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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本文所用版本见文献 ［1］�以下所引 《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等�皆据此本。
　②　今传各本 《五曹》不著作者�《新唐书·艺文志》载有甄鸾 “ 《五曹算经》五卷 ”、韩延 “ 《五曹算经》五卷 ”、李淳风

“注 《五曹》、《孙子》等算经二十卷 ” ［2］。戴震认为 “甄韩二家皆注是书也�其作者则不知为谁 ” ［3］。钱宝琮根
据南北朝史籍中所载诸曹名目�而认为甄鸾 “编成这五卷书是无可怀疑的 ” ［4�5］�后人多从钱宝琮说。严敦杰
根据 “金曹 ”最后一题中 “九十二陌 ”与唐长庆元年 （821年 ）财政制度有关�而怀疑 “今本 《五曹》乃唐人所纂
辑�已非甄鸾所注之旧 ” ［6］。按�“短陌 ”是货币流通中铜钱不足时常有的现象�南北朝时亦有 “以九十为百 ”甚
至 “以三十五为百 ”的情况 ［7］�但唐代制度在数值上与 《五曹》所载算题完全吻合�严氏观点可备为一说。关于
李淳风注�钱宝琮认为 “传本 《五曹算经》的内容浅近易晓�无须批注�实际上也没有批注 ” ［4］。

摘　要　关注了前人少有深入探究的一些中古实用算书的特点和相关社会

制度背景。通过对有关社会经济史料和算书中的田地面积算题进行纵向和横向
的比较与细密的分析�指出《五曹算经》中 “田曹 ”的面积计算法具有求多而不求
精的特点�与北朝田制特别是均田制下出现频繁测量、分划田地的急切需要有着
密切的关系�《敦煌算书》、《夏侯阳算经》等书中田地面积计算法的特点�不仅与
均田制的盛衰�而且与整个社会的文化和数学的发展有关�其中后者还带有编者
讲求学理和精简的意图。社会因素不仅可以影响到数学讨论的对象�还可以影
响到数学知识的本身。

关键词　《五曹算经》　《敦煌算书》　《夏侯阳算经》　面积计算法　均田
制　中古数学与社会

中图分类号　Ｎ092∶Ｏ11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000-0224（2009）04-0426-11

《五曹算经》（以下简称 “《五曹》”）①是 “算经十书 ”之一�一般认为由北周甄鸾所作�
李淳风等为之作注②。唐代史料中多有 “《五曹》、《孙子》等十部算经 ” ［2�8�9］的说法�表明
此书在 “算经十书 ”中较受唐代官方重视。作为唐宋官方数学教育的教材�《五曹》代有刊
刻传抄�受到历朝很多数学家的重视�其历史影响不可低估。另一方面�与十部算经中其
他算书相比�《五曹》的编排和卷名更显著地表明它服务于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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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五曹》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中国数学史及相关社会背景问题。然而�由于此书所载算题
“解题方法都很浅近�数字计算不须要分数的概念 ” （ ［5］�99页 ）�而被视为 “稍为有些落
后的 ” ［10］�从数学史 “内史 ”角度来看�学者们容易认为其研究价值不高。此外�该书分为
“田曹 ”、“兵曹 ”、“集曹 ”、“仓曹 ”、“金曹 ”五卷�每卷标题后又都有李淳风所作题解�似乎
很容易就能把各卷算题同当时行政事务对应起来。所以�以往的数学史论著往往仅注意
它在算法上粗略的一面 ［4�11］。对于算题的社会背景�论说也很简略粗疏�还出现了一些
误解①。

通过仔细的比勘�我们发现 《五曹》与南北朝史事有紧密联系。认真借鉴历史学
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详细考察书中的内容与当时社会、经济、制度之间的联系�不仅
有助于我们理解 《五曹》这部实用算书本身�亦可为了解中古社会史提供新的信息。
而结合社会背景考察 《五曹》的数学形态�并与其前后的数学著作相比较�则有助于
了解中国古代实用数学的发展脉络和特点。由于 《五曹》全书涉及的史事和问题很
多�本文只拟以该书 “田曹 ”卷为中心�结合社会经济史料与数学史料�对有关问题做
较为深入系统的考察。

1　对几部算书中各种形状田地面积计算的比较

田曹是南北朝时期地方各级行政机构中常见的部门 ［13］。《五曹》“田曹 ”卷共19题�
都是计算某种形状的田地面积。李淳风题解 “生人之本�上用天道�下分地利�故田曹为
首 ”�从算书编排次序上反映了田土和农业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与宋代以前其他
几部涉及田地面积计算的算书 《九章算术》②、《孙子算经》③、《张丘建算经》④、《敦煌算
书》“均田法 ”⑤ ［19］及传本《夏侯阳算经》⑥中同类算题内容进行比较�可发现描述田地
形状的术语种类存在较大差别�这些术语可大致分为四类�即四边形类、三角形类、
曲边形类和六边梯形类�为方便比较我们列表1如下 （在表中分别以 Ｉ、ＩＩ、ＩＩＩ、ＩＶ代
指前述四类术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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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礼贵认为此书是 “有关军事数学知识的系统记载 ” ［12］。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军事上用到的数学有很多并
不出现在 《五曹》中�而且 《五曹》中大量内容也并不直接涉及军事 （尽管其方法可以用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很
多方面 ）�其大多数卷名也未从军事上着眼。
今传 《九章算术》约编成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 （ ［14］�102—105页 ）
成书年代约为西晋年间 ［15］。
依冯立昇观点 ［16］�该书成书于公元431—450年。
李俨先生认为包含 “均田法第一 ”的算经是唐代的作品 ［17］。尽管唐代中后期均田制已趋于消亡�但从其中
所标的 “均田法第一 ”来看�书中这部分内容应产生于均田制实施的时代。许康先生已注意到这点�并认为
它与 《夏侯阳算经》基本同时或略早 ［18］。
一般认为此书实为唐代韩延所作�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称 “传本 《夏侯阳算经》”�“《夏侯阳算经》”皆指此
书�其成书年代依李兆华观点 ［20］�为公元785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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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几部算书中术语的比较

九章算术 孙子算经 张丘建算经 五曹算经 敦煌算书 夏侯阳算经

Ｉ

方田

直田
统称方田

①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墙田 有

邪田 有

萧
②
田 有

箕田 有 有 有 有

四不等田 有 有 有

Ｉ／ＩＩ 牛角田 有 有

ＩＩ 圭田 有 有 有 有

ＩＩ／ＩＩＩ 覆月田 有

弧田 有 有 有 作 “弓田 ”

ＩＩＩ

圆田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宛田 有

丘田 有 有

丸田 有

环田 有 有 有 有

ＩＶ

腰鼓田 有 有

鼓田 有 有

蛇田 有 有

总计种类 8 3 3 16 10 10

四边形类中又可分几种类型。方田与直田从《五曹》开始分别指正方形与一般矩形�
其面积计算方法为广、从相乘；墙田也是正方形�《五曹》给出的问题是已知周长求其面
积�方法是将周长 “以四除之�自相乘 ”③；邪田、箫田、箕田所利用的都是梯形面积计算公
式�即 “并二广�半之�以从乘之 ”；四不等田则是边长各不相等的四边形�其面积计算方法
是 “并对边之长�半之�以二位相乘 ”。牛角田在《五曹》中忽略了一条短边的长度�被作为
三角形 （或者说《五曹》只考虑属于三边形形状的牛角田情形 ）来计算�而在 《敦煌算书》
“均田法 ”之中则被作为四不等田来计算。覆月田、弧田在《五曹》中被近似化为三角形进
行计算�但在《九章算术》和传本《夏侯阳算经》中�都用更精确的 “以弦乘矢�矢又自乘�并
之�二而一 ”的方法来计算弧田的面积；《张丘建算经》也根据同样的公式设置了逆问题。
腰鼓田、鼓田和蛇田都可以视为由分居于一条公共底边两侧的两个梯形 （其腰可以是直
线段�也可以是曲线段 ）组成的六边形 （我们姑且称为六边梯形 ）。前两者都是两头广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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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九章算术》本文无直田�但刘徽注有。
南宋本 《五曹》作 “萧 ”�郭书春校点本据戴震辑录本改为 “箫 ”。
以下所述算法�多从 《五曹》算题中归纳而来�与原文表述或有不同。弧田面积算法见 《九章算术》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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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腰鼓田的中央广短�而鼓田中央广长；蛇田的三广互不相同�中央广即 “胸广 ”最长�
“头广 ”次之�“尾广 ”最短。这三种田的面积计算法为 “并三广�以三除之�以从乘之 ”。
这是把它化为其广为三广的平均值的长方形来处理。这种处理在多数情况下有较大的误
差�所以后来杨辉在《田亩比类乘除捷法》［21］中要批评它�并提出相当于把图形化为两个
梯形来求和的改进方法。

从表中可以看到�相比时代较早的几部算书尤其是《孙子算经》与《张丘建算经》�《五
曹》对各种形状田地面积的计算法丰富了许多�尤其是第Ｉ（四边形 ）和第ＩＶ（六边梯形 ）
类更是如此。而对曲边形田地面积的计算�《五曹》比起以前则没有任何发展�反而由于
把弧田近似地作三角形处理�导致计算精确度下降。

2　《五曹》“田曹 “卷与北朝土地制度
为什么《五曹》较之前算书会增加这么多种形状 （特别是四边形和六边梯形 ）的田地

面积计算法�而又将曲边形类图形近似地化为三角形来计算面积�并有不少精确度并不高
的其他算法呢？答案是�这是与北朝新推行的土地制度下�地方行政机构频繁丈量土地面
积的实际需求密切相关的。其中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国家对土地的有力管理使得这种计
算成为一种日常行政工作；新的土地分配制度增加了计算土地面积的工作量；在实际操作
中会经常遇到要计算更多种形状田地面积的情况。

北魏初年推行 “计口授田 ”制�实际上是一种民屯 ［22］�其实施办法可见于太平真君五
年 （444年 ）下令 “有牛家与无牛家一人种田二十二亩�偿以私锄功七亩�如是为差；至与
小、老无牛家种田七亩�小、老者偿以锄功二亩。皆以五口以下贫家为率。各列家别口数�
所劝种顷亩�明立簿目。” ［23］�太和元年 （477年 ）又规定 “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
亩。”（ ［23］�144页 ）这种 “授田 ”制度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魏、秦等国 ［24］。《九章算术》
记载了多种形状田地的面积计算方法�与春秋战国时代统计土地数量、收取地租、大量开
垦土地、土地买卖等活动需要测量多种形状的土地面积有密切的关系 ［25］�也与当时的授
田制有一定的关系。由于当时数学有理论化的倾向�这就引导人们追求方法的普遍性并
使获得普遍性和精确性高的算法成为可能�而在当时适应变法求强的各种要求严格的法
律和规章制度�也使寻求精确度高的算法成为必要 （ ［25］�127—161页�［26］）�因此 《九
章算术》有多种表述上具有普遍性、精度较高的田地面积计算�是不奇怪的。晋代也颁布
了诸如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 ［27］之类占田、课田等土地制度。但东汉至六
朝时期�国家无力遏制豪族兼并土地�行政工作中计算土地面积的需求就降低了�这一时
期对土地的丈量更多体现在买卖田地的契约中�但在晋代以前�地契中对土地各项信息的
记录并不规范�各项信息往往记载非常模糊 ［28］。故从实用角度而言�成书于晋代的《孙子
算经》并无详细记载田地面积的计算方法的迫切需要。同样理由也适用于反映5世纪前
期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的《张丘建算经》�因为北魏前期授田制基本只推行于边境及首
都平城附近 ［22］。但从北魏开始�国家控制土地的力量又增强了�由此就能更有力地推行
朝廷颁布的土地条令。在这一背景下�有的算书中计算田地面积的题目应当会重新增多。
不过 “授田 ”制更多的是对前朝制度的继承�将田地面积计算方法恢复到《九章算术》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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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或许就够了�为什么《五曹》中会增加这么多描述土地形状的术语和相应的算法呢？
这种情形应该与均田制有密切关系。均田制初行于北魏①�后代累有采用�到唐中后

期废止。均田制以长期战乱造成的大量无主田、荒地为前提�虽少有触犯大官僚和士家大
族的利益�但为广大下层农民获得合法土地提供了一定的保证�而且涉及的地域甚广。北
魏均田制的标志性事件是太和九年 （485年 ）颁布均田令 （ ［23］�2853—2855页 ）�规定了
农民在各种情况下受露田、桑田的数量�其中数字最大的是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
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
再倍之�以供耕休②及还受之盈缩 ”�男夫受 “桑田 ”二十亩。而在人多地少的 “狭乡 ”�如
农民不愿迁移�所受田地数量就会少些。由于是政府主持�地方籍帐中出现大量授田及还
田的记录�都对各块土地的标的、“四至 ”及面积有详细描述③。算书中对田地面积计算法
求多求全�与这种由国家对土地管理的增强带来的规范化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在均田制
下�农民死后或年逾七十原则上要将所受露田归还给政府�实际操作中往往采取更灵活的
方法�如后代可以继承前代所受桑田作为露田 （“倍田 ” ）�从而使部分田地的还受在家庭
内部解决等等。但无论还田采取何种形式�对于重新受田�官府依然要在户籍中进行记
录。而既然对田地的各项信息都要详细记载�那么也应对田地面积进行丈量。这与此前
少有涉及还田的土地制度相比�丈量田地面积不但在工作量上大大增加�而且成为地方行
政部门的一项日常工作。

均田制对于土地面积的计算带来的具体影响�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对土地面积
的计算更频繁了�最初可能只需把大块土地划分成小块授予农民�太和九年令规定民户所
受田地 “不得隔越他畔 ” （ ［23］�2854页 ）�即每户所受田地应连成一片�但由于这些田地
带有桑田、露田等不同性质�往往又被细分为若干段。经过农民还田官府再授田�或经过
多次后代分割继承前代所分桑田等过程�这些小块土地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细碎④�而每块
土地的面积都要被丈量出来�因此不仅开始时计算量大�而且频繁的计算会长期出现。另
一方面�由于土地被划分为细碎的小块�由于地貌等原因�就容易出现各种形状不规则的
田地⑤。

为应付均田制带来的划分、丈量田地面积的繁重计算量�需要编辑相应的算书�提供
形状足够多的田地的计算法�以便地方官吏碰到某种形状的田地�就能马上依术计算。
《五曹》“田曹 ”卷当以为适应这种需要而编辑的算书为原型。田曹共有19个问题涉及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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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均田制执行的详细情况�参考文献 ［22］�273—276页；［29］�127—129页。
《魏书》“耕休 ”原误作 “耕作 ”�当依 《通典》校正 （ ［22］�194页 ）。
尽管南北朝时期籍帐材料不多�但西魏大统十三年 （547年 ）瓜州効谷郡籍帐 （Ｓ·613） ［30］应该是具有代表性
的。其中记载的每块田地都有详细的四至、标的�面积大多在十亩以下。唐代出土籍帐、手实等都严格记录
“新旧地段、亩数、四至 ”等。［31］
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籍帐中每户受田多在十段以下�而唐代中期的一些户籍文书中则有很多一户的已受田
达十几段和因继承导致田地分割的例证。［32］
如果考虑汉代买地券中已经有 “四不等田 ”的记录�那么不规则图形的田地应当是很常见的。在籍帐材料中
这种图形则不直接显示。但西魏大统十三年瓜州籍帐中�有在 “一段十五亩正……正少五步 ” （此处 “正 ”指
正田 ）、“一亩薗�二分未足 ”等�这种记录有可能反映了不规则形状田地的存在。已经有史家对算书中不规
则形状田地的记载有所注意�并对以往根据籍帐制作田图时只考虑正方、长方形的做法有所反思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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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田�其中面积超过1顷 （100亩 ）的只有3块 （最大的2顷60亩奇100步 ）。其他的田地
中�超过北魏实行均田法时一个适龄男性劳动力所受桑田20亩的只有两块�大于10亩小
于20亩的田5块�大于1亩小于10亩的田地6块�低于1亩的田地3块�其中最小的为
63步。考虑到北魏时还有一些大户、官员受田都以顷计�《五曹》中出现3块超过一顷的
田地是可以理解的。余下的16块田地�最大的也只有63亩奇80步�只比一对壮年夫妇
所受露田之和60亩稍多一点�还不及一对有牛夫妇所应受的露田数；次大的只有23亩奇
150步�也只略多于一壮年妇女所应受露田额20亩、而远小于一个壮年男子所应受的露
田额40亩。其他的14块田都小于20亩。如果根据距离《五曹》编成年代更近的西魏大
统十三年瓜州籍帐�则可看出民户所受每段田地面积都小于20亩�大多数都在10亩以
下�而 “田曹 ”卷的19块田中20亩以下面积的田地就有14块�从题目涉及数量上看�这些
算题和相应的方法适合于官吏进行学习并付诸应用。同时 “田曹 ”卷收集了形状种类尽
可能多的田地计算法�可以满足北魏授田与均田法需要关于各种形状田地的面积算法之
要求。范围广泛、频繁进行的计算工作�也使得所需要的大量官吏无暇在精细算法上下功
夫�而均田制在北朝还属初创阶段�由于战乱又时废时兴�在工作中难免带有一些粗放和
原始的特点�因此《五曹》中有些算法不太精确�是可以理解的。

下面�我们将对这些精确度不高的算法进行具体讨论。
（1）由半对角线求正方形田的面积。 “田曹 ”卷第11题�由正方形田的中心到一个顶

点的距离 （对角线之半 ）求其面积�其方法为先求对角线�再求正方形的边长�然后自乘。
这个问题与《孙子算经》卷上第14题的题设、数字和解法都相同�只是文字稍异。在 《九
章算术》的 “少广 ”章�专门介绍了开方术�可由面积求出正方形的边长。《孙子算经》卷上
第19题和《张丘建算经》卷中的倒数第4题也是由方田 （正方形 ）面积用开方法求其边
长。这种利用开方的方法原则上可以求出精确值。但《五曹》和《孙子》在求边长时�没有
用到开方术�而是根据边长与对角线之比为5∶7的近似比率①�用比例方法求出边长。对
于这类问题�古代可能想到的精确算法有两种。一种是利用勾股定理�由对角线用开方法
求出边长�再由边长自乘�得到面积。另一种是利用出入相补原理�可以得知对角线上的
正方形面积 （对角线的平方 ）等于两个边长上的正方形的面积 （边长的平方 ）之和�因此可
以由对角线自乘�再除以2得到这块田的面积。 《五曹》和 《孙子》所用算法求出的面积
（一顷八十三亩奇一百八十步 ）比实际面积 （一顷八十亩奇十八步 ）大三亩奇一百六十二
步。不使用早几百年就已出现�且时代稍早的算书、甚至同一部算书中仍在使用的精确算
法�这种做法说明《五曹》和《孙子》记载的是一种更原始的算法�而其编者并没有根据早
已改进的算法来纠正它。我们上面所述的第二种精确算法�需要较多的抽象化和理论化
方面的考虑�不容易想到。第一种精确算法需要用到开方�无疑比较复杂、难以掌握�远不
如书中所载近似算法那么直截了当�易为一般基层官吏所掌握。

（2）四不等田。土地方位通常用 “四至 ”来描述�如果土地面积较大�对丈量精确度又
要求不高�一些形状与矩形相去不太远的田地�就能将其近似地作为矩形来处理�这样方
田的计算方法通常就能够满足需求。但现实中肯定还存在大量与矩形相差很远的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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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比率的一般表述�即所谓 “方五邪七 ”�见于 《孙子算经》卷上 （ ［1］�《孙子算经》�1页 ）而不见于 《五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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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出土文献中能够发现关于不规则四边形的记录。例如汉代买地券中有 “南广九十
四步�西长六十八步�北广六十五�东长七十九步�为田二十三亩奇百六十四步 ” ［34］�买地
券中出现的土地未必真实存在�但从计算结果来看汉代恐怕还没有推行后代计算四不等
田面积的通用公式�因为用包括《五曹》在内的后世几部算书中统一的算法去计算前述土
地面积�并不能算出相同得数；不过�既然东汉已经有了对这种四不等田及其面积的描述�
那么《五曹》、《敦煌算书》“均田法 ”和《夏侯阳》都统一采用的算法 （两组对边平均值的乘
积 ）�很可能在早于这些算书的时代就已经出现�只是未见于现存的几部更早的算书
而已。

（3）在曲边形田地的面积计算上�《五曹》较前代算书�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即使这类
土地本来难以有所变化�也应把一大原因归结为在土地丈量的实际操作中�碰到曲边形土
地的机会要远小于四边形土地�而精确计算此类图形面积的方法对于有些地方行政工作
者来说�不仅有些高深�而且比较麻烦费事。故 《五曹》将弧田、覆月田中的曲边�都按直
边对待�而将这两种图形�都近似化为三角形来计算面积。这种做法无疑降低了计算的准
确性�却简化了运算步骤�方便文化程度不高的下级官吏掌握。

（4）对于六边梯形�《五曹》有3种�在上列算书中是包含类别最多的�而这在早于它
的算书中一种都没有�晚于它的《敦煌算书》和《夏侯阳算经》只分别有2种和1种。在现
实中�这种长条形状的田是很多的。它们本可以通过分为两个梯形分别计算其面积、然后
求和来解决�但《五曹》却采用了另一条思路：先算出三广的平均值�再乘以从。这种算法
说明造术者的思路是把这种图形化为矩形来计算�这与三角形田和梯形田的求积法有相
似性：对特殊的广进行平均 （对梯形是把两广求其平均�对三角形则视为一广为零的梯形
来处理�对六边梯形则是三广平均 ）�可以代替各广�他 （们 ）还没有认识到这种代替只适
用于一些特殊形状的图形。《五曹》关于这些图形的求积法的思想基础�是面积由一系列
线段积累而成的观念。这种观念是很自然的思想�在先秦文献中已经存在 （ ［25］�375—
376�387—389页 ）�在《九章》及其刘徽注也用到了 ［14］。当考虑不严密时�古人很容易想
到用几条特殊的广的平均值作为诸广的代表 （ ［25］�506页 ）。因此�尽管 《五曹》中六边
梯形的求积法不见于现存早于它的其他算书�但它们未必都由 《五曹》那些问题的作者首
先提出。《五曹》提出或采用这些精度不高的六边梯形的面积算法�说明它适应现实急务
的需要：毕竟这种算法比分为两个梯形来计算�要简便得多�也便于大量基层官吏学习和
掌握。

总之�《五曹》中出现的形状种类繁多的田地面积计算法�是北朝田地制度下行政部
门需要频繁划分、丈量土地的形势对相应的计算工具的必然要求�而其中采用一些精度不
高的算法�则不仅与均田制刚刚创立、还不够完善有关�而且也由于这些算法比更精确的
算法简单便捷、更易于基层官吏掌握�同时又可以满足大范围的频繁测量与计算有关。唐
代田曹的职能 “掌园宅、口分、永业及荫田 ” （ ［2］�1313页 ）①�需要测算各种田地面积�正
与《五曹》“田曹 ”中的问题所讨论的对象非常吻合�由于北周与唐代制度有密切联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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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于 《新唐书》而不见于 《唐六典》卷三十中对州府各曹的记载。实际上唐代田曹是分户曹之职另立�不常
置 ［35］。唐代 “口分 ”即北朝之 “露田 ”�代表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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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制从北魏到唐中期都有施行�在服务于行政管理的算书中�将计算田地面积的题目列
于 “田曹 ”名目之下�是非常恰当的。

3　后世算书中田地计算法的变化

从前表可以看出�《五曹》与《敦煌算书》“均田法 ”、传本 《夏侯阳算经》有关田地计算
的问题比较接近。以编纂角度来说�《五曹算经》中将这些算题编入 “田曹 ”卷�《敦煌算
书》明确表明此类算题服务于均田制�而《夏侯阳算经》中此类算题都编在卷上 “论步数不
等 ”节中田曹名目之后�可以说�这三部书中关于田地面积计算的题目�都与地方行政部
门的实际需要密切相关。

在《敦煌算书》“均田法 ”所载10道算题中①�前4题�即方田、直田、员 （通 “圆 ” ）田的
算题形式同《五曹》�只依托具体数字提出算法而没有抽象的术文；而后6题�即虵 （通
“蛇 ” ）田、环田、角田、箕田、圭田、鼓田�都在答案后先叙述具有普遍意义的术文�再记录
具体的演算�这无疑是对《五曹》的补充和改进。在算法上敦煌算书比《五曹》有所进步的
是关于 “角田 ”的计算。 《五曹》中的 “牛角田 ”�被近似为三角形来计算�测量参数只有
从、口广两个量�这和 “覆月田 ”只测从、径两个量�然后按照三角形来计算面积的方法实
际上是类似的�二者完全可以相互替代。而 《敦煌算书》中�尽管对 “角田 ”的描述依然为
“如牛角 ”�但又说这种形状 “本粗末细�外曲长�内曲短 ”�即这种角田的末端是有一定长
度的�其面积计算也需测定南头、北头、内曲、外曲四个量�之后按照四不等田的算法计算
面积。《五曹》牛角田固然确实可以是一头无广�角田近似为三角形也并非不能接受�但
《敦煌算书》注意到两头都有广的曲四边形�并近似作为四边形�用四不等田的方法计算
面积�不仅是田地形状种类的扩充�也表明四边形类型在均田制下进一步成为面积计算的
主体。

《夏侯阳算经》则较《五曹》和 “均田法 ”有了更大的发展。其所载各种形状田地的面
积计算方法�都只记录了抽象性的术文�甚至没有出现具体数字。尽管 《夏侯阳算经》所
载算题也与行政需求有关�但它所面对的读者�必然比另外两部算书的读者具有更高水平
的抽象思维能力。唐代重视算学教育�不仅国子监有算馆培育算学人材�科举中也有明算
科取士的制度�所培养人才只被 “于从九品下叙排 ” ［36］�属于最低品秩�其出路应主要是
低级官吏�因此唐代官吏的算学素养应会高于北朝官吏。这也表明�我们虽可根据 《五
曹》、敦煌算书、《夏侯阳算经》中抽象性术文的依次增加�而评价《夏侯阳算经》比《五曹》
有更高的水平�但不可据此认为 《五曹》的编者甄鸾的数学水平低于后两部书的编作者。
因为甄鸾曾为《九章算术》等众多算书作注�其数学水平也不会太低�通晓 《九章算术》中
有关各种田地计算的术文当不在话下。《五曹》没有采用抽象性强的术文�说明此书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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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用 《敦煌算书》“均田法 ”是李俨先生 ［37］将分藏于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的两部分 ［19］互相参照而整理
出来的�两部分都有残损�或许佚失了一些原本存在的内容�但从算题排列来看�其田地的形状种类还是比
《五曹》少。退一步说�即使它的田地形状更多�也仍与均田制导致相关算书对田地面积计算法求多而不求
精的观点一致�由于时间晚些�比 《五曹》有所改进也是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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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算题并不是他本人撰写的�而是他根据已有算题或以前的算书文本进行了编辑�上面
提到的《五曹》中有一个与《孙子》相同的算题就是一个例子。如前所述�均田制下大范围
地域内频繁丈量各种形状的土地�需要快速培养大量能够应用各种田地面积算法的官吏�
因此《五曹》中收有形状种类尽可能多的计算田地面积的问题和方法�而并未过多追求算
法上的精确性�它不仅没有采用抽象表达的术文�甚至也没有采用某些前朝已有的先进算
法�而宁可使用更原始但易于掌握的方法。总之�甄鸾或 《五曹》“田曹 ”卷原型的编者主
要是收集和编辑整理而不是撰写�他 （们 ）做这种工作不在于体现数学成就和数学水平�
而在于满足推行不久的均田制下行政管理的迫切需要。随着国家数学教育制度和科举制
中明算考试的推动�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基层官吏的数学水平提高�容易接触到的
《九章算术》弧田算法已不显得那么复杂�而容易为人所接受。况且这种算法得出的结果
要比用《五曹》所得的结果更大�在以授田面积决定田租额的制度下�它无疑对政府更有
利。因此《夏侯阳算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对先进算法的使用�并对算法进行抽象性概
括�是很自然的。

4　结　语

总之�中古时代算书中的田地面积算法�与编作者的目标有密切关系。刘徽主要为
《九章》作注�他不必突破原有的框架增加新的实际问题。 《孙子算经》和 《张丘建算经》
是个人著作�主要体现个人研究和学习兴趣�对田地面积的计算关注不多�涉及的田地形
状也很少。如《张丘建算经》虽有四个问题、涉及三种形状的田地�但作者的意图主要在
于说明开方法�而不是计算面积�这从问题设计本身和术文中 “开方除之 ”的说法�及前三
个问题 （方田、圆田 ）的草详述开方步骤等方面�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 （最后的弧田问题没
有草�想必是前面对开方已经有详细的介绍�不需要再做详释了 ）。

在北魏实行授田制�以及中古均田制推行初期的实际工作中�需要针对各种形状的田
地面积计算法�这就促成了有关部门或官员尽可能多的收集各种田地的计算方法�而对精
确要求不高。因此�甄鸾编辑《五曹》“田曹 ”卷�求量多而不求精准�能够较好地满足这种
需求。而随着这一土地制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特别是隋唐数学教育和明算科举的制度
之推动�基层官吏的计算水平也逐渐提高�计算方法的普遍性和精确性就受到了更多的关
注�这从《敦煌算书》“均田法 ”和传本《夏侯阳算经》有关题目较 《五曹》“田曹 ”卷的进步
就可看出�同时《夏侯阳算经》的序言表明作者编纂该书时有 “明数造术 ”、“纂定精研�刊
繁就省 ”①的意图�因此书中关于田地计算主要只录抽象的术文�且恢复比 《五曹》更精准
的《九章算术》成法。

唐代中后期�均田制逐渐废弃�而地方行政体制中田曹这一部门�也逐渐演化成虚衔�
最后从制度中消失 ［35］。韩延编纂传本《夏侯阳算经》的时代�均田制在不断衰落�书中虽
提到田曹�但未用独立成卷的方式介绍相应的算法�而只在 “论步数不等 ”节中对一些田
地面积的算法做一简单归纳。宋代虽仍以《五曹》作为算馆的教材�但它所受到的重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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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所下降�这不仅因为其所载算法粗略简单�也是它实用价值逐渐降低的结果。从上面
的讨论还可以看到�算书和社会经济背景可以互相印证�不仅一项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
需要相应的数学知识为支撑�而且算书中算法的选用、表达方式等 “内史 ”问题�除受作者
的意图、能力等影响外�亦可能受到社会因素的左右。本文对中古算书中田地算法与田地
制度关系的研讨�不失为一个很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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