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 3100-93
                                                                                代替 GB 3100一86

                      SI unit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use

                  of their multiples and of certain other units

引盲

    本标准等效采用酬琢标准ISO 1000;1992 ((SI单位及其倍数单位和一些其他单位的应用推荐》，参

照采用国际计量局《国际单位制（SI)))(1991年第6版）。

    本标准是目前已制定的有关量和单位的一系列国家标准之一，这一系列标准是：

    GB 3100 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

    GB 3101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GB 3102. 1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GB 3102. 2 周期及其有关现象的量和单位；

    GB 3102.3 力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4 热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5 电学和磁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6 光及有关电磁辐射的量和单位；

    GB 3102. 7 声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8 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9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GB 3102. 10 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GB 3102. 11 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

    GB 3102.12 特征数；

    GB 3102. 13 固体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国际单位制是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基础，一切属于国际单位制的单位都是我国的法定计量单位。

    除特别说明的以外，本标准给出的计量单位均为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列出了国际单位制（SI)的构成体系，规定了可以与国际单位制并用的单位以及计量单位的

使用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国民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一切领域中使用计量单位的场合。

2 国际单位制的构成

2.1 国际单位制（Le Systeme International d'Unites）及其国际简称SI是在1960年第11届国际计量

大会上通过的。

2.2 国际单位制的构成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一12一27批准 1994一07一01实施



                                        GB 3100一93

                            ｛Si基本单位（见表1)

                  Si单位弓 f包括Si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

    ＿＿、、．卜．＿＿．｝ (Si导出单位弓 的Si导出单位（见表2、表3)
    国际单位制（SI)悦 ”一’一｝＊＿’万＊，，几万＿，二．，＿五。

  一7‘一1一”“、一’｝ 。组合形式的Si导出单位
                    Si单位的倍数单位

2.3 Si单位是国际单位制中由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构成一贯单位制的那些单位。除质量外，均不带Si

词头（质量的Si单位为千克）。关于一贯单位制的详细说明见GB 3101《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

则》。

2.4 国际单位制的单位包括si单位以及Si单位的倍数单位。

·2. 5 sI单位的倍数单位包括ST单位的十进倍数和分数单位。

3 Si单位

3.1 sI基本单位

    国际单位制以表1中的七个基本单位为基础，其定义见附录B（参考件）。

                                    表 1  Si基本单位

            量 的 名 称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符 号

        长度 米 m

        质量 千克（公斤） kg

          时间 秒

        电流 安〔培］ A

        热力学温度 开［尔文」 K

        物质的量 摩【尔］ mol

        发光强度 坎「德拉］ cd

      注：

      1 圆括号中的名称，是它前面的名称的同义词，｝；同。

      2 无方括号的量的名称与单位名称均为全称。方括号中的字，在不致引起混淆、误解的情况下，可以省略。去掉方括号中的字

        即为其名称的简称。F同。

      3 本标准所称的符号，除特殊指明外，均指我国法定计量单位中所规定的符号以及国际符号，下同。

      4 人民生活和贸易中，质量习惯称为重量

3.2 SI导出单位

    导出单位是用基本单位以代数形式表示的单位。这种单位符号中的乘和除采用数学符号。例如速

度的Si单位为米每秒（m/s)。属于这种形式的单位称为组合单位。

    某些Si导出单位具有国际计量大会通过的专门名称和符号，见表2和表3。使用这些专门名称并用

它们表示其他导出单位，往往更为方便、准确。如热和能量的单位通常用焦耳（J)代替牛顿米（N"m)，电

阻率的单位通常用欧姆米（f2·m）代替伏特米每安培（V．m/A),

    Si单位弧度和球面度称为Si辅助单位，它们是具有专门名称和符号的量纲一的量的导出单位。在

许多实际情况中，用专门名称弧度（(rad）和球面度（sr）分别代替数字1是方便的。例如角速度的Si单位

可写成弧度每秒（rad/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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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 包括si辅助单位在内的具有专门名称的si导出单位

扛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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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导出单位

巨二州
    用si基本单位和具有专门名称的si导出单位或（和）si辅助单位以代数形式表示的单位称为组合

形式的si导出单位。

3.3 Si单位的倍数单位

    表4给出了si词头的名称、简称及符号（词头的简称为词头的中文符号）。词头用于构成倍数单位

（十进倍数单位与分数单位），但不得单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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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头符号与所紧接的单位符号”应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它们共同组成一个新单位（十进倍数或分数

单位），并具有相同的幂次，而且还可以和其他单位构成组合单位。

    例1：1 cm，二（10̀Z m)3=10-' m3

    例2: 1 is-'= (10-6 s)-'=106 s一’
    例3.- 1 mm2/s二（10-' m)1/s=10-6 mz/s

    例4 s 10-3 tex可写为mtex

    不得使用重叠词头，如只能写nm，而不能写mpm,

    注：由于历史原因，质盈的Si单位名称“干克”中。已包含yi词头“千”，所以质量的倍数单位由词头加在 “克”前构

成．如用毫克（mg)而不得用微千克伽kg).

                                        表 4  SI词头

一
    1) 这里的单位符号一词仅指Si基本单位和SI导出单位，而不是组合单位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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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l单位及其倍数单位的应用

4.1 s1单位的倍数单位根据使用方便的原则选取。通过适当的选择，可使数值处于实用范围内。

4.2 倍数单位的选取，一般应使量的数值处于0.1-1 000之间。

    例1：1.2X104N可写成12 kN

    例2 : 0. 003 94 m可写成3. 94 mm

    例3 : 1 401 Pa可写成1. 401 kPa

    例4: 3. 1 X 10-'s可写成31 ns

    在某些情况下，习惯使用的单位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如大部分机械制图使用的单位用毫米，导线截面积单位用平方毫米，领土面积用平方千米。

    在同一量的数值表中，或叙述同一量的文章里，为对照方便，使用相同的单位时，数值范围不受限

制。

    词头h（百）,da（十）,d（分）,c（厘）一般用于某些长度、面积和体积单位。

4.3 组合单位的倍数单位一般只用一个词头，并尽量用于组合单位中的第一个单位。

    通过相乘构成的组合单位的词头通常加在第一个单位之前。

    例如：力矩的单位kN·m，不宜写成N·km.

    通过相除构成的组合单位，或通过乘和除构成的组合单位，其词头一般都应加在分子的第一个单位

之前，分母中一般不用词头，但质量单位kg在分母中时例外。
    例1：摩尔热力学能的单位kJ/mol，不宜写成J/mmol o

    例2：质量能单位可以是kJ/kg.
    当组合单位分母是长度、面积和体积单位时，分母中可以选用某些词头构成倍数单位。

    例如：体积质量的单位可以选用g/cm3 0

    一般不在组合单位的分子分母中同时采用词头。

4.4 在计算中，为了方便，建议所有量均用Si单位表示，将词头用10的幂代替。

4. 5 有些国际单位制以外的单位，可以按习惯用Si词头构成倍数单位，如MeV, mCi , mL等，但它们

不属于国际单位制。见附录A（补充件）第6栏。

    摄氏温度单位摄氏度，角度单位度、分、秒与时间单位日、时、分等不得用Si词头构成倍数单位。

5 单位名称

5.1 表1至表3规定了单位的名称及其简称。它们用于口述，也可用于叙述性文字中。

5.2 组合单位的名称与其符号表示的顺序一致，符号中的乘号没有对应的名称，除号的对应名称为

“每”字，无论分母中有几个单位，“每”字只出现一次。

    例如：质量热容的单位符号为J/(kg·K)，其名称为“焦耳每千克开尔文”，而不是“每千克开尔文焦

耳”或“焦耳每千克每开尔文”。
5.3 乘方形式的单位名称，其顺序应为指数名称在前，单位名称在后，指数名称由相应的数字加“次方”

二字构成。

    例如：截面二次矩的单位符号为m"，其名称为“四次方米”。

5. 4 当长度的二次和三次幂分别表示面积和体积时，则相应的指数名称分别为“平方”和“立方”，其他

情况均应分别为“二次方”和“三次方”。

    例如：体积的单位符号为m3，其名称为“立方米”，而截面系数的单位符号虽同是m3，但其名称为

“三次方米”。

5.5 书写组合单位的名称时，不加乘或（和）除的符号或（和）其他符号。

    例如：电阻率单位符号为n"m，其名称为“欧姆米”，而不是“欧姆·米”、“欧姆一米”、“［欧姆」仁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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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 单位符号

6.1 单位符号和单位的中文符号的使用规则

6.1.1 单位和词头的符号用于公式、数据表、曲线图、刻度盘和产品铭牌等需要明了的地方，也用于叙

述性文字中。

6.1.2 本标准各表中所给出的单位名称的简称可用作该单位的中文符号（简称“中文符号”）。中文符号

只在小学、初中教科书和普通书刊中在有必要时使用。

6.1.3单位符号没有复数形式，符号上不得附加任何其他标记或符号（参阅GB 3101的3.2. 1).'
6.1.4 摄氏度的符号℃可以作为中文符号使用。

6.1.5 不应在组合单位中同时使用单位符号和中文符号；例如：速度单位不得写作km／小时。

6.2 单位符号和中文符号的书写规则

6.2.1 单位符号一律用正体字母，除来源于人名的单位符号第一字母要大写外，其余均为小写字母（升

的符号1.例外）。

    例：米（m)； 秒（S)； 坎［德拉］(CCI) 4

        安［培］(A)；帕［斯卡］(Pa)；韦［伯I(Wb）等。

6.2.2 当组合单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位相乘而构成时，其组合单位的写法可采用下列形式

之一：

      N ·m；N m

    注：第二种形式，也可以在单位符号之间不留空隙。但应注意，当单位符号同时又是词头符号时，应尽量将它置于右

        侧，以免引起混淆。如mN表示毫牛顿而非指米牛顿。

    当用单位相除的方法构成组合单位时，其符号可采用下列形式之一：
                                        1n

        m is：m ．s ’： 一
                                        s

    除加括号避免混淆外，单位符号中的斜线（／）不得超过一条。在复杂的情况下，也可以使用负指数。

6.2.3 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相乘所构成的组合单位，其中文符号形式为两个单位符号之间加居中圆

点，例如：牛·米。

    单位相除构成的组合单位，其中文符号可采用下列形式之一：

    、，。，、、 二卜一，米    米／秒；米·秒一，；尖
      ’一‘V’,,- ’     V ’秒

6.2.4 单位符号应写在全部数值之后，并与数值间留适当的空隙。

6.2.5                                51词头符号一律用正体字母,Si 词头符号与单位符号之间，不得留空隙。

6.2.6 单位名称和单位符号都必须作为一个整体使用，不得拆开。如摄氏度的单位符号为℃。20摄氏

度不得写成或读成摄氏20度或20度，也不得写成200 C，只能写成20℃。

7 可与国际单位制单位并用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7.1 由于实用上的广泛性和重要性，可与国际单位制单位并用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列于表5中。



                                        GB 3100一93

                      表5 可与国际单位制单位并用的我国法定计量单位

全一
二止少

      注：

      1 平面角单位度、分、秒的符号，在组合单位中应采用（“）、（‘）、（，’）的形式。

        例如，不用。/s而用（(0)/so

    2 升的符号中，小写字母I为备用符号。

      3 公顷的国际通用符号为ha

7.2 根据习惯，在某些情况下，表5中的单位可以与国际单位制的单位构成组合单位。例如，kg/h,

km/h。见附录A（补充件）第5与第6栏。

7.3 根据《全面推行我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意见》中“个别科学技术领域中，如有特殊需要，可使用某些非

法定计量单位，但也必须与有关国际组织规定的名称、符号相一致”的原则，ISO 1000及ISO 31所提出
的暂时可使用的其他单位列于GB 3102和本标准附录A（补充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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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S1单位的十进倍数与分数单位及

                                  可并用的某些其他单位示例

                                          （补充件）

    本附录给出了常用的大多数量的S1单位的十进倍数与分数单位以及可以使用的某些其他单位的

示例。它只给以选择而并非限制，在各个技术领域中，以同样的方式表示量值当然是有益的。对于某些

需要（例如，在科学和教育中的应用），选择S1单位的十进倍数与分数单位，比在下列表中的示例有更大

的灵活性。

在GB 3102. 1一 一””一’ST单位的一；：；：：骂蒙黑衷一、＿＿＿二二＿＿，。

rfiA}(1)一｝件卜 (5)t5)          ((牛一
  第 I部分：GB 3102. 1((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1-1 ［平面］角 rad 当弧度不适用时，推

          angle, 弧度 荐使用冈（gon-grade)
          plane angle        (radian） 及其分数单位。

                                                          0（度）， gon（冈），

                              1' } 7c 180  rad                                   1 gun =200 rad
                                        mrad 在S1单位栏中，括号

                                                                                        内为单位的英文名称，
                                                          ，（分）， 下同

                                                              1’二（1/60)0

                                                                  11（秒），

                                                              1"= (1/60)'

                                                  fcrad

  1-2 立体角

              solid angle 球面度

                                  (stera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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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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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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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三一少P7 q x h  w 41 m CIPMil.f h sI W9hf1JP- 9(5) ` hfw-(5)         (6)少
  第H部分：GB 3102. 2((周期及其有关现象的量和单位》

一一一
    1)参阅国际电工委员会出版物27-1(1971)

    第I部分：GB 3102. 3((力学的量和单位》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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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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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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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由于实用中的重要性或由于

  在GB 3102． 1                          Si单位的 专门领域的需要得到 CIPM   At I,,+ -r-M＊二二二＊。。  IUU口孟。如上 “十u. u :1      7 I J VY{ -4 [1 J而文”寸sa 备注和有关用于专门

  --3102.13中 量 ST单位 倍数单位 承认的Si以外的单位 领域的单位的介绍
  的项号 的选择

                      单位 （5 )'If A'J I GV*1 ft
      (1)           (2)           (3)          (4)   (5)        (6)                (7)

  3-26.1 能［量］ EJ

  和 energy,                  Pi

  3-26.2 功 TJ

                    work

                                                          GJ

                                                            MJ

                                                      kJ

                                            J

                                    焦［耳〕

                                    (joule)

                                                      mJ

  3-27 功率 GW

                  power                    MW

                                                            kW

                                              W

                                  瓦〔特］

                                          (watt)

                                                                mW

                                                    拌W

    第N部分：GB 3102. 4((热学的量和单位》

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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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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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刊｝
  第v部分：GB 3102.5《电学和磁学的量和单位》

  5-1 电流 kA

                  electric current      A

                                    安［培〕

                                  (ampere)

                                                                mA

                                                    ttA

                                                              nA

                                                    pA

  5-2 电荷「量」 A·h,

                electric charge， 1 A·h--

              quantity of                                                                   3.6 kC

                  electricity
                                                            kC

                                                  C

                                    库「仑〕

                                  (coulomb)

                                                    tic

                                                                    nC

                                                        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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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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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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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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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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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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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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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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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由于实用中的重要性或由于

在GB 3102. 1                              ST单位的 专门领域的需要得到CIPM 备注和有关用于专门
  -̂3102.13中 量 SI单位 倍数单位 承认的ST以外的单位 领域的单位的介绍

立一
  第vi部分：GB 3102.6((光及有关电磁辐射的量和单位》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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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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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一才华
  第VI部分：GB 3102.7(声学的量和单位》

  7-1 周期

                period， ms

                periodic time                         us

  7-2 频率 MHz

                frequency                             kHz

                                              Hz

  7-5 波长 m

              wavelength                            mm

  7-8 体积质量 kg/ma

                volumic mass,

                ［质量〕密度

                mass density,

                density

  7-9. 1 静压 Pa

                    static                               mPa

                pressure,                            /APR

  7-9. 2 （瞬时）声压

                    (instantaneous)

                sound pressure

  7-11 （瞬时）〔声」质 m/s

                点速度 mm/s

                    (instantaneous)

                sound particle

                velocity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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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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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由于实用中的重要性或由于

在GB 3102.1                         SI单位的 专门领域的需要得到CIPM 备注和有关用于专门
3̂102. 13中 量 SI单位 倍数单位 承认的SI以外的单位 领域的单位的介绍
  的项号 的选择

                      单位 ‘5>}"}h1}
      (1)           (2)           (3)         (4)          (5)           (6)                (7)

  7-32.1 声阻抗率 Pa·s/m

                specific

                          acoustic

                impedance

  7-33 声压级 B（贝［尔］）

              sound pressure                                                          dB（分贝），

                level                                                                  1 dB=10-' B

  7-35 声功率级 B（贝［尔〕）

                sound power                                                             dB（分贝），

                level                                                                  1 dB=10-' B

  7-46 隔声量 B（贝［尔〕）

              sound                                                                   dB（分贝），

                reduction                                                              1 dB=10-' B

                    index

  7-47 吸声量 m2

                equivalent

                absorption

                    area of a

                    surface or

                object

  7-48 混响时间

                    reverberation

                          tim e

  第VIII部分：GB 3102.8((物理化学和分子物理学的量和单位》

8-3 1          W} }I M_ -r 一kmol一 一 一
        1        acnuuuc“’ I    m01 ｝ ｝ ｛ ｝

          ｝ ｝ ｝ Nmoi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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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二
                    capacity

  8-9 摩尔嫡 J/ (mol·K)

                  molar entropy

  8-13         B的浓度， mol/dm3       mol/L 关于升，参阅1-6

              concentration 或
                of B,                        kmol/m3

                B的物质的量 mol /m3

                浓度

                    amount-of-

                    substance

                          concentration

                    of B

’8-16 溶质 B的质量 mol/kg

              摩尔浓度 mmol/kg

                molality of

                solute B

  8-39 扩散系数 mZ/s

                    diffusion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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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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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由于实用中的重要性或由于
  在GB 3102. 1                              SI单位的 专门领域的需要得到CIPM 备注和有关用于专门
  -̂3102.13中 量 SI单位 倍数单位 承认的SI以外的单位 领域的单位的介绍

巢一厂丁拳平(5)4:-!4 O}fA(1)           (2)           (3)         (4)          (5)             (6)一一
  第X部分：GB 3102. 10《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

  10-1 反应能 J

                    reaction                                                   GeV

                energy MeV

                                                                                                        keV

                                                        eV（电子伏），

                                                                              1 eV-

                                                                        1. 602 177 X

                                                              10-'9 1

  10-50.2 吸收剂量 Gy                                                  rad（拉德），

              absorbed dose 戈［瑞〕 1 rad=10-2 Gy

                                  (gray)

                                                    mGy

  10-52 剂量当量 Sv                                                  rem（雷姆），

                dose 希［沃特〕 1 rem=10-2 Sv

              equivalent         sievert

                                                                mSv

  10-57 照射量 C/kg                                            R（伦琴），

              exposure                       mC/kg                                                     1 R=2.58X10-4C/kg

  第XI部分：GB 3102.12《特征数》

享斗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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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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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国际单位制墓本单位的定义

                                          （参考件）

    基本单位

        米

    米是光在真空中（1/299 792 458) s时间间隔内所经路径的长度。

    ［第17届CGPM (1983)]

        千克

    千克是质量单位，等于国际千克原器的质量。

    ［第1届CGPM (1889）和第3届CGPM (1901) ]

        秒

    秒是艳-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之间跃迁所对应的辐射的9 192 631 770个周期的持续时
间。

    ［第13届CGPM (1967)，决议1]

          安培

    安培是电流的单位。在真空中，截面积可忽略的两根相距1 m的无限长平行圆直导线内通以等量
恒定电流时，若导线间相互作用力在每米长度上为2X10-'N，则每根导线中的电流为1 Ao

    [CIPM (1946)，决议2。第9届CGPM(1948）批准］

        开尔文

    热力学温度开尔文是水三相点热力学温度的1/273. 160

    ［第13届CGPM (1967 )，决议4]

    注：

    1第13届CGPM (1967，决议3)还决定单位开尔文与符号K用于表示温度间隔或温度差。

    2除以开尔文表示的热力学温度（符号T）外，也使用按式t=T-T。所定义的摄氏温度（符号t)，式中To=

        273. 15 K。单位“摄氏度”等于单位“开尔文”；“摄氏度”是表示摄氏温度时，用来代替“开尔文”的一个专门名称。

        但是摄氏温度间隔或摄氏温度差可以用摄氏度表示，也可以用开尔文表示。

        摩尔

    摩尔是一系统的物质的量，该系统中所包含的基本单元数与0. 012 kg碳一12的原子数目相等。在使
用摩尔时，基本单元应予指明，可以是原子、分子、离子、电子及其他粒子，或是这些粒子的特定组合。
    〔第14届CGPM (1971)，决议3]

        坎德拉

    坎德拉是一光源在给定方向上的发光强度，该光源发出频率为540 X 10'2 Hz的单色辐射，且在此方
向上的辐射强度为（1/683) W/sro

    ［第16届CGPM (1979)，决议3]



                                  GB 3100一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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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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