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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是在电子计算机产生以前曾被广泛使用的计算仪器ꎮ 本文

介绍了一件生产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ꎬ 梳理了手摇计算机的发展

脉络ꎬ 阐述手摇计算机这种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水平、 制造业水平的科学仪器在社会生产

中的重要作用ꎮ

【关键词】 科技史ꎻ 计算机史ꎻ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ꎻ 奥德涅尔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２ 日ꎬ 笔者随清华老校友代表

团 在 莫 斯 科 考 察 期 间 住 在 “ 一 只 蚂 蚁 ”

(Измайлово) 酒店ꎬ 酒店北面 １００ 米处就是著

名的伊兹麦洛娃古董市场ꎮ 古董市场只在每个

周末开放ꎬ 恰好当天上午没有安排其他活动ꎬ

笔者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来到这里ꎬ 竟然在一家

古董店中发现了新旧两台 “菲利克斯” 手摇计

算机ꎮ 古董店的主人是一位朴实的老者ꎬ 笔者

向他询问了价钱ꎮ 较新的铁制 “菲利克斯” 手

摇计算机功能完好ꎬ 运转自如ꎬ 要价 ５０００ 卢布ꎻ

这台旧的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要价 １００００

卢布ꎬ 底部和后面板已经锈迹斑斑ꎬ 内部和摇

柄因多年没有保养已经无法转动了ꎮ 令人不解

的是ꎬ 为什么旧的却更贵呢? 店主向笔者详细

地说明了缘由ꎮ “菲利克斯” 是苏联时期最好的

手摇计算机品牌ꎬ 因为结实耐用而广受青睐ꎬ

所以大量生产ꎮ 一般苏联时期生产的 “菲利克

斯” 材质是铁的ꎬ 而且在外壳上都刻有醒目的

苏联 “ 镰 刀 和 铁 锤” 标 志 或 者 刻 有 “ ＣＣＣＰ ”

(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的俄语缩写)

字样ꎮ 只有在最早的苏俄时期生产的 “菲利克

斯” 手摇计算机顶部才刻有 “РСФСР” ( “俄罗

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的俄语缩写)

字样ꎮ 仔细观看ꎬ 可以发现这台旧的手摇计算

机使用黄铜作为材料ꎮ 由于制造成本较高ꎬ 所

以只有莫斯科厂最初几年生产的手摇计算机才

使用黄铜材质ꎬ 后期的其它改进型号就改为铁

制造了ꎮ 原来这台外观破旧的手摇计算机更加

古老ꎬ 更加珍贵ꎮ 最终ꎬ 笔者以 ７０００ 卢布 (相

当于人民币 ７００ 元) 买下了这架仪器ꎬ 并带回

了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ꎬ 成为馆藏的第一台手

摇计算机ꎮ 经过笔者和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王

涛工程师的保养和维修ꎬ 这台几乎一个世纪前

的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仍然能够正常进行

加减乘除运算 (因为其主要部件的材质都是黄

铜ꎬ 齿轮并没有生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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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手摇计算机简史与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

算盘当属于最早的计算仪器ꎬ 因其在做加减

法时所具备的无可争辩的速度优势ꎬ 即使到了

现代它仍旧被很多人所使用ꎮ 尽管如此ꎬ 计算

工作仍然是一种令人感觉疲劳的智力活动ꎬ 多

少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办

法ꎮ 继算盘之后ꎬ 在各种计算机器中ꎬ 要数手

摇计算机的应用最为普遍ꎬ 它大大提高了乘法

和除法的运算效率ꎬ 对科学技术进步和工农业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ꎮ

１６１７ 年ꎬ 苏 格 兰 数 学 家 约 翰  纳 皮 尔

( Ｊｏｈｎ Ｎａｐｉｅｒꎬ １５５０—１６１７ꎬ 对数的发明者) 发

明了用于多位数乘以多位数的乘法工具———纳皮

尔小棒[１]１４８ꎮ

１６４２ 年ꎬ 法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布莱士

帕斯卡 (Ｂｌａｉｓｅ Ｐａｓｃａｌꎬ １６２３—１６６２)ꎬ 在巴黎发

明并制造了第一个拨盘式加法器ꎮ 起初他只是

出于一个简单的目的———帮助父亲统计征收的税

款ꎮ 在之后的 ４ 年中ꎬ 他研制出了更完美的加法

器样机ꎬ 这种加法器可以进行十进制加减法运

算ꎮ 帕斯卡大约制造了 ５０ 台样机ꎬ 并获得了皇

家授权生产ꎮ 帕斯卡加法器在全世界有若干个

复刻品ꎬ 后来由传教士介绍给康熙皇帝ꎬ 并得

到康熙帝的喜爱ꎮ 清宫造办处按照帕斯卡加法

器的结构原理自制了这种盘式黄铜镀金加法器ꎬ

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ꎮ 这种加法器与算盘

不同ꎬ 它利用齿轮的转动达到进位的目的ꎬ 低

位齿轮旋转一周ꎬ 高位齿轮旋转一个数位ꎬ 这

样就达到了自动进位的目的ꎮ 虽然这台计算器

只能做加法运算ꎬ 却被公认为是世界上第一台

实用的计算器ꎮ

帕斯卡加法器的发明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ꎬ

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数学家、 哲学家、 微积分

的发明 者 之 一 戈 特 弗 里 德威 廉莱 布 尼 茨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Ｌｅｉｂｎｉｚꎬ １６４６—１７１６ )ꎮ １６７１

年ꎬ 莱布尼茨着手改进帕斯卡的加法器ꎬ 并于

１６７４ 年发明了乘法器ꎮ 莱布尼茨乘法器又称步

进计算器 ( ｓｔｅｐ ｒｅｃｋｏｎｅｒ)ꎬ 可以做四则运算ꎮ 莱

布尼茨的乘法器为后来的机械计算机奠定了基

础ꎬ 但由于是纯手工制造的ꎬ 仍无法满足工业

发展的巨大需求ꎮ

１８２０ 年ꎬ 法 国 发 明 家 托 马 斯  科 尔 玛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ｅ Ｃｏｌｍａｒꎬ １７８５—１８７０) 发明了能够计

算乘法和除法的四则计算机ꎬ 超越了当时所有

的计算仪器ꎬ 但是他的计算器在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

才开始批量生产ꎮ

１８４７ 年ꎬ 俄国教师库麦尔发明了被称为计

数器的加 (减) 法器ꎮ 当时俄国广泛使用算盘

作为加减法的计算工具ꎬ 库麦尔计数器并没有

速度优势ꎬ 所以在俄国没有得到普及ꎬ 但是根

据库麦尔计数器原理制造的西欧计算仪器却被

广泛使用[１]１４８ꎮ

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台手摇计算机真正的发明

者是居住在俄罗斯的瑞典人奥德涅尔 (Ｗｉｌｌｇｏｄｔ

Ｔｈｅｏｐｈｉｌ Ｏｄｎｅｒꎬ １８４５—１９０５)ꎮ 奥德涅尔是一位天

才的、 多才多艺的机械工程师ꎬ 于 １８４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出生于德国的韦姆兰省 (Ｖｅｒｍｌａｎｄꎬ 现在属于

瑞典)ꎻ １８６４—１８６７ 年ꎬ 他在斯德哥尔摩皇家理

工学院学习ꎬ 但在毕业前离开ꎻ １８６８ 年ꎬ 他移居

俄罗斯的圣彼得堡ꎬ 先在当地机械车间找到了一

份工作ꎬ 几个月后又加入了卢德维格诺贝尔①

(Ｌｕｄｖｉｇ Ｎｏｂｅꎬ ｌ８３１—１８８８) 开设的机械工厂ꎬ 并

在那里工作到 １８７７ 年ꎻ １８７８ 年ꎬ 他加入了一家大

型造纸厂和印刷厂 Ｅｘｐ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并在那里工作到

１８９２ 年ꎻ １９０５ 年 ９ 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去世ꎮ 在

１８７１ 年ꎬ 奥德涅尔有机会修复法国发明家托马斯

科尔玛计算机ꎬ 然后确信完全有可能通过更简

单、 有效的结构解决机械计算问题ꎮ １８７４ 年ꎬ 奥

德涅尔在人类积累了两个多世纪的计算机创新经

验的基础上ꎬ 改进了托马斯四则计算机[２]ꎬ 经过

长期的思考和大量的实验ꎬ 发明 “奥德涅尔轮”

结构 (见图 １)ꎬ 终于制造出第一台手摇计算机的

原型机ꎬ 奥德涅尔在俄国和德国获得专利ꎬ 并在

全世界推广[１]１４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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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德维格诺贝尔ꎬ 诺贝尔奖的创立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 (１８３３—１８９６) 的哥哥ꎮ



图 １　 “奥德涅尔轮” 模型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正是 “奥德涅尔”

手摇计算机的改进机型ꎮ 虽然奥德涅尔的第一

台手摇计算机的原型机在 １８７４ 年已经发明ꎬ 但

是直至 １８９０ 年 “奥德涅尔” 手摇计算机才在俄

罗斯圣彼得堡工厂投入生产ꎮ １８９１ 年ꎬ “奥德涅

尔” 手摇计算机在德国生产ꎮ １８９２ 年ꎬ 这种手

摇计算机在德国以 “Ｂｒｕｎｓｖｉｇａ” (以德国东部城

市不伦瑞克 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 命名) 品牌销售 “奥德

涅尔” 的克隆机ꎬ 至 １９１２ 年产量高达 ２ 万台ꎮ

１９１７ 年十月革命之后ꎬ 奥德涅尔的继承人被遣

返瑞典ꎬ 在当地以新商标 “ 真正的奥德涅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ｄｎｅｒ) 销 售 手 摇 计 算 机ꎮ １９１９ 年 ７

月ꎬ 俄国步兵上将尤登尼奇和他的白军进攻彼

得格勒 ( 第 一 次 世 界 大 战 以 后ꎬ 圣 彼 得 堡 在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改名彼得格勒)ꎻ ７ 月 ２０ 日列宁亲自

下令将奥德涅尔工厂转移到莫斯科ꎻ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工厂完成了搬迁ꎮ 奥德涅尔工厂与莫斯科

苏希夫斯基同志的防火柜厂和炉具厂合并为莫

斯科捷尔任斯基厂ꎻ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因

纪念 苏 俄 革 命 家 菲 利 克 斯  捷 尔 任 斯 基

( Дзержинскийꎬ Феликс Эдмундовичꎬ １８７７—

１９２６) 而得名ꎬ １９２４ 年以 “Феликс” 商标生产

“Ｏｄｎｅｒ” 手摇计算机的改进机型[３] ꎮ 自 １９２４ 年

至 １９７８ 年下线ꎬ 机器多次进行优化ꎬ 出现了 ２０

多个改进机型ꎬ 是苏联时期使用最广泛的手摇

计算机ꎬ 生产数量达百万台ꎮ 苏联时期ꎬ “菲利

克斯” 手摇计算机主要的生产厂家是库尔斯克

计算机厂和莫斯科捷尔任斯基计算机厂ꎮ

必须指出ꎬ 现代形式的 “菲利克斯” 手摇

计算机是俄国学者专家们一系列发明共同作用

的结 晶ꎮ １８４５ 年ꎬ В Я 斯 陆 尼 斯 基 发 明 了

“计数器”ꎬ 计数器的原理直接启发了奥德涅尔ꎮ

１８７４ 年ꎬ 奥德涅尔在圣彼得堡发明了 “奥德涅

尔轮” 并成功制造出了手摇计算机ꎮ 虽然之前

的计算器也有批量生产并得到应用ꎬ 但是奥德

涅尔手摇计算机的发明ꎬ 无疑是计算机史上最

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相比之前的计算器ꎬ 奥德

涅尔手摇计算机最大的改进是增加了奥德涅尔

轮)ꎮ “奥德涅尔轮” 就是凸齿上有 ９ 个齿数可

变的用于置数的轮子ꎬ 代替了莱布尼兹的阶梯

形轴ꎮ 在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ꎬ 这种手摇计算

机的改进机型一直是最流行的计算设备ꎮ 其他

国家生产的手摇计算机虽然在外形和零件上有

差异ꎬ 但都是根据这种结构制造的ꎮ

在电子计算机出现以前ꎬ 手摇计算机显然已

经成为人类最主要的计算工具ꎮ 清华大学科学

博物馆 (筹) 收藏的这台 “菲利克斯” 手摇计

算机生产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生产厂家是莫斯科

捷尔 任 斯 基 工 厂ꎬ 出 厂 编 号 为 ０７２６ꎮ 机 身 长

３００ｍｍꎬ 宽 １５３ｍｍꎬ 高 １３０ ｍｍꎬ 重 ３ ６ｋｇꎬ 计算

速度 为 １２０—１４０ 转 / 分 钟[４]３ꎬ 机 身 黄 铜 材 质ꎬ

遍体为黑色ꎬ 底座黑铁材质ꎬ 外观大部分黑漆

脱落、 露铜 (见图 ２)ꎮ

与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一样使用 “奥

德涅尔轮” (见图 ３ａ) 结构的手摇计算机ꎬ 除了

德国的布朗斯 Ｂｒｕｎｓｖｉｇａ (多种机型) 以外ꎬ 还

包括德国的泰勒斯 Ｔｈａｌｅｓ (多种机型)、 特里昂

菲特 Ｔｒｉｕｍｐｈａｔｏｒ ( 多种机型)、 瓦尔特 Ｗａｌｔｈｅｒ

(多种机型)、 瑞典的奥德涅尔 Ｏｄｎｅｒ (多种机

型)、 日本的虎牌 Ｔｉｇｅｒ (多种机型)ꎬ 以及其它

国家数十种不太常见的品牌ꎮ

二、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的结构、
使用范围、 使用方法

(一) 结构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属于杠杆式计算

机ꎬ 由置数装置 (静止部分的机身) 和记数装

置 (可移动滑架) 两部分组成 (见图 ３ｂ)ꎮ

０８



图 ２　 “菲利克斯” 杠杆式手摇计算机

１ 机身ꎻ ２ 可移动滑架ꎻ ３ 摇柄ꎻ ４ 摇杆支臂ꎻ ５ 底座ꎻ ６ 置数杆ꎻ ７ 正摇 / 反摇 ( ＋ / －) 指针ꎻ ８ 得数计数

器的读数窗ꎻ ９ 蝶形得数计数器器消清钮ꎻ １０ 消清置数用的杠杆条按钮ꎻ １１ 转数计数器读数窗ꎻ １２ 蝶形转数

计数器的消清钮ꎻ １３ 金属活动小数点ꎻ １４ 滑架移动杠杆ꎻ １５ 梳形位移定位齿板ꎻ １６ 滑架移动位数指示箭头ꎮ

图 ３ａ　 “奥德涅尔轮” 图解

　 　 １ 置数器

置数装置位于计算机上部ꎬ 是整个机械的静

止部分ꎮ 核心部件是装置在同一根轴上的 ９ 个奥

德涅尔轮ꎬ 每个奥德涅尔轮上都有置数杆突出在

机身外盖子的缝隙中间ꎬ 可以活动置放原始数据ꎮ

２ 计数器 (可移动滑架)

计数器位于计算机下部ꎬ 由两部分构成: 得

数计数器位于可移动滑架右侧ꎬ 由十进位数码

轮盘和消清机构部件组成ꎮ 其中数码轮盘共有

１３ 个ꎬ 因此运算的结果不能超过 １３ 位数ꎮ 十进

位轮上有 １０ 个数码标记 ( ０ 到 ９) 的数码盘ꎮ

图 ３ｂ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原理图解

１ 置数杆ꎻ ２ 固定垫圈ꎻ ３ 长齿ꎻ ４ 侧面的突出部分ꎻ ５ 活动垫圈ꎻ ６ 十进制得数器ꎻ ７ 十进制长齿ꎻ ８ 主

轴ꎻ ９ 摇柄ꎻ １０ 小齿轮ꎻ １１ 过度小齿轮ꎻ １２ 得数数字轮ꎻ １３ 附加小齿轮ꎻ １４ 转数计数器蝶形消清钮ꎻ １５

得数计数器蝶形消清钮ꎻ １６ 转数计数器数字轮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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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数计数器位于可移动滑架左侧ꎬ 同得数计数

器一样ꎬ 转数计数器亦由数码轮盘和消清机构

部件组成ꎬ 只是数码轮盘数为 ８ 位 (乘数不得

超过 ８ 位数)ꎮ

“菲利克斯” 计算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１) 结构简单ꎬ 全部零件为金属材质ꎬ 结构

坚固耐用ꎻ

(２) 体积很小ꎬ 仅长 ３０ 厘米ꎬ 可以随身携带ꎻ

(３) 运算速度快 (每分钟 １２０ ~ １４０ 转)ꎻ

(４) 操作方法简单ꎬ 学习者不必花费很长时

间ꎬ 非常容易掌握ꎮ 如果遵循正确操作ꎬ 那么

输出结果绝对正确ꎮ

(５) 生命周期长ꎮ 由于这种手摇计算机可以

批量生产ꎬ 在近一个世纪内都在各国广泛应用ꎬ

直到 ２０ 世纪中期电子计算机出现ꎮ

(二) 使用范围

利用手摇计算机能够轻松进行加、 减、 乘、

除、 乘方、 开方以及各种混合运算ꎬ 但是如果

进行单调的加减法运算ꎬ 则不如加法机和算盘

方便和快捷ꎮ

手摇计算机加法运算时适用于 ９ 位数以下的

加减法ꎻ 做乘法运算时适用于 ９ 位数以下和一个

８ 位数以下的数字相乘 (但得数不得超过 １３ 位数

字)ꎻ 做除法运算时适用于 １３ 位以下的数字除以

一个 ９ 位以下数字 (所得的商不超过 ８ 位数字)ꎮ

(三) 使用方法

１ 准备工作

在着手计算之前ꎬ 首先要将所有置数杆中的

数字清零ꎻ 然后将得数窗和转数计数窗中的数

字归零ꎮ 在做乘法运算时ꎬ 计数人员可以自行

决定ꎬ 是否要将计数器消清ꎻ 但是做除法运算

前ꎬ 则一定要消清计数器ꎮ

为了避免对手摇计算机的损坏ꎬ 必须注意:

(１) 一般摇柄必须处于底部位置 (摇动手

柄进行计算时除外)ꎬ 在此位置时摇柄被锁定ꎮ

如果摇柄没有回位 (回到固定位置)ꎬ 任何按

键、 旋钮都不能使用ꎻ

(２) 如果可移动支架的指针指向两个位数中

间ꎬ 则不得旋转摇柄ꎻ

(３) 如果蝶形消清键 (得数消清键和转数

消清键) 位置不在刻度槽内ꎬ 则不得旋转摇柄ꎻ

(４) 若摇柄不在锁定位置或蝶形消清键不在

槽内则不能移动滑架ꎻ

(５) 当计算工作已经开始时ꎬ 摇柄必须每次

都完成整周的旋转ꎬ 不得停留在除底部之外的

其他位置上ꎮ 即使在演算时发现旋转方向错了ꎬ

也必须完成这一周的旋转后ꎬ 才能再将摇柄向

反方向再旋转一周ꎮ 如果不遵循上述步骤ꎬ 就

可能在计算过程中导致结果错误[１]１５８ꎮ

２ 加、 减法运算

将滑架放在最左侧 (滑架位数指针箭头指

向数字 “１” )ꎬ 将置数杠杆在奥德涅尔轮盘上

放置一个被加数ꎬ 每一个加数的位数要与该位

数的奥德涅尔轮盘一一对应ꎮ 将摇柄顺时针方

向转动一周ꎬ 已放置的加数就会被显示在得数

器上ꎬ 然后在奥德涅尔数字盘上放置第二个被

加数 / 减数ꎬ 再将摇柄顺 / 逆时针摇动一周ꎬ 得数

器上就得到了两个数的和或差ꎮ

３ 乘、 除法运算

取一个因子作为被乘数 (这里取一个较大

的因子比较合理) 放置于奥德涅尔盘上ꎬ 将滑

架移动到最左侧位置ꎬ 顺时针转动摇柄ꎬ 并根

据乘数个位数的数字是几就顺时针转动几周ꎬ

然后 将 滑 架 向 右 移 动 一 位 ( 指 针 指 向 数 字

“２” )ꎬ 顺时针旋转十位上数字的圈数ꎬ 以此类

推地逐位演算完毕ꎬ 得数器上就得出它们的乘

积ꎬ 转数器上所显示的就是乘数ꎮ

在 “菲利克斯” 手摇计算机上计算除法与

算数上做除法无异ꎬ 也是连续递减的计算方法ꎮ

在转数器上得出的读数是商ꎬ 在得数器上显示

出余数ꎮ

三、 手摇计算机在我国的使用情况及

影响

手摇计算机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ꎮ １９６２ 年

和 １９７８ 年ꎬ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工作者在整理库

存文物时ꎬ 先后发现了 １０ 台原始的机械计算

机[５]９５ꎬ 据当时专家推测ꎬ 这些计算机应制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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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年间 (１６６１—１７２２)ꎬ 其中就有依照当时传

教士带来的帕斯卡式加法器的结构ꎬ 由清宫造

办处制造的铜镀金帕斯卡加法器ꎮ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ꎬ 手摇计算机作为主要

计算 工 具ꎬ 应 用 于 工 业、 农 业、 科 研、 财 政、

统计、 税务等重要 部 门ꎮ 在 中 国 近 现 代 史 上ꎬ

比例杆式 (揿钮式) 手摇计算机及 “菲利克斯”

等杠杆式手摇计算机曾在国内广泛应用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ꎬ 天津市红星工厂开始仿

制日本生产的 “虎牌” 手摇计算机ꎬ 并以 “文化”

牌生产ꎮ １９６５ 年ꎬ “飞鱼” 牌比例杆式手摇计算机

在上海计算机打字机厂已经批量生产[６]ꎮ 直至 ８０

年代ꎬ 手摇计算机还用于科学研究中的计算及国民

经济各领域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晚期随着电子计算

机的问世ꎬ 手摇计算机退出了历史舞台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我国在研制 “ 两弹一

星” 时ꎬ 电子计算机非常稀少ꎬ 大量计算工作

都是通过手摇计算机完成的ꎮ 在邓稼先先生的

日记里: “然后用计算机模拟原子弹爆炸的

过程ꎬ 然而所谓的计算机ꎬ 只不过是一些电子、

手摇计算机再加上算盘而矣”ꎮ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ꎬ 邓

稼先调到新组建的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ꎬ

任理论部主任ꎬ 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ꎮ

１９６１ 年初ꎬ 整个核武器研究部只有一台电子计

算机ꎬ 除了核心大数据、 微积分等部分使用该

计算机以外ꎬ 其它所有的基础数据ꎬ 包括各种

辐射强度以及时间数据全部都是手工计算ꎮ 在

邓稼先、 周光召、 彭桓武等带领下ꎬ 使用老式

手摇计算机以及半自动计算机ꎬ 经过一年多的

艰苦努力ꎬ 对原子弹爆炸时的物理过程进行了 ９

次模拟计算和分析ꎬ 成功地完成了我国第一颗

原子弹的理论计算ꎮ 手摇计算机为我国原子弹

研制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勋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国家博物

馆的 “复兴之路” 展览展出了邓稼先领导研制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时使用过的上海产 “飞鱼”

牌比例杆式手摇计算机ꎬ 受到了人们的关注ꎮ

手摇计算机一般只能做加、 减、 乘、 除四则

运算及乘除混合运算ꎬ 如结合算筹还能进行平

方数、 立方数、 开平方、 开立方运算ꎮ 如果需

要计算三角函数和对数函数就需要像查 «辞海»

一样的函数表才行ꎮ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ꎬ 手摇

计算机的运算模式无疑是浅显而笨拙的ꎮ 以计

算弹道为例ꎬ 从弹道导弹的起飞积分到关机点ꎬ

人工手摇计算机完成一次弹道计算需费时 ２ 个月

时间ꎮ 但是曾经作为一个国家工业及机械制造

业的最高水平的手摇计算机ꎬ 其精密的构造与

巧妙的计算原理至今令人惊叹不已ꎮ 在当时ꎬ

因为制造难度大ꎬ 工艺要求高ꎬ 手摇计算机被

认为是罕见之物ꎬ 只有科研单位处级以上领导

才能配备ꎮ 遗憾的是ꎬ 随着时间的流逝ꎬ 越来

越多的实物已经消失ꎬ 如今听说过手摇计算机

的人寥寥无几ꎬ 而会使用者更是凤毛麟角ꎮ 这

些曾经辉煌的计算仪器仍然饱含历史意义ꎬ 一

些早期和稀有的型号更是价值不菲ꎮ

参考文献

[１]Е. Г. Ларченко (拉尔庆科) .计算技术[Ｍ] .於宗儔ꎬ郭懋锳ꎬ译ꎬ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５５.
[２]狄隆涅.数学机器简明教程[Ｍ] .李学荣ꎬ译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５８:１.
[３]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Арифмометр＿Однера[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０６－０７) .
[４] Арифмометр “Феликс” Инструкцияꎬ техническое описаниеꎬ паспорт на Арифмометр “Феликс”ꎬ

приложение. Курский завод счетмаш. Курскꎬ １９６９ .
[５]李迪ꎬ白尚恕.故宫博物院所藏科技文物概述[ Ｊ] .中国科技史料ꎬ１９８１(１):９５－９７.
[６]国产的飞鱼牌计算机[ Ｊ] .测绘通报ꎬ１９６５(９) :３２－３３.
[７]白尚恕ꎬ李迪.故宫珍藏的原始手摇计算机[ Ｊ] .故宫博物院院刊ꎬ１９８０(１):７６－８２.
[８]严敦杰.故宫所藏清代计算仪器[ Ｊ] .文物ꎬ１９６２(３):１７－２２.
[９]Ｔｉｍｏ Ｌｅｉｐａｌａ: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ｄｈｎｅｒ Ａｒｉｔｈｍｏ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Ｒｕｓｓｉａꎬ Ｓｗｅｄｅｎ ａｎｄ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１９１２－１９２８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０６－０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ｍｕｓｅｕｍ.ｒｕ.

(编辑: 谌璐琳)

３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