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单就计量（当时称

“度量衡”）工作来说，计量单位的公制、市制、英

美制以及其他杂制等并存，参差不齐。计量基（标）

准器基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计量行政和技术

管理体系极不健全，计量器具监督管理手段比较落

后且单一。在这种状态下，统一全国计量制度，建

立健全权威、统一的计量机构可以说是第一位的要

务，迫在眉睫。1959 年6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统

一计量制度的命令》，该命令的颁布，既体现了新

中国成立10 年来推进计量制度统一的初步成效，也

是继续深化计量制度统一的“发令枪”。本篇着重介

绍上述命令颁布之前我国计量机构建立健全的概要

情况。

一、度量衡机构的接收、建立和巩固

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后，国家的度量衡管理体

系是在接收“旧政权遗留的29 个度量衡检定机构及

328 名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基础上逐渐改造、调整、

发展的。这一时期，中央和各地的度量衡机构所能

开展的工作还主要是侧重对市场流通、日常生活及

商业贸易领域的度量衡器具的监督管理，如砝码、

玻璃量器、尺子、秤等。

（一）中央度量衡处。1950 年初，中央人民

政府在财政经济委员会技术管理局中设立了度量衡

处，处长由民国南京政府全国度量衡局首任局长吴

承洛担任。度量衡处设立后，主要接管旧政权遗留

下来的度量衡档案和度量衡器具、标准器；调查掌握

当时度量衡器具制造、检定、管理等情况；结合当时

情况拟订一些度量衡方面的规章制度，包括1950 年

10 月由中央政府秘书厅转发全国征求意见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度量衡管理暂行条例（草案）》等。

1952 年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技术管理

局撤销后，度量衡处改隶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全

处工作人员约20 人。这期间，度量衡处研究起草了

《度量衡公制单位名称草案》，还会同中国科学院从

苏联购置了第一批计量标准装置等。

（二）地方度量衡机构。新中国成立初期，各

地度量衡机构的名称大多还暂时沿用了以前“度量衡

检定所”的名字，当时它们普遍存在“技术人员缺

乏、设备落后、技术资料短缺、检定规则不统一、

度量衡制度不统一”、机构性质和经费保障不明确

等问题和困难。

以北京度量衡检定所为例，1950 年初，该所工

作人员仅8 人（干部7 人、勤杂1 人）；全所使用的

标准器还是接收旧政权的“民国工商部颁发北平市的

第四十三号标准器（现存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

院）”。检定用器也仅是若干铜尺、钢尺，铜斗、

铜升、木圆斗、木方斗，玻璃量筒、量杯，天平、

砝码等。而且对于“精密滴管、移液管及量瓶等玻璃

量器……尚不能检定”。对于北京地区存在的使用

英美制和其他杂制的度量衡器具，该所当时也尚不

能给出彻底、明确的处理意见和统一办法，只能提

请中央度量衡处“作制订度量衡制度标准的参考”。

此时，全国各地度量衡机构在建立健全过程中

还存在机构性质和经费保障尚不完全明确的问题。

北京度量衡检定所是政府确定的行政部门，但其他

省市的度量衡检定机构性质尚不确定。这从武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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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衡检定所与北京度量衡检定所两所之间互通公函

的内容即可略见一斑。1953 年9 月，武汉度量衡检

定所函称，“本所的机构性质因中央无明确的规定，

至各方面对本所性质的认定颇不一致。有的认为是

行政机构，因为管理度量衡统一事宜。有的认为是

企业机构，因为是技术性的，而且有检定费收入。

目前经费难由市财政局开支，在市府整个预算中并

无正式编制，因此对各项业务进行不无阻滞”。同

月，北京度量衡检定所回函称，“本所现为行政

机构，市府列有编制预算，每月经费由财政局开

支……检定所虽为技术性质而并无生产能力，检定

费不能视为税收或生产收入，只能列入规费项下。

所以，检定所应列入行政技术管理为宜，有的地方

检定所附有制造工厂，并以制品收入作为整个检定

所开支者可列为企业性机构，但检定费仍应列入规

费项下，不能与制品收入混为一谈”。

尽管从上述举例可见当时开展度量衡工作的各

方面条件均比较艰苦，但各地度量衡检定机构总体

上还是在接收、重建、调整中得到逐步加强和巩

固。这时它们多隶属于工商局、商业局等部门，对

市场交易中使用的商用度量衡器具做了大量的监督

检查、规范管理工作。特别是围绕着1950年10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度量衡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中“采

用公制、市制”的意见开展了具有一定成效的力所

能及的工作。比如，像安徽、河北等地较早开展了

十六两秤改制为十两市制秤的工作。北京度量衡检

定所1949 年全年检定度量衡器具14627 件。而到1952

年时，全年检定度量衡器具150437 件，检定度量衡

器具数量增长9 倍多，这些都为促进统一全国计量制

度奠定了初步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二、计量机构的组建、调整和发展

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深入实施，为了适

应国民经济恢复、调整、建设、发展的需要，加之

全国各类型、各行业、各层级单位的计量工作迅速

发展和需求，立即着手组建成立一个权威的、统一

的、突破“度量衡”限制的国家计量管理机构势在必

行。国家计量局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国家计量局。1954 年11 月，经全国人大

批准，国务院作出组建成立国家计量局等20 个国务

院直属机构的决定。1955 年1 月，国家计量局成立。

11 月颁布的《国家计量局组织简则》中规定，国家

计量局统筹负责“公制推行”“国家计量检定”“基

准器和标准器”“计量法规”等工作，而且授权国

家计量局可牵头组织设立“计量技术委员会”和“公

制推行委员会”等（1955 年10 月，已成立“公制推

行委员会”）。1956 年8 月，国务院批准国家计量局

局机关编制168 人，计量研究院筹备处和检定印刻制

所编制64 人。1956 年10 月，国务院秘书厅将国家计

量局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条例（草案）》和

《国务院关于推行米突制的决议（草案）》印发各地

区、各部门征求意见，再次凸显统一全国计量制度

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956 年11 月，国家计量局改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量局”。1957 年1 月，国家

计量局改由国家技术委员会代管。1958 年1 月，第一

机械工业部工具科学研究院的“计量”部分并入国家

计量局。1958 年3 月，国家计量局调整为国家科委委

管局，对外仍可使用“国家计量局”名义开展工作。

1958 年7 月，国家科委、第一机械工业部等部门发出

《调整计量工作领导关系的联合通知》，确定原一机

部系统区域计量工作交地方计量部门负责，国防工

业最高计量机构的六所、三所，在业务上接受国家

计量局的指导。

国家层面计量管理机构的组建和发展无疑是国

家统一管理全国计量事业的重要布局，是逐步克服

和理顺建国以来各项计量管理上“政出多门”的必要

措施，使计量工作突破“度量衡”，向工业和科技等

更广泛的领域不断深入，在国家层面为统一全国计

量制度提供了初步的机构保障。

（二）地方计量机构。为了统一全国计量制

度，进一步加强计量管理，1957 年1 月，国务院发

出《关于核定省、市计量机构和编制问题的通知》。

该通知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管理机构并

可附设检定机构”。为此，各地纷纷建立新的省级

计量管理机构或着手将原度量衡检定所改为计量管

理所（局、处，见下表）。当然，像上海在1956 年

2 月即已将“上海度量衡检定所”改为“上海度量衡

管理处”；吉林也于1956 年11 月启用“吉林省度量

衡管理所”的新印；1956 年11 月，山东省度量衡检

定所更名为山东省计量管理局；山西省于1956 年12

月成立省计量管理处。此时，大多地方计量机构的

名称由“度量衡”改为“计量”，说明工作的范畴、

领域在不断扩大，不仅限于对商用、民用“度量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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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的监督管理。名称由“检定所”改为“管理所

（局、处）”，则更凸显加强计量管理的迫切需要。

这一时期，各地计量机构的隶属关系也在潜移默化

地发生变化，有的计量机构由起初隶属商业局、工

商局转为隶属工业口的厅局。比如，山东省计量机

构1957 年4 月以前先后隶属工商、商业等部门，工作

重点是对商业贸易、市场流通领域的度量衡器具的

监督管理。1957 年4 月以后，山东省计量机构先后隶

属工业厅、重工业厅、机械工业厅等，说明这一时期

山东计量工作的重点正逐步转向服务工业生产等。

表  《关于核定省市计量机构和编制问题的通知》发布后

调整或设立省级计量管理机构情况举例列表

时间 建立新机构 调整原机构

1957.03 辽宁计量管理局 辽宁度量衡管理所

1957.04 江西计量局 江西度量衡检定所

1957.05 天津计量管理所 天津度量衡检定所

1957.05 安徽计量局 --

1957.06 吉林计量管理局 省和长春度量衡管理所

1957.06 河北计量管理所 河北度量衡检定所

1957.07 黑龙江计量管理处 哈尔滨度量衡检定所

1959.03 黑龙江标准计量局 黑龙江计量管理处

1957.07 贵州计量局筹备组 --

1957.09 内蒙古计量管理局 内蒙古度量衡检定所

1957.09 江苏计量管理所 省和南京度量衡检定所

1957.12 湖北计量管理处 武汉计量检定所

1958.10 湖北计量管理局 湖北计量管理处

1958.02 山西计量管理局 山西计量管理处

1958.03 上海计量管理处 上海度量衡管理处

1958.04 广东计量管理所 广州度量衡检定所

1958.04 广西计量检定所 广西度量衡检定所

1958.12 广西计量管理处 广西计量检定所

1958.06 青海计量管理所 --

1958.12 陕西计量局 西安度量衡检定所

1959.02 北京计量管理处 北京度量衡检定所

1959.08 甘肃计量局 --

国务院发出的《关于核定省、市计量机构和编

制问题的通知》中还要求 “省辖市设立检定机构”。

为此，各地纷纷新建市级计量检定机构，或将原有

的“度量衡检定所”改为“计量检定所”。比如，

1957 年4 月，青岛度量衡检定所改为青岛计量检定

所。1957 年5 月，武汉度量衡检定所改为武汉计量检

定所。1957 年5 月，安徽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在芜湖、

合肥、蚌埠、安庆、淮南等五市设立市级计量检

定所，在屯溪、马鞍山、铜官山三市设立计量检定

组。1957 年8 月，重庆度量衡检定所改为重庆计量检

定所。1957 年8 月，河北省建立承德、张家口等各地

市计量检定所。1957 年9 月，组建兰州计量检定所。

1957 年10 月，成都度量衡检定所改为成都计量检定

所。1958 年2 月，长沙度量衡检定所改为长沙计量检

定所。1958 年9 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决定将太原计

量管理所并入山西计量管理局，将大同、榆次、长

治、临汾、忻县等五个市县计量管理所改设成中心

计量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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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家计量局曾向国务院提出解决各级计

量机构经费保障问题的报告，建议将“各级计量管

理机关的经费开支、各级计量检定机构的事业经费

列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国务院在发出的《关

于核定省、市计量机构和编制问题的通知》中采纳

了国家计量局的建议，通知指出：“地方计量机构，

凡进行管理工作者用行政费开支；凡进行检定工作者

用事业费开支”。上述通知的要求，无疑有助于各

地计量机构性质确定及经费保障。比如，山东省明

确对省计量机构实行行政和事业分开的全额预算保

障机制，计量行政管理经费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保

障，计量检定人员费用和计量仪器设备费用由省财

政厅保障。再比如，1957 年5 月，安徽省明确计量机

构中“行政编制人员由行政经费开支，事业编制人

员由所收检定费开支”。1957 年8 月，广东省财政厅

明确广东计量机构的收支，自1958 年起纳入预算管

理予以经费保障。1959 年6 月，山西省人民委员会决

定“计量干部工资和日常经费由所收检定费内开支，

需增购仪器的价款，由省统一考虑”。

三、行业计量机构的建设、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世纪50 年代，为满足和适

应国民经济调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和科学

研究的需要，各行业部门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计量

机构。比如，1953 年3 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了计

量检定所筹备处。1956 年4 月，改为第一机械工业部

工具科学研究院。到1957 年，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哈

尔滨、沈阳、大连、济南、上海、长沙、重庆、武

汉、北京等地建立了10 个区域计量室，118 个部署厂

建立了计量检定机构。1954 年2 月，第二机械工业

部第四研究所设立第六研究组，统管国防工业系统

的计量工作，并相继有20 个国防工业计量站开展工

作。1956 年3 月，铁道部科学技术委员会设标准计量

处，管理铁路系统的计量工作。1956 年10 月，中央

气象局也在一些城市建立气象仪器的计量检定工作

系统。还有电力工业部、冶金部、中国科学院、军

委通讯兵部等部门，也先后建立了自己的计量管理

和计量技术体系。

综上所述，截至1959 年，我国各级计量机构已

经发展到800 多个，共有计量工作人员5100 多人（含

中央层面800 余人）。全国各级、各行业、各地区计

量机构的建设和发展，为贯彻落实统一全国计量制

度提供了初步的、必要的机构保障。但是，到1959

年时，我国“计量工作的开展。在地区之间和部门之

间还不平衡，一个统一领导的全国计量工作系统还

没有形成”。《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颁布后，

进一步建立、完善计量机构，进一步调整、理顺计

量工作关系，是在机构保障方面助推统一全国计量

制度工作的关键环节，即要“迅速建立健全……地

区的和企业的计量机构，构成全国计量网……省、

自治区、直辖市一级的计量机构，应当尽快地建立

和健全起来……各级计量机构统归同级科学技术委

员会领导”，“每个经济协作区建立1 个一级计量检

定机构，设置该地区的最高计量标准器”，第一机

械工业部、中国科学院等被委托开展的计量工作“业

务上受国家科委计量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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