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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监督局１９９４１２０６批准 １９９５０８０１实施

本标准等效采用国际标准 ＩＳＯ８６０１—１９８８《数据元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
法》。

１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公历日期和时间的表示法。它包括：

ａ．用年、月和月中的日表示的日历日期；
ｂ．用年和年中的日表示的顺序日期；
ｃ．用年、星期数和天数表示的日期；
ｄ．基于２４小时计时制的一天的时间；
ｅ．当地时间与国际协调时间（ＵＴＣ）之间的时差；
ｆ．日期和时间的组合；
ｇ．含有起始和终止点或仅有其中一点或无起始和终止点的时间段。
本标准适用于在信息交换中所涉及的日期和时间的表示。

本标准不包括日期和时间表示法中用文字描述的日期和时间。

对遵循本标准表示法的所有数据元，本标准不给于其任何特别含义和解释。其含义由应用的实际

内容确定。

２ 引用标准

ＧＢ３１０１ 有关量、单位和符号的一般原则

ＧＢ３１０２．１ 空间和时间的量和单位

ＧＢ１９８８ 信息处理 信息交换用七位编码字符集

３ 术语和定义

３．１ 完全表示法

包含与表达式有关的所有日期和时间元素的表示法。

３．２ 国际协调时间（ＵＴＣ）
由国际计时局维护的时间标度，是各标准频率和时间信号协调播发的基准。

注：① 该定义源于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ＣＣＩＲ）的４６０２建议，ＣＣＩＲ还规定 ＵＴＣ为国际协调时间的缩写（见５．３．３）。

② 国际协调时间通常被（不正确地）称为格林尼治平均时间（ＧＭＴ），其相应的时间信号定时播出。

３．３ 日历日期

［Ｗ］表示时间元素“星期”所使用的数字；
［ｈ］表示时间元素“小时”所使用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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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表示时间元素“分”所使用的数字；
［ｓ］表示时间元素“秒”所使用的数字；
［ｎ］表示数字，为一个正整数。

５．１．２ 标志符所用字符

［Ｐ］时间段标志符。加在表示某一时间段的给定期间的数据元前面。
［Ｔ］时间标志符。在日期和该日时间组合表示式中用以指出该日时间表示的开始。
［Ｗ］星期标志符。加在表示当年中一个日历星期的序号的数据前面。
［Ｚ］时区标志符。直接跟在一数据元后面（没有间隔），以国际协调时间表示该日的时间。
在时间期间表示法（５．５．３．２）中，需要时，以下字符也作为表示法的各部分。
［Ｙ］［Ｍ］［Ｗ］［Ｄ］［Ｈ］［Ｍ］［Ｓ］
注：这些表示法中，［Ｍ］即可表示“月”，也可表示“分”，或者表示这两者。

５．２ 日期

为便于比较，在下列所有日期表示法的例子中，都以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为例说明。
５．２．１ 日历日期

日历日期的表示：

———月中的日（日历的日）是用两位数字表示的。任何一个月的第一天用［０１］表示，该月其后的日
按递增顺序编号。

———月用两位数字表示，一月用［０１］表示，其后的月份按递增顺序编号。
———年一般用四位数字表示，按公历升序编号。

５．２．１．１ 完全表示法

当实际应用清楚地表明只需用日历日期表达式时，其完全表示法为八位数字组成的一纯数字型数

据元，其中［ＣＣＹＹ］表示一个日历年，［ＭＭ］表示日历年内日历月的顺序数，［ＤＤ］表示日历月中的日历
日的顺序数。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
５．２．１．２ 降低精度表示法

如果在某些特定的应用中，采用比５．２．１．１中所规定的完全表示法精度低的表示，足以表示一个日
历日期时，则可以从最右边开始省略二位、四位或六位数字，所构成的表达式可表示月、年或世纪。省略

［ＤＤ］时，［ＣＣＹＹ］和［ＭＭ］二者中间应插入一个分隔符，但注意分隔符不能用在其他降低精度表示
法中。

ａ．特定的月：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ＣＣＹＹＭＭ １９８５０４ 无

ｂ．特定的年：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ＣＣＹＹ １９８５ 无

ｃ．特定的世纪：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ＣＣ １９ 无

５．２．１．３ 截短表示法

如需用截短表示法时，基本格式应符合如下规定。在下列每种表示中，连字符（表示省略的成分）仅

作标识之用。

ａ．本世纪中特定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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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ＹＹＭＭＤＤ ８５０４１２ ＹＹＭＭＤＤ ８５０４１２
ｂ．本世纪中特定的年和月：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ＹＹＭＭ ８５０４ ＹＹＭＭ ８５０４
ｃ．本世纪中特定的年：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ＹＹ ８５ 无

ｄ．月中的特定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ＭＭＤＤ ０４１２ ＭＭＤＤ ０４１２
ｅ．特定的月：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ＭＭ ０４ 无

ｆ．特定的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ＤＤ １２ 无

５．２．２ 顺序日期

年内顺序日期用三位十进制数字表示。任何一年的第一天用［００１］表示，随后的日期按递增顺序
编号。

５．２．２．１ 完全表示法

当实际应用清楚地表明需用顺序日期的完全表示法时，它应为如下数字表达式之一。其中［ＣＣＹＹ］
表示日历年，［ＤＤＤ］表示该年内的顺序日期。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ＤＤＤ １９８５１０２ ＣＣＹＹＤＤＤ １９８５１０２
５．２．２．２ 截短表示法

如需用截短表示法时，其基本格式应符合如下规定。在下列每种表示中，连字符（表示省略的成分）

仅作标识之用。

ａ．本世纪中特定的年和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ＹＹＤＤＤ ８５１０２ ＹＹＤＤＤ ８５１０２
ｂ．仅有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ＤＤＤ １０２ 无

注：该表示法在逻辑上应是［ＤＤＤ］，但是第一个连字符是多余的，因而省略。

５．２．３ 按日历星期和日编号标识的日期

日历星期用两位数字表示，一年中的第一个日历星期用［０１］标识，后继的星期按递增顺序编号。
日历星期的日用一位十进制数表示，任何一个日历星期的星期一标识为该星期的第一天，以［１］标

识。同一星期的后继各日按递增顺序编号，一直排列到星期日（以［７］标识）。
５．２．３．１ 完全表示法

当实际应用清楚地表明需用按日历星期和日编号标识的日期表示法时，它应为如下各种字母数字

表达式之一。其中［ＣＣＹＹ］表示日历年，［Ｗ］为星期的标志符，［ｗｗ］表示日历星期在该年内的顺序数，
［Ｄ］表示日在日历星期内的顺序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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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ＷｗｗＤ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 ＣＣＹＹＷｗｗＤ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
５．２．３．２ 降低精度表示法

如果所要求的精度允许，可省略５．２．３．１表示法中的一位数字。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Ｗｗｗ １９８５Ｗ１５ ＣＣＹＹＷｗｗ １９８５Ｗ１５
５．２．３．３ 截短表示法

如需用截短表示法时，基本格式应符合如下规定。在下列每种表示中，连字符（表示省略的成分）仅

作标识之用。

ａ．本世纪中的年、星期和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ＹＹＷｗｗＤ ８５Ｗ１５５ ＹＹＷｗｗＤ ８５Ｗ１５５
ｂ．仅有本世纪中的年和星期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ＹＹＷｗｗ ８５Ｗ１５ ＹＹＷｗｗ ８５Ｗ１５
ｃ．仅有本十年中的年、星期和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ＹＷｗｗＤ ５Ｗ１５５ ＹＷｗｗＤ ５Ｗ１５５
ｄ．仅有本年内的星期和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ＷｗｗＤ Ｗ１５５ ＷｗｗＤ Ｗ１５５
ｅ．仅有本年内的星期：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Ｗｗｗ Ｗ１５ 无

ｆ．仅有本星期内的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ＷＤ Ｗ５ 无

注：上例中，尽管表示法［ＷＤ］可以缩写为［Ｄ］而不致引起误解，但由于［Ｗ］是以星期和日编号为基础的日期表示
法的标志，因而必须保持其来源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据测这种表示法的使用频率很低，因此多［Ｗ］这两个字符不可能造
成传输困难。

ｇ．仅有任一星期中的日：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Ｄ ５ 无

５．３ 日的时间

因为本标准是以现在通用的２４小时计时制为基础的，因而小时用［０１］至［２４］二位数字表示，分和
秒用［００］至［５９］二位数字表示。对大多数实际应用而言，时间可以用四位数字〔ｈｈｍｍ〕表示。
５．３．１ 日的当地时间

５．３．１．１ 完全表示法

当实际应用清楚地表明只需用日的时间表示法时，其基本格式的完全表示法为六位数字组成的纯

数字型数据元，其中［ｈｈ］表示时，［ｍｍ］表示分，［ｓｓ］表示秒。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ｈｈｍｍｓｓ ２３２０５０ ｈｈ：ｍｍ：ｓｓ ２３：２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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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１．２ 降低精度表示法

如果所要求的精度允许，可以省略５．３．１．１表示法中的二位或四位数字。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ｈｈｍｍ ２３２０ ｈｈ：ｍｍ ２３：２０
ｈｈ ２３ 无 无

５．３．１．３ 小数部分表示法

如果某些特殊应用需要，则小时、分或秒的表示可以包括小数。如果加进小数，可省略低位成分（即

使有的话）。小数部分应使用 ＩＳＯ３１０中规定的小数标识符，即逗号“，”或圆点“．”，以此与整数部分隔
开，优先选用圆点。如果数值小于１，小数点前应加０（参见ＩＳＯ３１０）。小数部分的位数应根据应用情况
由交换各方确定，格式应为［ｈｈｍｍｓｓ．ｓ］，［ｈｈｍｍ．ｍ］或［ｈｈ．ｈ］，分别表示小时、分和秒，小时和分或小
时，或根据需要在小数点后面跟有适当位数的数字。当使用完全表示法或使用省略［ｓｓ．ｓ］部分降低精度
表示法时，如需扩展格式，则可在小数表示法中加入分隔符。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ｈｈｍｍｓｓ．ｓ ２３２０５０．５ ｈｈ：ｍｍ：ｓｓ．ｓ ２３：２０：５０．５
ｈｈｍｍ．ｍ ２３２０．８ ｈｈ：ｍｍ．ｍ ２３：２０．８
ｈｈ．ｈ ２３．３ 无

５．３．１．４ 截短表示法

如需用截短表示法，基本格式应符合如下规定，在下列每种表示中，连字符（表示省略的成分）仅作

标识之用。

ａ．小时内特定的分和秒：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ｍｍｓｓ ２０５０ ｍｍ：ｓｓ ２０：５０
ｂ．小时内特定的分：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ｍｍ ２０ 无

ｃ．分内特定的秒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ｓｓ ５０ 无

ｄ．天内特定的小时和该小时的小数部分：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ｈｈ．ｈ １１．３ 无

ｅ．小时内特定的分和分的小数部分：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ｍｍ．ｍ ２０．９ 无

ｆ．小时内特定的分和秒以及秒的小数部分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ｍｍｓｓ． ２０５０．５ ｍｍ：ｓｓ．ｓ ２０：５０．５
ｇ．分内特定的秒和秒的小数部分：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ｓｓ．ｓ ５０．５ 无

注：此基本格式只列出了小数点后的一位数字，根据需要可以使用多位数字。

５．３．２ 午夜

按照５．３．１，午夜的完全表示法与扩展表示法应为下列两种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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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格式 扩展格式

ａ．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０（一日的开始）
ｂ．２４０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一日的结束）
该表示法可以根据５．３．１．４截短。
注：① 午夜通常表示为［００００］或［２４００］。

② 表示法ａ或 ｂ的选择取决于与日期或时间周期的关系。

③ 一日的结束（２４００）也就是次日的开始（００００），例如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的 ２４００与 １９８５年 ４月 １３日的 ００００是
相同的。假如与日期或时间周期无关，ａ和 ｂ两种形式在２４小时计时制中表示同样的时刻。

５．３．３ 国际协调时间（ＵＴＣ）
用 ＵＴＣ表示一天内的时间，应该符合５．３．１中规定的表示法，其后紧跟时区标志符［Ｚ］，中间不加

空格。以下为 ＵＴＣ时间２３时２０分３０秒的完全表示法与降低精度表示法的实例。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ｈｈｍｍｓｓＺ ２３２０３０Ｚ ｈｈ：ｍｍ：ｓｓＺ ２３：２０：３０Ｚ
ｈｈｍｍＺ ２３２０Ｚ ｈｈ：ｍｍＺ ２３：２０Ｚ
ｈｈＺ ２３Ｚ 无

５．３．３．１ 当地时间与国际协调时间的时差

当需要指出当地时间与国际协调时间之间的时差时，时差的表示必须包含小时，并且应紧跟在当地

时间表示的最低位（即最右边）的成分之后，二者之间不加空格。当地时间与国际协调时间之间的时差

应用小时和分钟，或只用小时，与相应的当地时间表达式的精度无关。如果当地时间早于国际协调时

间，则应表示为正值，（即前面加正号［＋］），如果当地时间迟于国际协调时间，则应表示为负值（即前面
加负号［－］），如下所示，日内瓦当地时间１５时２７分４６秒（比 ＵＴＣ时间早１小时）与纽约当地时间 １５
时２７分４６秒（比 ＵＴＣ时间晚５小时），以及它们与国际协调时间的时差分别举例如下：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ｈｈｍｍ １５２７４６＋０１００ ＋ｈｈ：ｍｍ １５：２７：４６＋０１：００
＋ｈｈ １５２７４６＋０１ 无 １５：２７：４６＋０１
－ｈｈｍｍ １５２７４６－０５００ －ｈｈ：ｍｍ １５：２７：４６－０５：００
－ｈｈ １５２７４６－０５ 无 １５：２７：４６－０５
注：当地时间与国际协调时间的负时差表示法不能单独使用，因为它们可能会与５．２．１．３提供的日期截短表示法和

５．３．１．４中提供的日的时间的截短表示法相混淆。

５．４ 日期和日的时间的组合表示法

当实际应用中没有清楚地表明仅需要日期表达式（见５．２）或仅需日的时间表达式（见 ５．３）时，可用
本标准中提供的日期和日的时间的组合表示法标识。

５．４．１ 完全表示法

时间的每个时刻的各成分应按下列顺序书写：

ａ．日历日期：
年月日时间标志符时分秒

ｂ．顺序日期：
年日时间标志符时分秒

ｃ．用星期和日编号标识的日期：
年星期标志符星期日时间标志符时分秒

在日期和时间组合的日的表达式中，字符［Ｔ］作为时间的标志符，指出日的时间表示的开始。如果
需要，应按照４．４，分别使用连字符［－］和冒号［：］作为日期和日的时间的分隔符。当省略日期或时间中
任何成分时，时间标志符总是放在剩下的日的时间成分之前。

注：根据信息交换中各方的协定，在不会引起日期和时间组合的日的表示法与本标准定义的其他表示法出现混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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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字符［Ｔ］可以省略。

下面是日期与时间组合的日的表示的完全表示法与缩略表示法（基本格式和扩展格式）的例子。

ａ．日历日期和日的当地时间：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１０１５３０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１０：１５：３０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１０１５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１０：１５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１０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１０
ｂ．顺序日期和日的当地时间：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Ｄ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 １９８５１０２Ｔ２３５０３０ ＣＣＹＹＤ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 １９８５１０２Ｔ２３：５０：３０
ＣＣＹＹＤＤＤＴｈｈｍｍ １９８５１０２Ｔ２３５０ ＣＣＹＹＤＤＤＴｈｈ：ｍｍ １９８５１０２Ｔ２３：５０
ＣＣＹＹＤＤＤＴｈｈ １９８５１０２Ｔ２３ ＣＣＹＹＤＤＴｈｈ １９８５１０２Ｔ２３
ｃ．按日历星期和日编号在当地时间标识的日期：
基本格式 举例 扩展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ＷｗｗＤＴｈｈｍｍｓｓ１９８５Ｗ１５５Ｔ２３５０３０ＣＣＹＹＷｗｗＤＴｈｈ：ｍｍ：ｓｓ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Ｔ２３：５０：３０
ＣＣＹＹＷｗｗＤＴｈｈｍｍ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Ｔ２３５０ ＣＣＹＹＷｗｗＤＴｈｈ：ｍｍ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Ｔ２３：５０
ＣＣＹＹＷｗｗＤＴｈｈ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Ｔ２３ ＣＣＹＹＷｗｗＤＴｈｈ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Ｔ２３

５．４．２ 完全表示法以外的表示法

为了对日期和时间的组合表达式进行降低精度或截短表示，在５．２．１（日历日期）、５．２．２（顺序日期）
或５．２．３（按日历星期和日编号标识的日期）中规定的任何一种表示法均可与 ５．３中的任何一种表示法
组合，只要这些条目中的规则与下列规则一起使用：

ａ．日期和时间组合表示式中，日期成分不能用降低精度法表示，时间成分不能用截短表示法表示；
ｂ．日期和时间组合表示式中，日期成分用截短表示法表示时，不必用连字符［］代替省略的高位

成分；

ｃ．上下文没有清楚地表明只有时间成分时，并且如果未使用含有分隔符冒号［：］的扩展格式时，则
有必要用标志符［Ｔ］来表示时间表示式的开始。
５．５ 时间段

５．５．１ 规定时间段的方法

一个时间段应表示成下列形式之一：

ａ．由特定起点与终点定界的时间段；
ｂ．用一个或多个特定的时间成分表示的一段时间，但与特定的起点或终点无关；
ｃ．与特定起点有关的一段时间；
ｄ．与特定终点有关的一段时间。

５．５．２ 分隔符和标志符

斜线［／］用于分隔５．５．１ａ、ｃ和 ｄ中的每种形式中任何两个成分。对于５．５．１ｂ、ｃ和 ｄ，标志符［ｐ］应
加在时间段表示法的前面，中间无空格。其他标志符（以及标识省略成分的连字符）应按下面 ５．５．３中
的规定使用。

注：在某些应用领域内，双连字符可替代斜线作为分隔符。

５．５．３ 完全表示法

５．５．３．１ 用起点和终点标识时间段的表示法

当实际应用清楚地表明，要求由具有起点和终点的时间段的完全表示法标识时，其表示法为下面的

字母数字表达式中的一种。对于时间段的特定起点和终点，［ＣＣＹＹ］表示日历年，［ＭＭ］表示日历年中
的日历月的顺序编号，［ＤＤ］表示日历中某日的顺序编号，［ｈｈ］表示小时，［ｍｍ］表示分，［ｓｓ］表示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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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１９８５０６２５Ｔ１０３０００
该例表示从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３时２０分５０秒起至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５日１０时３０分止的时间段。

５．５．３．２ 时间期间表示法

对一个规定的时间段的持续时间，不论其是否有起点和终点，都应该用一个可变长度的数据元表

示，在该数据之前加标志符［Ｐ］。年数应在标志符［Ｙ］的前面，月数在［Ｍ］的前面，星期数在［Ｗ］的前面，
日数在［Ｄ］的前面，含有时间成分的部分跟在标识符［Ｔ］的后面，小时数在［Ｈ］的前面，分钟数在［Ｍ］前
面，秒数在［Ｓ］前面，下面例子中，［ｎ］表示由一个或多个数字组成的正整数。

基本格式 举例

ＰｎＹｎＭｎＤＴｎＨｎＭｎＳ Ｐ２Ｙ１０Ｍ１５ＤＴ１０Ｈ３０Ｍ２０Ｓ
该例表示２年１０个月１５天１０时３０分２０秒的时间期间。
基本格式 举例

ＰｎＷ Ｐ６Ｗ
该例表示６个星期的时间期间。

５．５．３．２．１ 替代格式

如果因特殊需要，可按照第５章中规定的时刻所用的格式表示时间期间。同时，各数值不能超过极
限值，即１２个月、３０天、２４小时、６０分和６０秒。由于未规定星期数的极限值（５２或５３），因此，在这些应
用中不能用星期数。

５．５．３．３ 由起点和时间期间标识的时间段表示法

基本格式 举例

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ＰｎＹｎＭｎＤＴｎＨｎＭｎＳ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Ｐ１Ｙ２Ｍ１５ＤＴ１２Ｈ３０Ｍ
该例表示自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３时２０分５０秒起始持续１年２月１５天１２小时３０分的时间段。

５．４．３．４ 根据时间段和终点标识的期限表示法

基本格式 举例

ＰｎＹｎＭｎＤＴｎＨｎＭｎＳ／ＣＣＹＹＭＭＤＤＴｈｈｍｍｓｓ Ｐ１Ｙ２Ｍ１５ＤＴ１２Ｈ３０Ｍ／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
该例表示持续１年２个月１５天１２小时３０分的时间段到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３时２０分５０秒终止。
注：① 这里示出了采用日历日期的完全表示法，顺序日期（５．２．１）或用星期编号标识的日期（５．２．３）可以按同样方法

代换。

② ５．５．３．２，５．５．３．３和５．５．３．４中表示时间期间的成分常采用降低精度形式。若需要扩展格式，应遵循５．２．１．
１、５．２．２．１、５．２．３．１和５．３．１．１的规定。

５．５．４ 完全表示法以外的表示法

如果完全表示法中的任何成分需用降低精度表示法、截短表示法、小数表示法或扩展格式代替，则

应分别遵循５．２与５．３中的规则。
在５．５．１ａ中的时间段表示法中：
———如果省略斜线后面的表达式（即“时间段终点”表示）中的高位成分，则认为其所使用的是“时间

段起点”表达式中的对应成分（例如，如果这些表示法中省略［ＣＣＹＹＭＭ］，则认为其终点与起点是同年
同月）；

———斜线前面的成分中包含的时区和国际协调时间表示，应被认为适用于斜线后面的成分。除非

后者包含有相应的替代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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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Ａ
本标准与ＧＢ２８０８—８１《全数字式日期表示法》，ＧＢ２８０９—８１《信息交换用时间表示法》，

ＧＢ２８１０—８１《信息交换用顺序日期表示法》，ＧＢ７４０８—８７《星期编号》
和ＧＢ１０１６７—８８《地方时差表示法》的关系

（参考件）

Ａ１ 国际标准化组织（ＩＳＯ）在起草 ＩＳＯ２０１４（ＧＢ２８０８—８１）第一版时，已对全数字日期的潜在应用进行
了测试，已发现年月日的递降顺序比世界上许多地区采用的日月年的递升顺序更为优越。

递降顺序的优越之处如下所述：

ａ．可以避免与现在使用的递升顺序的不同方法国家惯例相混淆；
ｂ．整个日期可作为单一的数字而便于归档和分类；
ｃ．便于计算，尤其是在某些计算机应用中；
ｄ．可按同样顺序增加时分秒数字。

Ａ２ 时间的２４小时计时制现已非常普及（尤其是由于数字式钟表的广泛应用），因而辅助人们解释用的
分隔符已不再是必要成分，而是可选成分。

本标准很自然地采用了将低位时间数字加到高位日期数字上（见上述规定）。即：时间点可用全数

字形式性唯一表达，其数字串以年开始，根据对精度的需求不同而以小时、分或秒终止。

根据上述概念，可逻辑地导出所有其它日期和时间值的表示法。因此，本标准取代了（ＧＢ２８０８、ＧＢ
７４０８和 ＧＢ１０１６７。
Ａ３ 在许多商业应用中，按公历计算年中的日数和星期数是重要的。不同的国家计算星期数的方法不

同。国际贸易与跨国公司的行业计划必须使用统一的计算星期数的方法。ＧＢ２８０９与 ＧＢ２８１０就是为
满足这一需要而制定的。

统一计算星期数必须唯一地指定一个星期的开始。对于商业应用，如记帐、计划以及可能会用到星

期数的其他方面，星期一作为一个星期的第一天最恰当。

本标准的基本概念中已包括了用顺序日期标识具体日期（ＧＢ２８１０）和用星期数规则标识具体日期
（ＧＢ２８０９）这两种可选择的方法，所以本标准取代了 ＧＢ２８１０与 ＧＢ２８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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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Ｂ
日期、日的时间、日期与时间的组合以及时间段表示法示例

（参考件）

Ｂ１ 日期（见表 Ｂ１）

表 Ｂ１

基本格式 扩展格式 说明

日历日期———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 完全表示

８５０４１２ ８５０４１２ 任何世纪的年，并带有月和日

０４１２ ０４１２ 任何年的月和日

１２ 无 任何月的日

顺序日期———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

１９８５１０２ １９８５１０２ 完全表示

８５１０２ ８５１０２ 任何世纪的年，并带有顺序日

５１０２ 无 任何十年的年，并带有顺序日

１０２ 无 任何年的顺序日

日历星期和日———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星期五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 １９８５Ｗ１５５ 完全表示

８５Ｗ１５５ ８５Ｗ１５５ 任何世纪的年，并带有星期和日

５Ｗ１５５ ５Ｗ１５５ 任何十年的年，并带有星期和日

Ｗ１５５ Ｗ１５５ 任何年的星期和日

Ｗ５ 无 任何星期和该星期的日

日历星期———１９８５年第１５个星期

１９８５Ｗ１５ １９８５Ｗ１５ 完全表示

８５Ｗ１５ ８５Ｗ１５ 任何世纪的年和该年的星期

５Ｗ１５ ５Ｗ１５ 任何十年的年和该年的星期

Ｗ１５ 无 任何年的特定的星期

星期的日———星期五

５ 无 任何一个星期五

日历月———１９８５年４月

１９８５０４ 无 完全表示

８５０４ ８５０４ 任何世纪的年和该年的月

０４ 无 任何年的特定月

日历年———１９８５

１９８５ 无 完全表示

８５ 无 任何世纪的特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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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４ 时间段（见表 Ｂ４）
表 Ｂ４

基本格式 扩展格式

特定起点和终点的时间段———

从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３时２０分５０秒起至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５日１０时３０分止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１９８５０６２５Ｔ１０３０００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１９８５０６２５Ｔ１０：３０：００

从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起至１９８５年６月２５日止的时间段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０６２５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０６２５

作为一段时间的时间期间———２年零１０个月１５天１０小时２０分３０秒

Ｐ２Ｙ１０Ｍ１５ＤＴ１０Ｈ２０Ｍ３０Ｓ 无

１年６个月

Ｐ１Ｙ６Ｍ 无

７２小时

ＰＴ７２Ｈ 无

带特定起点和特定期间的时间段———

从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３时２０分５０秒开始，持续１年２个月１５天１２小时的一个时间段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Ｐ１Ｙ２Ｍ１５ＤＴ１２Ｈ 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Ｐ１Ｙ２Ｍ１５Ｄ１２Ｈ

特定期间并带特定终点的时间段———

持续１年２个月１５天１２小时的时间段，在１９８５年４月１２日２３时２０分５０秒终止

Ｐ１Ｙ２Ｍ１５ＤＴ１２Ｈ／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 Ｐ１Ｙ２Ｍ１５ＤＴ１２Ｈ／１９８５０４１２Ｔ２３：２０：５０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全国文件格式及数据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与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沈国超、房庆、刘芳、张荣静、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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