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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数法的历时演变研究 

: 以“亿”为中心 

 

崔埈瑚（首尔大学） 

 

1. 导言 

 

  研究目的：第一，通过用当代史料来叙述韩国近代以前使用的命数法体系。第二，阐明命数法体系通

过何种变化过程演变为现在的体系。 

 

  命数法与计数法：命数法与计数法被广泛使用为表达数的方法。命数法使用文字来表示数，而计数法

使用符号来表示数。如：使用阿拉伯数字“100,000,000”就是所谓的计数法，而称其为“一亿”既是

命数法。 

 

  命数法的单位：命数法的单位，种类较多。如： 一、十、百、千、万、亿、兆 ……  

从“一”到“十”、“百”、“千”、“万”为止，每一个都是前面一位数的十倍，而从“亿”开始，

却以万倍数计算，如：“兆”是万个亿等。 

  在韩国、中国、日本三国，虽然现在的“亿”被用作“万万”，但以前可曾表示“十万（10
5
）”、

“千万（10
7
）”、“万万（10

8
）”等。韩国所使用的“亿”，最终被用来表示“万万”，这一变化不

仅出现在韩国，在中国和日本也有相同的变化。即，在韩国、中国、日本包括“亿”以及大于“亿”的

“兆”、“京”等单位，以前在使用上经常出现混淆。而到了近代，从“一”到“万”，东亚三国都使

用“十进制”命数法，但从“万”开始，却使用了“万进制”命数法。 

 

  本文所关注的是：第一，毋庸置疑，在韩国使用的汉字词数词是通过中国输入的，但是如其他汉字词

一样，都会经过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汉字词的含义在各国都会有所变化（ 如：人间 ）。但与此相反，

命数法在韩中日三国都有所变化，且变化的结果也出奇地相似。 

  第二，韩中日三国数字单位制的演变不能归因于西方国家的影响，因为西方是用千进制(a thousand

（10
3
）、a million（10

6
）、a billion（10

9
）等)，而这与东亚三国的万进制大不相同。 

 

  综上，本文将其原因视为东亚三国互相影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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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近代以前韩国史料上所记载的“亿”的双重概念 

 

 2.1. 指“十万”的“亿” 

 

  据十五世纪韩国史料记载，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亿”所指与现在有所不同。  

 

 (1) a.  光音天이 한비  리와 므리 下界예 야 기픠 十一億二萬 由旬이러니 [億

  은 열 萬이라 由旬은 마  里라] <『月印釋譜』（1459）卷1: 39a-b>  

  【一亿是十万。】 

b.  風俗 通애 닐오  十萬  닐오  億이오 十億  닐오  兆ㅣ오 十兆  닐오  京

이오 十京을 닐오  姟라 니 姟  모돈 큰 數ㅣ니 곧 니 논 那由他ㅣ라(風俗 

通애 云호  十萬曰億이오 十億曰兆ㅣ오 十兆曰京이오 十京曰姟라 니라 爲揔大

之數 ㅣ니 即所謂那由他也ㅣ라) <『法華經諺解』（1463）卷3: 186a> 

 

例（1a）中所指的单位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是“万万”， 而是“十万”。在例（1b）中，我们也可以

看到“一、十、百、千、万”和超过“万”以上的“亿、兆、京、姟”都是以十倍增加，即后者是前者

的十倍。 

  我们可以在除了上述佛经谚文以外的其他文献上找到跟上述例子相似的单位制。 

 

(2) 十百曰千, 十千曰万, 十万曰亿, 十亿曰兆, 十兆曰京, 十京曰秭, 十秭曰垓, 十垓曰

补。盖京兆尹之称, 亦以人众而言也。又笔谈云, 算家以万万为亿, 万万亿为兆, 万万兆

为垓。宛委馀编云, 后汉供南单于一亿九十馀万, 然则一亿为一万万也。韵会曰, 十万曰

亿, 古数也。秦时改制, 始以万万为亿云。<『芝峯类说』(1614) 卷17 ｢数名｣> 

 

例（2）取自芝峯李睟光（1563～1628）所写的『芝峯类说』 ｢数名｣项，而芝峯在例（2）中所使用的

命数体系与上述例（1b）中是相同的。 

  另外，柏谷金得臣（1604～1684)是以精读出了名的书生，他在『柏谷集』的附录｢读书记｣的记录下

了他的阅读次数。  

 

(3) 伯夷传读一亿一万三千番。老子传, 分王, 霹雳琴, 周策, 凌虚臺记, 衣锦章, 补亡章读

二万番。齐策, 鬼神章, 木假山记, 祭欧阳文, 中庸序读一万八千番。<『柏谷集』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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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 

 

他在记录里表明，读了｢伯夷传｣有“一亿一万三千”次，而这时的“亿”指的不是现代概念上的“亿”

（表示“万万”），而是指“十万”，用现代的单位制计算是读了“十一万三千次”。 

  在茶山丁若镛（1762～1836)的『与犹堂全书』里，他考察了柏谷精读｢读书记｣的次数真伪。 

 

(4) 金柏谷 ｢读书记｣, 记读诸书之数, 而『史记ㆍ伯夷传』至一亿一万三千番。…… 虽然,

窃尝思之, 士之善读书者, 一日当读 ｢伯夷传｣ 百番, 卽一年可以读三万六千番，计三年

仅可读一亿八千番矣。其间亦岂无疾病忧患往来问答哉? <『与犹堂全书』 第1集 卷12 ｢

金柏谷读书辨｣> 

 

在例（4）中，茶山在“三万六千次”上乘以三得出了“一亿八千”，而非“十万八千”，由此可以判

断，在茶山的数字单位制里“亿”是指“十万”。根据他的计算法，我们可以推断出到十九世纪中叶为

止“亿”的所指的单位是“十万”。 

 

 2.2. 大于“十万”以上单位的“亿”  

 

  在朝鲜王朝，我们不难发现在应该表示一个具体数字“亿”的时候，却使用了“十万”或“百万”等

单位，由此我们可以判断出这里的“亿”是大于“十万”或“百万”的一个数字，因为如果“亿”所指

的是“十万”，那幺就不会另外出现一个“十万”的单位制。 

 

(5) 忠淸道田二十二万三千九十结, 户一万九千五百六十一, 口四万四千四百七十六。 全罗

道田一十七万三千九百九十结, 户一万五千七百三, 口三万九千一百五十一。 庆尙道田

二十二万四千六百二十五结, 户四万八千九百九十二, 口九万八千九百十五。 <『太宗实

录』 太宗 4年(1404) 4月 25日> 

 

例（5）是『朝鲜王朝实录』中，关于人口和户口的记载，这里已经出现“二十二万”和“一十七万”

等人口和户籍调查数据。假设在当时的算法中，“亿”可以代指“十万”且只表示“十万”，那幺在上

文中应该出现为“二亿二万”和“一亿七万”而非“二十二万”和“一十七万”。 

  以此类推，我们可以推测在朝鲜时代，他们用“亿”表示大于“十万、百万、千万”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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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我们可以推断出在朝鲜时代是存在两种命数法体系的：其一，用“亿”来表示等同于“十万”

的单位；其二，用“亿”来表示大于“千万”的单位。而两者所使用的范围不同，如：前者是在佛经谚

文或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后者是在计算人口和户籍数的时候以及记录关于天文相关的数据时使用，

以表大于“千万”单位。 

 

3. 命数法体系的变化 

 

 3.1. 在中国古代算法书籍中的命数法体系  

 

  关于命数法单位的定义，最早出现在后汉时期徐岳的『数术记遗』
1
（公元2世纪左右）。 

 

(6)  黄帝为法, 数有十等。及其用也, 乃有三焉。十等者, 亿, 兆, 京, 垓, 秭, 壤, 沟,

涧, 正, 载。三等者, 谓上, 中, 下也。其下数者, 十十变之。若言十万曰亿，十亿

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数者, 万万变之。若言万万曰亿, 万万亿曰兆, 万万兆曰京。

上数者, 数穷则变。若言万万曰亿, 亿亿曰兆, 兆兆曰京也。下数浅短, 计事则不尽。

上数宏阔, 世不可用。故其传业, 惟以中数耳。<『数术记遗』> 

 

在例（6）中，大于“亿”以上的单位制可分为“上数、中数、下数”等三个种类，根据上述说明将其

归类可如下表一所示 

 

<表 1> 上数, 中数, 下数的体系以及现代命数法的单位制 

 一 十 百 千 万 亿 兆 京 垓 

上数 1 10 10
2
 10

3
 10

4
 10

8
 10

16
 10

32
 10

64
 

中数 1 10 10
2
 10

3
 10

4
 10

8
 10

16
 10

24
 10

32
 

下数 1 10 10
2
 10

3
 10

4
 10

5
 10

6
 10

7
 10

8
 

现在 1 10 10
2
 10

3
 10

4
 10

8
 10

12
 10

16
 10

20
 

 

然而，『数术记遗』中记载的“上数、中数、下数”体系中，并没有任何单位制是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

                                           
1
 『数术记遗』的编纂日期是根据后汉（A.D. 25～220）推断出来的，其具体日期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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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数法一致的。在韩国，上述体系的输入最晚也是在新罗时期。 

 

 3.2. 现代命数法体系的变化  

 

  在3.1中说明的古代中国算术法跟现代的命数法体系不同，而与现在所使用的单位体系相同的最早出

现在17世纪日本的『尘劫记』（1634）中，其后是中国的『笔算』（17世纪）和『数理精蕴』（1723）。

目前在日本使用的汉字词数词体系，第一次出现和传播是从『尘劫记』的“大数の名”开始（宫田义美

 2013)。 

 

(7)  寛永四年の塵劫記には萬より極までを十進法, それ以上を８桁累進法で記している

が, 寛永8年本に至ると億より極までは明らかに４桁累進法で記している。寛永

11年小形本になると, すべて４桁累進法となっている. すなわち萬萬を億, 萬億を

兆, 萬兆を京, … とするのである。この４桁累進法は吉田光由が創めたもので, 中

国より移入せる算書のものを改めたものである。(後年に出た中国の暦算全書, 数

理精薀には４桁進法を採用している。<日本学士院日本科学史刊行会 编(1979: 

43~44), 宫田义美(2013: 270)> 

 

          

  <图1> 『尘劫记』(1627)    <图2>『尘劫记』(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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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是1627年版，<图2>是1634年版的『尘劫记』。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万”字下小字附上

“千十をいふ”，这种说明到“极”为止都是一样的。<图2>中“亿”到“极”是万倍数，这与现代命

数法是一致。 

  另外，在中国的算法书中“中数”的概念与古代的概念有所不同。 

 

(8)  万以上, 有以十万为亿, 十亿为兆, 十兆为京, 自此而垓而秭,壤,沟,涧,正,载, 皆以

十而变谓之小数。有以万万为亿, 亿亿为兆, 兆兆为京, 以上尽然, 皆以自乘而变谓

之大数。今所用者, 以万万为亿, 万亿为兆, 万兆为京, 以上尽然, 皆以万而变谓之

中数。<『笔算』> 

 

例（8）收录在清朝数学家梅文鼎（1633～1721）的『笔算』中。古代算法书上“中数”是指从“万”

到“亿”是万倍（10
4
）以外其他都是亿倍数，而在例(8)中所指的体系中“亿”以上均为十的四次方，

这与现代的命数法一致。  

  中国和日本使用全新的命数法是由于流传最广的“中数”体系里出现了从“万”到“亿”是万倍制，

而从“亿”开始是亿倍制这种不规律的体系造成。命数法体系的变化就是为了让这种不规律的体系成体

系，形成一个有规律的万进制。 

 

4. 现代命数法体系的形成 

 

  虽然在朝鲜时期韩国接受了清朝的『数理精蕴』，但是直到在十九世纪中期之后出现的算学书籍上才

得以证明它与现在使用的命数法体系的一致性。当时的“亿”，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在算学书籍上存在的

观念上的单位，因为当时能够接受算术教育的人并不多，再加上基本没有使用“亿”以上单位的情况。

然而，西方文明的近代崛起，接触到外国文物和信息以及世界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我们不得不使

用“亿”用来表示“万万”，而非“十万”。 

 

(9) 年来岁入, 殆过三亿七千一百四十馀万圆, 岁出二亿六千七百九十万圆, 较其出入,

馀剩为四分之一。 故或有各港入口税减额之论, 又或曰: ‘各港入口, 若为减税, 

则他国物货之紬缎器用, 日增输入, 价额随以廉歇, 民乐于贸用, 不肯製造, 则民自

懒惰, 国以贫弱’云。) <『高宗实录』高宗 26年(1889) 7月 24日> 

 

例（9）收录于『朝鲜王朝实录』中，是关于美国政局的内容。这里的“亿”并不是“十万”，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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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万”的意思，与当今使用的“亿”含义相同。 

  自1895年随着新制度下教育的实施，编写了很多教科书，而当时的教科书，很多都是翻译自日本算术

教科书的内容。日本从十七世纪的『尘劫记』开始，一直延续使用其命数法体系，可以说韩国所接受的

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命数法体系且一直延用至今。 

 

  本文的意义在于，讨论了命数法体系的变化并不是在某一个国家内部产生，而是东亚三国相互影响的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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