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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和依据=

核科学领域量和单位的国家标准

酷画蜂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

摘要

综述了制订核科学领域量和单位两项国标的原则和依据.引进

了物理量名称新的构词法和定名导则.对某些重要物理量的概念作

了说明.澄清了一些错误用法.从与国际标准、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

委员会推荐的量相比较中阐明了该标准的特点，为其在全国原入贯

彻实施提供了有用资料.



FRINCIPLES AND FOUNDATION:

NATIONAL STANDARDS ON QUANTITIES AND

UNITS IN NUCLEAR SCIENCE FIELD

(Ira Chiltne)

Chen Lishu

(CHINA INSTITUTE OF ATOMIC ENERGY. BEIJING)

ABSTRACT

The main contents of National Standards on QruJrrti:irs ωul units of曲跚icand

nuclrar physics (GB 3102.9) and Q翩翩lilies and rmilS of nfli:lrar rraetions and

ionizing radiIJJions (GB 310. 10) are pr臼ented in which m岱t imponant quantities

with their symbols and definitions in the nuclear scientific field are given. The prin

ciples and foundation , including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SDana its appli

cati~n to the nuclear scientific field , in the setting of the National Standards are ex

pl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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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用..袭示事II的大小租车质. lIII it量行为，是人类带布的才筐.在大约一万年以前

人们it学会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最翻的II量.仅仅籍的是最厦、容量和质量{因

为.撞的是极衡，面极晕'量码.衡量再.度量的则是质量λ 度量.单位的产生和发展是人

英文萌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量可以分为，"可般的量·和·可割的量·两大突.通过计鼓得到的

量称为可敬的量事只能通过使用某种测量罄奥得到的量称为可割的量.后者能反'民出旗"

体聋现象的一定的"踵'警筐，因此又称为"衡理量·.伴随近代科孝技术的发展.可以定量

测量的"量'显著JliII.现已不下.百种，因此度量·这一原始慨念的内容也就扩大起来.

广义地说，确定量值的大小及奠精密、准确的畏度篝叫‘计量'，因此计量的定义是"以确

定量值为目的的一组操作'.研究测量、保证测量统一和准确的科学称为汁量李.在现代it

量学领城里.已经用广义的 "it量"一词代售了度量·这一夜义命名.不过从时间上来看，

现代计量学的发展充奠量不过只有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大约为度量衡历史时朗的百分之一.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的计量嗣度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禄的曲折过霞，进而达到今

天统一于国际单位制 (51) 之中.这个过理蕴含蕃人民的聪明才智.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

进步.

所谓汁量单位是"量.. (过去称为精理量》的单位.量和单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辐射

量和单位是核科学的基础.按照国际计量局 (BIPM>. 国际法嗣计量组织 COIML>.国际

标准化组织。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对"量"的定义.即..可定性区别"和"可

定量确定"的现象、物厦和物体的一神属性s 丽对"单位"的定义是 z 公认的数值为 l 的

一个量.即约定远取的特定的"量".由此可见"量'和"单位"既有区别又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核科学领峨量相单位发展的初期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 t例如.最早提出"居里"

(Curil!. CD 和"伦琴.. (由rgen. R) 时，有时把官们当做"量".什么量?却没有名称也

没有定义).

下面.首先对核科学领攘的量向国际单位制。»过夜的历史作一简要回顾.然后，综

述了制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2.9.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和单位'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3102.10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的原则相依据.

1 向国际单位制 (SI)过渡的历史回顾

核科孝领篇中的量和单位相对于奠他学科的量和单位来说出现得要晚很多.就奠基本

量的数量而言，最初只有一个衡量 1 克铺与英子体处于放射性平衡状态时氧的量时用的单

位"居里".这是在 1910 年布鲁塞尔国际放射学会议[I]上首次推荐使用的. 1928 年第二届

国际政射掌大会U}上决定采用"伦琴"来度量X 射线的"量". 1953 年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

委员会(JCRU> 提出用吸收剂量来衡量辐射放应I飞 1962 年为辐射防伪而引进了剂量当

量IU. 早期提出的那些量大多采用的是专用单位〈例如， 1 R=2. 58X 10' C/旧， 1 Ci=3.7

X 10" 蜕变/时 I rad=100 尔楠徊， I rem=IOO 尔楠/，.)，而这些专用单位与国际尊位制

不一兹，因此国际计量委员会曾建议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lCRU>应尽快向国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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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副 (51)过嚣， ICHU 考摩到在穰僻字4页.中不罔单位之间的政变可能对许多实际工作借

来困难.精到是自配it瑜".专用单位习用已久.篝回单位的更集有可筐造虞混乱.厨以曰:RU

于 1973 年到 1974 年同筐求过对此间恩的意见，从收集到的反峡来看.如果过霞时间足够

挺.并且果用国际尊位副专名，黯么从事这一孝饵的绝大多.人还是乐章过撞到国际单位

嗣尊佳的.于是 leRU 于 1974 年决定在莫建议书中全面来用国际单位副， ICHU 的第 33 号

报告明确提占这一边覆eJ-直重续到 1985 年[I: .，这与国际计量要员会要求在 1985 年之菌

完成向医际单位副 (S1>的道霞是一童的.为了'食电离辐射的篡些单位I;.t 51 专名. ICRU 、

ICRP 与酶'革计量委员会进行了t--久的付诠.因为国际计量委员会早.认为在已高的 17 个

具有专门名称的到导出单位以外段有必要蜻细颤的专名.但是塞 F电离辐射镇攘由于单位

之间的课用可能对人体...来假大的危害.回jj同意建立足够简单、蜻确的g 专窑，使

得对计量学即使不大'且悉的人在运用这种单位时也不.产生混滑.于是在 1975 年的第 IS

届国际计量大会的决议中通过T贝可输尔【8ecq四甜， I Bq=]篝变Is) 作为活度的 51 单位

专名，戈藕(Cora)'. I Gy= I J/ke) 作为吸收剂量的 51 单位专名 s 在 1976 年的第 16 届国

际计量大会的决议中通过了希沃待(Sei四n ， 15v=IJlkg) 作为剂量当量的 51 单位专名.

到现在国际标准化组织量和单位技术委员会 (ISOTC U:) 在原子'理、核物理、电离辙If

租蟹反应'要峨已定义了 121 个量.为了向国际单位副侣。过渡.并且采用 E计量单位名称、

代号方寨〈试行州飞国际单位副推行委员会撞出副定苟关量相单位的 IS 项国家标准的任

务.于是国家计量属于 1979 年 a 月在安·屯现召开了电离'射量和单位专业会议.会上讨

论何修改Tc电离辐射量和单位)":-书，这本书的内容和幡式和后来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

委员会 (ICRU1的 33 号报告是- .致的 z 澄清了使用'射量和单位时的错误慨念 z 讨论并提

1; T横仪窑仪袤的政制方案.

为了全面推行国际单位制， 1979 年下半年成立了"全国量和单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980 年上半年成豆T原子物理、镜物理.电离辐射和核反应分委员会，即第六分委员会.其

成员来自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辐射防妒研究院、国家计量技术研究院、四川it量技术

研究分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初放射医学研究所等.第六分委员会负责起草制订了两项

核科学技术领峨的国家标准，即 GB 3102.9 原子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量相单位f' 初 GB

3]02. 10 核反应和电离辐射的量和单位I，-.

2 制订的原则和依据

1.1 明确指导思想，很.果用]SO回际篝准

世界各国的国笨标准目前都在向国际标穰靠拢.因此，指导思想是根据织报来用国际

标准和国外先避标准的方针，以国际标n化组织 (]SO) 的国际标准[Io.nj为蓝本，遵照国务

院发布的 f关于在我国统.-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参考了一些发达国家{如日本、法

国和德国等>[11.1玩的国家标准，以及第15 届、 16 眉国际计量大会的决议，国际辐射单位与

测量费员会。CRU> 第 33 号. 39号110;糊口号1.lj报告，国际披射防护委员会<lCRP) 第

42 号rI'~糊第 60 号[1 '1出版物等.

1·1 力求准确无洒自

标准文件是一种公认的技术依据或管理规定，因此杂文铺词要考究，尽量做到役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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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也漫奇不是.画气要宵定.不筐幢幢芮可-gtEt 无~:;r句，

2- 3 与‘有..每鑫篝篝-雹

由于标准是衡量产品、工雹质量的尺度.叠人笑生产建设活确的依蟹.M订标准只"

II技术上的先造是不够的，必霸要贯.有关法令'法囊，要符合目拿技术政策.因此，蟠

写时矗盟Tr标准化工作导"一一盘'写标靡的一般鲤定)lU;中关于"编写标准应贯.田家有

关法令'法媲·.这排才健充分发篝量'尊筐'露摩化的优越性.

2- 4 为. "."19.拿篝-
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量一个名称、-个符号、-个国际单位副单位.由于实际情

况，有些笛理量还并列有几个名称、几个符号.但金套标准中疆有胃名异叉的.

2- 5 .喃

标准的条文尽量做到了在充分'量达的..下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西又具有很强的科孝

性和实用性.避免使用过于专门的词汇襄不再孝的地方但最.

2-‘..对德人们的习锢

由于历史的原因，习惯使用的量名或篝念并不全部是得李合理的.在处理这突问题时

配置调了科学性，又采取了慎重的态度.

2- 7 像II基@每鑫的性厦

专业性疆的量由各专业去银定.不列在这霉国振中，但不得与本基础标准相抵触.

3 物理量名称新的构词法和定名导则

在科孝技术领城中的导出量用得最多的是组合单位，国际理论和应用化学联合会 (IU-

PAC) 建议 ISO将下运命名法用于量租单位的国际标准g

(l)用·四titic" 亵示被"实体巅'除〈届四titic" f，町 divided by number nf entities);

(2)用 "Iineic" 亵示被"低度'除( ·Iineic" for divided by Imgth) ;

(3)用 "are栓'褒示被"面坝'除( "areic" for divided by area) 事

w 用 "volumic" 褒示被"f*饵'除( "voIumic" for divided by volume);

(5)用 -mc._"褒示被"质量'除( "回国前.. for divided by ma回h

(6)用 ·rate" 表示披·时间'除( "rat♂ for div诅ed by time);

(7)用 "molar" 亵示被"摩尔" • ( "mol町" for divided by mole);

(8)用 "kelvic"表示篝·第力学植度'除("kelvic"for div词ed by thermodynamic tempera-

ture) ;

(9) 用 ·beric" .示披"压力" • ( ·baric" for divided by pr'四咽re);

。"用 "rldic" .示披"平面角'除( "rldic" for divided by ~lane ang~) ，

(ll)用 "st白'ldic" 亵示被"立体角'除( "steradic" for divided by IIOlid angle).

ISO秘书处建议ISO丹'C12 只批准。) - (7)条.ω- (Il)条涉及的是"单位'

不是"量"，所以段有批准使用.ISO 31 系列的标准中采用了这种导则.侧匍 g在 linear d<nlity

之前增加了 lineic m脯，在 surface density 主葡细细T areic maD ，在 llurface denaity of charge

之前细细了町的c cha咿，在 density 之前精细了m剧 density，但是来采用 volumic malla 代譬

malll denllity. 中文名称采用 s 细线密度，面'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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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壁..量提膏专用各~.画是在已有‘量'中撞上.....、.....、‘比·租‘窜

....窑司后掏凰-肇蟹的‘量·.这些量霄'遵守'亨约定的..，

ω 系. (cotrfciea趴着具膏不同量霸的量A租量B蕾"亨关系 ，A""' lCB 时，周 K

稼为'民擎s

(2)圃. {(I曾帽ω= 蕃具有相回量"的量A.量B膏'下关系.A=KB时.赠K 称为

西..tII晶厦圃..，

(3) •• (阳"幢幢's>. 一些..理量组合掏靡的篝量事

ω 鼓 (numbtr): 一些"理量组成的无量'篝量.有时*为无量绢，鼓囊'警筐It.~

雷诺鼓 (R句回抽回国曲er): 111- J1f1II"
(5) 比 f事] (ratio): 由两个量靡'的无量'的商...迁移率比 hr回bility ratio): 6 =

,.IU. ,
(6) 分戴CfrKtion) ，比[事]小于 1 时，有时称分It.~质量分敷 (mass fraction) lV.

=-.t:E川S
(7)量缓(In-由)，量F相诙量的参考值F. 之比的对肇事事为量级.如场量级(Field

1rW:I)且.. - In(F/瓦) I

(8) 常数 (con刷nt)，一个物理量在任何条件下‘苟同一量值时期称常数.或恒常敷

(uni帽-'翩翩nt). 细万有引力需舷 (pyita由JDa1 constant> G.

(9) 物质霄It (c田slant of mattu): 篆特定'质的物理量在任何条件下篝有同一量值

时，则称奠为班"质的物质檐'直.~寡'警定放射性镰擎的素变常It(decay constant f，阳 a par

ticular nuclide) A.

4 与 I回国际标准的比较

4. 1 1GB 31饵'摩芋"攀和幢锚'攀的量和单位'的特点

(D 与国)3119 相比僧1IIT5 项，官们是z 蟹的字称"田Iar阴阳y) lI' I 镜的结合能

(nuclear bindi咆佣臼'BY) 马 s 比结合能 (pr响nion binding enerBY) C I 中于分离能 (neutrllll

tep8ration energy) S. I 质子分离能(proton饵pantion回町'BY) S. (见褒 D. 精细的原因是因

为它们在核物理学中篝是最基本和常用的量，

(2) 与 ISO 31/9 相比，.少了二项共4 条，奠肉，是，相对质量M剩 (relatiye m酬

exc田间，相对质量亏损(relltivem嗣 clefect陆.Ieu民. (petking rnction) I和结合率

(hinding frection) b • 去掉的理由是实际中很少使用宫的，

(3)采用了..量霸的命名法，例如比精度(lp因flC ICtivity). 理还采用了质量活度

(m圃sic activity) a I 揭度橡皮(lCtivity concentntion). 现还采用了体棋擂度 (yolumic

ICtivity) Co. ••

ω 某些量名称的修改g 将唯奠尔角频...(LIm阳 angular rr吨时ney) 改成了咽

子洗劫角频率"(atom prec酬回 angular frequency)或原子选动圃频率(Itom pm棚ion circu

Iarfr町uency】.梅"电子半径"改成了. [经典]电子半径" ( (cla.ica\) electron rldiuω

其原因是修改后更加科学.

(5) 篡些量定义的修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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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 110 3119. 311胁..能…....羹e•

• • a

" & • " & • "a ....恤圄圃'睛" '
z …..c.....幅画圃.-圃IF) .. at葛]. "子镜 J. ..v
z 也·食. (III啤，由·幅画唱'圃111') • .【葛]. "子' J. ..v

• 申子...c_田.----) so aC葛]. "子tt J. ..v
s a子...e-_田...圃IF) so .【军]. "子tt J. ..v

-
...c......_) Ea ac葛]. "子« J. ..v

F .~. cponirlo_睛lOr) N

• 罐子... c，..由』田矗圃...) P ·平，扉..... -甲 I. .-1.ει..-

' …..CB圃，回-) 7 1t Ctt].平方来... W_.-I_ Sr- l

JO ..1;.严W Ir司.............!...l C( ~l '【靠].. [霉] 国aI· J-'

11 囔壁"恤睛'回回回 3 A •• .-.
JZ ‘..Clio四"圃" , ac军].来 J. 四-，

13
...囔矗篝(-.-IV曲.......

_I, 平11来.乎囊 .1. ,,-1
回E帽捡回回E

14 .W嗣...CB曲目，曲回呵-回恤" H'C~ • Cilttt] J'''-'
15 窟向嗣... C-.oiDMI缸，啕 ....时 H'C~.D) .C晨tt] J'''-'

a‘ +人剖... (阳.....曲............) H.C~1 • Cilttt] J...-.

a. 向转换系敷，«:原定义为·原子在给定跃迁中a曲的内转集电子'革与7光子Ii:之

比..现国际中改为"核在给定康迁中Jtlt内转换电子的极事与发财兔子的极率之比.'

b.自衰变能，也:.定义为"在厦心系中'最大能量与反冲原子的能量之和.'现目标

中改为币囊变过程厨a曲的能量. 1111随心系中'雹子、中徽子与子4富的动，.之初."

c. (放财佳】活度 ， A I 宫是寝征披黝性特征的一个"噩噩，在核科学领醺用得相当广

泛.该量及奠单位也经历过多次变化，早在布..尔国际披射学会议上规定 1 居里为 1 克

帽与英子体处于.财性平衡状态d的氧的量 t即多少>. 1930 年把 1 克帽的锺变事定为 3.7

XI0"蝇变/秒，为 1 居里.虽然对·屠里'远行了定义，但是对官所代表的·量'没布给

出名称.后来由于撞It性的研究工作已不幌子怕-...1950年国际放勤俭标准，单位与常

Ii:委员会键出了"披射性活度'这个量，其单位的定又是s·居里是放射性活度的单位，是

任何.财性核囊每秒发生 3.7佣XI0"次囊寰的量.'这时局里单位躁不只是与惕的魏聋发

生关..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簧员会(JCRU) 1962 年建议用"漏度'这-术语来褒示.财

佳穰素的籍查事，"居里"是宫的单位耐不再是..的量，并偷漏度下了定义.1971 年 JCRU

撩统一的惯例，把定义中的鼓掌褒示重疏成了徽分形式.尽管·放射性活皮"的健出巳很

久了，但是过去在校保-段时间内a布宪金擅篝曼，这其中国E有习惯性的原因，也有由于

人们还存在，唯恐阿物理化掌中的精度，生'学中的活性相重复而造成混乱这楞的顾虑.但

是事实表明上越顾虑是多命的. 1916 年 JeRU 主席 Wyckoff .画固际计量局局，生 Terr阳，



时摸到这个问..写到"JeRU 感到.‘适应， (.:由ity) →词霉素己.广泛撞受，不必细 radio

(.曾佳).毒用自配It佳噩aJ民代....量度是度量'配It佳篝擎的一个量.为了定义语度.必

震对核.有一·切定义.蹈。 9211篝篝本矗汇编rIO:对篝擎的定义.:白质量.A.原子序

.z犀簸.披毫寝筐的襄仲原子.当在最雄事亨的平均...是到足以潭'售'到时.这件原

子称为一件蕾擎.在圃tjGB 3102. 9-1993 中果用的是应由 31/9- 1992 中对话度的定义=在

'曲定耐鼠'悍'定篝辜的一定量'配勤俭篝慧在 e时间内发生自囊篝酝迁'翩翩噩筐dN

.以 a霄'筒'自.现对嚣«的定又有两点梅克:-是对..篱笆篝靡...入了·稽定能毫·

~定画I. ..是指出 tit健篝章还不"严..还*震指出"定篱辜，在无稽殊混嚼的情况

"F. ..定'监事'锚的篝是·篝擎的善事'.二是W"传变.. <tnasformation) ~.了..

迂.. ~ tnIaIitiaa).转变通窜..篝..,... It"囊斐.K-俘....事'植窟.生了变化s 面跃

迂跚含义更广泛，既包锺了上连囊变越寝，也包括了7先于囊It过ft.

" 饵831缸'崛厦庭帽....剑的量'单位'筒..

在这份标准中，所有各量篝以鼓掌形式量行定义.因此简单、嘀嘀.可四赢少在定义

文句上'来的许多不必要的廓.，此外还具有以下'警点z

(I)与自031/10-1992相比.i11了H个量，宫的是z 辐财..ft.，剂量当量事 H ，橙子钮

If度 P，.量辐射度 1，橱It化李产.C(z);寰变，曾数 A，缉售量 y;质能囔收系自t.p.. lp;周围

剿量当量H' (d);定向剂量当量H'(~.a);个人倒量当量H，(d).精细的原因是由于它们篝

是些最基本的量.翼宫一些常用量鄙是在官们的基础上遭行定义的事'加矗后 3 个量的量主

要原因还在于宫的是外熙的'射醋'曲中可以测到的实用量.画剂量当量H是实际当中测不

到的量.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员会<lCRIJ >l992年出版的第47-tt报告和国际敏射防炉委员

会 (JCRP) I锦0年曲'恒的第6o-tJ也蝠'中篝推荐使用这3个量.

ω 与 ISO 31/10相比减少的量有什·中子董事叫neutron speed) , b. 将原 I目标准

中的平均橙子能阳阳"阴阳IY impened) c从单，也项号中去it，并到"侵于能吨的备注栏内s

c. 中子注量事I (neutron nuence rate) ，因为在"本标准说明'中已经说明本国际中的唯

子"-词，既包括'些'止质量不为零的橙子 E匍质子、电子、中子等) .也包括'止质量

为零的雹子(fIJ兔子) :因而·雹子注量事'中已经包括了"中子注量事"，授有必要尊列

-JJf.过去中子"理中称之为"中子通量'的这个名称，现在应称为中子注量事，如果说稿

照顾一下人的久已果用的习惯，也应当称为·中子通量密度'.所以把官披在循号肉了.

、 3) 修改的量有事梅'原"中子..度'政为"雹子敏'度 "II' ·中子戴密度的扩融系

."~为"橙子It密度的扩霞系It "D.且俨中子注量辜的扩散系颤 "D. 改为"橙子注量辜的

扩散'且敏"D"D.

(4)统一名称的量: ISO 标准中的 "kern恤'，很久以来中文译为"到玛"囊.11:码'等

很窿乱，宫是由英文 kinet ic: en臼If releued in lllliterill a阳n (在"厦的原子中'放出的功

能】的第一个字'编写商成的.奠定义是s 不带电电离雹子在厦量为 elm 的某种情震中'放

出来的全部带电徨子的初始动跑的单和dι除以elM筒'的庸， III K - dE./dm •比'动能

虽然和囔收剂量的量纲相同，但两者在幌念上是两个宪金不同的tJ.量.不带电电离植于与

物质相互作用可以分为两个步.J.鹏-步是不唱'电电离雹子在物质中产生'电电离位子和

奠官IX级不带电电离雹子而损失莫能量F第二步是寞中的'电电离徨子将能量搜于物质.比

'功能寝示第一步的结果，而囔幢剂量则褒承第二步的结果.只有在完全满足电子乎..

B



仲、撞i且相囊萄街可以.It不计时，比"司'能才"于囔坡"量.蟹'给定鲍唰.锚'重量单位

的名a-.晕用膏if.膏..量本身的名称-.晕用董涛.因此...这个量的来莓'‘文

~8为·比'司'能"e广为再撞工作者踊撞受.

和--一停.中子..掌中用的"'Iethart1..边去'译为....也是个不曼的音译名.

理定名为"对撞撞鄙·.但因05覆中饵.:'J..~...符号为- .奠定又是: - =111 (£.1£).

E 为中子能量.Eo为，巷.量.这是因为商031110中将‘对..降'精细的平均值定名为

‘·帽，同~回圃'缸'回IIIlt-..译为·平绚对.篱"是无畏的，符号'IIC .为了

使人们有个习.的适量，在回拯的备撞在内已说lilt量过去称为....

(5) 理.TISO标准申几个量的关系=蹈。原标准中·离子颤..(符号、.-襄.-)..

的备注程中菁、是橙子.窑度的通用符号....111..要人归案用中撞.雹子怡.II·Y. 中

子、原子..)戴密度4符号是时不耍与离子瓢..(符号是蝠- !4.-)相撞.f!西另一量"中

子鼓密度'的符号也来用了..单从这一..来'似乎，只键是中子.密度的符号.这与....是

橙子a密度的通用符号'不-e:.因此国际中果用了后者.这俘也租.宫量的意义棉一致

t匍草原子阻止本领的定义中周到的·原子敷密度'莓.).

(6) 果用了'理量蟹的.名法=饵tao 萃.ali原来的另一名称为aili密度 (cr四

Hetion density).费用蔚的命名法为体很篝画{叫umlC en田-section).宏观~a面的另一名

称为体夜总篝面{咄umic toul cro酷section).

5 和国际辐射单位与测量委员会。CRU)报告中定义的量进行比较

1S0 3ν10-1992中·电离撞射量'这部分大体上与民:RU 第33号报告一致.由于官们不

属于同一系统，因而编写的..点鞠体.有所不同.~的看来 ISO 编写这方面际藏的人员

权威性不匍 ICRU. 因些有些量的定义叙述得不翻 ICRU 严瑾.但是 I目标准中除了列曲咆

离_It量以外.还包插了核反应用到的一些量.这是 ICRU 所载有的.

国际_If单位与测量'昏员会 (ICRU) 关于量相单位的有关报告中有以下15个量是 ISO

31/10中所授布的.这些量是 z 锢'懵 (rldiant enft'lD')ι ，剂量当量事《阳e 町ui..aknt

rile) H • 周圃剂量当量 (ambient do町 equi..lalt) H' (仙，走向剂量当量(directionalde尉

町uivalent> H' (J .n) • 个人剂量当量 (penonaldo町句ui..lalt) H ,(J) • 橙子"尉度(pertick

radiance) P • 能量撞If度{棚eTI1 r由四ee) T..1t化学产顿(rldiation chanical y刷)Gω.

寰变窜. (deca,. con刷nt) A. 缉能量 (linear merl1) y • 雹子敷惘nick number) N • 植

于通量{阳nicle f1ull) N • 18通量 (enerlll' f1ull) R .空气比"动能事情敷 (air kenna rate

cor四tant>凡，质能囔收.敷 (m翩 energy Ilblorprion coe1(io:町t) p..lp.其中前10个量和.

屑一个量巳增订在G83102.10中，因为宫的篝经常用的导出真宫一些量的基..

6 关于无量纲量单位的中文名称、英文名称和单位符号的说明

G8 3102. 9中有13个无量纲量，它们是，原子序 .z ，中子.N ，厦量敷 A ，原子或电子

的 g 因敷 z貌遭角动晕晕乎 aL ， 白.角动量.子 as. ，.1角确量量子敷 .1 ，被自旋量子敷 I ，

镶的字币'霄，主篮子It..，瞌量子戴晴'.，精细结构常敷-，肉 .._.lta 等. GR 3102.10咿亦有

'



131'‘无量"..宦的是=幢子单电离 N;;量la英墨tf莓.事 'lJt..".;平均It慧能酶 c;

.~裂变的申子产..;.lt...的申子产.，事'‘中子...田.C;集中于利用回擎 f;不II

..事 AlII噩菌It i，无疆贪赃...四.且.;膏it精殖因....;反应锥 p等.在19821111986

年醺本中，对于这些意量"量.漫布，磨出单位.因此·位毡8.单位符号西栏中是空馨的.

但是在.993年‘中对于腐有无量嗣量'曲曲了尊位.

'哥萄量霸篝藏为'的量称为无量甥量.M圃'露尊缸"寝示官旬的量霸是 L·M"....rN"f.

民筐'哥苟的‘量"'.表示为...r.t尊位.并且无量嗣量是个·量·.这篝使碍无量钢量必

震要萄-1、 ·.tt'" 租·单位符号·.画在圃'事标准化组织的量'单位系列标准 ISO 31/0- 13

中. 1回2年眠'自各‘中的无量'量的单位名称'符号在篝是空着的.鑫于这个量的精殊性.

国际上对宦讨论了运"年..际标准化氧.. (t!白).国际电工簧员会(lE e) .经国际计量

属尊位膏..员会回章给无量'量一个一..佳 t李专用尊佳 3 相.佳符号.因此在 1992年

隘的国际511中.对任何无量'量的一艘.伎，英文名称为"‘睛'.中文名称定为‘一-单

位符号来用阿拉伯披字 -1"'.1993年国际的"坷.采用了 IS。这一霸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Itt敷字-.'" ft::为无量纲量的尊位符号并不能令人揭露.在宦的前面细

tl字构成量值时很容易发生疆澜，倒徊. .回I是代表·一千零一"，还是代表 -I∞个.-很

事区别.蕃在叮'这个单位符号画面 ali司头(tIJ t自 M. K. m. .斗掬.«倍It或分敷单位也

很别棚. I:面这些说晴对无量纲量的尝质属来研究矗匍.在GB31胁1993 -国际单位割lilt

应用叫ft'申明确规定-对于无量纲量英国院位是III' "'.在表示宫的量值时，一愤不嘀嘀写出

单位叮'.

7 结束语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属.推量""学技术的避步，以及扩大国际交班鞠对州开晴的需

要.遵照国务院1984年发布的 f关于在我国统一宴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副司了'原子

'理零和辘"理学的量和单位). (模反应和电离'射的璧初单位，两项国家标准.自 1982年

颁布以来.经各篝簧、各省、自指区有关再技部门‘大专院t2鞠有关企事业单位的实施，巅

fiT何好的微果.初步改变了量相单位混乱使用的状况.

集团的"计量条例'组定 z 对国际上通用的标准视国外的先进标准要认真研究.积极

采用.f'!丽，虽然国际.缸"是当今健界公认的'隆先造的单位制，但官必然还是人为的.约

定俗成的.不是思'尽曼的.例如.作为基本单位之一的千克 (k.) 篝很剧组.奠它还有平

面角的单位·度'初......，以及-It尔...-直为许多刊物所讨论.结合我国法定计量

单位的贯彻实.，GB3102岖'鞠 GB 3102.10在.986年相.993年也相应地作了两次修iT.我国

在这方面应徽眼世界.关心国际动态，认清当前争论的焦点.对国际单位嗣的一些理论性

.&宴用问.避行研究.逐步实现单位割的国际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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