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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N%"$--.#量和单位!第零部分$一般原则%&
本标准是目前已经制定的有关量和单位的一系列国家标准之一’这一系列国家标准是$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周期及其有关现象的量和单位"
!"#$%./#!力学的量和单位"
!"#$%./0!热学的量和单位"

!"#$%./1!电学和磁学的量和单位"
!"#$%./’!光及有关电磁辐射的量和单位"
!"#$%./2!声学的量和单位"
!"#$%./&!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
!"#$%./$.!特征数"
!"#$%./$#!固体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上述国家标准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于$-&0年.

月.2日公布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各科学技术领域使用的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其中包括物理量(方程式(量和

单位(一贯单位制’特别是国际单位制的原则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各科学技术领域&

%!量和单位

%/"!物理量(单位和数值

在!"#$%$和!"#$%./$$#$%./$#中只处理用于定量地描述物理现象的物理量&物理量可分为

很多类’凡可以相互比较的量都称为同一类量’例如$长度(直径(距离(高度和波长等就是同一类量&在

同一类量中’如选出某一特定的量作为一个称之为单位的参考量’则这一类量中的任何其他量’都可用

这个单位与一个数的乘积表示’而这个数就称为该量的数值&
例$钠的一条谱线的波长为$

2.



!$1!&-’"$%#29
!!!为物理量波长的符号!9为长度单位米的符号!而1!&-’"$%#2 则是以米作单位时!这一波长的

数值"
按量和单位的正规表达方式!这一关系可以写成

+$#+$%&+’
式中!+为某一物理量的符号!&+’为某一单位的符号!而#+$则是以单位&+’表示量+的数值"对于矢

量和张量!其分量亦可按上述方式表示"
如将某一量用另一单位表示!而此单位等于原来单位的,倍!则新的数值等于原来数值的$(,倍"

因此作为数值和单位的乘积的物理量!与单位的选择无关"
例)把波长的单位由9改成:9!为原单位9的$%N-倍!使量的数值为用9表示时的量的数值的

$%- 倍!于是!

!$1!&-’"$%#29$1!&-’"$%#2"$%-:9K1&-/’:9
!!关于数值表示法的说明)

为了区别量本身和用特定单位表示的量的数值!尤其是在图表中用特定单位表示的量的数值!可用

下列两种方式之一表示)

</用量与单位的比值!例如)!(:9K1&-/’*

S/把量的符号加上花括号!并用单位的符号作为下标!例如)#!$:9 K1&-/’"
但是!第一种方式较好"

%/%!量和方程

%/%/"!量的数学运算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物理量!只要都属于可相比较的同一类量!就可以相加或相减"
一物理量可按代数法则与另外的物理量相乘或相除"+和-两个量的乘积和商应满足下列关系)

+-$#+$#-$%&+’&-’

+
- $

#+$
#-$
%&+’&-’

!!因此!乘积#+$#-$为量+-的数值#+-$!而乘积&+’&-’为量+-的单位&+-’"同样!商#+$(#-$
为量+(-的数值#+(-$!而商&+’(&-’为量+(-的单位&+(-’"

例)作匀速运动的质点的速度.为)

.$/(’
!!式中!/为在时间间隔’内所经过的距离"

因此!若质点在时间间隔’$.6内所经过的距离/$’9!则速度.等于)

.$/’ $
’9
.6$#

9
6

!!指数+对数和三角函数等函数中的变量!都是数+数值或量的量纲一的组合,参阅././’-"
例)4V\,0(,(-!?:,1(CO<-!6=:"!6=:,#’-

注)两个同一类量的比和该比的函数!如该比的对数!都是不同的量"

%/%/%!量方程式和数值方程式

在科学技术中所用的方程式有两类)一类是量方程式!其中用物理量符号代表量值,即数值d单

位-*另一类是数值方程式"数值方程式与所选用的单位有关!而量方程式的优点是与所选用的单位无

关"因此!通常都优先采用量方程式"
例)在././$条中已给出的一个简单的量方程式)

.$/(’
!!如分别用千米每小时+米和秒作为速度+长度和时间的单位!则可导出下列数值方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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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 $#!’!/"9#!’"6
!!在此方程中所出现的数字$#/’%是由所选择的特定单位造成的&如作另外的选择’则此数字即随之

改变&如在此方程式中删去表明单位符号的下标’则得(
!."$#!’!/"#!’"

!!这是一个不再与所选用的单位无关的方程式’所以不宜使用&如果要采用数值方程式’则在文中必

须指明单位&

%/%/!!经验常量或常数

根据经验得出的关系常采用某些物理量的数值方程式表示’它与具体物理量的单位有关&这种数

值间的经验关系式也可以转换为包含一个或多个经验常量的量方程式’这种量方程式的优点是方程式

的形式与单位的选择无关&但是’与采用其他物理量的情况一样’方程式中的经验常量的数值与所用的

单位有关&
例(在某观测点有几个单摆’每个单摆的长度/和周期(的测量结果可以表示为一个量方程式(

($2)/$#.

!!式中’经验常量2为(

2$.!%%’6#9$#.

理论表明(2$.%3#$#.’式中3为当地自由落体加速度&

%/%/’!量方程式中的数字因数

量方程式有时包含数字因素’这些数字因数与方程式中量的定义有关&
例$(质量为4’速度为.的质点的动能5C 为(

5C$$.4.
.

!!例.(半径为6的球体在电容率为$的介质中的电容2为(
2$0%$6

%/%/(!量制和量的方程式*基本量和导出量

物理量是通过描述自然规律的方程式或定义新量的方程式而相互联系的’为制定单位制和引入量

纲的概念’通常把某些量作为互相独立的’即把它们当作基本量’而其他量则根据这些基本量来定义’或
用方程式来表示&后者称为导出量&

用多少或用哪些量作为基本量’只是一个选择问题&
在!"#$%$和!"#$%./$$#$%./$#中所包括的全部物理量’都是以七个基本量即长度+质量+时

间+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和发光强度为基础的&

%/%/)!量的量纲

任一量7可以用其他量以方程式的形式表示’这一表达形式可以是若干项的和’而每一项又可表示

为所选定的一组基本量+’-’2’,的乘方之积’有时还乘以数字因数%’即(

%+"-&2’,

!!而各项的基本量组的指数-"’&’’’,.则相同&
于是’量7的量纲可以表示为量纲积

@=97$E""&Q’,

!!式中’E’"’Q’,表示基本量+’-’2’,的量纲’而"’&’’’,则称为量纲指数&
所有量纲指数都等于零的量’往往称为无量纲量&其量纲积或量纲为E%"%Q%,K$&这种量纲一

的量表示为数&
例(若以3’]和T分别表示三个基本量长度+质量和时间的量纲’则功的量纲可表示为@=90 $

3.]TN.’其量纲指数为.’$与N.&
在以七个基本量(长度+质量+时间+电流+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和发光强度为基础的量制中’其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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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的量纲可分别用3!]!T!)!0!I和H表示!而量7的量纲则一般为"
@=97$3"]&T’)(0$I%H)

!!例"

!量 量纲

速度 3TN$

角速度 TN$

力 3]TN.

能 3.]TN.

熵 3.]TN.0N$

电位 3.]TN#)N$

介电常数!#电容率$ 3N#]N$T0).

磁通量 3.]TN.)N$

照度 3N.H
摩尔熵 3.]TN.0N$IN$

法拉第常数 T)IN$

相对密度 $
在!"#$%$和!"#$%./$$#$%./$#中!各物理量的量纲均未明确指出%

%/!!单位

%/!/"!一贯单位制

单位可以任意选择!但是!如果对每一个量都独立地选择一个单位!则将导致在数值方程中出现附

加的数字因数%
不过可以选择一种单位制!使包含数字因数的数值方程式同相应的量方程式有完全相同的形式!这

样在实用中比较方便%对有关量制及其方程式而言!按此原则构成的单位制称为一贯单位制!简称为一

贯制%在一贯制的单位方程中!数字因数只能是$%*)就是这种单位制%
对于特定的量制和方程系!获得一贯单位制!应首先为基本量定义基本单位!然后根据基本单位通

过代数表示式为每一个导出量定义相应的导出单位%该代数表示式!由量的量纲积#见././’$以基本单

位的符号替换基本量纲的符号得到%特别是!量纲一的量得到单位$%在这样的一贯单位制中!用基本

单位表示的导出单位的式中不会出现非$的数字因数%

!量 方程式 量纲 导出单位符号

速度 .$@/&@’ 3TN$ 9&6
力 8$4@./&@’. ]3TN. CD’9&6.

动能 5C$$.4.
. ]3.TN. CD’9.&6.

势能 5\$439 ]3.TN. CD’9.&6.

能 5$$.4.
.:439 ]3.TN. CD’9.&6.

相对密度 ;$*
*%

$ $

%/!/%!*)单位及其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

国际单位制#*567h94):74;:<7=>:<?@&B:=786$这一名称和它的国际简称*)!是$-’%年第$$届国际

计量大会通过的%
这一单位制中包括"
(((基本单位

(((包括辅助单位在内的导出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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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一起构成一贯制的*)单位!
有关国际单位制的全面介绍"见!"#$%%!

%/!/%/"!基本单位

表$列出了2个基本单位!

表$!*)基本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长度 米 9

质量 千克#公斤$ CD

时间 秒 6

电流 安%培& E

热力学温度 开%尔文& F

物质的量 摩%尔& 9>?

发光强度 坎%德拉& G@

%/!/%/%!包括辅助单位在内的导出单位

按照下列方式进行符号替换"可从量纲积得到用基本单位表示的一贯制导出单位’
3’9
]’CD
T’6
)’E
0’F
I’9>?
H’G@

$-’%年"国际计量大会将弧度和球面度两个*)单位划为(辅助单位)!

!量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平面角 弧度 ;<@
立体角 球面度 6;
$-&%年"国际计量委员会决定"将国际单位制的辅助单位归类为无量纲导出单位!平面角和立体角

的一贯制单位是数字$!在许多情况下"用专门单位弧度#;<@$和球面度#6;$则比较合适!
例如’

!量 用七个基本单位#以及辅助单位$表示的*)单位符号

速度 9*6
角速度 ;<@*6或6N$

力 CD+9*6.

能 CD+9.*6.

熵 CD+9.#6.+F$
电位 CD+9.*#6#+E$
介电常数"#电容率$ E.+60*#CD+9#$
磁通量 CD+9.*#6.+E$
照度 G@+6;*9.

摩尔熵 CD+9.*#6.+F+9>?$
法拉第常数 E+6*9>?

$#

!"!"#",$!



相对密度 $
有些导出单位有专门名称和符号!其中经国际计量大会通过的列于表.和表#中"

表.!包括*)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

量!的!名!称
*)!导!出!单!位

名!称 符!号 用*)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表示

#平面$角 弧度 ;<@ $;<@K$9%9K$
立体角 球面度 6; $6;K$9.%9.K$
频率 赫#兹$ LM $LMK$6N$

力 牛#顿$ I $IK$CD&9%6.

压力!压强!应力 帕#斯卡$ O< $O<K$I%9.

能#量$!功!热量 焦#耳$ H $HK$I&9
功率!辐#射能$通量 瓦#特$ P $PK$H%6
电荷#量$ 库#仑$ Q $QK$E&6

电压!电动势!电位!’电势( 伏#特$ J $JK$P%E

电容 法#拉$ R $RK$Q%J

电阻 欧#姆$ ! $!K$J%E
电导 西#门子$ * $*K$!N$

磁通#量$ 韦#伯$ PS $PSK$J&6

磁通#量$密度!磁感应强度 特#斯拉$ T $TK$PS%9.

电感 亨#利$ L $LK$PS%E

摄氏温度 摄氏度$( U $UK$F
光通量 流#明$ ?9 $?9K$G@&6;
#光$照度 勒#克斯$ ?V $?VK$?9%9.

$(摄氏度是用来表示摄氏温度值时单位开尔文的专门名称’参阅!"#$%./0中0($/<和0(./<(

表#!由于人类健康安全防护上的需要而确定的具有专门名称的*)导出单位

量!的!名!称
*)!导!出!单!位

名!称 符!号 用*)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表示

#放射性$活度 贝可#勒尔$ "W $"WK$6N$

吸收剂量比授#予$能比释动能 戈#瑞$ !5 $!5K$H%CD
剂量当量 希#沃特$ *X $*XK$H%CD

在组合形式的单位中!用专门名称和符号往往是有益的"
例$)利用导出单位焦耳’$HK$9.&CD&6N.(可以写出下列量的单位

!量 *)单位符号

摩尔熵 H&FN$&9>?N$

例.)利用导出单位伏特’$JK$9.&CD&6N#&EN$(可以写出下列量的单位

!量 *)单位符号

介电常数!’电容率( 6&E&9N$&JN$

%/!/%/!!*)词头

为了避免过大或过小的数值!在*)的单位中!还包括*)单位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它们是利用表

0的词头’*)词头(加在*)单位之前构成的"

.#

!"!"#"*$!



表0!*)词头

因!!数
词!头!名!称

英!文 中!文
符!!号

$%.0 5>77< 尧!它" Y

$%.$ M477< 泽!它" Z

$%$& 4V< 艾!可萨" [

$%$1 \47< 拍!它" O

$%$. 74;< 太!拉" T

$%- D=D< 吉!咖" !

$%’ 94D< 兆 ]

$%# C=?> 千 C

$%. 4̂G7> 百 ^

$%$ @4G< 十 @<

$%N$ @4G= 分 @

$%N. G4:7= 厘 G

$%N# 9=??= 毫 9

$%N’ 9=G;> 微 #
$%N- :<:> 纳!诺" :

$%N$. \=G> 皮!可" \

$%N$1 _497> 飞!母托" _

$%N$& <77> 阿!托" <

$%N.$ M4\7> 仄!普托" M

$%N.0 5>G7> 幺!科托" 5

词头的使用见#/./0条#
%/!/!!单位一

任何量纲一的量的*)一贯单位都是一$符号是$#在表示量值时$它们一般并不明确写出#
例%折射率<$$!1#"$$$!1#
对于某些量$单位$是否用专门名称$取决于具体情况#
例%平面角"$%!1;<@$%!1
立体角+$.!#6;$.!#
场量级差=R$$.I\$$.
单位一不能用符号$与词头结合$以构成其十进倍数或分数单位$而是用$%的幂表示#
有时$用百分符号i代替数字%/%$#
例%反射系数6$%!&$&%i

注%

$!在某些地方$用符号j&每千’代替数字%/%%$$应避免用这一符号#

.!由于百分和千分是纯数字$质量百分或体积百分的说法在原则上是无意义的#也不能在单位符号上加其他信息$
如i&4(4’或i&>(>’#正确的表示方法是%质量分数为%/’2或质量分数为’2i)体积分数为%/21或体积分数

为21i#质量分数和体积分数也可以这样表示$例如1#D(D和0/.9?(9##
不能使用\\9$\\̂9和\\S这类缩写#

##

!"!"#"*$!



%/!/’!其他单位制和杂类单位

力学中的Q!*制单位是一贯制的!其三个基本量为长度"质量和时间!相应的基本单位为#
厘米

克

秒

实际上!这一单位制由于增加了开尔文"摩尔和坎德拉作为基本量热力学温度"物质的量和发光强

度的基本单位而扩大了$
根据量制与方程式的选择!电学和磁学的单位在Q!*制中按几种方式来规定$详细资料见!"

#$%./1附录E$
Q!*制导出单位的专门名称和符号!如达因%@5:&"尔格%4;D&"泊%O&"斯托克斯%*7&"高斯%!&"奥

斯特%+4&和麦克斯韦%]V&等!都不得与*)并用$
在!"#$%./$$#$%./$#中!Q!*制导出单位的专门名称在附录中给出$这些附录是参考件!它们

不是标准技术内容的补充$
当然!还有一些国家选定的非*)的法定计量单位$其中!分"小时和电子伏是国际计量大会允许与

*)并用的单位$表1列出了这些单位$

表1!可与国际单位制单位并用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量的名称 单位名称 单位符号 与*)单位的关系

时间

分 9=: $9=:K’%6

’小(时 ^ $̂ K’%9=:K#’%%6

日!%天& @ $@K.0̂ K&’0%%6

’平面(角

度 ‘ $‘K%%)$&%&;<@

’角(分 a $aK%$)’%&‘K%%)$%&%%&;<@

’角(秒 b $bK%$)’%&aK%%)’0&%%%&;<@

体积 升 ?!3 $?K$@9#K$%N#9#

质量
吨

原子质量单位

7
c

$7K$%#CD
$c%$/’’%10%d$%N.2CD

旋转速度 转每分 ;)9=: $;)9=:K%$)’%&6N$

长度 海里 :9=?4 $:9=?4K$&1.9%只用于航行&

速度 节 C:
$C:K$:9=?4)̂ K%$&1.)#’%%&9)6
%只用于航行&

能 电子伏 4J $4J%$/’%.$22d$%N$-H

级差 分贝 @"

线密度 特’克斯( 74V $74VK$%N’CD)9

面积 公顷 9̂. $̂ 9. K$%09.

注#

$!平面角单位度"分"秒的符号!在组合单位中应采用%‘&"%a&"%b&的形式$
例如!不用‘)6而用%‘&)6$

.!升的两个符号属同等地位!可任意选用$

#!公顷的国际通用符号为 <̂$

0#

!"!"#"*$!



!!关于符号和数字印刷方面的规定

!/"!量的符号

!/"/"!符号

量的符号通常是单个拉丁或希腊字母!有时带有下标或其他的说明性标记"无论正文的其他字体

如何!量的符号都必须用斜体印刷!符号后不附加圆点#正常语法句子结尾标点符号除外$"
注%

$!量的符号见!"#$%./$$#$%./$%&!"#$%./$.和!"#$%./$#"

.!矢量和其他非标量的符号在!"#$%./$$中给出"

#!有时用由两个字母构成的符号表示量的量纲一的组合#如雷诺数)*$"如果这种由两个字母所构成的符号在乘

积中作为因数出现!则它与其余符号之间应留一空隙"

!/"/%!下标印刷方面的规则

如在某些情况下!不同的量有相同的符号或是对一个量有不同的应用或要表示不同的值!可采用下

标予以区分"
根据下列原则印刷下标%
表示物理量符号的下标用斜体印刷"
其他下标用正体印刷"
例%

!!正体下标 斜体下标

2D#D%气体$ 21#1%压力$

3:#:%标准$ (<?<,<#<%连续数$

-;#;%相对$ (@?@A@#@%连续数$

5C#C%动的$ 3B,#B!,%连续数$

.4#4%电的$ 1@#@%@轴$

($’.#$’.%一半$ C!#!%波长$
注%

$!用作下标的数应当用正体印刷!表示数的字母符号一般都应当用斜体印刷"

.!关于下标的应用!可参阅!"#$%./’和!"#$%./$%的特殊说明"

!/"/!!量的符号组合(量的基本运算

如果量的符号组合为乘积!其组合可用下列形式之一表示%

?A!?A!?)A!?dA
注%

$!在某些领域!例如在矢量分析中!?)A与?dA有区别"

.!关于数的相乘见#/#/#条"

如果一个量被另一个量除!可用下列形式之一表示%

?
A
!?’A或写作?和AN$之积!如?)AN$

此方法可以推广于分子或分母或两者本身都是乘积或商的情况"但在这样的组合中!除加括号以

避免混淆外!在同一行内表示除的斜线#’$之后不得有乘号和除号"
例%

?A
D $?A

’D$?AD#$

!! ?’A
D $#?’A$’D$?A#$D#$!但不得写成?’A’D(

1#

!"!"#"*$!



然而?!A
D!;$

?;
AD

!! ?
AD$?

!"A#D$$?!AD%但不得写成?!A#D

在分子和分母包含相加或相减的情况下%如果已经用圆括号"或方括号&或花括号$%则也可以用斜线’
例(

"?kA$!"Dk;$意为?kA
Dk;

)括号是必需的’

?kA!Dk;意为?kADk;
)但为了避免发生误解%可写成?k"A!D$k;’

括号也可以用于消除由于在数学运算中使用某些标志和符号而造成的混淆’

!/%!单位的名称和符号

!/%/"!单位的符号

本标准只推荐使用!"#$%%中所规定的符号’
在某些必须使用中文符号的情况下%可按!"#$%%的规定构成中文符号’
单位的中文名称构成原则见!"#$%%’
在印刷中%无论其他部分的字体如何%单位符号都应当用正体印刷’在复数时%单位符号的字体不

变’除正常语法句子结尾的标点符号外%单位符号后不得附加圆点’单位符号应当置于量的整个数值

之后%并在其间留一空隙’
在单位符号上附加表示量的特性和测量过程信息的标志是不正确的"参阅!"#$%%的’/$/#$’
例(
应是E9<V$1%%J"不是E$1%%J9<V$
单位符号一般用小写字母印刷’如果单位名称来源于人名%则其第一个字母用大写字母印刷’
例(

!!9"米$

!!6"秒$

!!E"安培$

!!PS"韦伯$

!/%/%!单位的符号组合

当组合单位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相乘而构成时%应当以下列形式之一表示(

I#9%I9
注(第二种形式也可以写成中间不留空隙%但如果单位之一的符号也是词头的一种符号时%就必须特别注意’例如

9I表示毫牛顿%而不是米牛顿’

当组合单位由一个单位除以另一个单位构成时%应当以下列形式之一表示(

9
6
%9!6%9#6N$’

除加括号以避免混淆外%在同一行内的斜线"!$之后不得有乘号或除号’在复杂情况下应当用负数

幂或括号’

!/%/!!*)词头的印刷和使用

词头的符号应当用正体印刷%它与单位符号之间不留空隙’
不许用重叠词头’
词头符号与紧接的单个单位符号构成一个新的"十进倍数或分数$单位符号%它可以取正数或负数

幂%也可以与其他单位符号组合%构成组合单位符号%参阅#/./.’

’#

!"!"#"*$!



例!

$G9#K"$%N.9## K$%N’9#

$#6N$K"$%N’6#N$ K$%’6N$

$CE$9K"$%#E#$9K$%#E$9
注!由于历史原因%质量的基本单位名称千克中含有词头&千’(质量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由词头加在&克’字之前

构成%例如毫克"9D#%而非微千克"#CD#(

*)词头的使用规则以及中文词头符号的使用规则见!"#$%%(

!/!!数

!/!/"!数的印刷

数一般应当用正体印刷(
为使多位数字便于阅读%可将数字分成组%从小数点起%向左和向右每三位分成一组%组间留一空

隙%但不得用逗号)圆点或其他方式(
数的具体书写与印刷应符合!"$T$/$*$--#+标准化工作导则!第$单元!标准的起草与表述规

则!第$部分!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

!/!/%!小数记号

小数记号是位于底线上的圆点(在用外文书写的文件中%小数记号可用逗号(
如果数的量级小于$%则小数记号前面应当加零(

注!按)*+理事会的决议%)*+文件中的小数记号是逗号%但承认圆点也可作为小数点使用(

当整理版面需要调整字间间隙时%数值的应有间隙不得改变(

!/!/!!数的相乘

数字相乘的记号是&d’或居中圆点(
注!

$!在用外文书写的文件中%如果用居中圆点作为相乘的记号%则用逗号作为小数记号(

.!在我国数字间的相乘用&d’(

!/’!量的表示法

表示量值时%单位符号应当置于数值之后%数值与单位符号间留一空隙(据此%必须指出%在表示摄

氏温度时%摄氏度的符号U的前面应留空隙(唯一例外为平面角的单位度)分和秒%数值和单位符号之

间不留空隙(
如果所表示的量为量的和或差%则应当加圆括号将数值组合%置共同的单位符号于全部数值之后或

写成各个量的和或差(
例!

/$$.9N29K"$.N2#9K19
’$.&!0Ul%/.UK".&/0l%/.#U
"不得写成.&/0l%/.U#

!$..%""$F%!%.#P$"9-F#
!/(!化学元素和核素的符号

化学元素符号应当用罗马"正#体书写%符号后不得附加圆点"句子结尾的正常标点除外#(
例!

L!L4!Q!Q<
化学元素符号的完整表格列于!"#$%./&的附录E"补充件#和!"#$%./-的附录E"补充件#中(
说明核素或分子的附加下标或上标%应当具有下列意义和位置!
核素的核子数"质量数#表示在左上标位置%例如!

$0I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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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中核素的原子数表示在右下标位置!例如"
$0I.

质子数#原子序数$可在左下标位置指明!例如"

’0!@
如有必要!离子态或激发态可在右上标位置指明%
例"

!!!离子态

!!!!!!!!!I<k

!!!!!!!!!O+#N0 或#O+0$#N

!!!电子激发态

!!!!!!!!!L4)!I+)

!!!核激发态

!!!!!!!!!$$%ED)!$$%ED9

!/)!数学记号和符号

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记号和符号见!"#$%./$$%
!/&!希腊字母#正体与斜体$

<?\̂< 1 2 / "
S47< 3 4 0 &
D<99< 5 6 1 ’
@4?7< 7 8 2 (
4\6=?>: 9 : 3 $
M47< ; < 4 %
47< = > 5 )
7̂47< 0 ?!@ 6 7!,
=>7< A B 8 9
C<\\< C D : ;
?<9S@< E F < !
9c G # = -
:c H I > ?
V= J K @ A
>9=G;>: L M B C
\= N % D E
;̂> O !P F !*
6=D9< Q R G H
7<c S T I J
c\6=?>: U V K L
\̂= W X!Y M N!O
Ĝ= Z [ P .
\6= \ ] Q R
>94D< ! ^ + #

&#

!"!"#"&$!



附!录!%
物理量名称中所用术语的规则

!参考件"

%#!引言

当一物理量无专门名称时#其名称一般是一个与系数!G>4__=G=4:7"$因数或因子!_<G7>;"$参数或参量

!\<;<9474;"$比或比率!;<7=>"$常量或常数!G>:67<:7"等术语组合的名称%与此类似#比!6\4G=_=G"$密度

!@4:6=75"$摩尔&的’!9>?<;"等术语也加于物理量名称中#以表示其他相关量或导出量%如同选择适当

的符号一样#物理量的命名也需要某种规则%
本规则既不企图作为硬性规定#也不企图消除已与各种学术语言融在一起的常有的分歧%
但是#有一个使用这些术语的规则#看来还是有用的%因为对特定量#按此规则#可根据所用名称提

供更多的关于此量性质的信息%希望在引进量的新名称时能遵守这些规则(在修订旧术语和构成新术

语时#能仔细检查与这些规则的分歧%
注)本附录中的多数例子是从现存实际中选取的#并不企图作出建议%

%"!系数!G>4__=G=4:76"#因数或因子!_<G7>;6"

在一定条件下#如果量+正比于量-#则可以用乘积关系式+$,-表示#式中作为乘数出现的量,
常称为系数$因数或因子%
%"&"!如果量+和量-具有不同量纲#则用系数这一术语%

例)
霍尔系数!L<??G>4__=G=4:7")+L!!!!!!!!!!

!L $+L!""#"
线&膨’胀系数!?=:4<;4V\<:6=>:G>4__=G=4:7")?/

@/*/$?/@(
扩散系数!@=__c6=>:G>4__=G=4:7")G

#$#G’()*<
!注)有时用术语模量!9>@c?c6"代替术语系数%

例)
弹性模量!9>@c?c6>_4?<67=G=75")5

5$H*$
%"&%!如果两个量具有相同的量纲#则用因数或因子!_<G7>;"这一术语%因此#因数或因子为一量纲一

的乘数%
例)
耦合因数!G>c\?=:D_<G7>;"),

=$.$, =$=* .

品质因数!Wc<?=75_<G7>;")7
HIH$7)

摩擦因数!_;=G7=>:_<G7>;")-
8$-8:

%%!参数或参量!\<;<9474;6"#数!:c9S4;6"#比或比率!;<7=>6"

%%&"!物理量的组合#例如在方程式中出现的那种#常被视为构成新的量%这种量有时称为参数或参量

-#

!"!"#"+$!



!\<;<9474;6"#
例$
格林爱森参数!!;m:4=64:\<;<9474;"$’

’$">%;D>*
%%&%!某些物理量的量纲一的组合&例如在描述传输现象中出现的那种&称为特征数!Ĝ<;<G74;=67=G
:c9S4;6"&并在名称中带有数!:c9S4;"这一字#

例$
雷诺数!g45:>?@6:c9S4;"$)*

)*$*./%)
普朗特数!O;<:@7?:c9S4;"$J6

J6$)D*%!
%%&!!由两个量所得的量纲一的商&常称为比’率(!;<7=>6"#

例$
热容比!̂4<7G<\<G=75;<7=>"$’

’$D1%D.
热扩散比!7̂4;9<?@=__c6=>:;<7=>"$,(

,( $G(%G
迁移率比!9>S=?=75;<7=>"$A

A$-#%-:
!注$

$!小于$的比’率(有时用分数!_;<G7=>:"这一术语#
例$
质量分数!9<66_;<G7=>:"$K"

K"K4"%(E4E
敛积分数!\<GC=:D_;<G7=>:"$L

L$76%+
.!有时用率!=:@4V"代替比’率(!;<7=>"#不推荐扩大此用法#
例$
折射率!;4_;<G7=X4=:@4V"$<

<$D%%D

%!!级!?4X4?6"

量8和该量的参考值8% 之比的对数&称为)级*#
例$
场量级!?4X4?>__=4?@Wc<:7=75"$=8

=8 $?:!8%8%"

%’!常量或常数!G>:67<:76"

%’&"!一物理量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均有同一量值&则称为普适常量或普适常数!c:=X4;6<?G>:67<:7"#
除非有专用名称&否则&此名称均含有)常量或常数*这一术语#

例$
引力常量!D;<X=7<7=>:<?G>:67<:7"$M
普朗克常量!O?<:GCG>:67<:7"$9

%0

!"!"#"+$!



%’&%!一特定物质的物理量如果在任何情况下均有同一量值!则称为物质常量"G>:67<:7>_9<774;#$
除非有专用名称!否则!此名称也含有%常量&这一术语$

例’
某特定核素的衰变常量"@4G<5G>:67<:7_>;<\<;7=Gc?<;:cG?=@4#’!

%’&!!仅在特定条件下保持量值不变!或由数学计算得出量值的其他物理量!有时在名称中也含有%常
量或常数&这一术语!但不推荐扩大此用法$

例’
化学反应的标准平衡常数"67<:@<;@4Wc=?=S;=c9G>:67<:7_>;<Ĝ49=G<?;4<G7=>:#"它随温度而

变#’N+

某特种晶格的马德隆常量"]<@4?c:DG>:67<:7_>;<\<;7=Gc?<;?<77=G4#’"

%(!常用术语

%(&"!形容词%质量(的)"9<66=G#&或%比"6\4G=_=G#&加在量的名称之前!以表示指该量被质量除所得

之商$
例’
质量热容"9<66=Ĝ 4<7G<\<G=75#!
比热容"6\4G=_=Ĝ 4<7G<\<G=75#’D

! D$2*4

质量体积"9<66=GX>?c94#!
比体积"6\4G=_=GX>?c94#’.

! .$>*4

质量熵"9<66=G4:7;>\5#!
比熵"6\4G=_=G4:7;>\5#’O

! O$P*4

质量(放射性)活度"9<66=G<G7=X=75#!
比(放射性)活度"6\4G=_=G<G7=X=75#’?

! ?$+*4

%(&%!形容词%体积(的)"X>?c9=G#&或术语%密度"@4:6=75#&加在量的名称上!以表示该量被体积除所得

之商"参阅E1/0#$
例’
体积质量"X>?c9=G9<66#
(质量)密度"9<66@4:6=75#’*

! *$4*>

体积电荷"X>?c9=GĜ<;D4#
电荷密度"Ĝ<;D4@4:6=75#’*

! *$7*>

体积能(量)"X>?c9=G4:4;D5#
能(量)密度"4:4;D5@4:6=75#’K

! K$0*>

体积数"X>?c9=G:c9S4;#
数密度":c9S4;@4:6=75#’<

! <$Q*>

%(&!!形容词%线"?=:4=G#&或术语%线密度"?=:4<;///@4:6=75#&加在量的名称上!表示该量被长度除所

得之商$

$0

!"!"#"+$!



!!例!
线质量"?=:4=G9<66#
$质量%线密度"?=:4<;9<66@4:6=75#!*/

!
!

*/$4&/

线电流"?=:4=GGc;;4:7#
电流线密度"?=:4<;Gc;;4:7@4:6=75#!+

!
!
+$C&A

注!术语’线"?=:4<;#(常单独加在量的名称上)以区别类似的量*
例!
平均$直%线范围"94<:?=:4<;;<:D4#!) )$G)B&<
平均质量范围"94<:9<66;<:D4#!)* )*$)*
线膨胀系数"?=:4<;4V\<:6=>:G>4__=G=4:7#!"/ "/$/#$@/&@(
体膨胀系数"GcS=G4V\<:6=>:G>4__=G=4:7#!"> "> $>#$@>&@(
线衰减系数"?=:4<;<774:c<7=>:G>4__=G=4:7#!- -$#R#$@R&@@
质量衰减系数"9<66<774:c<7=>:G>4__=G=4:7#!-4 -4 $-&*

%(&’!形容词’面积"<;4=G#(或术语’面密度"6c;_<G4///@4:6=75#(加在量的名称上)以表示该量被面积

除所得之商*
例!
面质量"<;4=G9<66#)
$质量%面密度"6c;_<G49<66@4:6=75#!*+ *+ $4&+
面电荷"<;4=GĜ<;D4#)
电荷面密度"6c;_<G4Ĝ<;D4@4:6=75#!H H$7&+
术语’密度"@4:6=75#(加在表示通量"或流量#的名称上)以表示该量被面积除所得之商"参阅E1/

.#*
例!
热流$量%密度"@4:6=75>_̂ 4<7_?>e;<74#!S S$M&+
电流密度"4?4G7;=GGc;;4:7@4:6=75#!R R$C&+
磁通$量%密度"9<D:47=G_?cV@4:6=75#!- -$M&+

%(&(!术语’摩尔$的%"9>?<;#(加在量的名称前)表示该量被物质的量除所得之商*
例!
摩尔体积"9>?<;X>?c94#!>9 >9$>&<
摩尔热力学能"9>?<;7̂4;9>@5:<9=G4:4;D5#!E9 E9$E&<
摩尔质量"9>?<;9<66#!T T $4&<

%(&)!术语’浓度"G>:G4:7;<7=>:#(常加在量的名称上"特别是对混合物中的某种物质#)用以表示该量

被总体积除所得之商*
例!
"的$物质的量%浓度""<9>c:7(>_(6cS67<:G4#G>:G4:7;<7=>:>_"#!D" D"$<"&>
"的分子浓度"9>?4Gc?<;G>:G4:7;<7=>:>_"#!2" 2"$Q"&>
"的质量浓度"9<66G>:G4:7;<7=>:>_"#!*" *"$4"&>
术语’光谱密集度("6\4G7;<?G>:G4:7;<7=>:#(用以表示光谱分布函数"参阅!"#$%./’的引言#*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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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的修约规则

!参考件"

"#!在数据处理中#常遇到一些准确度不相等的数值#此时如果按一定规则对数值进行修约#既可节省

计算时间#又可减少错误$
""!修约的含义是用一称做修约数代替一已知数#修约数来自选定的修约区间的整数倍$

例%
修约区间%%/$
整数倍%$./$#$./.#$./##$./0等$
修约区间%$%
整数倍%$.$%#$..%#$.#%#$.0%等$

"%!如果只有一个整数倍最接近已知数#则此整数倍就认为是修约数$
例%
!$"修约区间%%/$

已知数 修约数

$./..# $./.
$./.1$ $./#
$./.21 $./#

!."修约区间%$%
已知数 修约数

$.../# $..%
$..1/$ $.#%
$..2/1 $.#%

"!!如果有两个连续的整数倍同等地接近已知数#则有两种不同的规则可以选用$
规则E%选取偶数整数倍作为修约数$
例%
!$"修约区间%%/$

已知数 修约数

$./.1 $./.
$./#1 $./0

!."修约区间%$%
已知数 修约数

$..1/% $..%
$.#1/% $.0%

规则"%取较大的整数倍作为修约后的数$
例%
!$"修约区间%%/$

已知数 修约数

$./.1 $./#
$./#1 $./0

!."修约区间%$%

#0

!"!"#"&$!



已知数 修约数

$..1/% $.#%
$.#1/% $.0%

注!通常规则E较为可取"例如它在处理一系列测量数据时有特殊的优点"可使修约误差最小#规则"广泛用于计

算机#

"’!用上述规则作多次修约时"可能会产生误差#因此推荐一次完成修约#
例!$./.1$应修约成$./#"而不是第一次修约成$./.1"然后修约成$./.

"(!上述规则只用在对选择修约数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例如"在考虑安全需要或已知极限的情况下"
最好只按一个方向修约#
")!必须指明修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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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有关量和单位国际组织

!参考件"

+"!国际计量局#国际计量大会#国际计量委员会

国际计量局!")O]"是根据$&21年1月.%日在巴黎签署的$米制公约%而成立的&它坐落在法国巴

黎近郊布雷多依宫的领地内&由米制公约成员国共同分担经费’截止到$--.年$月$日&共有02个成

员国’国际计量局的任务是保证物理计量在世界范围的统一’
国际计量局在国际计量委员会!Q)O]"的直接监督下工作&国际计量委员会由来自不同成员国的$&

位科学家组成’
国际计量委员会是在国际计量大会!Q!O]"的领导下工作&国际计量大会包括所有米制公约成员

国代表&每0年召开一次大会&国际计量大会的职责是(
进行必要的磋商&确保国际单位制!*)"!由米制而来"的推广和进步)
确认新的基本量的定义)
采纳有关国际计量局的组织和发展的重要决定’
自$-.2年&国际计量委员会已设立&个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就专门问题向国际计量委员会提

出建议&就协调各自领域进行的国际工作提出设想’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国际法制计量局#国际法制计量委员会

国际法制计量组织!+)]3"依据国际协议于$-11年成立&截止到$--.年$月$日&共有0-个成员

国和#0个通讯成员国’这一政府间组织的主要目的是(
确定法制计量的一般原则)
研究法制计量的法规特点的问题)
建立起草计量仪器法规的模式’
这个组织的组成是(
国际法制计量局!")]3"&它设在法国巴黎)
国际法制计量委员会!Q)]3")
国际法制计量大会和其他技术委员会!通信员秘书处和报告秘书处"’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第$.技术委员会’
国际标准化组织!)*+"是各国标准机构的一个国际性协会’它成立于$-0’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的

成员为各国的国家标准组织’截止到$--$年$.月#$日&共有2.个会员和$&个通讯成员’
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央秘书处协调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活动&它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为了制定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领导着$20个技术委员会!TQ6"&’#%个分委员会!*Q6"和

$&.2个工作组!P!6"!截止到$--$年$.月"’
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共制定了约&.%%个国际标准出版物’国际标准化组织技

术委员会和分委员会的秘书处分布在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成员中’
国际标准化组织第$.技术委员会###)*+*TQ$.&量+单位+符号+换算因数&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负

责科学技术领域中量和单位国际标准的专门委员会’国际标准化组织第$.技术委员会成立于$-02
年&秘书处设在丹麦’$-&.年&该秘书处迁至瑞典’

国际标准)*+#$!共$0部分"和)*+$%%%及)*+标准手册.是该委员会的工作成果’
+’!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工委员会第.1技术委员会

国际电工委员会!)[Q"成立于$-%’年&它是电工和电子工程的世界标准的权威’截止到$--.年$
月$日&国际电工委员会由0.个国家的国家委员会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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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电工委员会中央办公室设在瑞士的日内瓦!与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央秘书处为邻"
&0个技术委员会#$$2个分委员会和21%个工作组负责起草标准"
国际电工委员会第.1技术委员会$$$)[Q%TQ.1!量和单位及它们的符号!负责准备电工技术的量

和单位国际标准"这些标准涉及它们的定义#名称#字母符号和使用!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它们一起

使用的记号和符号"
出版物&)[Q.2!电工技术中使用的字母符号!第$到第0部分"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符号#单位和名词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BOEO(于$-..年在布鲁塞尔成立"它的目标是&
在物理领域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符号#单位#名词和标准使用的国际统一"
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由各国国家委员会组成"截止到$--.年$月$日!国际纯粹与应用物

理联合会共有0#个成员国"全体大会指导联合会的工作!指定执行委员会和设立与联合会工作相关的

委员会"
$-#$年!为了在符号#单位和名词领域促进国际统一和制定国际建议!成立了符号#单位和名词委员

会’*BI委员会("$-2&年!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决定将符号#单位和名词委员会与原子质量和

基本常量委员会合并"最新的出版物是$-&2年出版#代替 B/)/O/.%’$-2&(的)/B/O/E/O/(.1
’$-&2(&物理学中的符号#单位#名词和基本常量"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名词和符号综合委员会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BOEQ(于$-$-年成立!是科学学科之一的化学的国际组织"它的任

务是&
促进成员国化学家之间的持续合作)
研究在纯粹与应用化学中需要规范#标准化和编纂的重要国际课题)
与其他研究化学特性的国际组织的合作)
促使纯粹与应用化学在所有领域的发展"
截止到$--.年$月$日!共有00个成员国和$#个观察员身份的国家"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

会还有一接纳1%%%多名化学家的会员计划"每.年举行一次的全体大会指导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

合会的工作!指定执行委员会和设立相应的委员会"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秘书处设在英国牛津"
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在世界上被认为是化学名词#术语#符号#元素和相关物质的摩尔质量

的国际权威"它的物理化学部第&/$委员会$$$关于符号#术语和单位!主要负责提出与)*+%TQ$.
工作相关的建议!但其他委员会’特别是临床化学部第,/.委员会(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名词和符号

综合委员会’)nQI*(协调他们的工作"
出版物&物理化学中的量#单位和符号’$-&&("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量和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由全国量和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云祥#赵彤#杜荷聪#赵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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