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工术语 超导电性

GB/T 2900.100-2017解读



内容

• 关于术语和术语标准

• 早期关于超导名词和术语定义的工作

• “ 超导名称术语“国家标准各版本制修订及发布情况

• 《电工术语 超导电性》所涵盖的术语子项目，及具代表

性的超导电性术语的解读

• IEC正在修订中的60050-815第四版



关于术语和术语标准

• 术语（terminology）

– 专门学科的专门用语。（引证解释）各门学科中用以表示严格规定的意

义的专门用语。——汉语词典

– 在特定学科领域用来表示概念的称谓的集合，在我国又称为名词或科技

名词。术语是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科学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

是思想和认识交流的工具。——百度百科

– 术语可以是词，也可以是词组，用来正确标记生产技术、科学、艺术、

社会生活等各个专门领域中的事物、现象、特性、关系和过程。



• 术语的基本特征

专业性

术语是表达各个专业的特殊概念的，所以通行范围有限，使用的人较少。

科学性

术语的语义范围准确，它不仅标记一个概念，而且使其精确，与相似的概念相区别。

单义性

术语与一般词汇的最大不同点在于它的单义性，即在某一特定专业范围内是单义的。

（有少数术语属于两个或更多专业。）

系统性

在一门科学或技术中，每个术语的地位只有在这一专业的整个概念系统中才能加以规定。

本地性

术语往往由本民族的使用的文字构成的词汇（包括一些词素）构成。



关于术语和术语标准

术语标准（terminology standard）

– standard that is concerned with term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their definitions, and sometimes by explanatory notes, 
illustrations, examples, etc. [SOURCE: ISO/IEC Guide 2:2004, 5.2] 

– 术语标准是一种标准化的术语集，其中概念和术语一一对应，以避免歧
义和误解。术语的标准化是标准化活动的基础。术语工作遵循统一的原
则和方法，能够：

a) 以实际和有效的方式组织术语工作；

b) 在某一专业领域内及相关领域之间保持术语的一致性和逻辑上的完整性；

c) 有助于概念体系内的协调和不同语种术语间的协调；

d) 促进信息技术在术语工作中的有效应用。



早期的超导名词术语定义工作

《实用超导体名词术语的定义（之一）》

主要涉及：1.基本状态和磁通现象。2.临界参量。3.材料制备、稳定化和瞬变损耗。4.约瑟夫逊
(Josephson)现象。胡善荣 - 1982年《低温与超导》

《实用超导体名词术语的定义（之二）》

主要涉及：实用超导体临界温度、临界电流和临界磁场的测量。张朝兴 - 1982年《低温与超导》

《实用超导体名词术语的定义（之三）》

主要涉及：复合超导体，包括正常导体、末反应材料或原材、紧密结合的结构材料、扩散阻挡层、
抑制流的合金及绝缘薄层等，以及复合超导体的形状。胡善荣 - 1983年《低温与超导》

《实用超导体名词术语的定义（之四）》

主要涉及：约瑟夫逊效应有关名词和术语。高天万 - 1983年《低温与超导》



“超导名词术语”标准编制

国际上：

IEC/TC1 Terminology（术语）——发布标准IEC 60050系列，共229项。

与IEC/TC90 Superconductivity（超导）合作制定 IEC 60050-815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Vocabulary -Part 815: Superconductivity (目前正进行Ed.3修订)

中国国内：

SAC/TC232 全国电工术语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GB/T 2900系列标准。

2003年之前与“国家超导技术联合研究开发中心”、2003年之后与SAC/TC265 全国超

导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合作，制定《电工术语 超导电性》国家标准 （目前已经发布版）



“ 超导名词术语“国标——1992年第一版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超导材料的一般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超导材料。

内容分为三部分：

基本概念（55）、临界参数（18）、超导材料（89）



“ 超导名词术语“国标——2003年第二版

是对IEC 60050-815的采标

国家超导中心负责起草

参加起草的有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的张宏

研究员、中科院物理所的杨乾声研究员、

南京大学物理系的姚希贤教授、北京大

学物理系的卫崇德教授、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物理系的曹烈兆教授、西北有色金

属研究院的汪京荣教授、北京有色金属

研究总院的肖玲高工和国家超导中心办

公室的刘宜平高工。



第一稿2000年6月完成， 于2000年7月在IEC/TC90中国联络组第八次工作会议上讨论修改。

会后又征求了洪朝生院士等部分专家的意见，并请TC232秘书长杨芙对专有名词的翻译和

国标的编制提出修改意见。为了将本标准与国家 “电工术语”系列标准中的“电线” 、

“电缆”等有关名词相协调，又委托上海冶金所张宏和上海电缆研究所的舒迎春一起对标

准第四节“电线和导体”进行了仔细的推敲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形成国标第二稿。

2001年5月，IEC标准正式出版后，再一次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发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科院物理所、中科院

电工所、中科院上海冶金所、中科院低温中心、中科院合肥固体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

院、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及TC232秘书处等15个单位的29位专家进行了评审。汇总整理了

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于2001年12月在北京组织了专家讨论会，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逐条的

修改，形成了国标送审稿。



“ 超导名词术语“国标——2017年第三版

是对IEC 60050-815的采标 (仅是对第二版的修订)

中科院物理所李洁

10 超导性质（Superconducting Properties）

12 电磁现象和性质(Electromagnetic Phenomena and Properties)；

西部超导材料公司闫果和天津大学信赢

11 超导材料（Superconducting materials）

13 线和导体（Wires and conductors）；

中科院电工所王秋良、张国民

14 工艺过程（Production process）

15 磁体技术（Superconducting magnet technologies）；

南京大学陈健和中科院上海微系统所尤立星

16 应用技术（Applied technology）

17 试验评估方法（Tes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2015年4月形成《电工术语 超导电性》国家标准初稿，向国内相关领域的数

十位专家征求意见，共收回14位专家的意见。在5月25日就有争议的术语

fluxoid， critical field strength，Cooper pair专门听取了中科院物理所于禄

和向涛两位权威专家的意见。在将专家意见整理之后，于6月9日在物理研究

所召开专家讨论会，与会专家二十余名，来自11个不同的单位。会后

SAC/TC265秘书处对稿件进行修改，并于6月组织第二次意见征集，共收回11

位专家的反馈意见。秘书处再次汇总意见并组织专家小范围讨论，与中科院等

离子体所的毕延芳教授，多次邮件往来反复讨论，结合SAC/TC232的李桂芳

老师的意见，最终于7月形成国家标准送审稿。



新旧国标的内容比较

两版国标的术语子项目划分基本一致，包括：超导特性、超导材料、电磁现象与

特性、线和导体、制造工艺、超导磁体技术、应用技术、测试和评价方法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1 超导特性（44）

完全抗磁性、超导电性、超导[的]（1）、超导[的]（2）、超导态、超导体、正常态、超导转变、临

界温度、迈斯纳态、磁通排出、迈斯纳效应、持续电流、磁通量子、类磁通、磁通涡旋[线]、磁通涡

旋[线]格子、混合态、中间态、超导凝聚能、临界场强度、第I类超导体、下临界场强度、上临界场强

度、第II类超导体、库珀对、BCS理论、超导能隙、金兹堡—朗道理论、序参量、BCS相干长度、相干

长度、伦敦穿透深度、金兹堡—朗道参数、干净超导体、脏超导体、约瑟夫森结、直流约瑟夫森效应、

交流约瑟夫森效应、同位素效应、表面超导电性、邻近效应（超导体）、饼涡旋、约瑟夫森涡旋

2017版新增术语





fluxoid：

有专家建议译成“全磁通” 而非

“类磁通”，后考证“-oid”是形

容词和名词后缀，意为resembling，

如spheroid是“椭球体”、“扁球

体”，因此新版仍旧保持原来的术

语“类磁通”。

fluxon：

在物理学名词术语中译成“磁通量

子”，后考虑到1. 这样与φ0不好

区分；2.与其同义词“涡旋线”和

“磁通线”相差太远，因此新版仍

旧保持原来的术语“磁通涡旋

[线]”，并增加了注释。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2 超导材料（20）

超导元素、 合金超导体、 化合物超导体、 有机超导体、 氧化物超导体、 钙钛矿超导体、 铜氧面、

铜氧化物超导体、 p-型铜氧化物超导体、 n-型铜氧化物超导体、 高温超导体、 低温超导体、 A-15

超导体、 B-1超导体、 拉夫斯相超导体、 谢弗雷尔相超导体、 富勒烯超导体、 硼碳化物超导体、

二硼化镁超导体、铁基超导体

2017版新增术语



A-15超导体(Nb3Sn )

铁基超导体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3 电磁现象与特性（31）

临界电流、 临界电流判据、 临界电流密度、 传输临界电流密度、 临界面、 临界态模型、 比恩模

型、 金模型、 磁化临界电流密度、 n-值、 失超、 稳定材料、 恢复电流、 应力效应、 辐照效应、

洛伦兹力（作用于磁通涡旋上的）、 表面势垒、 钉扎中心、 磁通钉扎、 磁通蠕动、 磁通流动、

磁通跳跃、 钉扎力、 元钉扎力、 钉扎力密度、 钉扎力密度的标度律、 克拉默定律、 俘获磁通、

表面钉扎、 不可逆线、 晶界弱连接

2017版新增术语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4 线和导体（66）

[导]线（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导体（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电缆（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

中）、同心绞合电缆、编织带（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股线（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无芯电

缆、带状导体、中空导体（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管状导体、紧凑圆形电缆、有芯电缆、里兹电

缆、绞合导体（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紧凑型绞合导体、梯形绞合导体、卢瑟福电缆、套管电缆

导体、复合超导体、超导[细]丝、超导线、超导电缆、稳定化超导线、绝缘超导线、迫冷超导线、机

械增强超导线、超导膜、单芯超导线、多丝超导线、一体化超导线、三组元超导线、扭转超导线、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直流超导线、脉冲超导线、交流超导线、丝间距-直径比、基体（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混合基体

（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基-超体积比、铜-超体积比、铜-非铜体积比、超导体体积百分比、扩散

阻挡层、机械增强构件、包套（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扭转、扭距、换位节距、纵横比、隅角半径、

涡[电]流、交流损耗、磁滞损耗（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涡流损耗（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耦

合电流、邻近效应耦合电流、耦合电流损耗、耦合时间常数、有效丝径、表面阻抗、剩余电阻率、剩余

电阻比、超导块材、涂层导体、勒贝尔电缆、交流损耗能量密度

2017版新增术语



里兹电缆 Litz cable

勒贝尔电缆 Roebel cable卢瑟福电缆 Rutherford cable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5 制造工艺（33）

拉拔、旋锻、冷加工、锭、挤压、扭转加工、绞合、中间热处理、中间热处理、复合材料制备法、青

铜法、化学气相沉积法、物理气相沉积法、原位法、离位法、粉末冶金法、外扩散法、套管法、内锡

法、渗透法、包卷法、熔融织构生长法、织构控制、熔融法、焙烧、前驱物、烧结、溶胶-凝胶法、共

沉淀法、喷雾干燥法、喷雾热分解法、冷冻干燥法、等离子体喷雾法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6 超导磁体技术（57）

低温制冷、低温制冷机、冷头、冷却通道、传热、浸泡致冷、传导冷却、对流冷却、核沸腾、膜沸腾、

辐射冷却、辐射屏、剩余气体、剩余气体传热、真空绝热、多层绝热、超临界氦、超流氦、稳定化（用

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全稳定化、绝热稳定化、动态稳定化、磁扩散率、磁扩散时间常数、热扩散时

间常数、电流分流、什泰克利稳定性判据、麦多克稳定性判据、等面积定理、正常区传播速度、热崩溃、

最小传播区判据、纵向传播、横向传播、绝热温升、保护电路、分区技术、分级技术、外电阻、次级耦

合线圈、焦耳加热、先绕后反应工艺、先反应后绕工艺、真空浸渍、湿法绕制、绝缘体、隔离物、电流

引线、锻炼效应、退化（用于超导有关的技术中）、 低温[恒温]容器、无冷剂的超导磁体、失超探测

器、小型制冷机、电流转移（在超导线相关技术中）、磁化强度（超导体）、持续模式运行

2017版新增术语 反映了超导技术的进步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7 应用技术（56）

线圈、磁体、超导磁体、螺线管、饼状线圈、分离对线圈、亥姆霍兹线圈、鞍形线圈、跑道形线圈、偶

极磁体、四极磁体、环形线圈、极向场线圈、补偿线圈、浸渍线圈、脉冲磁体、混合型线圈、超导电动

机、超导发电机、超导电力电缆、超导通讯电缆、超导变压器、超导故障电流限制器、超导磁能存储、

核聚变发电、磁流体发电、超导磁悬浮列车、超导粒子加速器、超导谐振腔、粒子探测器、回旋加速器、

回旋管、同步加速器、同步辐射装置、核磁共振仪、磁共振成像仪、超导高梯度磁分离、磁通泵、冷子

管、持续电流开关、超导磁屏蔽、超导三极管、超导存储器、超导体-绝缘体-超导体混频器、单磁通量

子器件、超导量子干涉器件、约瑟夫森电压标准、磁轴承、超导微波谐振器、超导微波滤波器、超导微

波天线、超导微波延迟线、超导电阻转变沿传感器、超导隧道结探测器、超导MCZ、超导量子比特

2017版新增术语 反映了超导技术的进步





GB/T 2900.100-2017主要内容

2.8 测试和评价方法（20）

自然工程应变、标称工程应变、弯曲应变、最大弯曲应变、锯齿应力图、应力状态、

断裂韧度、柔度法、S-N曲线、电阻法、磁化率、直流磁化率测量方法、交流磁化率、

交流磁化率测量方法、测量交流损耗密度的磁化强度法、测量交流损耗的量热法、

俘获磁通密度测试法、标准双谐振器法、测量的不确定度、磁扫描技术

2017版新增术语



IEC正在修订中的60050-815第四版

截止到2019年10月23日

SECTION 815-15 – SUPERCONDUCTING MAGNET TECHNOLOGIES

SECTION 815-16 – APPLIED TECHNOLOGY

（随着超导领域的技术进步，超导术语标准重新划分子项目）

SECTION 815-17 – TEST AND EVALUATION METHODS

超导技术分为基础和应用两大

部分，而每一部分又分为磁体

和电力装置及超导电子学两个

分支。



IEC正在修订中的60050-815第四版

新增的术语：

normal state resistance, quasiparticle,Nb-Ti, Nb3Sn,  bismuth-based oxide superconductor, REBCO, sulfur 

trihydride superconductor, magnetization <superconductor>, Joule heating, subgap region, subgap current, 

surface impedance  未完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