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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signs and symbols for use in the physical
代替GB 3102. 11一86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引言

    本标准参照采用国际标准ISO 31-11:1992《量和单位 第十一部分: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

学标志与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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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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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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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2

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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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特殊说明:

    变量(例如x,y等)、变动附标(例如E;x，中的i)及函数(例如f,g等)用斜体字母表示。点A,线段

AB及弧CD用斜体字母表示。在特定场合中视为常数的参数(例如a,b等)也用斜体字母表示。

    有定义的已知函数(例如sin, exp, In, C等)用正体字母表示。其值不变的数学常数(例如e=

2.718 281 8-二，二=3.141 592 6-二，i'=-1等)用正体字母表示。已定义的算子(例如div,Sx中的S及

df/d二中的d)也用正体字母表示。

    数字表中数(例如351 204,1. 32,7/8)的表示用正体。

    函数的自变量写在函数符号后的圆括号中，且函数符号与圆括号之间不留空隙，例如f(x),

Cos (mt-}-卯。如果函数的符号由两个或更多的字母组成且自变量不含+，一，X,·或/等运算时，括于

自变量的圆括号可以省略，这时在函数与自变量符号之间应留一空隙，例如ent 2. 4,sin nn,arcosh 2A,

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一12一27批徽 1994一07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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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

    为了避免混淆，常采用圆括号。例如不应将cos(z)+y或(cos ")+y写成cos 2+y，因为后者可能

被误解为Co.(二+y).

    当一个表示式或方程式需断开、用两行或多行来表示时，最好在紧靠其中符号=，+，一，士，干，x，

  或/后断开，而在下一行开头不应重复这一符号。
    用来表示某确定物理量的标量、矢量和张量与坐标系的选择无关，尽管矢量或张量的分量与坐标系

的选择有关

    对“矢量a的分量”即a-a，和a二与“a的分矢量”即a,es,aye，和a,e二加以区别是重要的。
    径矢量的笛卡儿分量等同于径矢量端点的笛卡儿坐标。

    物理量中的矢量可写成数值矢量与单位相乘的形式，

    例:

                                    分量F}
                                  } 数值矢量

F=(3 N,一 2 N,5 N)

单位

= (3，一 2,5) N

数值/ \ 单位

    这里的单位N为标量，同样的办法也适用于二阶和高阶张量。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表格形式列出。

    如果在表格的同一项号中所给出的数学符号或表示式多于一个时，它们应是等同的。但在列出的顺

序中，总是将常用的数学符号、相应的名称或表示式靠前列出。

    在本表格备注一栏中给出的是符号的使用说明和应用示例。

    在本标准中，将国际标准ISO 31-11:1992 K量和单位 第十一部分: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

标志与符号》称为「习，将原国家标准GB 789-65《数学符号(试行草案)》称为〔幻。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的含义、读法和应用。

    本标准规定物理科学、工程技术和有关的教学中一般常用的数学符号;过于专门的数学符号未列

入 n

2 物理科学和技术中使用的数学符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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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几何符号，’

项号 符号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1.1 AB,AB [直〕2，线段AB

the line segment AB

  用!AB 1 , AB或小写的拉丁字

母表示该直线段的长

  矢量的表示参阅11-12.1

11-1.2 匕 〔平面]角

plane angle

  参阅GB 3102. 1的1-1及1-1. a
- 1-1. d

11-1.3 A ')3 弧AB

the arc AB
  当A ')3为圆弧时，可用A -13表示
圆弧AB〔对应〕的度数

11-1.4 介 圆周率

ratio of the circumference of a

circle to its diameter

  圆周长与直径的比，

n=3.141 592 6一

11-1.5 △ 三角形

triangle

11-1.6 左〕 平行四边形

parallelogram

11-1.7 O

Ifflcircle
11-1.8 土 垂直

is perpendicular to

11-1.9 //，}} 平行

is parallel to

业用于表示平行且相等

11一1.10 台〕 相似

is similar to

11-1.11 乙勺 全等

is congruent to

几何符号取材于〔2],

行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表示可以略去或不读，下同。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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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集合论符号

项号 符号 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2.1 任 x任 A x属于A;x是集合A的一

个元〔素〕

x belongs to A;
x is an element of the set A

集合A可简称为集A

11-2.2 任 y 61A y不属于A;y不是集合A的

一个元〔素〕

y does not belong to A ;

y is not an element of the

set A

也可用任或百

11-2.3 〕 A -3x 集A包含[元〕x

the set A contains x(as

element)

11-2.4 矛 A-hy 集A不包含〔元」y

the set A does not contain y

(as element)

也可用由或百

11-2.5 {，⋯，}{XI IXY,...,x} 诸元素xi,xs，二，x，构成的

集

set with elements x�xi,"""，

x�

  也可用{x;,iE1)，这里的I

表示指标集

11-2.6 {}} (x〔AI p(x)} 使命题p (x)为真的A中诸

元〔素〕之集

set of those elements of A

for which the proposition

p(z) is true

  例:王xERlz簇5)，如果从前

后关系来看，集A已很明确，则

可使用{z l p(x)}来表示，例如:

{zlx(5}

  {z E Alp(x))有时也可写成

(xEA:p(z)}或{xEA;p(x))

11-2.7 card card (A) A中诸元素的数目;

A的势(或基数)

number of elements in A;

cardinal of A

11-2. 8 g 空集

the empty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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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 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2. 9 N ,N 非负整数集;自然数集

the set of positive integers
and zero;

the set of natural numbers

  N=(0,1,2,3,""")

  自11-2. 9至11-2. 13集内排
除。的集，应上标星号或下标+

号，例如、’或、十，
    N,= {0,1,...,k一1}

11-2. 10 2,Z 整数集

the set of integers

Z-{ ...，一2，一1,0,1,2,""")

参阅11-2. 9的备注

11-2. 11 Q,Q 有理数集

the set of rational numbers

参阅11-2.9的备注

11-2. 12 R,R 实数集

the set of real numbers

参阅n一 9的备注

11-2. 13 C ,C 复数集

the set of complex numbers

参阅11-2.9的备注

11-2. 14 [，〕 [a,b〕 R中由a到b的闭区间
closed interval in R from a

(included) to b (included)

[a,b〕={z〔R la(x簇b}

11-2. 15

):{ ] a,b](a , b]
R中由a到b(含于内)的左

半开区间

left half-open interval inR

from a (excluded) to b

(included)

〕a,b]={x E P8 la<x镇b)

11-2.16

一 {:::{
R中由a(含于内)到b的右

半开区间

right half-open interval in

  68 from a (included) to b

(excluded)

[a,b[={x E 64 l a簇x<b}

11-2. 17 〕，[

] a,b[(a,b)
R中由a到b的开区间

open interval in B2 from a

(excluded) to b (excluded)

」a,b[={x任Rla<x<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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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 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2.18 二 B c A B含于A; B是A的子集

B is included in A;

B is a subset of A

  B的每一元均属于A，也可以

用仁

11-2.19 军 B易A B真包含于A; B是A的真

子集

B is properly included in A;

B is a proper subset of A

  B的每一元均属于A，但B不

等于A

11-2.20 笔 C羹A C不包含于A; C不是A的

子集

C is not included in A;

C is not a subset of A

也可用位

11-2.21 二〕 AFB A包含B〔作为子集〕
A includes B (as subset)

  A包含了B的每一元，也可用

D ,

  AQB与BcA的含义相同

11-2.22 孚 A旱B A真包含B

A includes B properly

  A包含了B的每一元，但A不

等于B,

  A旱B与B缓A的含义相同

I1-2.23 袭 A柔C A不包含C[作为子集〕
A does not include C (as

subset)

也可用功 。

A柔C与C嚷A的含义相同

11-2.24 U A UB A与B的并集
union of A and B

  属于A或属于B或属于两者

的所有元的集。

  AUB= {xixEAVxEB)

  参阅11-3.2

11-2.25 U
.OAs_, 诸集A�⋯   ,A二的并集

union of a collection of sets

A�⋯   ,A,

  U A.=A,UA, U⋯U A,

  至少属于诸集A,,---,A二之一

的所有元的集。

  也可用U"-},. U+E I与UEI，
其中I表示指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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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 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2. 26 自 Af1B A与B的交集
intersection of A and B

  所有既属于A又属于B的元

的集。

  Af1B={二一xGA/1.zEB)

  参阅11-3.1

11-2.27 自

n A;
诸集A,,---,A，的交集

intersection of a collection

of sets A,,---,A.

  门A;=A, n Az fl⋯n A,

  共属于诸集A�A2,""",A，的

所有元的集。

  也可用n,-�， n,E,与门:EI,
其中I表示指标集

11-2.28 \ A\ B A与B之差;A减B

difference of A and B I

A minus B

  所有属于A但不属于B的元

的集。

  A\ B= (= I =E A八r任B)

  不用A一B

11-2.29 C CAB A中子集B的补集或余集
complement of subset B of

A

  A中不属于子集B的所有元

的集。

    仁AB={sl=E A八xEB)

如果行文中集A已很明确，则常

可省去符号A,

  也可写成 CqB=A\ B

11-2.30 (，) (a,b) 有序偶a,b;偶a,b
ordered pair a,b; couple a,

b

  (a,b)一(c,d)当且仅当a=c

及b=d

  不与其他符号混淆时，也可用

(a,b)

11-2.31 (，⋯，) (a�az，一，an) 有序n元组

ordered n-tuplet

也可用(a,, a,,***， an)

11-2.32 X AXB A与B的笛卡儿积

cartesian product of A and

B

  所有由aEA与bEB作成的

有序偶((a,b)的集。

  AXB=((a,b)JaEA八bC-B)

  AXAX二XA记成An，其

中n为乘积中的因子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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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 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2. 33 △ AA AXA中点对((x, x)的集，其

中xEA; AXA的对角集

set of pairs (x, x) of A X

A,where x任A;

diagonal of the set AXA

AA=((x,x)}二EA)

也可用idn

2.3 数理逻辑符号

项号 符号 应用 符号名称 意义、读法及备注

11-3.1 A PA4 合取符号

conjunction sign

P和4

11-3.2 V PVq 析取符号

disjunction sign

P或4

11-3.3 ~，
， P 否定符号

negation sign

P的否定;不是P;非P

11-3.4 二争 P=>4 推断符号

implication sign

若P则e;P蕴含e

也可写为q<-=p

有时也用~

11-3.5 牛书 Pr#4 等价符号

equivalence sign

P=>9且e}p;P等价于4
有时也用.

11-3.6 V V=任A  p (.x)

(V X任A) p (,z)

全称量词

universal quantifier

  命题p(z)对于每一个属于A

的x为真。

  当考虑的集合A从上下文看

很明白时，可用记号Vx  p(z)

11-3. 7 日 3x任A  p (x)

(3 xEA)  p(x)

  存在量词

existential quantifier

  存在A中的元x使p(二)为
真。

  当考虑的集合A从上下文看

很明白时，可用记号3x p(x)o

  3!或日用来表示存在一个且

只有一个元素使p(x)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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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杂类符号

项号 符号 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4. 1 a=b a等于b

a is equal to b

  三用来强调这一等式是数学上

的恒等〔式口

11-4.2 井 a共b a不等于b

a is not equal to b

11-4.3 def     def
a一 b 按定义a等于b或a以b为

定义

  a is definition equal to b

  例:pdetP=二
式中P为动量，m为质量,v为速
度

  也可用d

11-4.4 产叹 a会b a相当于b

a corresponds to b

  例如在地图上当1 cm相当于

10 km长时，可写成
1 cm-10 km

11-4.5 召七 a}b a约等于b

a i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b

  符号二被用于“渐近等于”;参

阅11-6. 11

11-4. 6 oc aocb a与b成正比

a is proportional to b

在〔习中也用~

11-4. 7 a:b a比b

ratio of a to b

选自[2]

11-4.8 < a<b a小于b

a is less than b

11-4. 9 > b>a b大于a

b is greater than a

11-4. 10 G a簇 b a小于或等于b

a is less than or equal to b

不用基

11-4. 11 ) b)a b大于或等于a

b is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a

不用璧

11-4. 12 《 a< b a远小于b

a is much less than b

11-4. 13 》 b> a b远大于a

b is much greater tha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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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 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4. 14 {)〕 无穷[大〕或无限「大〕

infinity

11-4. 15 a-b 数字范围

the range of numbers

  这里的a和b为不同的实数，

例如5-10表示由5至10.

选自[2]

11-4. 16 13.59 小数点

decimal point

  整数和小数之间用处于下方位

置的小数点“.”分开。

  参阅GB 3101的3.3.2

11-4. 17
3. 123 82 循环小数

circulator

即:3. 123 823 82...

11-4. 18 % 5%一10写 百分率

percent

一前的%不应省略

11-4. 19 ( ) 圆括号

parentheses

11-4. 20 [ 〕 方括号

square brackets

11-4.21 { } 花括号

braces

11-4. 22 ( ) 角括号

angle brackets

11-4.23 士 正或负

positive or negative

11-4. 24 千 负或正

negative or positive

11-4. 25 m ax 最大

m axim um

11-4. 26 m in 最小

m in im 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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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运算符号

项号 符号，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5.1 a+b a加b

a plus b

11-5. 2 a-b a减b

a minus b

11-5. 3 a士b a加或减b

a plus or minus b

11-5.4 a干b a减或加b
a minus or plus b

一((a士b)= -a干b

11-5.5 ab,a·b,aXb a乘以b

a multiplied by b

  参 阅 11-2. 32, 11-12. 6及

11-12.7,

  数的乘号用叉(X)或上下居中

的圆点(·)。如出现小数点符号

时，数的相乘只能用叉。

  参阅GB 3101的3.1.3和3. 3. 3

11-5.6

号,a/b,ab-
a除以b或a被b除

a divided by b

参阅GB 3101的3.1.3

11-5. 7

i=1

a,+a2+·十a,   也可记为

艺几a1，习a，艺，a，艺。

艺a一a, + a2+二+a�+二

11-5.8

立a;
a,.a2. ⋯ a�   也可记为

fl y=la，Ha，11 a，Ra

na一。，·。2·⋯ 。，⋯

11-5.9 a户 a的P次方或a的P次幕
a to the power p

11-5.10 av2,a I ,

石-, V a

a的二分之一次方;a的平方

根

a to the power 1/2;

square root of a

参阅11-5.11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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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5. 11 all",a',

J万，李a

a的n分之一次方;a的n次

方根

a to the power 1/n;

nth root of a

  在使用符号I/或李时，为了避

免混淆，应采用括号把被开方的

复杂表示式括起来

11-5. 12 }a一 a的绝对值;a的模

absolute value of a;

modules of a

也可用abs a

11-5. 13 sgn a a的符号函数

s;gnum a

  对于实数a;

        (1 当a>0

sgn a=弓0 当a=0

        l一1 当a<0

  对于复数a，参阅11-9. 7

11-5.14 a, (a) a的平均值

mean value of a

  如果平均值的求法在文中不明

了，则应指出其形成的方法。若反

容易与a的复共扼混淆时，就用

(a)

11-5.15 n! ，的阶乘

factorial n

n)l时，

n!一II;一1X2X3X...Xn
          告一 1

n=。时，
凡!=1

11-5.16

}”{,C,
\PI

二项式系数;组合数
binomial coefficient n,p ,p卜万1灭n!p! (n-p)!

11-5.17 ent a,E(a) 小于或等于a的最大整数;

示性a

the             greatest  integer  less

than or equal to a ;

characteristic of a

例:ent 2. 4二2

    ent(一2.4)=一3

有时也用[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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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函数符号

项号 符号，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6.1 f 函数f

function f

也可以表示为x}f(二)

11-6.2   f (x)

了(x,y,...)

函数f在二或在(x,y, "")
的值

value of the function f at x

or at (x,y,""") respectively

  也表示以x,y，一为自变量的

函数f

11一6. 3 f(x) I a

Cf(二)〕三

f(b) -f(a)   这种表示法主要用于定积分计

算

11-6.4 g f̂ f与g的合成函数或复合函

数

the composite function of f

andg

(g 0 f) (x)=g(f(x))

11-6.5 J了，叫卜a x趋于a

x tends to a

  用x�-a表示序列{二，}的极限
为a

11-6.6   limf(x)

lim-,f(x)

x趋于a时了(x)的极限

limit of f (x) as x tends to

a

  lim-,f(x)=b可以写为:
  f(x) - b 当x-a

  右极限及左极限可分别表示

为:

  lim-+ f (x)和lim-一 f(x)

11-6. 7 lien 上极限

superior limit

11-6.8 lien 下极限

inferior limit

11-6. 9 sup 上确界

supremum

11-6.10 inf 下确界

infimum

11-6.7至11-6.10取材于[2]

11-6.11 渐近等于

is asymptotically equal to

  例:

妥1sin (x - a)之1x - a- a“x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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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6. 12 0(g(x)) f(二)=0 (g (X))的含义为

一f(x)lg(二)) I在行文所述的
极限中有上界

lf(x)lg(x) I  is  bounded

above in the limit implied

by the context

  当flg与glf都有界时，称f

与g是同阶的

11-6.13 c(g(x)) f(x)=a(g(x))表示在行文

所述的极限中f(x)lg(x)
~ 0

f(x) lg(x)~0 in the limit

implied by the context

11-6.14 户“ x的[有限〕增量

(finite) increment of x

11-6.15   df
  dx

dfldx

  f'

单变量函数f的导[函〕数

或微商

derivative of the function f

of one variable

  也可用Df,

      df(x)
  尸r‘ dx

df(x)/dx,f'(x),Df(x)。

  如自变量为时间t，也可用J表

示df l dt

11-6.16   {dfl

  {dxj二一。

(dfldx),_,

  f (a)

函数f的导仁函〕数在a的值

value at a of the derivative

of the function f

也可用篡一二_。或Df(a)

11-6. 17   d"f
  dx"

d"fldx"

  了c"7

单变量函数f的，阶导函数

nth derivative of the

function f of one variable

  也可用D丫。

  当。=2,3时，也可用fl, ,f0来

代替fa)。如自变量是时间:，可

， 护、，、‘&f
用f来代替共号，’JJ厂，、’、口 dt'

11-6.18   of
  ax

aflar

of

多变量x, y,⋯的函数f对
于x的偏微商或偏导数

partial derivative of the

function f of several

variables x,y,""" with

respect tox

  即af(x,y,...)ax      ,
af(x,y,...)lax,af(x,y,二 。

也可用二或(dzof},
  D二一令、等常用于Fourier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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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6.19 a"一"1
dz0dy"

函数了先对y求m次偏微

商，再对z求，次偏微商;混

合偏导数

nth partial derivative of the

function a"f/ay+' of several

variables .r,y,""" with

respect to .r;

mixed partial derivative

11-6.20 a(u,v,w)

a(=,夕,z)
“，二，二对z,y,z的函数行
列式

jacobian; functional

determinant of the

functions u, v, w with re-

spect

to z,夕,z

  }a.   a.   a.  I
  {az   dy   'z}

即.I do  do   du}
”lax   dy   ac}
    I些 些 鲤I
    】dz   dy   at}

11-6. 19与11-6.20选自[2]

11-6. 21 df 函数f的全微分
total differential of the

function f

  df(z,y,...) =卦二+

afdyay、二
11一6. 22 of 函数了的(无穷小)变分

(infinitesimal) variation of

the function f

11-6.23

{f(X) dx 函数f的不定积分

an indefinite integral of the

function f

11-6. 24

bif‘二，dx

Jo f(x)“

函数f由a至b的定积分

definite integral of the

function f from a to b

11-6. 25

十(x,y) dA 函数f(x,y)在集合A上的
二重积分

the double integral of

function f(x,y) over set A

  选自[2],

  上，{:，上，乡”别用于沿曲
线C,沿曲面S,沿体积V以及沿

闭曲线或闭曲面的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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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应用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6. 26 占* 克罗内克s符号

Kronecker delta symbol
  。‘一!‘当‘一k

        (0 当 i护k

式中i与k均为整数

11-6. 27 E,泛 勒维一契维塔符号

Levi-Civita symbol

  Eiit-

{，若i jk为’，“，“的偶排列
过一‘若i jk为‘,2,3的奇排列
}“若i jk为’，“，“的真重复
t 排列

11-6. 28 S(x) 狄拉克S分布[函数〕

Dirac delta distribution

(function)

{f(x)8(x)dx一f(0)

11-6.29 E(x) 单位阶跃函数;海维赛函数

unit step function;

Heaviside function

        11 当x>。

        to 当x<。

也可用H (x)

0(t)用于时间的单位阶跃函数

11-6.30 f*g f与g的卷积

convolution of f and g

(f二g) (x)=
干加

丁f(y)g(x一y)dy

2.7 指数函数和对数函数符号

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7. 1 a之 x的指数函数(以a为底)

exponential function (to the

base a) of z

比较n一 9

11-7.2 e 自然对数的底

base of natural logarithms 一:二}'+L1”一2. 718 281 8

11-7. 3 e"exp z s的指数函数(以e为底)

exponential function (to the

base e) of r

  在同一场合中，只用其中一种

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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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一7.4 109ox 以a为底的二的对数

logarithmtothebaseaofx

  当底数不必指出时，常用109二
表示

11一7.5 Inx Inx=109ox

x的自然对数

naturallogarithmofx

  logx不能用来代替Inx，lgx，
lbx或109.x，1091ox，109:二

11一7.6 lgx lgx=loglox

x的常用对数

common(decimal)

logarlthmof工

参阅11一75的备注

11一7.7 lbx lbx=109:x

二的以2为底的对数

binarylogarithmofx

参阅11一7.5的备注

28 三角函数，，和双曲函数符号

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一8.1 Sln J二 二的正弦

slneof工

11一8.2 COS J x的余弦

cosineof二

11一8.3 tsn X x的正切

tangentofx

也可用tgx

11一8.4 COtJ x的余切

cotangentofx

cotx=1八anx

11一8.5 SeC J丁 x的正割

secantofx

sec二“1/cosx

11一8.6 CSC 沈 x的余割

cosecantofx

也可用cosecx
cscx=1/sinx

1)在「习中称为圆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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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8. 7 sin'x sin x的m次方

sin x to the power m

  选自「270

  其他三角函数和双曲函数的m

次方的表示法类似

11-8. 8 arcsin x x的反正弦

arc sine of x

  y=arcsin x#:}x=sin y,

一it/2簇y镇二/2

  反正弦函数是正弦函数在上述

限制下的反函数

11-8. 9 arccos s x的反余弦

arc cosine of x

  y=arccos x(=>x=cos y,

0簇y镇w

  反余弦函数是余弦函数在上述

限制下的反函数

11-8. 10 arctan x 二的反正切

arc tangent of x

  也可用arctg二
  y=arctan xbx=tan y,

一w/2<y<w/2

  反正切函数是正切函数在上述

限制下的反函数

11-8. 11 arccot x x的反余切

arc cotangent of x

  y=arccot xk:}x=cot y,

o<y<w

  反余切函数是余切函数在上述

限制下的反函数

11-8. 12 arcsec x x的反正割

arc secant of x

  y=arcsec x#}x=sec y,

0簇y镇w+y半川2

  反正割函数是正割函数在上述

限制下的反函数

11-8. 13 arccsc x x的反余割

arc cosecant of x

  也可用arccosec z,

  y=arccsc xGi.z=csc y,

一二/2镇y<-n/2,y#o

  反余割函数是余割函数在上述

限制下的反函数。

  对于 11-8. 8至 11-8. 13各项

不采用sin-'x, cos-’二等符号，

因为可能被误解为((sin二)一’，

(cos x)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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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8. 14 sinh x 二的双曲正弦

hyperbolic sine of x

也可用sh x

11-8.15 cosh x 二的双曲余弦

hyperbolic cosine of x

也可用ch二

11-8. 16 tanh x x的双曲正切

hyperbolic tangent of x

也可用th x

11-8. 17 coth x x的双曲余切

hyperbolic cotangent of x

coth x=1/tanh x

11-8. 18 sech x x的双曲正割

hyperbolic secant of x

sech x = 1/cosh x

11-8. 19 csch x x的双曲余割

hyperbolic cosecant of x

也可用cosech x.
csch x=1/sinh x

11-8.20 arsinh x x的反双曲正弦

inverse hyperbolic sine of x

  也可用arsh x,
  y=arsinh xK+x=sinh y

  反双曲正弦函数是双曲正弦函

数的反函数

11-8.21 arcosh x 二的反双曲余弦

inverse hyperbolic cosine of

x

  也可用arch二。
  y=arcosh x#}x=cosh y,

y)o

  反双曲余弦函数是双曲余弦函

数在上述限制下的反函数

11-8. 22 artanh x 二的反双曲正切

inverse hyperbolic tangent

of x

  也可用arth x,
  y=artanh xt}x=tanh y

  反双曲正切函数是双曲正切函

数的反函数

11-8. 23 arcoth x x的反双曲余切

inverse hyperbolic

cotangent of x

  y=arcoth x<-)x=coth y,

y半0

  反双曲余切函数是双曲余切函

数在上述限制下的反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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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8.24 arsech x 二的反双曲正割

inverse hyperbolic secant of

x

  y=arsech xl#x=sech y,

Y!O

  反双曲正割函数是双曲正割函

数在上述限制下的反函数

11-8. 25 attach x x的反双曲余割

inverse hyperbolic cosecant
of x

  也可用arcosech x,
  y=arsech x(#x=csch y,

Y共0

  反双曲余割函数是双曲余割函

数在上述限制下的反函数。

  对于反双曲函数，不应使用

sinh-' x, cosh-，二等符号，因

为可能被误解为((sinh x)-',

(cosh x)一’等

2.9 复数符号

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9. 1 1,j 虚数单位，iz=一1

imaginary unit

  在电工技术中常用]，参阅

GB 3102. 5的5-44. 1的备注

11-9. 2 Re z z的实部

real part of z

11-9. 3 Im z z的虚部

imaginary part of z

  z=x+iy

其中x=Re z,y=Im z

11-9.4 {Z{ z的绝对值;z的模

absolute value of z;

modulus of z

也可用mod z

11-9. 5 arg z z的辐角;z的相

argument of z;

phase of z

  x=re.甲

其中二=}二},p=arg z,
即Re z=r cos 9,,Im z=r sin q,

11-9. 6 z' z的〔复」共扼

(complex) conjugate of z

有时用z代替x'

11-9.7 sgn z z的单位模函数

signum z

  当z共。时，sgn z=z/lz一

exp(i arg z);

  当z=0时，sgn z=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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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矩阵符号

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10.1         A

{号”‘’‘户’”{
\A}，二Am� I

二Xn型的矩阵A

matrix A of type m by n

  也可用A一(式)，入是矩阵A

的元素;m为行数，，为列数。当

m=，时，A称为[正」方阵。矩阵

元可用小写字母表示。

  也可用方括号代替矩阵表示中

的圆括号

11-10.2 AB 矩阵A与B的积

product of matrices沌and B
  (A口);一艺 Ai,B。

式中A的列数必须等于B的行

数

11-10.3 E,I 单位矩阵

unit matrix

  方阵的元素 Eik = L，参阅
11-6. 26

11-10.4 A- 方阵A的逆

inverse of the square matrix

A

AA-'=A-'A=E

11-10.5 A', A A的转置矩阵

transpose matrix of A

(A7)ik-Ak

也可用A'

11-10.6 A' A的复共扼矩阵

complex conjugate matrix
of A

(A' )u=(Aik)' =Ai<

在数学中也常用A

11-10.7 A", At

              宁

A的厄米特共扼矩阵

Hermitian conjugate matrix

of A

(AH),.=(A,)= A�

在数学中也常用A'

11-10.8   det A

}仓””‘户”}
}A .,**,A..}

方阵A的行列式

determinant of the square

matrix A

11-10.9 tr A 方阵A的迹

trace of the square matrix A
tr A一习A;;

11-10.10 }}All 矩阵A的范数
norm of the matrix A

  矩阵的范数有各种定义，例如

范数II AI}一(tr(AAH))‘istr (A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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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坐标系符号

项号 坐标 径矢量及其微分 坐标系名称 备 注

11-11. 1 r,y,z r= re,+呷 +ze,,

dr=dr e,+dy e,+dz e.

笛卡儿坐标
cartestan

coordinates

  e- e，与。组成一标准正交

右手系，见图1

11-11. 2 P,P,z r=pev(卯十z"，击=

dp，，(列+,p dope,(卯+dz e,

圆柱坐标

cylindrical

coordinates

  "',e，与e组成一标准正交
右手系，见图3和图4,

  若z=0，则P与P成为极坐
标

11-11. 3 r,B,F r=re, (0,卯,di=dr e,(B,p)+

r dB eo(8,p)+r sin B dqP e,(妇

球坐标

spherical

coordinates

  e� e，与。，组成一标准正交

右手系，见图3和图5

注:如果为了某些目的，例外地使用左手坐标系(见图2)时，必须明确地说出，以免引起符号错误

      二轴方向朝外

图1 右手笛卡儿坐标系

      r轴方向朝里

图2 左手笛卡儿坐标系

图3  0avz是右手坐标系

  328

图4 右手柱坐标 图5 右手球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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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门2 矢量和张量符号

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12.1

:
矢量或向量a

vector口

  这里，笛卡儿坐标用二，y,z或

T,,x,,z,表示，在后一种情况，指

标i,j,k,l从1到3取值，并采用
下面的求和约定:如果在一项中

某个指标出现两次，则表示该指

标对1,2,3求和。

  印刷用黑体a，书写用a

11-12.2

.;.
矢量a的模或长度

magnitude of vector a
也可用{}all

11-12.3 巴a a方向的单位矢量

unit vector in the direction

of a

ea=a/laI

口= a巴.

11一12.4 口二，日夕，旧，

i, j,k

    e,

在笛卡儿坐标轴方向的单位

矢量

unit vectors in the

directions of the cartesian

coordinate axes

11-12. 5 口二,a�a,

      a;

矢量。的笛卡儿分量

cartesian  .components   of

vector 口

  a = a,e,.+a,e,+ a,e,=   (a., a,

a,)，

are二等为分矢量。

  r=ze.,+ye,+ze为径矢

11-12. 6 口·b 口与b的标量积或数量积

scalar p甲duct of a and b
  a·b=a,b,+ayb,+a_b，

  a"b一a;6一习a,b(参阅

11-12.1的备注)。

  a·a =a'= Ia 12 -a'

  在特殊场合，也可用((a,b)

11-12. 7 aXb a与b的矢量积或向量积

vector product of a and b

  在右手笛卡儿坐标系中，分量

(axb)二=a�b，一a,b,

一般(a X b)一艺艺。,a ,b,
                                    少 卉

  对于Ei,R，参阅11-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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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12.8 v
一洲卜

V

那勃勒算子或算符

nabla operator

  也称矢量微分算子。

V =e= -,;-- -t-e, --十e� - 0 e:(-
        oz   , ay 虎              03

也可用晶

11-12. 9   VP

grad P

P的梯度

gradient of P

也可用grad P

。___刁P
丫*一。az;

11-12.10 v .a

div a

a的散度

divergence of。
二.。一aa;

            .双几

11-12. 11 甲 Xa

rot口

curl口

a的旋度

curl of。

  气象学上称为涡度。

  也可用rot a, curl a,

‘，“。，一da,dy一day

一般‘v“a)‘一军补秘袭
  关于‘，，参阅11-6. 27

11一12.12 甲2

△

拉普拉斯算子

Laplacian

          挤  .  o} . 挤
  △二呀七+任一+苦川
  一 ar ’妙I’无2

  若与11-6.14中有限增量的符

号容易混淆时，就用VR

11-12.13 口 达朗贝尔算子

Dalembertian

  。 护   .挤 . } a     1 a}
  I!=于一+份去+于二一二 头
  ~ 肚2’ay ’七z c，厌2

式中。为电磁波在真空中的传播

速度，参阅GB 3102.6的6-6

11-12.14 T 二阶张量T

tensor T of the second order
也用T

11-12.15 T=s,T_，⋯,T�

      了飞

张量T的笛卡儿分量

cartesian components of

tensor T

  T =T-e}e二十T=ye-ey+二，

Tue,e二等为分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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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12.16 ab,a因 b 两矢量a与b的并矢积或张

量积

dyadic product;

tensor product of two

vectors a and b

  即具有分量(ab凡=a;b的二
阶张量

11-12. 17 T因S 两个二阶张量T与S的张

量积

tensor product of two

tensors T and S of the

second order

  即具有分量(T⑧ S).,k;=T;,S,
的四阶张量

11-12. 18 T .S 两个二阶张量T与S的内

积

inner product of two

tensors of second order T

and S

  即具有分量

(T·S );;一习T,;S;。的二阶张量

11-12.19 二阶张量T与矢量a的内积

inner product of a tensor of

second order T and a vector

a

  即具有分量

(T·。)一习T,;a的矢量

11-12. 20 T :S 两个二阶张量T与S的标

量积

scalar product of two

tensors of second order T

and S

即标量T:S=名名T;凡

  11-12. 1至 11-12. 20注:矢量

和张量往往用其分量的通用符号

表示，例如矢量用a;，二阶张量用

T,;，并矢积用a;b;等等，但这里

指的都是张量的协变分量，张量

还具有其他形式的分量，如逆变

分量、混合分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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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特殊函数符号

项号 符号，表达式 意义或读法 备注及示例

11-13.1 J(J) 〔第一类〕柱贝塞尔函数

cylindrical Bessel functions

(of the first kind)

  即方程x'犷+ xy,+ (护一

p) y=0的特解

J, (x，一鑫(- 1)R(x/2)1+z1kiru+k+1)
(l)0)

  关于r,参阅11-13.19

11-13. 2 N, (x) 柱诺依曼函数，第二类柱贝

塞尔函数

cylindrical Neumann

functions;

cylindrical Bessel functions

of the second kind

  N,(x)=

    J.(x)cos ka一 1_.(x)
um —

奋;,        sin 祀沈

  也记作Y, (x)

11一13.3 H,') (x)

H," (x)

柱汉开尔函数;第三类柱贝

塞尔函数

cylindrical Hankel

functions;

cylindrical Bessel functions

of the third kind

H,(') (x) =J,(x)+iN,(x),

H,") (x)二J, (x)一iN,(x)

11-13.4

1,(x)K, (x)
修正的柱贝塞尔函数

modified cylindrical Bessel

functions

  x}y"+xy‘一(x}+h )y二0

的特解

  f,(x)二i-,J,(ix)，

  K,(x)=(n/2)i"' (J,(Ix)+

iN,(ix))

11-13.5 ), (x) 〔第一类〕球贝塞尔函数

spherical Bessel  functions

(of the first kind)

  xzy"+2xy'+[x，一1(l+

ll]y=0  (Z)0)的特解

  Je(x)=(a/2x)v'J,+vz (x)

11-13.6 n, (x) 球诺依曼函数;第二类球贝

塞尔函数

spherical Neumann

functions;

spherical Bessel functions

of the second kind

n, (x)=(a/2x)vzN,+vz(x)

也记作Y,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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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7 h,' (x)

h李')(x)

球汉开尔函数，第三类球贝

塞尔函数

spherical Hankel functions;

spherical  Bessel  functions

of thl third kind

  h,"(x)= j, (x)+ in, (x)=

(二/2.) "'If冲，z(x),

  h,召' (x)= j, (x)一 in, (x)=

(二/2x)'I'H,'+',n(x)

  修正的球贝塞尔函数分别写为

i, (x)与k, (x);比较 11-13.4

11-13.8 P, (x) 勒让德多项式

Legendre polynomials

  (1一x2 )y”一2xy'+1(l+

1)y=。的特解

  一’、 l d̀  P,(x)= - - (.r2一 1),
  一‘“一 2̀l!dx'、一

  (1〔N )

11-13.9 P' (x) 关联勒让德函数

associated Legendre
functions

  (1一x2 )y0一2xy'+[1(l+

1卜1-x'1，一。的特解
P' (x)一(卜xa )./z券P, (x)
(I'm任阳'm(l)

11-13. 10 Yi (B,卯 球面调和函数，球谐函数

spherical harmonics

    1  a，_:_。即、， 1  aly，  气二石汤(sin 6杀)十‘拼;下毛一丢+
  sin 0d9“一’一ao ’si,Z0军 ’

I (I+lly=0的特解

Y, (s,叻二(一1)" x

r(21+1) (Z一IM})!11/2}— 了，~，-，--二气二， } x
L   4n    (1+ !，{)!J

P)̂I(cos B)e'̂9

(l, 1m 1 E N;}。}(l)

11-13.11 H, (z) 厄米特多项式

Hermite polynomials

尹一2iy'+2ny=。的特解
                一、 “d̂

H� (z，一(一，Ye"乡e -
(陀〔NN)

11-13.12 L, (z) 拉盖尔多项式

Laguerre polynomials

  =y" + (1一X)-VI+ny=。的

特解

                  d̂

  L, (z)一e'乡We-)
  (n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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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13 L.'(x) 关联拉盖尔多项式

associated laguerre

polynomials

  'y"+(m+1一x)yI+(h一

m)y=0的特解
                d̂'_

L以x) _ 于七L。(x)   (m,n 任
一 、一 dx一"dx0 、一2 、 ’‘ 、

W;二(，)

11-13.14 F(aIb;c;x) 超几何函数

hypergeometric functions

  x(1一x)y"+ [c一((a+b+

1)x]夕一a勿=。的特解

F(a,b;c;二)一1+碧二+
a (a+ 1)b(b+ 1)，.
---下，1~，下，~甲-7r一 x--卜 ⋯

    ‘ :ckc .宁 t少

11-13.15 F(a;c;x) 合流超几何函数

confluent hypergeometric

functions

  xy"+(c一x)yI一ay=。的

特解

  F(a;c;x，一‘+号二十
a (a+1)
一言1-一下--节-二下_i-一r ’..
  乙 :‘、‘-卜 1夕

11-13. 16 F(k,卯 第一类〔不完全〕椭圆积分

(incomplete) elliptic

integral of the first kind

  _.、f      dB  F(k,叻=}—
          谧1/1一k' sin2B

  F(k)=F(k，二/2)  (0<k<

1)

为第一类完全椭圆积分

11-13. 17 E(k,卯 第二类〔不完全I椭回积分

(incomplete) elliptic

integral of the second kind
E(k,。一f}一k' sin20 dB                              0

  E(k)=E(k,a/2)   (0<k<

1)

为第二类完全椭圆积分

11-13.18 II(k,n,卯 第三类〔不完全〕椭圆积分

(incomplete) elliptic

integral of the third kind

  I1(k,n,叻 =

f           dB

谧(1+，sin'B) V1一k' sin'B
  II(k,n,a/2)  (0<k< 1

为第三类完全椭圆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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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19 r(二) r(伽马)函数

gamma function
r(x)一丁歹‘一‘dt(二>。，
r伽 十 1)= n! (n任 叫)

11-13.20 B(x,y) B(贝塔)函数
beta function   B(x,y卜丁:!盆一(卜!)一，，

(x, y〔 08 ; x>O,y>0)

B(x,y)一r(x)r(妇/r(x+y)

11一13.21 Ei⑦ 指数积分

exponential integral Ei x一厂罕dt (x#。，

11-13. 22 erf x 误差函数

error function   erf x一六KOe-' dt.0
  erf(二)= 1

  erfc x=1-erf二称为余误差

函数。

  在统计学中，使用分布函数

(D (X，一1 } We-"=,I,V=2
11-13.23 t(x) 黎曼(泽塔)函数

Riemann zeta function t(x，一表+_12+_13}+，·
(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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