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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密阿儿浑及其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两次户口调查 

                      

                               朝克图 

（内蒙古大学） 

 

阿儿浑，蒙古斡亦剌惕部人，是蒙古帝国时期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

物。他曾任蒙古帝国总管呼罗珊等西亚地区的第四任大异密，对蒙古在西亚地

区的统治献计献策，曾发挥巨大作用，留名于史册。在当时写成的与蒙古帝国

时期历史相关的各种史籍中，他通常以异密阿儿浑、阿儿浑-阿合等名称出现。

他切实地执行蒙古帝国对西亚地区的基本政策，在辅佐蒙古大汗加强对当地的

直接统治、增加税收，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国内外有关蒙古对西亚进行征服与统治的研究并不很多。其中，日本学者本

田实信的《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的建立》
①一文是论及该问题的较有影响的论

文。他的文章虽然对蒙古帝国对西亚的管理和统治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但

未能全面论述蒙古帝国派往西亚的几任总管们的历史事迹和他们所做的一些具

体措施，因此对此问题尚可作进一步的研究。 

为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蒙古帝国对西亚地区的统治方式和措施，本文在上述论

文基础上对阿儿浑的生平事迹进行简要概述，同时介绍他在呼罗珊等地进行的

两次户口调查的过程和意义，从而可以进一步考察和了解蒙古帝国在西亚地区

的统治方式和措施。 

 

（一），关于阿儿浑的族源和早期历史活动 

 

要介绍阿儿浑的生平和历史事迹，首先要正确理解和掌握与其生平和历史事

迹相关的历史记载。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书的拉施特《史集》，志费尼《世界征服

                                                             
①
  本田実信《モンゴル時代史研究》，东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1 年，101-127 页。 



 
 

- 2 - 

者史》等几部史籍，对阿儿浑的生平和历史事迹留下了一些记载。通过以上史

籍可知阿儿浑是出生于斡亦剌惕部的一位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关于阿儿浑，

拉施特《史集·斡亦剌惕部纪》中留下了以下记载： 

（例一） 

在伊朗和土兰，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斡亦剌惕部人异密，但不知他们所属

的分支，只有他们相互间知道自己的出生。他们之中，有一个异密阿儿浑

-阿合；但由于[他的]出生而不受人们敬重。据说，在窝阔台合罕时，他

的父亲在荒年里，把他卖给札剌亦儿部的一个异密亦鲁格-合丹。换了一

条牛腿。这个异密在窝阔台合罕左右担任师傅。但[亦鲁格]派自己的一个

儿子到窝阔台合罕的宿卫怯薛中去时，他将阿儿浑-阿合连同自己的儿子

一齐送到了[那里]。由于他是机灵人，他就逐渐成了个大贵人，一直升到

执掌伊朗国政并任巴思哈之职
②。 

对于阿儿浑的出生及成长经历，在《史集·札剌亦儿部纪》中也记载有与之

相类似的内容。 

（例二） 

据说异密阿儿浑之父，在饥饿贫困的日子里，将异密阿儿浑卖给亦鲁格那

颜之父合丹，换得了一条牛腿。当[合丹]将自己的一个儿子送到窝阔台合

罕处充任宿卫时，他把异密阿儿浑给这个儿子做亲兵。[阿儿浑]成了他的

奴仆。因为[阿儿浑]是一个机敏，懂事，健谈而又聪明的人，所以他的事

业很快腾达起来，于是他的地位超过了他的同辈 ③。 

在以上两个记载中，有关阿儿浑的出身和成长等有关的内容是基本相同的。

但仔细观察，在叙述中某些具体人名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譬如：比较

上述两处记载，例一中虽然说“异密阿儿浑之父把儿子卖给了札剌亦儿部亦鲁

格-合丹”，但是例二中则说此人为“亦鲁格那颜之父合丹”。如此，以上两个记

载的哪一个为更符合事实呢？我们有必要做进一步细致的研究。但不管怎样，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不仅对阿儿浑的出生部落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且还掌握

了关于其成长经历的重要信息。 

                                                             
②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197 页。 

③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 年，1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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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在蒙古帝国时期成书的其它史籍中，也能够见到与异密阿儿浑出

身有关的记载。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是另一部记载阿儿浑历史事迹的重要史书。该书虽

然通过大量的笔墨来叙述阿儿浑在呼罗珊的一些历史活动，但对他出身和家族

方面的相关信息则没有留下详细的记载。关于阿儿浑的出身和家族情况，《世界

征服者史》则留下如下记载。 

（例三） 

异密阿儿浑，他是斡亦剌部人，父亲太出是千户
④。 

此处不仅提及阿儿浑父亲的名字，而且还交代他是一个千户。这是一个很

重要的记载。据《史集》记载，由斡亦剌惕部组成的千户有四个
⑤。但关于这

四个千户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没有找到详细的记载。关于阿儿浑的先祖，除了

上文所引述的两处记载外，未能在《史集》中获得其他任何信息。但对于阿儿

浑的子孙，《史集》记载详尽： 

（例四） 

他的儿子如下：乞来-灭里，塔里阿只，涅兀鲁思，列克集，哈只，亦斡勒-

忽都鲁，不勒都黑和斡亦剌台，而他的孙子为古列克等许多个。他也有许多

女儿。他把若干女儿嫁给了君主和异密们。他的儿子捏兀鲁思和列克集娶了

[成吉思汗]氏族的姑娘，当了驸马。⑥ 

关于阿儿浑进入窝阔台汗宫廷后的具体情况，有关史籍没有留下详细的记

载。但是从《世界征服者史》的以下记载中，我们还是能够窥见与阿儿浑所从

事工作有关的一些信息。 

（例五） 

尽管他年轻，他仍赴合罕的宫廷，被录用为必阇赤。合罕对他恩渥日隆，

当他年轻正茂时，就派他随合班到契丹去执行重要使命。他在契丹停留些

时候，会见合罕，因他足堪信任，又受命审视额得古铁木尔与阔儿吉思的

                                                             
④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603 页。 

⑤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368 页。 

⑥  拉施特主编、余大钧 周建奇译《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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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子 ⑦。 

 额䚟古铁木尔应赶在阔儿吉思巩固他在朝中的地位之前，先法制人，把他 

的活动报合罕宫廷。于是，额得古铁木尔推荐通忽思(Tonguz)，派他赴阙

去进行种种诬陷和诽谤。一些极力要使镇海丢脸的人，乘他不在时候，把

这些指控上奏合罕，结果是，异密阿儿浑，忽儿巴哈(Qurbaqa)及苫思

丁·迦马格尔(Shamas-Din Kamagar)受命去审视此案
⑧。 

从以上记载得知，阿儿浑进入窝阔台汗宫廷以后，担任过必阇赤一职。这与

上述《史集》所载（例一）（例二）的内容相吻合。但是在额得古铁木尔与阔儿

吉思纠纷中，他是以札儿忽赤（即断事官）的身份出现的。由于大蒙古国时期

必阇赤与札儿忽赤职能很接近，所以，笔者认为，阿儿浑在窝阔台汗宫廷中担

任必阇赤并兼任札儿忽赤的可能性较大。 

 

（二），阿儿浑在蒙古高原和呼罗珊之间 

 

在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回到蒙古草原之后，札兰丁从印度返回呼罗珊，夺回部

分城市，与蒙古统治者展开了激烈对抗。因此，绰儿马浑受窝阔台汗之命，率

大军与札兰丁作战。 

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占领呼罗珊地区后，术赤任命青帖木儿担任了该地

长官。当绰儿马浑抵达时，青帖木儿听从窝阔台汗的命令，同绰儿马浑一起进

攻札兰丁，重新征服了该地。之后，为争夺当地的指挥权，绰儿马浑与青帖木

儿之间发生了争吵。这时窝阔台汗下令将此地的指挥权交给了青帖木儿。这

样，青帖木儿成为大蒙古国委派呼罗珊的第一任异密。 

青帖木儿在呼罗珊各地派使臣加强统治，当地经济迅速恢复并得到了进一步

的发展。青帖木儿死后，诺撒耳成为异密。但这时蒙古统治者内部以及蒙古统

治者与当地官员之间纠纷不断，地方长官权利渐渐膨胀起来，进而掌控了属于

帝国的财赋收入。这给蒙古统治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⑦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603 页。 

⑧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589-5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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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强蒙古大汗在该地的管理和统治，有效地开展税收工作成为当地首先

要解决的最大问题。为此，阔里吉思任异密后，采取了户口调查、重新征税等

措施以解决以上述问题，从而恢复了呼罗珊和禡桚答而等地的统治秩序。但此

时，青帖木儿之子额䚟古木儿和阔里吉思为争夺该地区的指挥权而发生纠纷，

二人分别到大汗宫廷诽谤对方。大汗开庭审理这一纠纷，让阿儿浑受理此案，

结果以阔里吉思的胜诉而告终。阔里吉思胜诉后，继续担任异密，并把阿儿浑

带到了呼罗珊。后者到该地后不久又被派回蒙古高原。之后不久，由于阔里吉

思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成员之间发生口头纠纷而被处死，脱列哥那哈敦便把从

乌浒水到法儿斯、谷儿只、鲁木和毛塔里等地的统治权交给了阿儿浑
⑨。 

阿儿浑从蒙古高原回到呼罗珊后，宣读札儿里黑（yarlīgh），并任命各地的

长官，在征收逋欠的赋税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由于绰儿马浑和拜住等到呼

罗珊后，乘战乱将该地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尤其是窝阔台汗去世后，诸王们

各霸一方，擅自征收赋税，发放札儿里黑（yarlīgh）和牌子，这一切都给当地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阿儿浑为迅速恢复当地秩序，采取了

减轻税收的政策，从而得到了当地人的拥护，此前对蒙古统治者持反对态度的

人，纷纷前来归顺阿儿浑。 

贵由汗上台后，阿儿浑再度赴蒙古汗廷拜见了贵由汗。贵由汗赐他虎头牌

子和札儿里黑（yarlīgh）。从蒙古高原回到呼罗珊后，阿儿浑赴各地大力修建

各类宫廷和园林，受到了当地人们的欢迎。此时，反对阿儿浑以上活动的蒙哥

孛剌赴蒙古高原向贵由汗诬告阿儿浑。听到这个消息后，阿儿浑准备亲自赴阙

辩诬，而此时传来了贵由汗去世及宴吉只带（Eljigitei）将入驻呼罗珊的消

息，阿儿浑便派遣异密忽辛前往斡耳朵，而他自己则留在呼罗珊。 

尽管阿儿浑为宴吉只带（Eljigitei）积极准备粮草等军需物资，但各地的

诸王随意征税，宴吉只带（Eljigitei）的征调及需索又过于刻薄，这使得当地

百姓无力承受。 

基于以上情况，阿儿浑再度亲自赴阙，对当地情况进行如实的汇报。在朝廷

                                                             
⑨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

6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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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蒙哥孛剌进行尖锐辩论，并取得了胜利。回到呼罗珊后不久，他又赴大忽

里台，拜见了蒙哥汗，向蒙哥汗如实汇报了呼罗珊等地存在的各种问题。蒙哥

汗下令，让他在呼罗珊等地进行土地和户口调查，采取加强赋税征收等工作。 

旭烈兀抵达伊朗时，阿儿浑亲自迎接，并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久，他遵照旭

烈兀的命令，再一次赴蒙古汗廷，向蒙哥汗回报当地情况。阿八哈汗统治时期

他继续担任各地包税制主管的职务。八剌入侵伊利汗国的时候，他率伊利汗国

左翼军队与他进行战斗，结果战败。1275年阿儿浑逝世于图思附近的剌忒罕之

地，并被葬于此地。 

 

（三），阿儿浑在呼罗珊进行户口调查之过程和意义 

 

在拜见蒙哥汗时，阿儿浑如实反映了呼罗珊等地的赋税和其它杂税的征收工

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并提出了应借鉴牙鲁瓦赤在河中地区征税的方式进行收

税的建议。对于牙鲁瓦赤在河中地区征税的具体内容，《世界征服者史》中虽然

没有留下详细记载，但通过对该书下册《异密阿儿浑赴大忽邻勒台》一章的相

关记载，我们能够了解其部分内容。以上记载中能够见到如下内容： 

（例六） 

他们结论的要点是，征收百姓的各种赋课（ikhrājāt）和五花八门的暴敛乱

(iltimāsāt)，为数〔太〕多，百姓的流散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因此赋税应

按牙鲁瓦赤在河中采取的方法来征收，也就是所谓的忽卜绰儿（qupchur）

税，按照它，每人一年的缴纳是按他的财富和缴纳能力来决定，并且在缴纳

了这个规定的数目，在同一年内不得再找他，也不得给他别的摊派。就这样

作出了决定 ⑩。 

通过以上记载，我们推测认为，“按照它”之后的征税方法当是牙鲁瓦赤在

河中地区征收赋税的具体方法，即与忽卜绰儿（qupchur）税相关的内容。此

外，通过上述记载中的“就这样作出了决定”这一句话，我们又能够窥见阿儿

浑等人在呼罗珊地区采取了与牙鲁瓦赤的征税方法同样的措施。 

                                                             
⑩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6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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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儿浑把上述决定报告了蒙哥汗。蒙哥汗听完建议后，下发了如下圣旨。 

（例七） 

一个富人每年应被征收十个的那，如此按比例降至一个穷人为一的那，从这

个来源得到的全部收入用于支付签军（hashar），驿站（yams）和使臣生活

的开销（ikhrājāt），除这之外，不得干扰百姓，不得用非法征索向他们要

东西，更不得接受贿赂。而对每种情况和变化，他都制定一条札撒
11。 

从蒙哥汗的以上圣旨内容来看，其对富人和穷人将采取不同的征税方法这

一条文，显然采纳了阿儿浑的建议。与此同时，蒙哥汗把这一地区的最高权力

交给阿儿浑，还任命了他的那可儿们和其它地方官员。 

拜见了蒙哥汗，回到呼罗珊后，阿儿浑如实地执行大汗命令，重新任命派往

各地的异密和必阇赤们，讨论并决定了应收忽卜绰儿的定额。 

（例八） 

而且按照圣旨，他任命异密和书记，他们连日来共同商量奉命征收的忽卜绰

儿的定额。最后决定说，在实施人口调查时，税额应定为每十人每年交七十

个鲁克尼的那。他这时指派异密和书记去编制户籍和忽卜绰儿。在呼罗珊和

禡桚答而，他派三个作为诸王代表的蒙古异密，以及他自己的一个亲戚脑

忽，兀鲁忽必阇赤哈法合鲁丁·比希昔惕，丞相也速丁·塔希耳作为﹝他

的﹞ 

全权代表。他把乃蛮台和我的父亲，撒希伯底万派往伊拉克和耶兹德，﹝省

略﹞，还派秃鲁麻台，撒里合不花，篾力克撒都鲁丁，在帖必力思火者麦术

督丁的合作下，去安排户口的调查，千户的划分和忽卜绰儿的征收。﹝省

略﹞他这时经打耳班赴谷儿只，阿兰，阿哲儿拜占，并完成了户口调查，征

收忽卜绰儿和收税的工作，然后他前往伊拉克 12 

以上记载较详细记录了异密阿儿浑在忽罗珊等地所进行的户口调查经过和

忽卜绰儿定额等具体情况。此次户口调查是在呼罗珊，禡桚答而，伊拉克，耶

兹德谷儿只，阿兰和阿哲儿拜占等地同时进行的。通过户口调查，在了解当地

                                                             
11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615 页。 

12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

617-6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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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人和穷人经济条件的基础上，制定了以上税收定额。因此，在所收税额超出

当地居民的承受能力，蒙古的西亚统治面临危机之际，异密阿儿浑的以上举

措，对安定当地居民情绪，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巩固蒙古统治等方面都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当阿儿浑的这次户口调查完成之际，旭列兀抵达伊朗。阿儿浑在碣石拜见

了他。之后，他受旭烈兀委托，又一次赴蒙古高原向蒙哥汗回报了当地情况。

朝廷上阿儿浑与来自呼罗珊持不同政见的使臣进行辩论，取得胜利，并得到了

蒙哥汗的信任。正在这一时期蒙哥汗把呼罗珊诸地分给了自己的亲戚和诸弟们

13。 

阿儿浑从蒙古高原回到自己的分地后，赴阿兰拜见旭烈兀。旭烈兀派他到谷

儿只（今格鲁吉亚）又一次进行了户口调查。 

（例九） 

异密阿儿浑现在往见在阿兰地区的旭烈兀。抵达那里并作了报告后，他赴谷

儿只，在该地他开始进行一次户口调查，把居民划分为千户。头一次忽卜绰

儿定为每十人征七十个的那，但应人丁签发（hashar），驿站（yam），驿骑

（ulagh）的开销和军队的支付超过了估计，不能由当时规定的忽卜绰儿来

支付，由此调整为：多余的需求按原额的比例估定。﹝省略﹞阿儿浑曾把这

种情况上报，有命令把富人的忽卜绰儿重定为五百的那，按比例降至穷人的

一个的那，为的是开销可得到支付。采取这个步骤后，户口调查就十分彻底

地实施了 14。 

从以上记载可知，在此次调查中，他不仅实施户口调查，而且还把当地居民

划分为千户，重新调整忽卜绰儿定额，对富人和穷人采取了不同的税收政策。 

众所周知，异密阿儿浑曾主管的以上地区，之后成立了伊利汗国。旭烈兀为

首的伊利汗国统治者通过推行千户制制度，对当地进行了长期有效的统治。然

而，实际上，在当地首先进行户口调查，实施千户制的人应为阿儿浑。因此，阿

儿浑在蒙古帝国统治伊朗等西亚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有必

                                                             
13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620 页。 

14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翁独健校订《世界征服者史》（下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年，621-6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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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阿儿浑的历史事迹和他所发挥的作用应做深入研究和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