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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概要：

本月，我国国家标准委和民政部联合印发了新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相比较原《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新版规定做出了多处重要改动。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两项新的国际标准：ISO 19650-1:2018 和 ISO/TR

22100-4:2018，前者旨在为建筑信息模型的使用和相关的协作工作提供进一步

指导，后者旨在帮助机械制造商识别和应对可能影响其产品安全的 IT安全威胁。

此外，为保持与其他信息安全管理标准的新版本保持一致，该机构还对信息安

全控制评估指南国际标准进行了修订。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总结了成立 100 年来标准化对美国制造业、能源、交通、

医疗保健、农业、信息技术等重要行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美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院发布了报告《保护智能制造免受数字化威胁：基于区块链的产品数据

可追溯性参考模型》，认为区块链技术能够提供制造数据的防篡改传输功能，

从而为智能制造提供安全性和可追溯性。此外，该机构借助先进的仪器和技术

在巴基球的量子结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欧盟标准化机构本月发布了液化石油气、航天软件产品质量保证、电子电

气产品有害物质评估等多项新标准，另外，还成立了公共采购技术委员会，未

来将制定关于公共采购诚信和问责的欧洲标准。

英国标准化协会 2019 年度地平线扫描调查报告指出，健康和安全事件已成

为组织的最大损失，另外，该机构还发布了健康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算法白皮书。

标准决策

我国发布新版《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1月 21日消息。近日，国家标准委和民政部联合印发了新版《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原《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同时废止1。

新版规定明确，团体标准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为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协调

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的标准。如果实施效果良好，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地方标准制定要求的，团体标准发布机构可以申请转化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

方标准。

相比较旧版规定，新版规定做出了多处重要修改，具体如表 1所示。

1 来源：http://www.sohu.com/a/290891158_99951635
http://www.sac.gov.cn/sbgs/sytz/201901/P02019011754060264525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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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新旧版本对照表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引导和监督团体标准化工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制定本规

定。

第一条 同《试行》第一条

第二条 团体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适用本

规定。

第二条 同《试行》第二条

第三条 团体标准是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为满

足市场和创新需要，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

定的标准。

第三条 同《试行》第三条

第四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团体标准化工作。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

工管理本部门、本行业的团体标准化工作。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统

一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团体标准化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分

工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行业的团体标

准化工作。

第四条 社会团体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应当

遵守标准化工作的基本原理、方法和程序。

第五条 国家实行团体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

督制度。

第五条 同《试行》第四条

第六条 鼓励社会团体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推进团体标准国际化。

第六条 同《试行》第五条

第七条 同《试行》第六条

第二章 团体标准的制定 第二章 团体标准的制定

第七条 社会团体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应当

配备熟悉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专业知

识的工作人员，建立具有标准化管理协调和标

准研制等功能的内部工作部门，制定相关的管

理办法和标准知识产权政策，明确团体标准制

定、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第八条 社会团体应当依据其章程规定的业

务范围进行活动，规范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

应当配备熟悉标准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

专业知识的工作人员，建立具有标准化管理

协调和标准研制等功能的内部工作部门，制

定相关的管理办法和标准知识产权政策，明

确团体标准制定、实施的程序和要求。

第八条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利

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增强产品的安全

性、通用性、可替换性，提高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

理。

禁止利用团体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

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第九条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遵循开放、透明、

公平的原则，吸纳生产者、经营者、使用者、

消费者、教育科研机构、检测及认证机构、

政府部门等相关方代表参与，充分反应各方

的共同需求。支持消费者和中小企业代表参

与团体标准制定。

第九条 团体标准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不得与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相抵触。

第十条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有利于科学合理

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果，增强产品的

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提高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术上先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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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合理。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在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和社

会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深入调查分析，

进行实验、论证，切实做到科学有效、技术

指标先进。

禁止利用团体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

流通等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第十条 团体标准的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

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第十一条 团体标准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不得与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相抵触。

对于术语、分类、量值、符号等基础通用方

面的内容应当遵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团体标准一般不予零星规定。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

标准相关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鼓励制定具有

国际领先水平的团体标准。

第十二条 同《试行》第十条

第十二条 制定团体标准的一般程序包括：提

案、立项、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批准、

编号、发布、复审。

第十三条 制定团体标准应当满足市场和创

新需要为目标，聚焦新技术、新产业、新业

态和新模式，填补标准空白。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制定高于推荐性标准相关

技术要求的团体标准；鼓励制定具有国际领

先水平的团体标准。

第十三条 团体标准的编写参照 GB/T 1.1《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的规定执行。

团体标准的封面格式应当符合要求，具体格式

见附件。

第十四条 制定团体标准的一般程序包括：提

案、立项、起草、征求意见、技术审查、批

准、编号、发布、复审。

征求意见应当明确期限，一般不少于 30日。

涉及消费者权益的，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并对反馈意见进行处理协调。

技术审查原则上应当协调一致。如需表决，

不少于出席会议代表人数的 3/4同意方可通

过。起草人及其所在单位的专家不能参加表

决。

团体标准应当按照社会团体规定的程序批

准，以社会团体文件形式予以发布。

第十四条 社会团体应当合理处置团体标准中

涉及的必要专利问题，应当及时披露相关专利

信息，获得专利权人的许可声明。

第十五条 同《试行》第十三条

第十五条 团体标准编号依次由团体标准代

号、社会团体代号、团体标准顺序号和年代号

组成。团体标准编号方法如下：T/XXX
XXX-XXXX（T-团体标准代号；XXX-社会团

体代号；XXX-团体标准顺序号；XXXX-年代

号）。

社会团体代号由社会团体自主拟定，可使用大

写拉丁字母或大写拉丁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的

第十六条 同《试行》第十四条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19年第 2期

4

组合。社会团体代号应当合法，不得与现有标

准代号重复。

第十六条 社会团体应当公开其团体标准的名

称、编号等信息。团体标准涉及专利的，还应

当公开标准涉及专利的信息。鼓励社会团体公

开其团体标准的全文或主要技术内容。

第十七条 同《试行》第十五条

第十七条 社会团体应当自我声明其公开的团

体标准符合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符

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并对公开信息的合法

性、真实性负责。

第十八条 同《试行》第十六条

第十八条 国家鼓励社会团体通过标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其团体标准信息。

社会团体到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自我声

明公开信息的，需提供社会团体法人证书、开

展团体标准化工作的内部工作部门及工作人

员信息、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等相关文件，并

自我承诺对以上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负责。

第十九条 同《试行》第十七条

第十九条 社会团体应当合理处置团体标准涉

及的版权问题，及时处理团体标准的版权归

属，明确相关版权的处置规则、程序和要求。

第二十条 同《试行》第十八条

第二十条 鼓励社会团体之间开展团体标准化

合作，共同研制或发布标准。

第二十一条 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应当提

供便捷有效的服务，方便用户和消费者查询

团体标准信息，为政府部门监督管理提供支

撑。

第二十一条 鼓励标准化研究机构和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面向社会团

体开展标准研制、标准化人员培训、标准化技

术咨询等服务。

第二十二条 同《试行》第十九条

第二十三条 同《试行》第二十条

第二十四条 鼓励标准化研究机构充分发挥

技术优势，面向社会团体开展标准研制、标

准化人员培训、标准化技术咨询等服务。

第三章 团体标准的实施 第三章 团体标准的实施

第二十二条 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

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

第二十五条 同《试行》第二十二条

第二十三条 社会团体自行负责其团体标准的

推广与应用。社会团体可以通过自律公约的方

式推动团体标准的实施。

第二十六条 同《试行》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社会团体自愿向第三方机构申请

开展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应当按照团体标准

化系列国家标准（GB/T 20004）开展，并向社

会公开评价结果。

第二十七条 同《试行》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 团体标准实施效果良好，且符合 第二十八条 同《试行》第二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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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制定要求的，

团体标准发布机构可以申请转化为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第二十六条 鼓励各部门、各地方在产业政策

制定、行政管理、政府采购、社会管理、检验

检测、认证认可、招投标等工作中应用团体标

准。

第二十九条 同《试行》第二十六条

第二十七条 鼓励各部门、各地方将团体标准

纳入各级奖项评选范围。

第三十条 同《试行》第二十七条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监督 第四章 团体标准的监督

第二十八条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责令限期

停止活动的社会团体，在停止活动期间不得开

展团体标准化活动。

第三十一条 同《试行》第二十八条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定职责，对

团体标准的制定进行指导和监督，对团体标准

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同《试行》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对不符合法

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要求

的团体标准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三十三条 对于已有相关社会团体制定了

团体标准的行业，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

结合本行业特点，制定相关管理措施，明确

本行业团体标准发展方向、制定主体能力、

推广应用、实施监督等要求，加强对团体标

准制定和实施的指导和监督。

第三十一条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投诉的电

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安排人员受理

举报、投诉。

第三十四条 同《试行》第三十条

第三十二条 社会团体制定的团体标准不符合

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规

定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废止相关团体标准，并在标准信息

公共服务平台上公示，同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机关通报，由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将其违

规行为纳入社会团体信用体系。

第三十五条 社会团体应主动回应影响较大

的团体标准相关社会质疑，对于发现确实存

在问题的，要及时进行改正。

第三十三条 社会团体制定的团体标准不符合

“有利于科学合理利用资源，推广科学技术成

果，增强产品的安全性、通用性、可替换性，

提高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做到技

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的，由标准化行政主

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

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废止相关

团体标准，并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

示。

第三十六条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投诉的

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并安排人员

受理举报、投诉。

对举报、投诉、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

行政主管部门可采取约谈、调阅材料、实地

调查、专家论证、听证等方式进行调查处理。

相关社会团体应当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处

理。对于全国性社会团体，由国务院有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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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和相关政策要求进行调

查处理，督促相关社会团体妥善解决有关问

题；如需社会团体限期改正的，移交国务院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地方性社会团体，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对本

行政区域内的社会团体依据职责和相关政策

开展调查处理，督促相关社会团体妥善解决

有关问题；如需限期改正的，移交同级人民

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

第三十四条 社会团体未依照本规定对团体标

准进行编号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撤销相关标准编号，并在

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示。

第三十七条 社会团体制定的团体标准不符

合强制性标准规定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

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废止相关团

体标准，并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示，

同时向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通报，由社会

团体登记管理机关将其违规行为纳入社会团

体信用体系。

第三十五条 利用团体标准实施排除、限制市

场竞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八条 同《试行》第三十三条

第三十九条 同《试行》第三十四条

第四十条 同《试行》第三十五条

第五章 附则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同《试行》第三十六条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四十二条 同《试行》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八条 《关于培育和发展团体标准的指

导意见》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废止。

第四十三条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

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废止。

附件 附件

团体标准的封面格式 同

发布日期：2017年 12月 15日 发布日期：2019年 01月 09日
发布单位：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民政部 发布单位：国家标准委、民政部

澳大利亚发布标准和电网网络安全路线图

背景：当前，电力存储技术和新型发电技术的发展以及消费者偏好的改变都在

推动电力行业的创新，然而，随着分布式电力系统不断从集中模式向分散系统发展，

电网网络安全的风险也日益增加。

为此，1月 31日，澳大利亚标准协会（Standards Australia）在与本国政府部门、

电力行业、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协商的基础上发布了《标准和电网网络安全路线图》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19年第 2期

7

（Roadmap for Standards and Grid Cyber Security）2。该路线图旨在明确澳大利亚未

来电力行业的标准化工作，以指导应对日益增加的电网网络安全风险，确保快速转

型的能源系统继续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的能源。

路线图给出的关键观点包括：（1）利益相关者一致认为，国际上的电网网络

安全标准不仅对能源公司至关重要，而且对澳大利亚的消费者、零售商和更广泛的

经济体也至关重要；（2）利益相关方同意国家采用可信的国际标准作为支持电网

转型和网络恢复能力的关键资源；（3）利益相关者确定了电网当前的关键脆弱领

域，包括：具有较大互联性的电网结构变化、工业物联网（IIOT）、建筑管理系统

（BMS）、运营技术（OT）和信息技术（IT）之间的融合度提高以及网络犯罪的

抬头；（4）新出现的主题（如数据管理和隐私）必须在技术标准和政策层面进行

管理，以确保在能源网络中保持信任；（5）包括金融服务和信息技术等其他经济

部门在网络安全方面的最佳实践和标准化工作，将有助于支持电网的网络安全。

路线图还给出一些关键建议，包括：（1）制定支持澳大利亚电网网络安全的

标准和文件，包括劳动力筛选；（2）澳大利亚应积极参与相关的国际标准化机构

和技术委员会，特别是与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技术委员会进行接触；（3）对

若干相关澳大利亚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和职权范围进行审查。

这些建议将有助于应对电网网络安全的挑战，支持能源传输行业随着网络成熟

度的发展提高电网网络成熟度，支持分布式电网发展和数字化。路线图强调，这些

建议必须由政府和关键行业利益相关者推动，以便消除标准化差距，这一点至关重

要。（段力萌 编译）

专家评论

联合国报告呼吁全球共同应对电子废弃物带来的挑战

1月 24日，联合国七家实体机构3联合发布报告《电子领域的新循环经济愿景―

全球体系重新启动进行时》（ANew Circular Vision for Electronics - Time for a Global

Reboot）4。

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每年丢弃的电子电气废弃物（电子废弃物）约为 5000

2 原文标题：Securing a 21st century energy grid
来源：https://www.standards.org.au/news/securing-a-21st-century-energy-grid
3 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电信联盟（ITU）、联合国环境计划署（UN Environment）、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UNIDO）、联合国训练和研究所（UNITAR）、联合国大学（UNU）、《巴塞尔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

约》秘书处（BRS）。
4 原文标题：UN,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Partners Come Together to Address E-Waste Challenges
来源：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2019-PR01.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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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重量大于迄今为止全球建造的所有商业飞机，或足以制成布满整个曼哈顿岛

的埃菲尔铁塔。这其中只有 20%得到正式再利用。联合国大学预测，如果人类在此

方面毫不作为，到 2050年，电子废弃物会增长近三倍，达到 1.2亿吨。从材料价值

方面而言，每年则超过了 625亿美元，超出多数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而

且是全世界银矿产量的三倍。一吨电子废弃物所含的黄金是一顿黄金矿石的 100倍。

目前，全世界有数百万人在进行非正式的电子废弃物处理工作（仅中国就有 60万

人），且多数情况下工作条件既有害于健康，也有害于环境。

报告指出，诸如云计算和物联网（IoT）等技术显示出了极大潜力，有望支持

实现电子行业的逐步“去物质化”、更好的产品跟踪、回收和再利用。为了全面利

用电子废弃物中材料的价值并创建全球性循环价值链，应采用新技术创建服务型商

业模式、对产品进行更好的跟踪，并方便制造商或零售商制定和实施产品回收计划。

对于未来生产而言，加强材料效率、改善再利用基础设施并加大再利用材料的数量

和提高其质量从而满足电子供应链的需求是不可或缺的。如果能以合适的政策支持

电子行业并以适当方式对之进行管理，则有望在全世界范围内创建数百万个体面就

业岗位。

报告呼吁与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创业人员、学术界、工会、民间团体和协会

开展系统性协作工作，全面修改现有的电子行业体系，以实现电子行业的循环经济，

从根本上解决废弃物问题、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并为数百万人带来体面的就业机会。

目前全球的一些国家和机构正在开展大量的实际工作。例如，尼日利亚政府、

全球环境基金（GEF）和联合国环境署近期宣布，将投资 200万美元，启动尼日利

亚的正式电子废弃物再利用行业。之后的新投资将依赖私营部门提供的另外 1300

多万美元。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尼日利亚有 10万人在从事非正式的电子废弃物

行业工作。上述投资将有助于创建一种体系，使上述 10万人的工作正式化，从而

使他们的就业既安全又体面，同时充分利用尼日利亚 50万吨电子废弃物中存在的

尚未显现的价值。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与诸多组织就电子废弃物项目协作工作，其中

包括联合国大学（UNU）、国际劳工组织（ILO）、国际电联和世界卫生组织（WHO）

以及诸多其他不同的合作伙伴，如戴尔公司和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ISWA）。在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区域，与 GEF共同出资的 UNIDO 电子废弃物项目旨在支持 13

个国家的可持续社会和经济发展。这一举措涵盖的范围包括电子废弃物再利用设施

的升级和帮助确立国家电子废弃物管理战略，其方式为循环经济方式，同时旨在加

强区域性合作。（周 洪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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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报告指出区块链为智能制造提供安全和可追溯性

2 月 11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保护

智能制造免受数字化威胁：基于区块链的产品数据可追溯性参考模型》（Securing the

Digital Threat for Smart Manufacturing: A Reference Model for Blockchain-Based

Product Data Traceability）5。报告认为，区块链技术能够提供制造数据的防篡改传

输功能，从而为智能制造提供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报告首先强调了智能制造产品数据的重要性。报告认为，智能制造是操作技术

和信息技术的实时集成。智能制造要求数字产品数据在许多工程应用和信息系统之

间共享和交换。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产品根据不同的过程（如设计、制造、分销）

和需求（如技术、商业、监管）生成大量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扮

演角色的任何组织都至关重要。损坏或篡改数据可能对产品开发产生灾难性后果，

并影响组织的发展。需要通过在产品生命周期内提供可信产品数据的授权、认证和

可追溯性来保护产品数据及其所有者。

报告还指出了智能制造产品数据所面临的主要数字化威胁―数字产品数据篡

改。产品信息的可追溯性是保证智能制造供应链和产品生命周期安全的关键要求。

数据篡改可能会对制造/打印部件、所安装的系统及其所有者造成破坏性后果。例如，

由于增材制造过程的性质，可以改变产品的物理结构以引入故障点（即内部空隙），

而无需任何外部修改，从而使故障零件几乎无法检测。可以使用类似的方法破坏制

造参数（例如，更改材料或修改刀具路径指令）。

报告同时还指出，区块链的链具有抗篡改属性，并且区块具有时间戳，所以区

块链技术是一个强大的解决方案，可以证明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某个特定时间存在特

定的数字资产。

基于以上问题，为降低智能制造产品数据的篡改风险，报告提出了一个基于区

块链的产品数据可追溯性参考信息模型，该模型具有三个基本功能：（1）确保数

据未被篡改；（2）确定数据是否被篡改以及何时被篡改；（3）跟踪篡改数据的人。

该模型包含了 3个统一建模语言（UML）包：（1）来源包，此包包含了数据的来

源和去向、谁正在执行数据交换、数据交换何时进行等信息；（2）数据包，此包

包含有关交换内容的信息（即数据类型）；（3）交易包，此包包含有关如何交换

数据的信息（即数据交换过程本身）。

报告最后指出，依照该参考信息模型，用户将能够对其块内的所有内容进行身

份验证：数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谁在执行数据交换、什么时候进行交换、交换什

5 原文标题：NIST: Blockchain Provides Security, Traceability for Smart Manufacturing
来源：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9/02/nist-blockchain-provides-security-traceability-smart-manufacturing
https://nvlpubs.nist.gov/nistpubs/ams/NIST.AMS.300-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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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以及交换是如何进行的。该模型能够确保智能制造的数字主线安全，同时加强生

产伙伴之间的协作和建立信任。（邓阿妹 编译）

美国总结 100年来标准化对美国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1月 22日，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发布报告《100年来提升美国工业和竞

争力，开创未来》（Advancing U.S. Industry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100 Years and the

Innovative Future Ahead），总结了 100年来（1918-2018），ANSI与其合作伙伴开

展的一些主要的标准化活动以及标准化对美国产业和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6。

报告指出，100年来，ANSI一直以领导合作自愿标准和合格评定活动为荣，这

些活动符合美国商业和工业不断发展的需求、公民的健康和福利以及国家的优先事

项。这种反应迅速的领导力有助于使高度协作的美国标准化体系成为世界上最具活

力和影响力的体系。报告同时指出，美国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源、制

造业、医疗保健、运输和农业等五大关键行业的持续增长。一系列广泛且不断扩展

的服务和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与这些产业紧密相连，进一步推动了产业的创新

和增长。这些相互依赖的系统、流程、产品以及实施这些系统的人员都需要标准和

合格评定解决方案。

报告重点回顾和总结了 ANSI 在制造业、能源、交通、医疗保健、农业、ICT

等六大产业标准化工作的亮点以及所取得的影响，具体如下：

（1）制造业

为了帮助确保美国制造业继续适应和加强其全球地位，ANSI领导了协作性标

准化活动，以实施新兴技术，加强供应链质量和安全，帮助开发现代制造环境所需

的劳动力资源。当前代表美国竞争力的十大先进制造技术分别是：预测分析；智能

互联产品；先进材料；智能工厂；数字设计、仿真、集成；高性能计算；先进机器

人；增材制造；开源设计；增强现实。ANSI推动了增材制造技术标准化的发展，

例如，在 2018年使用 3D打印的公司中，有 92%的公司发现了竞争优势，包括缩短

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和增强灵活性，以支持客户缩短生产周期。

（2）能源

能源效率的提高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提高了竞争力，

增强了安全性。要实现能源效率的承诺，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密切协调。ANSI

一直非常积极地促进协作标准和一致性活动，以推动能源倡议。ANSI发布的建筑

物节能节水标准和合格评定方案路线图为美国建筑物的节能提供了具体指导。ANSI

6 原文标题：ANSI Releases Report, “Advancing U.S. Industry and Competitiveness for 100 Years and the Innovative
Future Ahead”
来源：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39779c0f-e399-4446-8600-d523075970f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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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通过开展可持续能源绩效审计的认证工作使美国在改善能源性能方面取得了可

衡量的成功。另外，ANSI在美国-印度标准与一致性合作计划（SCCP）中的工作帮

助印度开发了一个支持其能源目标的标准与一致性系统，同时也为美国行业的解决

方案和服务创造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3）交通

未来 10年，变革性技术将创造一个截然不同的美国交通环境。汽车共享和电

气化已经很普遍，自动驾驶技术已经开始进入道路、铁路、水域和空域。预计到 2020

年，美国将有 70万架无人机。ANSI发起并实施了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协作（UASSC）

项目，确保了安全并支持美国无人机市场的快速增长。ANSI制定的电动汽车标准

化路线图确定了基础设施和广泛部署的需求，确保了在美国安全、大规模地部署电

动车辆和相关的基础设施。

（4）医疗保健

ANSI是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国家协调员办公室（ONC）指定的健

康信息技术认证项目的唯一认证机构，负责根据国际标准对申请机构进行认证，以

确保质量和完整性。目前 ANSI正在积极聚集跨部门利益相关者，以促进智能医疗

领域的标准化和进步。例如，ANSI 和合作伙伴共同举办了一次关于“智能健康：

使用智能系统提高医疗质量和提供医疗服务”的国会山活动。此外，ANSI最近承

担了国际标准化组织卫生信息学技术委员会（ISO TC 215）的秘书处工作，将继续

加强美国在医疗健康国际标准化方面的影响力。

（5）农业

根据《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FSMA）》，ANSI在 2018年获得了认证机构的

认可，成为了食品安全第三方认证机构，这将帮助美国建立一个防止污染的食品安

全体系。ANSI 一直担任国际标准化组织土方机械技术委员会（ISO TC 127）的秘

书处工作，发布了 100多项相关标准，极大地满足了农业和林业用拖拉机和土方机

械的商业需求和安全性。ANSI 还批准了大量的美国国家标准，这些标准有助于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实现美国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和最大化。此外，ANSI于 2018年发起

了一个美德标准小组，旨在探索智能农业的全球进展，通过为农民提供新的技术、

知识和机制，以帮助实现有利可图的可持续农业生产，从而获得公平进入市场的机

会。

（6）信息技术（ICT）

长期以来，ANSI一直担任 ISO 和 IEC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的秘书处工作，在 3D打印和扫描、信息技术安全、物联网、云计算、生物识别

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了诸多高效合作，发布了 3000多项相关的国际标准，目前

正在制定的 500多项标准将对全球各级 ICT行业产生巨大、持续的影响。此外，AN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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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担任了 2018年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迅速扩大了美国

在国际信息通信技术标准化活动中的影响力。这是首个关注完整人工智能 IT 生态

系统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将帮助美国在从交通运输到医疗保健，从金融服务到零

售，从机器人到制造业，以及未来的许多领域处于关键的领导地位。

（周 洪 邓阿妹 编译）

英标协报告指出健康和安全事件是企业的最大损失

2月 14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发布了《2019年地平线扫描调查报告》（BCI

2019 Horizon Scan）7。报告认为，健康和安全事件已成为全球企业主要财务损失的

驱动因素，累计损失已超过了网络攻击或 IT 中断所带来的损失。

该报告分析了全球 569家机构认为的风险和威胁，并将这些风险与威胁与过去

一年中实际突发事件的影响进行了比较。报告结果揭示了过去一年中感知风险与实

际问题之间的巨大差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健康和安全风险。根据报告，被调查组

织的损失超过年营业额的 7%，并发现 2018年的健康和安全事故成本为 11.86亿美

元。尽管这些事件的频率和累积成本较高，但各组织仍然认为其影响相对较低，在

2019年的最高风险清单中排名第十二位。

BSI首席执行官 Howard Kerr表示：领导者很容易在网络攻击，技术中断和 IT

中断等高风险问题上保持清醒，但他们也不能忽视那些不断侵蚀底线的更小、更频

繁的风险。如果组织没有认真对待他们面临的所有威胁，或制定管理这些威胁的计

划，那么他们不仅会面临声誉损失，还会面临相当严重的财务损失。实现真正的组

织弹性意味着不仅要识别大风险，还要识别可能看似稀疏平常但容易被忽视的风

险。

该报告的其他主要发现包括：（1）政治变革预计将是未来 12个月十大破坏之

一，但政治变革的财务方面似乎被忽视，因为与汇率波动和更高借贷成本相关的威

胁并未出现在十大破坏名单中；（2）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成为新的风险，并在未来

一年中可能是潜在破坏的最主要来源；（3）业务连续性计划实施时间超过一年的

组织比其同行遭受的中断更少，他们报告的损失（6%）比过去 12个月中断造成的

平均损失（7%）要低；（4）组织将大量的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对组织影响很大的

意外事件上，这些事件随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关键基础设施故障和自然灾害等

风险是最具风险分数的预期中断（分别为 5.47和 5.43）。（郑启斌 编译）

https://share.ansi.org/Shared%20Documents/News%20and%20Publications/Brochures/ANSI%20Impact%20Brochure
%202019.pdf
7 原文标题：Health and Safety incidents become biggest loss driver for organizations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9/february/health-and-safety-incidents-bec
ome-biggest-loss-driver-for-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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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发布健康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算法白皮书

2月 11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和美国医疗器械促进协会（AAMI）合作

研究标准在帮助医疗机构部署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方面所起的作用，这项研究是在英

国医疗器械监管机构MHRA的支持下开展的8。

英国和美国都是公认的医疗技术和数字医疗创新的领导者，其监管制度被认为

是全球最严格和最能影响创新的制度之一。新的医疗软件可以为患者提供早期诊断

和有针对性的治疗，确保医疗服务的质量。然而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在安全性和有

效性上对未来治理和监管提出了挑战。

该研究探讨了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应用所面临的具体挑战，包括算法能

力、为了响应新数据来改变输出、软件的自主化水平等。（魏 凤 编译）

标准聚焦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新建筑信息模型国际标准

背景：随着人口和经济的增长，对住房和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在增加。到 2030

年，全球建筑业的增长预期将达到 85%，即 15.5 万亿美元。全球建筑行业的蓬勃发

展带来了全球建筑项目和对建筑信息建模（BIM）等高效工具的需求。BIM 使建筑师、

工程师和建筑专业人员能够更有效地规划、设计和管理建筑项目的能力，受到越来

越多的欢迎。同时，全球也需要 BIM 的相关标准使该行业能够跨项目和国界合作。

为此，1月 2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两项新的国际标准，通过使

用 BIM 的协作工作提供一个管理信息的框架。这两项国际标准分别是9：

（1）《ISO 19650-1:2018 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

息建模（BIM）―利用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第 1 部分：概念和原理》

（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 Part 1: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2）《ISO 19650-2:2018 建筑和土木工程信息的组织和数字化，包括建筑信

息建模（BIM）―利用建筑信息建模的信息管理―第 2 部分：资产交付阶段》

8 原文标题：BSI issues position paper on the emerg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
healthcare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9/february/bsi-issues-position-paper-on-the
-emerge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machine-learning-algorithms-in-healthcare/
9 原文标题：Better building with new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BIM
来源：https://www.iso.org/news/ref23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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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and digitization of information about buildings and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includ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 (BIM) -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sing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 Part 2: Delivery phase of the assets）。

这两项新标准由 ISO/TC 59/SC 13制定，该分技术委员会主席 JønsSjøgren表示：

ISO 19650是基于经过试验和测试的英国标准 BS 1192和公开规范 PAS 1192-2的基

础上而制定，它们已经被证实可以帮助用户节省高达 22%的建设成本。新标准将使

BIM 得到更广泛的使用，从而提高建筑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效率。此外，新标准不仅

允许全球建筑项目的有效合作，而且允许从事各种建筑工程的设计师和承包商进行

更清晰、更有效的信息管理。

除这项新标准外，ISO/TC 59/SC 13还将发布 ISO 19650系列的其他标准，包括

第 3部分资产运营阶段管理和第 5部分具有安全意识的建筑信息建模、数字建筑环

境和智能资产管理。（郑启斌 编译）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新标准帮助降低机械网络攻击风险

背景：“智能”制造，即利用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的制造，可以实现整个价值链

的无缝生产和集成。它还允许对速度、力和温度等参数进行远程控制。它的好处很

多，包括能够跟踪性能和使用情况并提高效率，但它也加剧了 IT 安全威胁的风险。

将机器的速度或力量提高到危险水平，或降低烹饪温度导致食品污染，这些都只是

网络攻击不仅会能破坏制造业，还会给我们带来严重风险的一些例子。因此，需要

相关的标准来帮助机械制造商准备和减轻这些风险。

为此，1月 22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一份新的技术报告《ISO/TR

22100-4:2018 机械安全―与 ISO 12100的关系―第 4部分：机械制造商考虑相关 IT

安全（网络安全）方面的指南，》（ISO/TR 22100-4:2018 Safety of machinery –

Relationship with ISO 12100 – Part 4: Guidance to machinery manufacturers for

consideration of related IT-security (cyber security) aspects），以帮助机械制造商识别

和应对可能影响其产品安全的 IT 安全威胁10。

新标准是对 ISO 机械安全旗舰标准《ISO 12100:2010 机械安全―设计的一般

原则―风险评估和风险降低》（ ISO 12100:2010 Safety of machinery – General

principles for design –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reduction）的补充，该旗舰标准规定了

风险评估、危害分析和文件化要求的基础。

新标准由 ISO 机械安全技术委员会（ ISO/TC 199）制定，该技术委员会主席

Otto Gornemann表示：机器安全和网络安全在目标、方法和措施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10 原文标题：Smart manufacturing: new ISO guidance to reduce the risks of cyber-attacks on machinery
来源：https://www.iso.org/news/ref2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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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制造过程中，它们是密不可分的。新标准将帮助机器制造商整合网络安全和机

器安全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将涵盖一些方面，比如可能成为网络安全攻击潜在目

标的组件类型、将此类攻击的脆弱性降至最低的机器设计、以及机器操作员可能受

到威胁的信息。（高国庆 编译）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新版信息安全控制评估指南标准

背景：对于任何组织来说，信息都是其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而数据泄露在业

务损失和清理损失方面可能会付出巨大代价。大多数组织都需要适当的控制措施来

保护其信息安全，但需要新的标准来确保这些控制措施足够。

为此，2月 4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一项新修订的技术规范《ISO/IEC

TS 27008:2019 信息技术―安全技术―信息安全控制评估指南》（ ISO/IEC TS

27008:2019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Security techniques - Guidelines for the

assessment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s），提供有关评估现有控制措施的指导，

以确保这些控制措施符合目的、有效和高效，并符合组织的发展目标11。

对该标准的更新是为了与 ISO/IEC 27000（概述和词汇表）、ISO/IEC 27001（要

求）、ISO/IEC 27002（信息安全控制实施规程）等其他信息安全管理标准的新版本

保持一致。制定该标准的工作组组长 Edward Humphreys 表示：新标准将帮助组织

评估和审查通过实施 ISO/IEC 27001管理的当前控制措施，有助于使组织相信其控

制措施是有效、充分和适当的，以减轻组织面临的信息风险。新标准有益于所有类

型和规模的组织，无论是公共的、私人的还是非营利性的，并补充了 ISO / IEC 27001

中定义的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新标准由 ISO/IEC JTC 1/SC 27制定，将替代国际标准 ISO/IEC TR 27008:2011。

（丰米宁 编译）

美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首个商业航天相关技术标准

2月 6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的商业航天委员会（F47）

发布了其首个技术标准《ASTM F3344-2019液体火箭推进剂的储存、使用和搬运的

标准指南》（ASTM F3344-2019 Standard Guide for Storage, Use, and Handling of

Liquid Rocket Propellants）12。

11 原文标题：Stronger data protection with updated guidelines on assessing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trols
来源：https://www.iso.org/news/ref2367.html
12 原文标题：ASTM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Spaceflight Committee Approves First Standard
来源：
https://www.astm.org/newsroom/astm-international-commercial-spaceflight-committee-approves-first-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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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标准涵盖了储存、使用和处理液体火箭推进剂的基本保障措施，目标是将燃

料和氧化剂（非单组元）的爆炸危险性降低到使用数量-距离标准对确保公共安全

不重要的危险水平。该标准提供了填补空白的指导，而不是取代现有的法规。

F47成立于 2016年，除发布新标准外，F47还正在制定其他标准，包括：亚轨

道车辆的乘员安全；航天器类型；飞行控制器培训；可报告的安全事件；术语。

（邓阿妹 编译）

美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金属探测器合格评估要求标准

2月 8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的安全系统与设备技术

委员会（F12）发布了一项新标准《ASTM F3356-2018 安全和安保用金属探测器合

格评定的标准规范》（ASTM F3356-2018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Conformity

Assessment of Metal Detectors Used in Safety and Security），以帮助确定安全和安保

应用中使用的金属探测器的合格评定要求13。

新标准将有助于制造商对其产品的比较方式进行客观和独立的评估，并为用户

提供一种比较产品以满足其需求的方法。新标准中描述的合格评定将基于基准性能

要求和相关的测试方法，以及 ASTM标准中所述的用于安全和安保的手动（F3020）

和手持式（F3278）金属探测器的测试对象。

除了制定标准外，F12还与 ASTM下设的安全设备研究所合作，开发和启动金

属探测器的认证计划。（丰米宁 编译）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发布床边检测医疗设备通信新标准

2月 14日，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协会（IEEE-SA）发布了一项新标准

《IEEE 11073-20701-2018 健康信息学―床边检测医疗设备通信―第 20701 部分：

面向服务的医疗设备交换体系结构和协议绑定》（IEEE 11073-20701-2018 Health

informatics - Point-of-care medical device communication - Part 20701:

Service-Oriented Medical Device Exchange Architecture and Protocol Binding）14。

该标准定义了一个面向服务的分布式床边检测（Point-of-care，POC）医疗设备

和医疗 IT 系统的体系结构，并将标准 IEEE 11073-10207™中定义的参与者和通信

模型与标准 IEEE 11073-20702™中定义的Web服务数据传输配置文件绑定。此外，

新标准还规定了一个到网络时间协议（NTP）的绑定，以及 5个用于时间同步和满

13 原文标题：NewASTM Metal Detector Standard Establishes Metal Detector Assessment Requirements
来源：
https://www.astm.org/newsroom/new-astm-metal-detector-standard-establishes-metal-detector-assessment-requirements
14 原文标题：IEEE Completes Standards Family Intended to Provide Safe and Secure Medical Device Interoperability
来源：https://standards.ieee.org/news/2019/ieee-secure-medical-device-interoperability.html

https://www.astm.org/Standards/F3356.htm
https://www.astm.org/Standards/F33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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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传输服务质量要求的差分服务。

标准家族 IEEE 11073旨在确保开放的基于 IP的系统内医疗设备之间的可靠数

据交换，重点是安全和安全的互操作性，以确保患者的安全。IEEE 11073-20701-2018

是该标准家族中的新成员，它的发布不仅更好地支持医疗设备和外部系统之间的实

时信息交换，增强了在不断变化的自组网中的功能和互操作性，而且也使得

ISO/IEEE 11073 POC医疗设备通信标准家族得以圆满完成。（邓阿妹 编译）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液化石油气新标准

1月 22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了一项新标准《EN 589:2018汽车燃料―液

化石油气―要求和试验方法》（EN 589:2018 Automotive fuels - LPG -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15。

液化石油气（丙烷和丁烷的混合物，俗称液化石油气）作为汽车燃料的使用在

过去几年里在全球稳步上升，主要原因是：液化石油气比汽油或柴油更便宜、更易

储存和运输，同时比其他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率更低。

液化石油气是一种天然气，为了确保道路汽车的安全，在快速发展的情况下，

其排放量应尽可能低。新标准将确保整个欧洲液化石油气排放量保持最低质量水

平，该标准强调液化石油气（及其基于生物质的变种）是一种可行的替代燃料，提

出将硫限值降低到 30 mg/kg、增强喷油器对残留物的保护、引入了新的消费者信息

标签。

该标准由欧洲标准化委员会石油、合成和生物来源的气体和液体燃料、润滑剂

及相关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EN/TC 19）制定，其秘书处设在荷兰国家标准化

组织（NEN）。（魏 凤 编译）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航天软件产品保证标准

背景：根据欧洲航天局（ESA）的数据，目前有超过 5000 颗卫星环绕地球运行，

但仅有 1950 颗在工作，那些破碎或关闭的卫星造成了大量不同类型、大小的空间

碎片，这些碎片在地球大气层中丢失，预计重量达到 8400 吨。

为了帮助解决这个问题，2月 6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批准了一项新

欧盟标准《EN 16602-80:2018 航天产品保证―软件产品保证》（EN 16602-80:2018

Space product assurance - Software product assurance），规定了航天系统软件控制、

开发和维护的一套产品保证要求16。

15 原文标题：New CEN standards: EN 589:2018 - Automotive fuels - LPG -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来源：https://www.cen.eu/news/brief-news/Pages/NEWS-2019-005.aspx
16 原文标题：New CEN standard: With EN 16602-80:2018, standards are launched into space
来源：https://www.cen.eu/news/brief-news/Pages/NEWS-2019-0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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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系统”是一个总称，包括各种载体，如载人和无人航天器、发射器、有

效载荷、实验及相关地面设备和设施。软件产品保证的主要目标是确保软件使用的

安全。换句话说，它为客户和供应商提供了足够的信心―所购买的软件在整个系统

生命周期内满足其需求且保障运行的安全、适当，从而达到必要的质量目标。

为了确保高水平的安全，新标准提出了质量管理及框架、生命周期活动和过程

质量保证等各种问题处理的办法，这些问题对空间系统服务质量影响很大。新标准

主要保障了空间系统控制软件的质量和安全，降低其丢失或损坏的风险，具有明显

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该标准是对欧盟空间标准化合作委员会（European Cooperation for Space

Standardization Committee，ECSS）制定的标准《ECSS-E-ST-40 空间工程―软件一

般要求》中关于软件工程内容的补充，这两个标准共同规定了空间软件开发的所有

过程要求。

新标准由 CEN/CLC/JTC 5空间联合技术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致力于所有与

空间相关的标准化活动，其秘书处设在德国标准化协会（DIN）。（魏 凤 编译）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新工作组协议帮助改善空气质量

2月 13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发布一项新工作组协议《CWA17379:2019

编制可比较排放数据用实际行驶试验方法的一般指南》（CWA17379:2019 General

guideline on real drive test methodology for compiling comparable emission data）17，期

望借助标准化的作用，改善所有欧洲国家尤其是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

该工作协议首次提供了全欧洲公认的汽车和货车道路测试方法指南，能获取氮

氧化物（NOx）的排放数据，该方法和要求同样适用便携式排放测量系统，这样收

集的数据将使不同测试中心、不同车辆的排放性能能够进行公平比较。

自 2017 年 9月 1 日起，所有新使用的车辆包括道路试验在内的型式认证都以

实际行驶排放为准，该工作协议将保证现代车辆排放（RDE）未能超出驾驶排放限

值。CWA17379:2019提出在 3次单独的行程中，至少 5次以 20 km/h-40 km/h的平

均速度行进时测试排放结果。

该方法提高了城市驾驶车辆排放氮氧化物的透明度，这有助于汽车购买者、政

策制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选择购买汽车和考虑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时做出明

智选择。CEN/CWA17379:2019由 CEN/WS090实际驾驶排放物测试方法工作组发

布，其秘书处设在意大利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UNI）。（魏 凤 编译）

17 原文标题：CWA17379:2019: A new CENWorkshop Agreement helps make our air cleaner
来源：https://www.cen.eu/news/brief-news/Pages/NEWS-2019-007.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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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电工标准化组织发布电子电气产品有害物质评估标准

1 月 31 日，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发布一项新标准《EN IEC

63000:2018 关于限制有害物质的电气和电子产品评估的技术文件》（EN IEC

63000:2018 Technical documentation for the assessment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products with respect to the restriction of hazardous substances）18，旨在为评估电子电

气产品在限制有害物质方面的技术文件提供指导。

该标准采用了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标准，同时，该标准也广泛地基于欧洲

标准 EN 50581:2012。EN 50581:2012是一个全欧洲的统一标准，是为实施欧盟关

于“限制在电气和电子设备中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 2011/65/EU（也称为 RoHS

指令）而制定的。更具体地说，EN IEC 63000:2018规定了制造商编制的技术文件，

以声明符合已确定为对环境有害的化学物质的适用限制。该标准的实施确保了对电

气和电子设备在限制有害物质方面的评估，从而增加了对电子电气产品制造商的信

任。

在制定必要的技术文件要求时，即使删除了欧盟 RoHS指令的任何特定措辞，

EN IEC 63000几乎与 EN 50581的文本相同：它旨在解决全球不同的物质法规，同

时确保各地制造商采用相同的方法。为了反映分析试验方法和材料声明的最新国际

发展，在 EN IEC 63000中更新了 EN 50581:2012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EN 50581:2012是一个统一的标准，意味着其应用符合 RoHS指令的要求。考

虑到市场上有大量产品在其符合性声明中引用，在 EN IEC 63000:2018 取代 EN

50581:2012 之前，已给予制造商 5年（60个月）的过渡期。实际上，这意味着在

这一过渡期，两种标准将共存，允许制造商顺利过渡至 EN IEC 63000:2018。

新标准由 CENELEC环境技术委员会下设的第 5工作组（CLC/TC 111XWG5）

制定。该技术委员会致力于确保在电子和电气设备的标准化中考虑环境方面的因

素，其秘书处设在荷兰国家标准化机构（NEN）。（高国庆 编译）

欧盟 2019年 2月发布的最新标准汇总

2019年 2月，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其最新制修订标准信息的汇总表19，如表

2所示。

表 2. 欧洲 2019年 2月最新出台的制修订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8 原文标题：New CENELEC standard: With EN IEC 63000:2018, European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conquer the
world
来源：https://www.cencenelec.eu/news/brief_news/Pages/TN-2019-009.aspx
19 原文标题：Standards Evolution and Forecast
来源：https://standards.cen.eu/dyn/www/f?p=CENWEB:84:::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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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N 13454-2:2019 基于硫酸钙的地板砂浆粘合剂第 2部分：试验方法

2 EN ISO 7263-1:2019 瓦楞芯纸-实验室凹槽后平板抗压性的测定-第 1部分：a型
槽（ISO 7263-1:2019）

3 CEN ISO/TS 21805:2019 气体灭火系统防护罩结构完整性通风口的设计、选择和安

装指南（ISO/TS 21805:2018）
4 CWA 17369:2019 饲料和食物链中的真实性和欺诈性-概念、术语和定义

5 EN 81-28:2018+AC:2019 电梯的建造和安装的安全规则-人员和货物运输的升降机-
第 28部分：乘客和货物乘客电梯的远程警报

6 EN 81-71:2018+AC:2019 电梯构造和安装的安全规则-客用电梯和货用电梯的特殊

应用-第 71部分：防破坏电梯

7 EN ISO 9994:2019 打火机-安全规范（ISO 9994:2018）
8 EN ISO 20166-3:2019 分子体外诊断检验-福尔马林固定和石蜡包埋（FFPE）组

织 预 检 过 程 的 规 范 -第 3 部 分 ： 分 离 DNA （ ISO
20166-3:2018）

9 EN ISO 14405-2:2019 几何产品规范（GPS）-尺寸公差-第 2部分：线性或角形尺

寸以外的尺寸（ISO 14405-2:2018）
10 EN 17177:2019 玻璃包装-冠盖-直径 26毫米、高度 6毫米的冠帽

11 EN ISO 10524-3:2019 医用气体用压力调节器-第 3 部分：与气瓶阀（VIPR）集

成的压力调节器（ISO 10524-3:2019）
12 EN ISO 10524-2:2019 医用气体用压力调节器-第 2部分：歧管和管路压力调节器

（ISO 10524-2:2018）
13 EN ISO 10524-1:2019 医用气体用压力调节器-第 1部分：带有流量计量装置的压

力调节器（ISO 10524-1:2018）
14 EN ISO 80601-2-61:2019 医用电气设备-第 2-61 部分：脉搏血氧仪设备基本安全和

基本性能的特殊要求（ISO 80601-2-61:2017）
15 EN 14033-4:2019 铁路设施-轨道-轨道施工和维护机械。第 4 部分：城市轨

道交通、出行和工作的技术要求

16 EN 13141-1:2019 建筑物通风。住宅通风用部件/产品的性能试验。第 1部分：

外部和内部安装的空气传输装置

17 EN 13146-1:2019 铁路设施-轨道-紧固系统的试验方法。第 1 部分：纵向轨

道约束的测定

18 EN ISO
10079-1:2015/A1:2019

医用吸引设备-第 1部分：电动吸引设备-修改件 1：极端温

度运行要求的更改（ISO 10079-1：2015 / Amd 1：2018）
19 EN ISO

7396-1:2016/A1:2019
医用气体管道系统-第 1部分：压缩医疗气体和真空管道系

统-修改件 1（ISO 7396-1：2016 / Amd 1：2017）
20 CEN/TR 17311:2019 公共交通-可互操作的票价管理系统-蓝牙低能耗票务用例

和指南

21 CEN/TR 17310:2019 混凝土中的碳化和二氧化碳吸收

22 CWA 17379:2019 编制可比排放数据的实际驱动测试方法的一般准则

23 CEN Guide 17:2019 压力设备的安全性-起草和提出安全标准的规则和建议

24 EN
16167:2018+AC:2019

土壤、处理过的生物废物和污泥-用气相色谱法进行质量选

择性检测（GC-MS）和带电子捕获检测的气相色谱法

（GC-ECD）测定多氯联苯（P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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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N 13146-7:2019 铁路设施-轨道-紧固系统的试验方法-第 7部分：夹紧力和

隆起刚度的测定

26 EN ISO 14064-1:2019 温室气体-第 1部分：在组织层面为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量

化和报告提供指导的规范（ISO 14064-1：2018）
27 EN ISO 19115-2:2019 地理信息-元数据-第 2 部分：采集和处理的扩展（ISO

19115-2：2019）
28 EN ISO 10111:2019 金属和其他无机涂层-单位面积质量的测量-重量和化学分

析方法综述（ISO 10111：2019）
29 EN ISO 18254-2:2019 纺织品-烷基酚乙氧基化物（APEO）的检测和测定方法-

第 2部分：使用 NPLC的方法（ISO 18254-2：2018）
30 EN ISO 5398-4:2019 皮革-氧化铬含量的化学测定-第 4 部分：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ICP）定量（ISO 5398-4：2018）
31 EN ISO 17226-1:2019 皮革-甲醛含量的化学测定-第1部分：高效液相色谱法（ISO

17226-1：2018）
32 EN ISO 17226-2:2019 皮革-甲醛含量的化学测定-第 2 部分：比色分析法（ISO

17226-2：2018）
33 CWA 17377:2019 第Ⅱ代至第Ⅳ代核设施的设计和建造规范（《核设施安全

守则》（AFCEN）演变程序试验案例）

34 CEN/TR 17320:2019 铁路设施-基础设施-评估轨道紧固系统机械耐久性的实验

室试验参数的确定。互补元件

35 EN ISO 15195:2019 检验医学-使用参考测量程序的校准实验室的能力要求

（ISO 15195：2018）
36 EN ISO 294-4:2019 塑料-热塑性材料试样的注射成型-第 4 部分：成型收缩率

的测定（ISO 294-4：2018）
37 EN 13074-1:2019 沥青和沥青粘合剂-从沥青乳液或切割或助熔沥青粘合剂

中回收粘合剂-第 1部分：蒸发回收

38 EN 13074-2:2019 沥青和沥青粘合剂-从沥青乳液或切割或熔融沥青粘合剂

中回收粘合剂-第 2部分：蒸发回收后的稳定性

39 EN 17087:2019 建筑产品：危险物质释放的评估-从实验室样品中制备用于

测试和含量分析的测试

40 EN 14243-1:2019 从废弃轮胎中获得的材料-第 1部分：与确定其尺寸和杂质

的方法有关的一般定义

41 EN 14243-3:2019 从废旧轮胎中获得的材料-第 3 部分：碎片、切口和碎片-
确定其尺寸的方法，包括突出的长丝尺寸

42 EN ISO 23907-1:2019 锐利伤害保护-要求和试验方法-第 1 部分：一次性锐器容

器（ISO 23907-1：2019）
43 EN 12873-3:2019 材料对人类饮用水的影响-迁移的影响-第 3 部分：离子交

换树脂和吸附树脂的试验方法

44 CEN/TR 13695-2:2019 包装-测量和验证包装中存在的四种重金属和其他危险物

质及其释放到环境中的要求-第 2部分：测量和验证包装中

存在的危险物质及其释放到环境中的要求

45 EN ISO 11930:2019 化妆品-微生物学-化妆品抗菌保护评估（ISO 11930：2019）
46 EN ISO 15118-4:2019 道路车辆-车辆到网格通信接口-第 4 部分：网络和应用协

议一致性测试（ISO 15118-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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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EN ISO 15118-5:2019 道路车辆-车辆到网格通信接口-第 5 部分：物理层和数据

链路层一致性测试（ISO 15118-5：2018）
48 EN ISO 15118-8:2019 道路车辆-车辆到网格通信接口-第 8 部分：无线通信的物

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要求（ISO 15118-8：2018）
49 EN

1434-6:2015+A1:2019
热能表-第 6部分：安装、调试、运行监控和维护

50 EN 14243-2:2019 从废弃轮胎中获得的材料-第 2 部分：颗粒和粉末-确定粒

度分布和杂质的方法，包括游离钢和游离纺织品含量

51 CEN/TR 17345:2019 废物-最新文献-通过氧化热解水燃烧和离子色谱检测的卤

素和硫

52 EN 17163:2019 纸浆、纸张和纸板-用液相色谱-质谱法测定水提取物中的

初级芳香胺（PAA）
53 EN ISO 683-3:2019 可热处理钢、合金钢和易切削钢-第 3 部分：表面硬化钢

（ISO 683-3：2019）
54 EN

ISO 10819:2013/A1:2019
机械振动和冲击-手臂振动-手掌上手套振动传递率的测量

和评估-修订 1（ISO 10819：2013 / Amd 1：2019）
55 EN

1434-5:2015+A1:2019
热能表-第 5部分：初始验证试验

56 EN ISO 11296-7:2019 地下无压排水和污水管网改造用塑料管道系统-第 7部分：

螺旋缠绕管衬里（ISO 11296-7：2019）
57 EN 16842-9:2019 机动工业卡车-可视性-试验方法和验证-第 9部分：带升降

操作者位置的取货、横向和前部堆垛卡车

58 EN 17120:2019 光催化-水净化-苯酚降解测定光催化材料的性能

59 EN 14702-3:2019 污泥特性-沉降特性-第 3部分：区域沉降速度（ZSV）的确

定

60 EN ISO 7027-2:2019 水质-浊度的测定-第 2 部分：水的透明度评估的半定量方

法（ISO 7027-2：2019）
61 EN ISO 20150:2019 鞋类和鞋类组件-评估抗真菌活性的定量挑战测试方法

（ISO 20150：2019）
62 EN 4859:2019 航空航天系列-基于传感器的夹紧载荷测定/高强度螺栓-技

术规范

63 CEN/TS 17249-4:2019 智能运输系统-电子安全-第 4部分：欧洲经委会 T、R、S
型农业/林业车辆的 eCall

64 EN 2288:2019 航空航天系列-带自润滑衬套的法兰耐腐蚀钢衬套-尺寸和

负载

65 EN 14214:2012+A2:2019 液体石油产品-用于柴油发动机和加热应用的脂肪酸甲酯

（FAME）-要求和试验方法

66 EN 17181:2019 润滑剂-水溶液中全配方润滑剂的好氧生物降解的测定-基
于 CO2生成的试验方法

67 EN 14728:2019 热塑性焊缝的缺陷-分类

（段力萌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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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标协发布新版军团菌水质和风险评估标准

2月 7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发布了一项新标准《BS 8580-1:2019 军团

菌控制的水质和风险评估—操作规范》（BS 8580-1:2019 Water quality, risk

assessments for Legionella control – Code of practice）20。新标准是对 2010 版本的重

大修订，为评估水质和军团病风险提供了进一步指导。

新标准为评估人工水系统引起的军团病风险提供了建议和指南。军团病是由军

团菌属细菌引起的疾病的统称。军团菌是一种机会主义病原体，通常栖息在温暖、

潮湿或水生环境中。军团菌引起的最严重且可能致命的疾病是军团病。

根据《1999年工作场所健康和安全管理条例》和《2002年危害健康物质管制

条例》，雇主或房地产负责人员有责任了解军团菌相关的健康风险并进行适当的风

险评估。因此，BSI 在 2010年发布了标准 BS 8580:2010，提供了必要的建议和指

南。

2014 年，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委员会（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HSE）对

其认可的操作规范和控制水系统中军团菌的指南进行了重组和更改，称为 ACoP

L8。随后，ACoP L8与其技术指南分开，后者由行业团体进一步制定为三个不同的

部分：HSG 274第 1部分涉及冷却塔；HSG 274第 2部分涉及冷热水服务；HSG 274

第 3部分涉及“其他”系统。

各种因素促使对 2010版标准进行修订，即：ACoP L8和 HSG文件的分离，从

风险评估过程和产出的单一描述转变为每个部分（HSG 274第 1,2和 3部分）的检

查频率提供建议。它还考虑了 2017年发布的 HSG 282控制水疗池中的军团菌和其

他传染因子的新信息。

BSI 可持续发展负责人 David Fatscher 表示：不应低估军团病对当今社会造成

的风险，因此对其预防的最新指导和建议与以往一样重要。新修订标准旨在使任何

对公共场所内其他人的健康和安全负有责任的人，从工作场所到医院，能够进行必

要的风险评估并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周 洪 编译）

标准计划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成立公共采购技术委员会

2月 15消息。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最近成立了一个新的技术委员会―公

20 原文标题：Revised British Standard on Legionella Risk Assessment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9/february/revised-british-standard-on-legi
onella-risk-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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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采购技术委员会（CEN/TC 461），目的是在欧盟公共采购的背景下制定有关诚信

和问责的欧洲标准21。

新的标准化活动源于 JIS行动 11“公共采购中标准的使用”下的讨论，以及利

益相关方（欧盟企业和公共机构）表示需要制定新的采购要求，以支持公共采购指

令 2014/24/EU和关于水、能源、运输和邮政服务部门实体采购的 2014/25/EU号指

令。CEN/TC 461的秘书处设在瑞典标准化协会（SIS）。（丰米宁 编译）

美材料与试验协会正制定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标准

2 月 12 日消息。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的人力资源管理

委员会（E63）正在制定一系列人力资源管理标准，并鼓励人力资源专业人士帮助

制定标准，以支持最佳实践并与业务目标保持一致22。

E63正在制定的标准覆盖了六大类问题：（1）人员：人才、培训和发展、薪酬、

福利、继任计划和指导；（2）工作场所：环境、工效学、可达性和通信；（3）转

型：品牌文化、社会责任、组织效能和发展、产业和组织心理学、分析学；（4）

合规和员工关系；（5）技术：基于业务和组织/人员分析；（6）多样性和包容性。

E63主席 Sonia Johnson表示：人力资源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软纪律。这种误解造

成了人力资源行业的缓慢发展。需要在人力资源管理的各个方面提供广泛被接受且

统一的标准，帮助行业保持进步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影响。E63不仅仅是基于

人力资源功能本身制定标准，而是以一种积极主动、前瞻性的观点来制定标准。E63

的重点是创建一个更加以业务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智能，并可以根据组织的目标（如

收入和利润及员工业绩）测量其职能。（郑启斌 编译）

前沿科技

美国天体物理实验室揭示巴基球的量子结构

1 月 28 日，美国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JILA）的研究人员通过对一个巴基球

（Buckyballs）内数百个单独的量子能级的测量揭示了巴基球量子结构的细节，这

是量子力学史上在这个实验细节层次上分析过的最大分子23。该研究成果于近期发

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

21 原文标题：New Technical Committee on Public procurement (CEN/TC 461)
来源：https://www.cen.eu/news/brief-news/Pages/NEWS-2019-008.aspx
22 原文标题：AST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Plans Forward-Leaning Standards in HR Management
来源：https://www.astm.org/newsroom/astm-international-committee-plans-forward-leaning-standards-hr-management
23 原文标题：JILA Researchers Uncover Quantum Structure of Buckyballs
来源：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9/01/jila-researchers-uncover-quantum-structure-buckyba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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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球，即 C60，正式名称为“巴克敏斯特富勒烯”（buckminsterfullerene），

是一个由 60个碳原子组成的球形笼，具有独特且复杂的物理性质，自被发现以来

一直是科学界研究的热点。由于在足够高的密度下制备冷的气相 C60非常困难，对

C60全量子结构的研究一直举步维艰。JILA 研究人员利用光谱学手段在 C60量子机

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研究人员首先利用一套将腔增强直接频率梳光谱和低温

缓冲气体冷却系统相结合的先进装置对 C60进行冷却，并观察冷的气态巴基球中旋

转和振动状态之间的孤立的、个别的能量转换。研究人员选择了 8.5毫米（1180-1190

波数）这一可接近的波长，并获得了 C60在这一波长下的高分辨率红外吸收光谱。

另外，研究人员利用特征核自旋统计强度模式证实了 60个 C-12原子的不可区分性，

而游动的精细结构则进一步编码了该分子罕见的二十面体对称性的细节。

该研究是人类首次利用新方法制备得到 C60并分析其在量子水平上的旋转和振

动。研究成果有助于对 C60量子结构细节的完全理解和控制，有望开辟新的科学领

域和应用，比如包含在单个巴基球中的整个量子计算机。

图 1. JILA研究人员使用频率梳观察巴基球中单个量子能量跃迁

（郑启斌 编译）

信息动态

2019 年全国计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月 24日，全国计量工作会议在京召开24。市场监管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正

部长级）秦宜智出席会议并讲话。浙江省副省长王文序、交通运输部党组成员李建

24 来源：http://samr.saic.gov.cn/xw/sj/201902/t20190218_2900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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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国防科工局副局长田玉龙、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韩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场

监管总局计量司司长谢军作工作报告。

秦宜智对近年来计量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计量工作要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计量是构建

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重要支撑”的战略定位，深入贯彻“放管服”改革要

求，蹄疾步稳、扎实有序推进改革创新。要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坚持市场化方向，

着力健全完善充满活力的计量工作体系。要强化监管，完善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手

段，盯住监管重点，增强人民群众从计量工作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要优

化服务，不断提升计量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他要求，计量工作要切实加强党的

领导，加强计量共治，加强国际交流，加强调查研究。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讨论了会议文件，交流了工作经验和体会，对做好 2019年

计量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会议明确，2019年计量工作要认真落实全国市场监管

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围绕深化改革，着力优化量值传递溯源体系，改革和完善国家

计量基准标准、标准物质体系和管理制度，改革和完善计量技术体系和法律法规体

系，加强计量技术机构建设管理；围绕强化监管，着力改革和完善计量强制管理制

度，加强“双随机、一公开”计量监督检查，加强行业计量监督管理；围绕优化服

务，着力健全计量服务保障体系，加强先进测量技术和设备研究，提升计量服务产

业发展水平，不断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计量基础。

国务院有关部委，部分中央直属企业代表，地方市场监管部门代表，部分总局

机关和直属挂靠单位代表约 200人参加会议。

图 2. 全国计量工作会议现场

国标委通报 2018 年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考核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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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关于 2018年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考核

评估情况的通报》（以下简称《通报》）25。结果显示，在本次考核中，全国微电

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 39 个技术委员会考核期内管理比较规范，考核评估结果为

一级；统计方法应用等 46 个技术委员会考核不合格，限期 6个月进行整改，整改

期内不下达新的工作任务。

本次考核评估工作随机抽查了 262个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涉及农业、

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围绕标准制修订任务、日常管理和组织参与国际标准

化工作等 3方面内容，对技术委员会 2015～2017年的运行管理情况进行考核评估。

据《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考核评估办法（试行）》第 11条：技术委员

会考核评估结果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不合格 4个等级。本次考核评估结果为：

一级的技术委员会共 39个，二级的技术委员会共 77个，三级的技术委员会共 100

个，未达三级的技术委员会共 46个。

在未达到三级的技术委员会中，与消费者关系密切的专业技术委员会包括农作

物种子，服装洗涤机械，动物卫生，低速汽车，花卉，市场、民意和社会调查，白

酒，糖果和巧克力，食品直接接触材料及制品，调味品，批发与零售市场，连锁经

营，特殊膳食，蔬菜，饮料，中医，中药材种子（种苗）等。

《通报》指出的部分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标准制修订

项目未按进度完成、标准制修订过程委员参与不充分、日常管理不规范、技术委员

会相关工作档案不健全等。

《通报》要求，各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应高度重视考核结果，对存在的问题

认真查找原因，自行改正；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技术委员会，限期 6个月进行整改，

整改期内不下达新的工作任务，整改工作完成后，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将

组织验证核查整改结果。

英标协被指定为荷兰建筑产品认证公告机构
26

2月 5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被荷兰政府指定为《欧盟建筑产品法规》的

公告机构27。在去年 12月获得 RvA（Raad voor Accreditatie）认证之后，BSI现在能

够以公告机构的身份进行产品合格评定，评估符合《欧盟建筑产品法规》的产品的

合格性。一旦这些产品达到要求，制造商就可以申请 CE标志，以便在欧盟和更广

25 来源：http://www.sac.gov.cn/szhywb/sytz/201901/P020190128365429708744.pdf
http://www.cqn.com.cn/zgzlb/content/2019-01/30/content_6735906.htm
26 原文标题：BSI secures notified body status in the Netherlands for Construction Product Regulations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9/february/bsi-secures-notified-body-status
-in-the-netherlands-for-construction-product-regulations/
27 公告机构是由欧盟国家指定的独立组织，在投放市场前对某些产品的符合性进行评估。当需要第三方时，公

告机构执行适用欧盟法规中规定的与合格评定程序相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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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欧洲地区销售。

BSI已经在荷兰建立了分支机构，在一系列其它服务之外还提供产品合格评定

服务。在英国提议退出欧盟的情况下，荷兰政府的指定为英国国内和国际客户提供

了稳定和连续的市场准入。BSI当前还处于申请成为《个人防护装备法规》、《气

体用具法规》和《压力设备指令》公告机构的最后阶段，并期待荷兰政府相关部门

的尽快确认。

去年 11月，荷兰卫生部和欧盟委员会宣布，BSI被指定为荷兰积极植入式医疗

器械、医疗器械和体外诊断医疗器械的公告机构。此次指定是 BSI在过去三个月内

在荷兰第二次被指定为公告机构。

BSI的战略是在这两个地区继续发展两个欧盟产品合格性公告机构。将现有客

户 CE证书迁移到新的 BSI荷兰公告机构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主要涉及管理方面。

（高国庆 编译）

英标协被指定为海湾国家 G-Mark产品认证公告机构

2月 13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被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和海湾标准组

织（GSO）指定为公告机构，根据海湾标志（G-Mark）法规对产品进行认证28。

G-Mark是希望将低压设备（LVE）投放到海湾国家（包括沙特阿拉伯、科威特、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卡塔尔、阿曼和也门）市场的制造商的最低要求。该认

证允许 BSI代表 GCC和 GSO为低压设备颁发 G-Mark证书，相关产品包括：电风

扇、冰箱/冰柜、洗衣机/烘干机、食品研磨机/搅拌机/榨汁机、烤面包机、美发器/

手干衣机、电加热装置、微波炉、炊具/烤架/烤箱、热水器、电熨斗、空调器、插

头和插座。

为了取得 G-Mark认证，BSI将对制造商的 LVE产品以及组织使用的质量体系

进行全面评估。为了获得 GCC和 GSO的认可，BSI认证的过程和专业性均按照国

际标准《ISO/IEC 17065:2012 合格评定—认证产品、过程和服务机构的要求》

（ ISO/IEC 17065:2012 Conformity assessment - Requirements for bodies certifying

products, processes and services）进行了严格的审计。（高国庆 编译）

28 原文标题：BSI appointed as notified body for G-Mark regulations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9/february/bsi-appointed-as-notified-body-f
or-g-mark-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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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创建于1956年6月，是湖北省政府命名的湖北省科学图书馆，

是中国科技网（CSTNet）武汉分中心，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科技查新咨询中心和湖北省查新咨询

服务分中心，是院地共建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科技文献信息中心。是中南地区最大的科技图

书馆和国内一流的知识服务和咨询机构。长期以来为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区域的科技创新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广受赞誉。

本中心信息丰富、人才济济、技术先进、服务一流，信息情报知识服务独具特色。在能源、

先进制造与新材料、生命科学与生物产业、光电子、长江流域资源生态环境等领域的情报研究

为国家部委的战略研究和规划制定发挥了科学思想库的重要作用，许多报告被中办、国办采用，

部分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批示。

本中心不断拓展面向湖北“两型”社会建设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服务，建设了武汉国家生物

产业基地“生命科学与生物产业信息网”、“光电信息服务门户”、“湖北省科技信息共享服务平台”

（核心馆）等地方科技文献平台，承担湖北省科技发展规划研究、参与了武汉城市圈发展规划

研究等任务，为众多企事业单位提供了信息情报保障。

服务内容 特色产品

1. 开展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发展战略与

规划研究等相关服务，为科技决策机构和

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支撑。

战
略
规
划
研
究

全球生物固碳文献分析研究报告 2014

中国生物固碳文献分析研究报告 2014

中国二氧化碳利用技术评估报告 2013

页岩气水力压裂技术环境影响及各国举措及建议.

………

2. 开展特定领域或专题的发展动态调研与

跟踪、发展趋势研究与分析，为研究机构、

企业的科研项目提供情报服务。

领
域
态
势
分
析

生物固碳技术调研分析报告 2013

页岩气无水压裂技术调研报告 2014

中国油气领域主要民营企业发展报告 2014

中法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标准体系的比较与构建

2010

3. 开展产品、成果、专利或标准的情报研

究，分析相关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

企业发展与决策提供参考。

技
术
路
线
研
究

全球生物固碳专利分析 2014

全球微藻技术领域及光生物反应器专利分析 2014

世界主要国家太阳能技术标准分析 2010

全球 CCS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转化和知识共享分

析 2014

中国主要油气行业技术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 2014

……

4. 开展产业技术与市场发展研究，分析战

略布局与未来走向，为社会有关行业和部

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产
业
发
展
分
析

国内外太阳电池产业与产业技术调研 2012

国内外电动汽车产业与产业技术调研 2012

CO2捕集、压缩技术调研报告 2014

全球页岩气市场发展调研报告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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