但前者水平高于后者，且

《数学通轨》传入日本之后，流传广泛，对日本珠算

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2. 3 程大位及其《算法统宗》《算法纂要》

程大位( 1533—1606 年) ，字汝思，号宾渠，安徽

休宁县率口乡人，青年时期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经商

20 余年，因喜好算学，遇有算书不惜重金买下，用以

研究． 程大位年 40 左右，弃商返乡钻研数学，历经

20 年著成《算法统宗》［18］，于 1592 年刊刻． 1598 年

删繁就简又著成《算法纂要》一书．
《算法统宗》是明代乃至中国数学史上最为流

行的数学著作，也是一本全面讲述珠算的著作，是

珠算的代表作之一． 书中所载算盘为上二下五珠，

共 15 档． 该书编排上由易到难，适合人们学习，其

中卷 1、卷 2 是珠算的基本概念和算法，口诀全面且

便于记忆，对各类算法都详述计算步骤，并配以例

题进行说明; 卷 3 至卷 12 是按九章分类方式排列各

种实用问题及算法; 卷 13 至卷 16 专著“难题”，实

际是解诗歌形式给出的题目，很有趣味性; 卷 17 收

录了各种杂法，如“金蝉脱壳”“二句字诀”“写算”
“孕推男女”等等，其中“算经源流”收集了大量古算

书目，对珠算史和数学史都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和

意义．
程大位对珠算的使用和学习有自己的观念［32］，

如乘法有留头乘，破头乘，掉尾乘，隔位乘，但他只

介绍了留头乘法，认为其他“总不如留头乘之妙”，

所以不录; 除法则重归除轻商除，对于归除中有归

无除的情形，《算法统宗》也著录了对应的口诀，称

为“起一还原法”，比《数学通轨》中的更简便． 书中

还载有比较详细的珠算开方法，除了继承自传统筹

算开方法的珠算商除开方法，还载有珠算归除开平

方、开立方法． 但书中珠算开带从方法的内容不及

顾应祥等算书中的丰富，且《算法统宗》珠算开带从

三乘方法与《测圆海镜分类释术》、《弧矢算术》等书

中的方法非常相似，其中 1 题与《历宗算会》中的相

同，解法也相似，可见，程大位珠算开带从三乘方法

与顾应祥、周述学的著作有很大的渊源关系．
《算法统宗》出版后受到人们普遍欢迎，不断再

版、重印，后来更是传入日本，对日本珠算和和算的

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也起到了促进作用． 日本每

年八月八日“算盘节”，人们抬着算盘和程大位的画

像游行，以示对程大位的崇敬［33］． 据研究，日本流传

最广的算书《尘劫记》( 1624 年) 就是以《算法统

宗》［34］为蓝本编写而成．《尘劫记》中的开方法采用

多个算盘从上至下排列进行运算，综合了筹算开方

法与珠算开方法的特点，这或许是受《算法统宗》中

所载传统筹算开方法和珠算开方法的影响．
2. 4 黄龙吟及其《算法指南》等珠算专著

黄龙吟，字龙吟，名嘘云，号高源里人，生平不

详． 著有《算法指南》，于 1604 年刊行，书中称: “夫

算盘每行七铢，中隔一梁，上梁二铢，每一铢当下梁

五铢也，下梁五铢，一铢只是一数”［35］，却与书中上

一珠、下五珠的算盘图不匹配，可能是因为介绍的

运算法用不到顶珠，为节省刻板而省掉了．
此书共二卷，上卷主要介绍珠算四则运算法，

下卷主要介绍其他实际应用问题和解法． 本文主要

研究书中的珠算知识，上卷先介绍了加减乘除的各

类歌诀，所载乘法为留头乘法，除法为归除法; 然后

用算盘演算图说明加减算法，以例题结合演算图的

形式介绍归及归除法运算; 再以例解形式介绍九

归、归除、乘法等计算方法． 书中对于乘法运算中乘

数是二位数、三位数、四位数的运算分别称为“二色

乘法”“三色乘法”和“四色乘法”，且有单独条目;

还有“折成色法”“算物价法”“肉求银法”“绵纱求

布法”“借银算利法”“色银倾纹法”实际都是用留

头乘或归除法进行运算的方法． 看似分类详细，实

际比较繁琐． 此外书中还载有隔位归除法( 除数次

位为零) 、隔位乘法( 相乘两数皆为三位数，且两数

次位都为零) ，与一般所说隔位乘除法的含义不同．
明代类似的珠算普及性著作甚多，如《书算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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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算法门》《算法便览》《精採算法》《算法门类》
《新镌九龙易诀算法》等，但这些著作的内容大多比

较浅显，且有互相抄袭的痕迹［9］．

3 其他涉及珠算的数学著作

3. 1 顾应祥及其《测圆海镜分类释术》等书

顾应祥( 1483—1565 年) ，明代数学家，号箬溪

道长，明嘉靖时任滇南巡抚，后任刑部尚书和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等职． 自幼爱好数学，喜欢研究数学

问题，著有《勾股算术》二卷( 1533 年) 、《测圆海镜

分类释术》十卷、《弧矢算术》一卷和《测圆算术》四

卷等，都是对传统数学问题的整理和研究．
《测圆海镜分类释术》成书于 1550 年，内容主

要是对元代李冶的《测圆海镜》( 1248 年) 进行删

减、分类、注释［9］． 书中详注了多种类型的开方法，

并给出了具体的演算，共有开带从平方到开带从三

乘方的各种开方细草和方法解释 60 条左右，包括

了方程不同系数符号与不同开方形式的说明．《弧

矢算术》专门研究弧矢形的弧、矢、圆、径、弦、截积

之间的关系，书中也载有开方细草．《测圆算术》则

是顾应祥对《测圆海镜》和勾股及其容圆的进一步

研究，书中开方细草共有 26 条，内容较《测圆海镜

分类释术》少，但较之精简．
经过分析，顾应祥［36］的著作中大部分开方细草

都是“布实于左”，将商数“置一于左上为法”． 除此

之外，还有“布实于左，从于右”的说法． 而且整个开

方过程没有“借一算”，没有各项的退位变化，也没

有各项的上下对位说明，而顾氏开方法中出现的

“左上”一词，意思为“左边的左边”的可能性比较

大，也就是属于各项从左至右一横行式排列的开方

法． 由于书中所载均为带从开方法，涉及到的项数

比较多，数 目 也 比 较 大，特 别 是 其 开 方 法 中 多 有

18 000 000、43 008 000 等之类的数，如果选择算筹

进行开方运算，不可能将各项从左至右摆放，增加

运算难度，只有用算盘进行开方时，因算具的特殊

性，只好将各项在算盘上从左至右摆放．
现存开方材料中，《测圆海镜分类释术》最早记

载了珠算开方法，虽然顾应祥无法理解天元术，并

在其书中删去了有关天元术的内容，但他对开方法

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2 朱载堉及其《算学新说》《嘉量算经》

朱载堉( 1536—1611 年) ，字伯勤，号句曲山人，

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九世孙，明仁宗朱高炽的

七世孙，10 岁时被册封为郑世子［37］． 他从小喜欢音

乐、数学，一生著作甚丰，著有《瑟谱》《律学新说》
《律吕精义》《乐学新说》《律吕正论》《算学新说》
《嘉量算经》《律历融通》等，大部分都收集在《乐律

全书》中，涉及音律学、数学、天文学、物理学、计量

学、音乐、舞蹈、诗歌等多方面内容．
朱载堉在数学方面的成就有，用算盘进行九进

制和十进制的小数换算，求圆周率以及进行开平

方、开立方的运算，有的开方运算结果多达 25 位，

是中国珠算史上、乃至数学史上非常重要的成果．
其具体开方运算过程见于《算学新说》和《嘉量算

经》，后一著作所载开方内容均包含在前一著作中．
两书中专门介绍了珠算开方的基本知识，有利于读

者熟悉开方与乘方的关系，易于掌握定商的位数、
数位和估计各位商数，避免错位，同时也使全书形

成一个整体． 经分析，朱载堉使用 81 位大算盘进行

珠算开平方运算，用至少两个 81 位大算盘进行珠

算开立方运算，且珠算归除开平方法很可能是朱载

堉首创或至少独立创造的，而珠算商除开立方法虽

然可能出现更早，但朱氏的珠算商除开立方法有自

己的特色． 朱载堉创立这两种珠算开方法的时间大

概在 16 世纪六七十年代． 此外，朱氏归除开平方法

比程大位、王肯堂、李长茂等的方法更简单，也更适

合在算盘上进行运算［38］． 但这种方法并未得到很好

的继承和发展，如清代梅瑴成《增删算法统宗》所载

珠算归除开平方法仍是程大位方法的改进版，依然

不如朱氏方法简单、便于操作．
日本尊经阁藏有《算学新说》，可见此书也传入

过日本． 该书因在《乐律全书》中，其中的珠算开方

知识在我国似乎未得到传播，也未见之后的数学著

作有关于朱氏开方法的记载．
3. 3 张爵《九章正明算法》、余楷《一鸿算法》

程大位《算法统宗》卷十七“算经源流”载“正

明算法嘉靖己亥金台张爵作”［18］，该书在诸家书目

中未见记载，李兆华得见此书残本［39］，并分析称此

书全名即为《九章正明算法》，全书共四卷，现存卷

四即最后一卷，为明万历十年( 1582 年) 北京重刊

本，程大位所说嘉靖己亥( 1539 年) 或为初刊年代．
根据李兆华所录书中题目及例解，本文分析书中用

珠算进行开方的可能性较大，但因不知前三卷内

容，所以不清楚具体情况，但看其表述方式，此书是

珠筹并用的算书的可能性比较大．
明代余楷著有《一鸿算法》四卷( 1585 年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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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 ，该书的明刻本现藏于安徽省黄山市博物馆，

“算经源流”也有关于此书的记载: “一鸿算法万历

甲申银邑余楷作”［18］． 据李迪和王荣彬［40］介绍，该

书内容浅显，是一种普及性读物，虽然书中没有算

盘图，但根据内容可知是一部珠算书． 王荣彬和李

迪［41］对《一鸿算法》中的开平方和开立方法进行

了介绍． 以开平方法为例，据其中关于算法过程的

文字表 述 以 及 开 方 图 式，可 知 其 开 平 方 法 有 法、
实、对 3 项，分列左、中、右． 与《算法统宗》等书中

的不同，是一种新的珠算开平方法． 这种表述方式

也是首次出现，浅显易懂．

4 结束语

明代既是珠算普及的重要时期，也是各家研究

珠算的高峰时期，珠算加减乘除开方等各类计算法

都完成了从筹算到珠算的过渡，并发展成熟，有关

珠算的各类口诀和捷算法也都被普遍使用，并得到

进一步发展． 珠算作为一种计算方法，有其特有的

科学价值，这一时期它的特点是: 珠算加减口诀得

以完善，乘法以留头乘法为主，除法以归除法为主，

有着实用价值的各类捷算法涌现，开方法完成了从

传统筹算开方法到筹算开方新法，到珠算商除开方

法，再到珠算归除开方法的演变过程，且各类开方

法并存． 总的来说，明代数学著作中的珠算知识大

都有继承前人算书的迹象，小部分著作有所创造和

发展，各类口诀也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后

来常用的珠算口诀．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珠算家和普及性、研究

性著作，算盘被使用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特别是

王文素、朱载堉和程大位等对珠算的传承和发展起

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著作更是为后人留下

了宝贵的财富，成为海内外学者争相研究的对象．
此外，珠算还传入了日本和朝鲜等地，为他们

提供了更有效的计算手段，特别是明代珠算著作向

日本等地的传播，促进了日本珠算的发展，对日本

和算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珠算作为中国比较重要

的传统文化之一，没有被世人遗忘和摒弃，由之发

展起来的珠心算教育正在全世界如火如荼地进行，

让更多的人们了解中国珠算的起源与发展，对传承

和弘扬珠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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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pread of Knowledge about the Abacus
Arithmetic in Mathematical Books in the Ming Dynasty

NIU Teng1 WANG Hongpeng2 BAI Xin3

( 1． Postdoctoral Ｒesearch Station，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Beijing 100142; 2．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Beijing 100012; 3．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Education，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e modern form of the abacus was produced at least in the Song Dynasty． After the end of the
period from late Yuan to early Ming dynasties，the content about abacus arithmetic was appeared in more and more
mathematics works． The abacus arithmetic，which was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rithmetic with counting rods，has
been fully applied and popularized in the Ming Dynasty，and it eventually replaced the arithmetic with counting rods
and became the main calculation method． Chinese abacus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to Japan，North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is still in use today． By examining the mathematicians and thei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nowledge about abacus arithmetic in the Ming Dynasty，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bout abacus arithmetic in mathematics books of the Ming Dynasty was studied． It is helpful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the abacus cultur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and to re-recognize the scientific value of Chinese abacus．

Keywords: abacus; Ming Dynasty; knowledge of abacus arithmetic; popularization; characteristics; sp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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