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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Yuan Mathematics and Quanzhen Taoism
⾦元数学与全真道

Guo Shuchun 郭书春

Chinese Mathematics during the period of Jin (1115–1234) and Yuan (1271–1368)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igh achievements of traditional mathematics during the
Song (962–1279) and Yuan dynasties, which is another peak in the history of Chi-
nese mathematics, following the footsteps of the high accomplishments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221 BCE), the Western Han (206 BCE–24 ADE), Three
Kingdoms (220–280 AD), Jin dynasty (265–420 AD), and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420–589 AD). During the Jin-Yuan period, Quanzhen Taoism was a
dominating branch in Taoism. It offered certain political protection and religious
comforts to many during troubled times; it also provided a relatively stable envi-
ronment for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Li Ye (1192–1279), Zhu Shijie (fl. late 13th
C to early 14th C) and Zhao Youqin (fl. late 13th C to early 14th C), the major ac-
tors and contributors to the Jin-Yuan Mathematics achievements, were either heav-
ily influenced by the philosophy of Quanzhen Taoism, or being its followers. In
certain Taoist Classics, Li Ye read the records of the relations of a circle and nine
right triangles which has been known as Dongyuan jiurong 洞渊九容 of Quanzhen
Taoism. These relations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circles
inscribed in a right triangle, the reasoning of which directly led to the birth of the
Method of Celestial Elements (Tianyuan shu 天元术), which further developed into
the Method of Two Elements (Eryuan shu ⼆元术), the Method of Three Elements
(Sanyuan shu 三元术) and the Method of Four Elements (Siyuan shu 四元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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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元数学概况

⾦元数学是中国传统数学继战国西汉、魏晋南北朝两个⾼潮之后的第三个⾼潮宋

元数学的重要部分。它的主要成就是勾股测圆，天元术，⼆元术、三元术、四元术，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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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招差以及改进筹算乘除捷算法等等。它们超前其他⽂化传统⼏个世纪。⾦元数学的

前期是宋元数学的两个中⼼之⼀—北⽅的太⾏⼭两侧的勾股测圆研究和天元术研究，

后期则是综合两个中⼼的长处的进⼀步发展，从⽽达到了中国筹算数学的最⾼峰。

Figure 1. Figure of circular fortress ; 圆城图式

勾股测圆以洞渊九容为核⼼，讨论了圆与勾股形的 9 种相容关系。它源于西汉成

书的 《九章筭术》 [1] 勾股章中⼀个已知勾股形的勾、股，求其内切圆的直径的问

题。勾股容圆术给出的圆径公式是 d = 2ab
a+b+c。宋元时代，勾股容圆成为重要的研究

专题，⼈们考虑了勾股形的各种容圆情况，称为洞渊九容。李冶在此基础上撰 《测

圆海镜》，[2] 讨论了勾股形与圆的 10 种关系。除上述者外还有：圆⼼在勾上⽽圆切

于股、弦，称为勾上容圆，圆径 d = 2a1b1
b1+c1

；同样，股上容圆 d = 2a2b2
a2+c2

，弦上容圆

d = 2a3b3
a3+b3

；圆⼼在勾股交点（垂⾜）⽽圆切于弦，称为勾股上容圆，d = 2a4b4
c4

；圆切

于勾及股、弦的延长线，称为勾外容圆，d = 2a5b5
b5+c5−a5

；同样，股外容圆 d = 2a6b6
a6+c6−b6

，

弦外容圆 d = 2a7b7
a7+b7−c7

；圆⼼在股的延长线上⽽圆切于勾、弦的延长线，称为勾外容

圆半，d = 2a8b8
c8−a8

；同样，股外容圆半 d = 2a9b9
c9−a9

。以上 10 种容圆关系中，哪 9 种是

“洞渊九容” 的内容，哪⼀种是李冶的补充，⾃清中叶以来，学术界有不同意见。⽆论

如何，洞渊九容是⾦元数学关于勾股容圆这⼀专题研究的核⼼。这些成就在明朝虽未

失传，然⽽在清末李善兰在 《九容图表》 [3] 补充了另外 3 种容圆的情况，[4] 从⽽

与贾宪的 “勾股⽣变⼗三名图” [5] 中关于勾、股、弦三事全部可能的 13 种和差关系

⼀⼀对应之前，约 600 年间关于这⼀课题的研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天元术是设未知数为天元⼀⽽列⽅程的⽅法。现今求⽅程1)的正根，中国古代称

为开⽅术，是中国传统数学最为发达的分⽀。宋⾦元时期已能解 4 次及以上次数的⽅

程，但如何从实际问题列出⽅程，⼀直难为着数学家。天元术的创⽴，使列⽅程的⼯

1) 古代的 “⽅程”，现在称为线性⽅程组。《九章筭术》 有⽅程章，专门讨论线性⽅程组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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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程序化了。李冶对天元术的完善做出了贡献。后来数学家们又发展到含有天、地⼆

元的⼆元术即⼆元⾼次⽅程组解法，含有天、地、⼈三元的三元术即三元⾼次⽅程组

解法，朱世杰对天元术、⼆元术、三元术都有深⼊研究，进⽽创⽴含有天、地、⼈、物

四元的四元术即四元⾼次⽅程组解法。这些成就明朝数学家看不懂，直到清中叶传统

数学复兴，才被中国数学家重新关注。

垛积术是⾼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招差术是以⾼阶等差级数求和研究为基础的⾼

次插值法，朱世杰使其达到从未有的⾼度，超前欧洲同类成就 300 多年。

改进筹算乘除捷算法本来是适应商业发展的民间活动，它的发展和完善导致珠算

盘和珠算术的产⽣，促进其发展，并逐渐取代了算筹和筹算。朱世杰等⼤数学家也关

⼼这⼀课题。朱世杰的许多⼜诀与当今珠算中的⼜诀毫⽆⼆致。

以上这些成就，尤其是勾股容圆和天元术、⼆元术、三元术和四元术都与道教和

道教思想尤其是全真道有着密切的关系。全真道是⾦元时期尤其是元初相当盛⾏的道

教教派，它在⾦末元初的乱世对⼈们起到政治庇护与宗教慰藉的作⽤，也为知识分⼦

特别是数学家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术环境。⾃然，全真道的教义必然影响到他们。⽽

上述数学成就的创造者、发展者李冶、朱世杰、赵友钦等或者受到道教思想，尤其是

全真道的极⼤影响，或者就是全真道教徒。

2 李冶、朱世杰与全真道

现有著作传世⽽且成就最⼤的⾦元数学家是李冶（1192–1279）、朱世杰（活动于

13 世纪 70 年代 14 世纪初）、赵友钦（活动于南宋末年元朝初年）。赵友钦是师承确凿

的全真道⼠，此不赘述。这⾥主要讨论李冶、朱世杰与道家、道教的关系。

2.1 李冶与道教

乱世堵塞了知识分⼦读经⼊仕的道路，儒家经典从个⼈发展的敲门砖变成了⼀种

知识；同样，乱世本⾝和个⼈的遭遇也会使读书⼈反思过去的信仰，所⾛过的道路和

作为。李冶⾝处⾦元交替的乱世，⾦亡后过了⼀段颠沛流离，粥饘不继，⼈所不堪的

⽣活，以后又长期过着恬淡的 “⽊⽯与居，麋⿅与游” 的隐居⽣活，使他的思想与⽼

庄和道教发⽣了共鸣。这类思想的阐发在他的 《敬斋古今黈》 [6] 中占有相当⼤的

⽐重。李冶熟悉全真道等内丹派的⽓功、胎息等养⽣内容，并⾝体⼒⾏。笔者曾经指

出，他与元好问的诗作唱和 “⽆异于谈论⽞机的道⼈”。[7] 洪万⽣先⽣指出：“⽆论李

冶与全真道⼠的交往是否密切，他的 ‘天元术’ 研究以及其⽀撑的社会条件，离不开全

真教所参与、经营的学术环境。” [8]2004 年，笔者撰 《李冶的数学造诣与道家思想》

⼀⽂，从李冶对道家的胎息法、摄养之道的实践，对 “三⼀说” 等的理解，对技与道

的关系的论述，“推⾃然之理，以明⾃然之数” 的数学研究⽅法的主张，以及从洞渊处

接受勾股容圆的知识等⽅⾯，得出 “李冶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或者说李冶是⼀位有

深刻道家思想的⼤儒” 的看法。[9]
在写本⽂的提纲时，笔者进⼀步提出：“他流落忻、崞间⼗⼏年，很可能寓居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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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道观，与全真道⼠的来往应该⼗分密切。” 李冶 “隐于崞⼭之桐川，聚书环堵中，闭

关却埽”，[10] 但笔者对 “环堵” ⼆字⼀直不甚了了。近读盖建民先⽣的 《道教科学

思想发凡》，其中关于 “环堵” 的解释，使笔者豁然开朗。盖先⽣说：

这 “环堵” 是何场所？现今⼀般不为⼈所知晓，其实乃是古代道门中⼈修

炼隐居之所，是道教静室的⼀种。南北朝时期陶弘景所编撰的道教上清

派经典 《真诰》 卷⼗⼋云： “所谓静室者, ⼀⽈茅屋, ⼆⽈⽅溜室, 三⽈环

堵。” [11] 环堵是道⼈闭关修⾏的场所。中起⼀屋, 筑圜墙闭之, 别开⼩门以

通饮⾷, 便⼈送也。居于这种环堵之中，可以和外界隔绝, 专意修⾏。《庄

⼦ · 庚桑楚》 有⼀段话谈及 “环堵之室”，“庚桑⼦⽈：‘弟⼦何异于予? 夫

春⽓发⽽百草⽣, 正得秋⽽万宝成。夫春与秋, 岂⽆得⽽然哉? 天道已⾏矣。

吾闻⾄⼈, ⼫居环堵之室, ⽽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 疏云：四⾯环各⼀堵，

谓之环堵也，所谓⽅丈室也。如死⼫之寂泊，故⾔⼫居。[12] ⾦元全真道

⼠热衷坐环，将住环者称为坐环先⽣。《盘⼭栖云王真⼈语录》 记载了

全真道⼠王志谨论道⾔论，其中多处讨论了坐环修⾏问题。“师云：古⼈

学道，⼼若未通，不远千⾥求师参问。倘若针芥相投，⼼地明⽩，更⽆疑

虑，然后或居环堵，或寄林泉，或乞市中，或⽴宫观，安⼼守道，更⽆变，

此修真之上⼠也。” [13] 坐环者长期居于环中，空对四壁，需要有极强的毅

⼒和恒⼼，所以 “⼈所不堪”，然⽽ “冶处之如裕也”。由此可以窥见李冶

聚书环堵安⼼学问的境界。[14]

可见，“环堵” 是道⼠修⾏的⽅丈。当时北⽅更流⾏全真道。那么，李冶与全真道

道⼠有着密切的交往，并且就在全真道观中的 “环堵” 中聚书苦读，是确凿⽆疑的。

他 “⽼⼤以来得 ‘洞渊九容’ 之说”，亦当在某个全真道观中。

李冶晚年在⾃述⾃⼰⼀⽣的思想历程时说：

李⼦年⼆⼗以来，知作为⽂章之可乐，以为外是⽆乐也；三⼗以来，知搴

取声华之可乐，以为外是⽆乐也；四⼗以来，知究竟名理之可乐，以为外

是⽆乐也。今五⼗矣，覆取⼆⼗以前所读 《论》、《孟》、六经2)等书读

之，乃知囊诸所乐，曾夏⾍之不若焉。[15]

李冶 40 岁是 1232 年，蒙古破钧州，他微服北渡，流落到忻、崞间。这之前⼆年，他

考中了词赋科进⼠，在钧州（治今河南禹县）代理知事；之后⼆年，蒙古灭⾦。可见，

从幼年到 40 余岁，李冶研读 《论语》、《孟⼦》 和 “六经”，作⽂章，究名理，成长

为 “经为通儒，⽂为名家” 的⼤学者，并从中得到乐趣。到他 50 岁的时候，已经度过

了约⼗年的艰苦⽣活，其思想和⼈⽣观发⽣了重⼤变化，认为以往那些读经的乐趣，

还不如夏天的⾍⼦。这种变化⼀⽅⾯源于颠沛流离⽣活的切⾝体验，另⼀⽅⾯是⾝居

道观中，⽿濡⽬染的结果。当然，李冶没有皈依道教，也没有这⽅⾯的任何资料，但

2) 六经指六部儒家经典。《庄⼦ · 天运》 云：“孔⼦谓⽼聃⽈：‘丘治 《诗》、《书》、《礼》、《乐》、
《易》、《春秋》 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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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思想受到道家和道教的极⼤影响，则是⽆疑的。因此，在他⽣活安定之后，

甚⾄受到元主忽必烈多次召见，并在 1261 年被任命为翰林学⼠，修国史，但只做了

⼀年，便重新归隐⼭林。

李冶⾃幼喜爱数学，但前半⽣热衷于为⽂、声华、名理，他关注数学，但未见有

什么作为。在李冶⼈⽣历程、思想发⽣这个⼤转变之后，也就是他 40-50 岁之间，所

谓 “⽼⼤以来” 之时，他又在道观中发现了洞渊九容，遂致⼒于数学研究，在勾股容圆

和天元术的研究中，做出重⼤贡献，先后著 《测圆海镜》（1248 年）、《益古演段》

（1259 年），[16] 成为现存最早的以天元术为主要⽅法的数学著作3)。

2.2 朱世杰和道家

朱世杰，燕（今北京市或其附近）⼈，⽣平不详。他在元统⼀中国之后，以数学

名家周游湖海⼆⼗余年，是中国古代少见的职业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他集 13 世纪

南北两个数学中⼼之⼤成，先后著 《算学启蒙》（1299 刊刻）[17]、《四元⽟鉴》

（1303 年刊刻）[18]，在前⼈的天元术、⼆元术、三元术基础上创造四元术，系统解决

了⾼阶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和⾼次招差法，是宋元数学⾼潮的最后⼀位⼤数学家，也是

中国古代⽔平最⾼的数学家。

朱世杰的朋友祖颐在解释 《四元⽟鉴》（1303 年）的书名时说：“⽟者，⽐汉卿

之德术：动则其声清越以长，静则孚尹旁达⽽不有隐翳。鉴者，照四元之形象：收则

其缊昭彻⽽明，开则纵横发挥⽽曲尽妙理矣。” [19] 祖颐以 “⽟” ⽐拟朱世杰的德术：

动则其声⾳清越⽽悠长，静则晶莹剔透⽽没有阴霾；鉴者，照耀四元之形象，收则其

渊奥透彻⽽明亮，开则纵横捭阖尽情发挥⽽曲尽妙理。显然，这不是儒者的形象，⽽

是道家的风采。在下⾯将看到，四元术的某些术语源于道教典籍。他在全国游历，教

授数学，应该以道观为各地的寓所。

3 数学成就与道教思想

正如前⾯所指出的，⾦元数学创造性的⼯作是以洞渊九容为核⼼的勾股测圆和天

元术、⼆元术、三元术、四元术。他们与道教和道家思想都有密切的关系。

3.1 洞渊九容

“洞渊” 的含义，⼀直困惑着中国数学史界：“‘洞渊’ 是⼈名或书名都已不可考”。

[20] 洞渊实际上指洞天⽔府。据唐代道教学者杜光庭序称，晋代⾦坛马迹⼭道⼠王纂

撰 《太上洞渊神咒经》。⼊唐以后，以洞渊经系为传法系统形成洞渊⼀派，颇有声

势，出现了韦善俊、叶法善等知名⾼道。[21] 洞渊派道教在宋元更加发展。历史上题

⽬中有 “洞渊” ⼆字的道教经典很多。北宋虔州（今赣州）⼤中祥符宫道⼠李思聪有

3) 许多著述认为 《测圆海镜》、《益古演段》 是 “对天元术进⾏系统叙述” 的著作。此说似是⽽⾮。实
际上，李冶在⾃序中没有⼀个字提到天元术。前者是为了解决勾股测圆问题，后者是为了解决⽥积问
题，天元术只是其中的⼯具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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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渊集》 5 卷，⾦元全真道⼠长筌⼦所著 《洞渊集》 五卷，还有 《太上洞神洞

渊神咒治病⼜章》、《太上北帝天蓬护命消灾神咒妙经》、《太上洞渊三味神咒斋忏

谢仪》、《太上洞渊三味神咒斋清旦⾏道仪》、《太上洞渊三味神咒⼗⽅忏 ẩ 仪》、

《太上洞渊三味帝⼼光明正印太极紫微伏魔制⿁拯救恶道集福吉祥神咒》 等。[14] 值

得注意的是 《冲妙先⽣李思聪集》 中的 《洞渊集》，其卷⼀有 1050 年撰写的 《三

界咏序》，⽈：

夫三界者，应三才也。列⼋⼗⼀章者，应九九之数。⽟清咏赞，三清旋象

之神化；洞天咏著，五岳洞天之胜概；海⼭咏述，蓬壶阆苑之仙景。三才

备矣，九数⽣焉。[22]

九九常常被作为数学的代称，九数是以 《九章筭术》 为代表的数学的九个分⽀。

可见李思聪是⼀位精通数学的道⼠。洞渊九容很可能是李思聪或其所在的洞渊派道教

总结出来的，以后在道观中流传。因此，李迪先⽣认为 “‘洞渊’ ⼤概为北宋虔州的洞

渊⼤师李思聪” [23]，是有道理的。李思聪，号妙冲先⽣，北宋仁宗时⼈。其他有 “洞

渊” 字样的道教经典都与数学了不相⼲，当然不会研究勾股容圆问题。李冶在道观中

发现 “洞渊九容”，补充了⼀种容圆⽅法，设计了 170 个勾股容圆问题，并以天元术为

⼯具，列出⽅程解决之，遂成为 《测圆海镜》。这个题⽬是李冶的⼀位朋友命名的，

盖 “取夫天临海镜之义” [2]。这个超凡脱俗的书名也有道教思想的影⼦。

3.2 天元术、四元术

李冶发现的 《东平算经》 是⼀部天元术的早期著作，它⽤ 19 个汉字分别表⽰

未知数的不同幂次。[6] 其中以仙、明、霄、汉等符号来表⽰天元，以逝、泉、暗、⿁

等符号来代表地元，明显受到道教的影响，带有浓厚的道教⾊彩。[14] 同时，这种表

达⽅式暗⽰着道教数学在本质上的宇宙图式功能，是道教对宇宙结构的数学表达。4)

后来⼈们简化天元术的表⽰，只⽤天元表⽰未知数的正幂，地元表⽰未知数的负

幂。李冶说：“予遍观诸家如积图式，皆以天元在上，乘则升之，除则降之。” 只有太

原彭泽彦材法 “⽴天元在下”。李冶说：

⽴法与古相反者，其意以为天本在上，动则不可复上。⽽必置于下，动则

徐上，亦犹易卦乾在下，坤在上，⼆⽓相交⽽为太也。[6]

李冶说，彭泽彦才法是受 《周易》 ⼋卦 “乾在下，坤在上，⼆⽓相交⽽为太” [23] 思

想的影响。《周易》 是道家思想的主要源泉之⼀。

天元术发展成熟后，以及⼆元术、三元术、四元术中，均⽤ “太” 表⽰常数项。

“太” 即太极，是道教中的术语。太极是最原始的混沌之⽓，源于 《周易 · 系辞上》：

“易有太极，是⽣两仪，两仪⽣四象，四象⽣⼋卦。” [23] 天元术中表⽰未知数的天元，

⼆元术中表⽰未知数的天元、地元，三元术中表⽰未知数的天元、地元、⼈元，四元

4) 这是笔者修改 《李冶的数学造诣与道家思想》 时汲取姜⽣教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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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中表⽰未知数的天元、地元、⼈元、物元，也都是道教术语。三元是道教的⼀个

重要术语和思想概念。道教的三元思想渊源于周易的天、地、⼈三才说，《周易 · 说

卦》 云：“昔者圣⼈之作 《易》 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天之道⽈阴与阳，⽴

地之道⽈柔与刚，⽴⼈之道⽈仁与义。兼三才⽽两之，故 《易》 六画⽽成卦。” [23]
道门⼈⼠将 《周易》 的三才引⼊道教，泛指三种相互关联且意义重点的事物，称三

元。[14] 当然，对 “三元”，道教不同的教派不同的著作有不同的解说，但以天元、地

元、⼈元解释 “三元” 是相当普遍的⼀种。元代李鹏飞的 《三元延寿参赞书》，以道

教三元之说为全书的论述总纲，“⼈之寿，天元六⼗，地元六⼗，⼈元六⼗，共⼀百⼋

⼗岁。” [24] “天”、“地”、“⼈” 三元与 “物” 并列，在道教典籍 《阴符经》 [25] 有⼀

个经典的表达：“天地，万物之盗；万物，⼈之盗；⼈，万物之盗。三盗既宜，三才既

安。” 盖建民认为，这是说，天、地、⼈与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互 “盗取” 互相依存的⽣

态群落关系，强调要正确处理好天、地、⼈、万物之间的系统关系。那么作为天元术

发展⾼峰的四元术，朱世杰的 《四元⽟鉴》 天、地、⼈与物并列的 “四象会元” ⽅

法极有可能也受到道教思想的影响。[14] 总之，将天元、地元、⼈元、物元引⼊数学，

表⽰未知数，应该说是受道教思想，特别是全真道思想影响的产物。

祖颐在概述天元术和四元术的发展史时说：

平阳蒋周撰 《益古》，博陆李⽂⼀撰 《照胆》，⿅泉⽯信道撰 《钤经》，

平⽔刘汝谐撰 《如积释锁》，绛⼈元裕细草之[3]，后⼈始知有天元也。平

阳李德载因撰 《两仪群英集臻》，兼有地元，霍⼭邢先⽣颂不⾼弟刘⼤鉴

润夫撰 《乾坤括囊》，末仅有⼈元⼆问。吾友燕⼭朱汉卿先⽣演数有年，

探三才之赜，索 《九章》 之隐，按天、地、⼈、物⽴成四元。[18]

这⾥提到的对天元术、四元术的发展做出贡献的数学家，包括李冶在内，都活动在太

⾏⼭两侧，是全真道盛⾏的地⽅。⽆论这些数学家是不是全真道道⼠，他们与全真道

道⼠的关系是不是密切，不仅全真道观在战乱中为许多数学家提供了相对安定的学术

环境，⽽且道教特别是全真道教的思想直接催⽣了天元术，并发展为⼆元术、三元术

和四元术，则是⽆疑的。

3.3 圆周率密率的验证

全真道道⼠赵友钦著 《⾰象新书》，其卷五的 “勾股测天”、“乾象周髀” 两节是数

学问题。“乾象周髀” 介绍了历代各家的圆周率值，认为以祖冲之的 355
113 最为精密。他

从直径为 1000 ⼨的圆的内接正⽅形开始割圆，利⽤勾股定理，求出圆内接正8, 16, 32,

· · · 16384 边形的边长，计算出圆内接正 16384 边形的周长为 3141 ⼨ 5 分 9 厘 2 毫强，

以 113 乘之，“果得三百五⼗五尺”，从⽽验证了祖冲之密率的精确性。他进⽽指出，

“若节节求之，虽⾄千万次，其数终不穷” [26] 这是刘徽极限思想千年之后的再现。

不过，赵友钦的⽅法与刘徽稍有不同。刘徽是在⽤极限思想和⽆穷⼩分割⽅法完

成 《九章筭术》 圆⾯积公式的证明之后，从圆内接正六边形开始割圆，利⽤勾股定

理，求出圆⾯积的近似值。然后代⼊ 《九章筭术》 的圆⾯积公式，反求出圆周长的



332 Jin-Yuan Mathematics and Quanzhen Taoism

近似值，与圆直径相约，求得圆周率。[27] 赵友钦因为是验证祖冲之的密率，没有求

圆⾯积的近似值，只求出某⼀正多边形的边长，进⽽算出其周长，以密率的分母乘之，

恰为密率的分⼦，从⽽完成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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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Táo Hóngjǐng, Zhēngào, Vol. 18, Daozang, Ming Wanli Edition, Photocopy of Shà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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