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度量衡检定图印[3] 一般分为“检定合格印”“注

销印”等，印别通常分为錾印、烙印、喷砂印、铅

封钳印等等。查阅有关资料显示，1956 年国家计量

局开始着手统一1957 年的度量衡检定图印。因此，

本文着重介绍1957 年前后度量衡检定机构制定、使

用度量衡检定图印的基本情况。

一、1957 年前度量衡检定图印

1956 年7 月，国家计量局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度量衡检定机构将各自使用的

检定图印式样“互相寄给备查”。由此可见在1956

年7 月以前，各地度量衡检定图印式样、规格、印

别等不尽相同，处于相互备案、亟待统一的阶段。

尽管如此，各地还是高度重视对度量衡检定印的管

理，如山东1951 年颁布《度量衡器具盖印》、上海

1955 年10 月颁布《关于检定用印的规定》等。

（一）“检定合格”印。检定合格的图印在国家

统一做出规定前，各地情形比较繁杂，其中有两种

主要的形式。一是，采用“同”字等文字作为检定

合格印。原民国南京政府全国度量衡局曾在1931 年1

月的《度量衡器具盖印规则》中规定度量衡器具检定

合格要加盖“同”字印。之所以使用“同”字，一说

取《虞书》中“同律度量衡”之“同”；也有说取孙

中山所言“世界大同”之“同”，以及“资之官而后

天下同”之“同”。当然也不能说与中国古人实施度

量衡器具检定时“仲春之月，日夜分，则同度量，钧

衡石、角斗甬，正权概；仲秋之月，日夜分，则同度

量，平权衡，正钧石，角斗甬”之“同”不无联系。

1949 年10 月后，一些地方度量衡检定机构仍暂时沿

用了“同”字印。北京市公安局曾于1951 年5 月侦

破刘某某伪造当时北京市度量衡检定所使用的“同”

字印案件。有关文件资料显示直至1956 年7 月，北京

市度量衡检定所使用的检定合格印依然有“同”字

印。当时与北京类似，使用“同”字印的地方还有如

武汉、芜湖等地。有意思的是，当时湖南度量衡检

定图印中所含的“同”字印是一种变形的、带有湖

南特色的“同”字，即去掉“同”字里面的“口”，

在“口”的位置处加上“ㄍ”。所使用的“ㄍ”在原

民国南京政府全国度量衡局颁布的《度量衡检定用印

各省区外加国音注音符号分配表》中是用以标识“湖

南”的“国音注音符号”。除了使用“同”字印外，

还有使用其他文字作为检定合格图印的。如上海、

杭州等地曾使用“正”字印；太原等地曾使用“检”

字印；重庆曾使用“庆”字印，既是检定合格的图

印，也起到了标明检定地区的作用。二是，采用五

角星“☆”等图形符号作为检定合格印。有资料显

示，1957 年以前，河北、内蒙古、江西、山东、广

州、昆明、成都、辽宁、福州、广西、兰州等地度

量衡检定合格图印中的核心图形符号是“☆”，有

的单独使用五角星，有的在五角星外加了圆圈。五

角星印的广泛使用，客观上也成为国家计量局统一

1957 年全国度量衡检定图印的核心图案。当时，除

了五角星符号外，还有使用其他符号印的，如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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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检定合格印形为“Ｙ”。

（二）“年号”“季度”“月份”印。一是，“年

号”印。以“1956 年”为例，不少地区的“年号”

印采用年号后两位阿拉伯数字外加矩形边框的形

式，形如“ 56 ”，如河北、内蒙古、长沙、江西、

山东、昆明、杭州、武汉、成都、福州、厦门、广

西、兰州等地。另外，芜湖、太原等地的“年号”印

直接用年号后两位阿拉伯数字，即“56”，但不加边

框。广州使用的“年号”印形如“（56）”。沈阳使

用的“年号”印是“56”与沈阳地区代号“一”的上

下组合。北京地区对于压力计检定后压印的“年号”

印形如“ 56 ”。二是，“季度”印。一些地区以阿

拉伯数字“1、2、3、4”等作为“季度”印。杭州的

“季度”印形如“①”“④”等；福州的“季度”印

形如“ 1 ”“ 4 ”等。三是，“月份”印。有资料显

示1957 年以前，各地度量衡检定中的“月份”印有

三种常见的形式。一种是以阿拉伯数字“1~12”来

标识月份的，如长沙、武汉、厦门等地的“月份”印

均形如“①”“ 12 ”等。第二种是以中文“一月”“二

月”标识月份的，如青岛地区使用的“月份”印形

如“ 六月”。第三种是以“子”“丑”“寅”“卯”

等十二地支来标识月份的，如福州。

（三）“地区代号”印。“地区代号”印大致

有两种形式。一是，借用“国音注音符号”作为地

区代号印。原民国南京政府全国度量衡局于1931 年

1 月公布《度量衡检定用印各省区外加国音注音符号

分配表》，用“国音注音符号”标识实施检定的地

区。1957 年以前，部分地区检定图印中的“地区代

号”印也临时借用了“国音注音符号”来标识。如

1951 年10 月前，北京的“地区代号”印使用的是标

识北京的国音注音符号“ㄤ”，之后才将“ㄤ”改

为“京”。内蒙古的“地区代号”印使用的是国音

注音符号、汉字数字在圆圈内的上下排列方式，如

包头的地区编号为“一”，则其“地区代号”印为

国音注音符号“ㄇ”与汉字数字“一”在圆圈内的

上下组合，不过“ㄇ”在1949 年10 月前代表安徽。

1955 年4 月启用的河北度量衡检定图印中的“地区代

号”印是由国音注音符号“ㄅ”加阿拉伯数字脚标

组成，如唐山度量衡检定站的“地区代号”印为“ㄅ

1”、石家庄度量衡检定站“地区代号”印为“ㄅ2”

等，不过“ㄅ”在1949 年10 月前代表江苏。1956 年

7 月，河北省度量衡检定所上述“地区代号”印的形

式略作调整，但“ㄅ”作为核心符号继续保留。辽宁

的“地区代号”印是国音注音符号“ㄉ”与汉字数字

的上下组合，如沈阳，就是“ㄉ”与汉字数字“一”

的上下组合，不过“ㄉ”在1949年10月前代表广东。

山东“地区代号”印用国音注音符号“ㄏ”加圆圈的

形式出现，形如“ㄏ”。兰州“地区代号”印用国

音注音符号“π”加圆圈的形式出现，形如“π”。

二是，其他形式的“地区代号”印。除了上述以“国

音注音符号”标识度量衡检定地区代号外，还有一

些地区使用该地区中文简称作为地区代号，如安徽

芜湖地区使用“芜”字印作为芜湖的地区代号印。有

的地区对省以下度量衡检定“地区代号”印统一使

用“天干”顺序编列，如山西省设定太原地区的“地

区代号”印为“甲”字印；山东省的代号使用了国音

注音符号，山东所辖地市的地区代号则是使用外套

圆圈的汉字数字印，如青岛地区标识为“ 一 ”。

（四）外制度量衡器具检定印。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国内还存在生产、制造、使用英美制度

量衡器具的情况。对于英美制度量衡器具的检定，

当时各地区通常有专门的检定图印。如天津使用“津

临”二字印；上海在1955 年11 月20 日前使用“暂”

字印，1955 年11 月20 日后则使用“可”字印；长沙

使用“暂”字印；杭州使用“临”字印；武汉使用

“暂”字印；青岛使用“特”字印。在厦门，对于英

美制与公制或市制的两用度量衡器具检定合格后一

律用“年号”印和“月份”印錾盖，“年号”印为年

号后两位阿拉伯数字外加矩形边框，比如1956 年的

“年号”印即形如“ 56 ”；“月份”印是阿拉伯数

字外套圆圈构成，形如“①”“②”等。

（五）“注销”印。1957 年以前，对于度量衡

器具检定不合格且不堪修理的，一些地区以汉字印

作为“注销”印，如北京使用“销”字印；杭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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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二字印等。还有一些地区以“四条平行短线

段”作为“注销”印，如河北、内蒙古、山东等地。

这种“四条平行短线段”的“注销”印也是1958 年

国家计量局采用的，要求全国度量衡检定机构统一

使用的“注销”印图样。

（六）“检定员”印。为了便于管理、追溯和明

确检定责任，一些地方还制定了“检定员”印。长沙

的“检定员”印以“甲”“乙”“丙”“丁”等十

个天干来标识检定员，形如“ 甲 ”“ 癸 ”等。武汉

的“检定员”印以阿拉伯数字标识，印记在“年号”

印矩形框内，形如“ 5*6 ”，“56”标识1956 年的

年份，“*”为1、2、3……等阿拉伯数字，代表实施

检定工作的检定员。

以上简要举例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

1957 年以前，各地实施度量衡检定工作时所用的各

种检定图印的式样。但涉及检定图印采取哪种加盖

方式（錾印、烙印、喷砂印、铅封钳印等）、相应的

图印规格尺寸、图印组合排列方式等均因受检定的

度量衡器具种类不同、材质不同、检定周期不同以

及用印位置不同而不同，形式多样，较为复杂，故

在此暂不过多着墨。不过1957 年以前，各地在度量

衡检定图印方面的摸索和实践，为国家计量局统一

1957 年全国度量衡检定图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实

践基础。

二、1957 年度量衡检定图印

统一度量衡检定图印是加强度量衡管理，规范

各地度量衡检定工作的迫切需要之一。1951 年7 月、

1955 年4 月，天津曾侦破多起伪造度量衡检定印的案

件；北京市也曾于1952 年12 月25 日提出，“各地检

定合格图印均自行规定，式样、大小不统一，应统

一规定，以示划一”；1953 年4 月，中央工商行政管

理局局长许涤新报告中央财委，也反映了“度量衡

制度的混乱、量值不一，影响度量衡器流通，各界

人民代表不满”，提出要加强度量衡工作。1956 年

8 月，国家还曾专门核定了国家计量局检定印刻制所

编制。1956 年10 月、11 月，1957 年1 月，国家计量

局结合各地度量衡检定图印的实际情况，做出统一

1957 年全国度量衡检定图印的一系列决定，主要体

现在：

（一）尺寸规格。“检定合格”印和“注销”印

都分为2 毫米、3 毫米、4 毫米、6 毫米、9 毫米等五

种尺寸；錾印、烙印用阳文，喷印、铅封钳印用阴

文；錾印制成2 毫米、3 毫米、4 毫米、6 毫米等四种

尺寸，喷印制成3毫米、6毫米、9毫米等三种尺寸，

烙印和铅封钳印制成9 毫米尺寸。各年度使用的“检

定合格”印的图案，除年号因年变化外，均保持一

致，同时加有暗号；检定员的代号印，由各地自行规

定。对于英制等“外制”度量衡器具检定也使用同样

的“检定合格”印和“注销”印。

（二）2 毫米“检定合格”印。2 毫米的“检

定合格”印图案构成为五角星、两位阿拉伯数字的

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定机构的代号和年号。检定

机构代号，如北京“01”、天津“02”、江苏“15”

等。检定机构代号在五角星顶端的两旁（图1 以00 代

替），1957 年的年号在五角星下部的两旁（图1）。

（三）3 毫米“检定合格”印。3 毫米的“检定

合格”印图案构成与2 毫米“检定合格”印图案基本

相同，但外增加一个圆圈（图2）。

（四）4毫米、6毫米、9毫米“检定合格”印。

4 毫米、6 毫米、9 毫米“检定合格”印图案除了与

3 毫米“检定合格”印基本相同外，在五角星的上部

有四位（前两位数字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号，

放在五角星顶端的左旁；后两位数字代表专区、县、

市检定机构，放在五角星顶端的右边，图3 以0000 代

替）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专区、县、市检定机

构的阿拉伯数字代号（图3）。

（五）“季度”印。9 毫米尺寸的“检定合格”

印一般为铅封钳印，其反面标注检定时的季度，“季

度”印以“Ⅰ、Ⅱ、Ⅲ、Ⅳ”等标识（图4）。

															图1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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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砂印、铅封钳印等）、相应的图印规格尺

寸、图印组合排列方式等均因受检定的度量

衡器具种类不同、材质不同、检定周期不同

以及用印位置不同而不同，形式多样，较为

复杂，故在此暂不过多着墨。不过 1957 年

以前，各地在度量衡检定图印方面的摸索和

实践，为国家计量局统一 1957 年全国度量

衡检定图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实践基础。

二、1957 年度量衡检定图印

统一度量衡检定图印是加强度量衡管

理，规范各地度量衡检定工作的迫切需要之

一。1951 年 7 月、1955 年 4 月，天津曾侦

破多起伪造度量衡检定印的案件；北京市也

曾于 1952 年 12 月 25 日提出，“各地检定合

格图印均自行规定，式样、大小不统一，应

统一规定，以示划一”；1953 年 4 月，中央

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报告中央财委，

也反映了“度量衡制度的混乱、量值不一，

影响度量衡器流通，各界人民代表不满”，

提出要加强度量衡工作。1956 年 8 月，国家

还曾专门核定了国家计量局检定印刻制所

编制。1956 年 10 月、11 月，1957 年 1 月，

国家计量局结合各地度量衡检定图印的实

际情况，做出统一 1957 年全国度量衡检定

图印的一系列决定，主要体现在：

（一）尺寸规格。“检定合格”印和“注

销”印都分为 2 毫米、3 毫米、4 毫米、6

毫米、9 毫米等五种尺寸；錾印、烙印用阳

文，喷印、铅封钳印用阴文；錾印制成 2 毫

米、3 毫米、4毫米、6 毫米等四种尺寸，喷

印制成 3 毫米、6毫米、9毫米等三种尺寸，

烙印和铅封钳印制成 9 毫米尺寸。各年度使

用的“检定合格”印的图案，除年号因年变

化外，均保持一致，同时加有暗号；检定员

的代号印，由各地自行规定。对于英制等“外

制”度量衡器具检定也使用同样的“检定合

格”印和“注销”印。

（二）2 毫米“检定合格”印。2 毫米

的“检定合格”印图案构成为五角星、两位

阿拉伯数字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定机构

的代号和年号。检定机构代号，如北京“01”、

天津“02”、江苏“15”等。检定机构代号

在五角星顶端的两旁（图1以00代替），1957

年的年号在五角星下部的两旁（图 1）。

（三）3 毫米“检定合格”印。3 毫米

的“检定合格”印图案构成与 2 毫米“检定

合格”印图案基本相同，但外增加一个圆圈

（图 2）。

（四）4 毫米、6 毫米、9 毫米“检定

合格”印。4 毫米、6 毫米、9 毫米“检定

合格”印图案除了与 3 毫米“检定合格”印

基本相同外，在五角星的上部有四位（前两

位数字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号，放在

五角星顶端的左旁；后两位数字代表专区、

县、市检定机构，放在五角星顶端的右边，

图 3 以 0000 代替）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下专区、县、市检定机构的阿拉伯数字代号

（图 3）。

（五）“季度”印。9 毫米尺寸的“检

定合格”印一般为铅封钳印，其反面标注检

定时的季度，“季度”印以“Ⅰ、Ⅱ、Ⅲ、

Ⅳ”等标识（图 4）。

图 1 图 2 图 3 图 4

（六）“检定合格”印的喷砂印。“检

定合格”印的喷砂印为长方形，长方形中间

上半是五角星，中间下半即星下为年号，如

1957 年即标识为“57”两字，五角星左侧（和

五角星左肩平）的两位数字“00”是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代号；右侧（和五角星右肩

平）的两位数字“00”是专区、省辖市、县

的代号（图 5）；如果仅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检定机构使用，则将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代号分列五角星的左、右两旁各一字（图

6）；上述喷砂印尺寸规定为 4×12mm 或

6×18mm 两种。

图 5 图 6

（七）“注销”印。“注销”印也是圆

形式样，尺寸规格和相应的“检定合格”印

尺寸规格相同，形如“×”。

国家计量局统一规定了 1957 年的检定

图印后，各地度量衡检定机构纷纷响应、执

行。不过在实际应用中，也有部分地区因地

制宜地做了变通处理。比如，上海市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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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检定合格”印的喷砂印。“检定合格”

印的喷砂印为长方形，长方形中间上半是五角星，

中间下半即星下为年号，如1957 年即标识为“57”

两字，五角星左侧（和五角星左肩平）的两位数字

“00”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号；右侧（和五角

星右肩平）的两位数字“00”是专区、省辖市、县的

代号（图5）；如果仅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定机

构使用，则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号分列五角

星的左、右两旁各一字（图6）；上述喷砂印尺寸规

定为4×12mm 或6×18mm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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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销”印。“注销”印也是圆形式样，

尺寸规格和相应的“检定合格”印尺寸规格相同，形

如“×”。

国家计量局统一规定了1957 年的检定图印后，

各地度量衡检定机构纷纷响应、执行。不过在实际

应用中，也有部分地区因地制宜地做了变通处理。

比如，上海市工商局度量衡管理处1957 年1 月8 日发

函规定，上海地区“检定合格”印暂仍使用“正”字

印；天津市工商局度量衡检定所1957 年3 月6 日发函

规定，天津地区“检定合格”印中的喷砂印仍暂使用

“天”字印等。

三、1958 年度量衡检定图印

1957 年3 月和11 月，国家计量局对统一1958 年

检定图印等工作做出部署。1958 年度的检定印分为

“检定合格”印、“注销”印、“季度”印等三种；

“检定合格”印编成四位阿拉伯数号码，千位数字

“8”代表1958 年，001-999 代表各地度量衡检定机

构代号，如北京“001”、天津“002”、新疆“341-

370”、云南“911-940”等，省以下度量衡检定机

构代号由省主管厅局编排；“季度”印的四个季度分

别使用“Ⅰ、Ⅱ、Ⅲ、Ⅳ”进行标识；1958 年的“检

定合格”印（图7）、“注销”印（图8）与1957 年

的图印有较大差异。“季度”印与1957年的“季度”

印基本一致。各地度量衡检定机构受委托检定的度

量衡器具同样使用上述图印，印号由国家计量局统

一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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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1958 年10 月，国家计量局总结各地使用度

量衡检定图印的情况后，指出今后检定图印的式样

设计、编号、刻制等由各省、市、自治区计量机构

自行负责；同一省、市、自治区范围内应采取统一式

样、统一编定检定印的编号；新成立的地方检定机构

及委托检定单位所用检定印由各地按照上述规定自

行设计制造。1959 年6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

布《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后，国家对度量衡器

具检定及检定图印设计、管理、使用等又陆续作出

过相应的规范、调整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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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砂印、铅封钳印等）、相应的图印规格尺

寸、图印组合排列方式等均因受检定的度量

衡器具种类不同、材质不同、检定周期不同

以及用印位置不同而不同，形式多样，较为

复杂，故在此暂不过多着墨。不过 1957 年

以前，各地在度量衡检定图印方面的摸索和

实践，为国家计量局统一 1957 年全国度量

衡检定图印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和实践基础。

二、1957 年度量衡检定图印

统一度量衡检定图印是加强度量衡管

理，规范各地度量衡检定工作的迫切需要之

一。1951 年 7 月、1955 年 4 月，天津曾侦

破多起伪造度量衡检定印的案件；北京市也

曾于 1952 年 12 月 25 日提出，“各地检定合

格图印均自行规定，式样、大小不统一，应

统一规定，以示划一”；1953 年 4 月，中央

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许涤新报告中央财委，

也反映了“度量衡制度的混乱、量值不一，

影响度量衡器流通，各界人民代表不满”，

提出要加强度量衡工作。1956 年 8 月，国家

还曾专门核定了国家计量局检定印刻制所

编制。1956 年 10 月、11 月，1957 年 1 月，

国家计量局结合各地度量衡检定图印的实

际情况，做出统一 1957 年全国度量衡检定

图印的一系列决定，主要体现在：

（一）尺寸规格。“检定合格”印和“注

销”印都分为 2 毫米、3 毫米、4 毫米、6

毫米、9 毫米等五种尺寸；錾印、烙印用阳

文，喷印、铅封钳印用阴文；錾印制成 2 毫

米、3 毫米、4毫米、6 毫米等四种尺寸，喷

印制成 3 毫米、6毫米、9毫米等三种尺寸，

烙印和铅封钳印制成 9 毫米尺寸。各年度使

用的“检定合格”印的图案，除年号因年变

化外，均保持一致，同时加有暗号；检定员

的代号印，由各地自行规定。对于英制等“外

制”度量衡器具检定也使用同样的“检定合

格”印和“注销”印。

（二）2 毫米“检定合格”印。2 毫米

的“检定合格”印图案构成为五角星、两位

阿拉伯数字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定机构

的代号和年号。检定机构代号，如北京“01”、

天津“02”、江苏“15”等。检定机构代号

在五角星顶端的两旁（图1以00代替），1957

年的年号在五角星下部的两旁（图 1）。

（三）3 毫米“检定合格”印。3 毫米

的“检定合格”印图案构成与 2 毫米“检定

合格”印图案基本相同，但外增加一个圆圈

（图 2）。

（四）4 毫米、6 毫米、9 毫米“检定

合格”印。4 毫米、6 毫米、9 毫米“检定

合格”印图案除了与 3 毫米“检定合格”印

基本相同外，在五角星的上部有四位（前两

位数字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号，放在

五角星顶端的左旁；后两位数字代表专区、

县、市检定机构，放在五角星顶端的右边，

图 3 以 0000 代替）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下专区、县、市检定机构的阿拉伯数字代号

（图 3）。

（五）“季度”印。9 毫米尺寸的“检

定合格”印一般为铅封钳印，其反面标注检

定时的季度，“季度”印以“Ⅰ、Ⅱ、Ⅲ、

Ⅳ”等标识（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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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检定合格”印的喷砂印。“检

定合格”印的喷砂印为长方形，长方形中间

上半是五角星，中间下半即星下为年号，如

1957 年即标识为“57”两字，五角星左侧（和

五角星左肩平）的两位数字“00”是省、自

治区、直辖市的代号；右侧（和五角星右肩

平）的两位数字“00”是专区、省辖市、县

的代号（图 5）；如果仅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检定机构使用，则将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代号分列五角星的左、右两旁各一字（图

6）；上述喷砂印尺寸规定为 4×12mm 或

6×18mm 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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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注销”印。“注销”印也是圆

形式样，尺寸规格和相应的“检定合格”印

尺寸规格相同，形如“×”。

国家计量局统一规定了 1957 年的检定

图印后，各地度量衡检定机构纷纷响应、执

行。不过在实际应用中，也有部分地区因地

制宜地做了变通处理。比如，上海市工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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