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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概要：
《标准化法（修订草案）》第二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二审稿
进一步加大了标准对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引领作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
合发布了我国质量领域的纲领性文件《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从目标要求、主攻方向、主要举措和保障措施四个方面对我国质量提升工作进
行了统筹和设计，将对我国质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本月发布了多篇报告。《2017 年宽带状
态：宽带推动可持续发展》和《确定新通信技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
分别强调了宽带连接和新通信技术对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意
义；《为生活与工作服务的数字技能》揭示出全球已出现技能差距，建议政府
重视培养公民的数字技能。此外，联合国 16 个机构共同发布新指南，促进向可
持续智慧城市转型。
美国发布了《2016 年度商务部实验室技术转移报告》，对商务部下属三个
主要研发机构近 5 年的技术转移活动和成效进行总结，并提出了进一步加大商
务部技术转移的建议。此外，美国国家标准学会成立了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合作
组织，以促进标准的制定和协调一致，推动无人机系统纳入美国国家空域系统。
科技前沿方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本月研发成果丰硕：研制出了
新型碳测量设备，能够低成本鉴定出来自化石燃料的碳含量；对原子力显微镜
的检测系统进行了革命性改进，使之能够快速地对纳米级物体红外成像；发明
了操控磁性材料的新方法，有望显著改善磁性存储器的性能。

标准决策

国际电联等机构发布了金融包容性全球举措，以中国、埃及和墨西哥为试

点国家，推动发展中国家数字金融的包容性。该机构的报告还指出，全球互联

标准化法修订草案加大标准的产业升级引领作用

网普及取得进步，但数字性别鸿沟仍然存在。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最新版建筑物可持续性国际标准，将评估使用环境
8月
28 日，《标准化法（修订草案）》第二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草案
1
产品声明建筑物的环境影响。该机构还发布了一项促进社会责任与管理体系融
二审稿进一步加大了标准在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的引领作用
。
合的国际工作组协议以及帮助机构衡量用水的手册。
草案二审稿增加了一条规定：国家支持在重要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共
美国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的目标，
性技术等领域利用自主创新技术制定团体标准、企业标准。据了解，一些常委会组
涉及货物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原产地规则、数字产品与服务等多个方面。
成人员、地方、部门、企业提出，应当发挥标准在促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中的引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发布了《国家网络安全教育计划网络安全人才框架》
领作用，支持利用自主创新技术制定重要行业、新兴领域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
报告，为美国网络安全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指导。该机构还通过施加低能量短
草案二审稿在修订草案第二十六条中增加规定：发挥标准对促进转型升级、引领创
脉冲的巧妙方法，成功解决了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易变性难题，推动了该
1

技术的市场应用。
来源：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709/t20170904_259412.ht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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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驱动的支撑作用。
此外，一些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部门提出，制定标准必须注重保基本、保
安全，对关系人身财产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所急需的标准项目应抓紧制
定出台。草案二审稿在修订草案第十五条中增加规定：对保障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
安全、国家安全、生态环境安全所急需的标准项目，制定标准的部门应当优先立项，
并及时完成。
《标准化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后，有望于今年年底前正式批准发布。为
推动《标准化法》的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委于近日召开了《标准化法》宣贯材料编
纂工作启动会2。会议讨论了《<标准化法>宣贯材料编纂组工作方案》，决定组织
编纂《标准化法》外文译本、宣贯讲义、条文释义、学习问答、修法大事记及修法
纪录片等宣贯材料，并明确了各项任务的分工和时间进度安排。

我国出台质量领域纲领性文件
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以
下简称《意见》）3。这是我国在质量领域以国家名义出台的纲领性文件，具有重大
里程碑意义。
《意见》共六个部分 30 条，总体上可以分为目标要求、主攻方向、主要举措、
保障措施四大板块。
（一）目标要求。提出了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
指导思想首次提出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将质量强国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基本原则强调以质量第一为价值导向、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和增强国家综合
实力为根本目的、以企业为质量提升主体、以改革创新为根本途径。主要目标提出
了 1 个总目标和 4 个分目标，总目标就是到 2020 年，供给质量明显改善，供给体
系更有效率，建设质量强国取得明显成效，质量总体水平显著提升，质量对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贡献进一步增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消费
需求；分目标对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产业发展质量、区域质量、国家质量基础
设施效能分别提出了提升要求。
（二）主攻方向。全面提升产品、工程、服务三大质量，细化成 8 个重点领域，
包括农产品、食品药品，消费品，装备制造，原材料供给，工程质量水平，服务业，
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对外贸易等百姓关注的热点，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
（三）举措方面。提出了提升质量的七大主要举措，包括质量攻关、标准提档、
创新活力、质量管理、质量监管、中国品牌、质量共治 7 个方面，其中有很多实招
2
3

来源：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708/t20170825_253122.htm
来源：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709/t20170913_260457.ht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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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招新招。
（四）保障措施。提出了制度法规、财税金融、人才教育、质量激励、组织领
导五大保障。这些措施非常全面、具体。特别强调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
门联合、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质量工作格局。强化市、县政府质量监管职责，
构建统一权威的质量工作体制机制。

我国成立全国科普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9 月 5 日，全国科普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68）（以下简称“科普
标委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家标准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殷明汉出席会议并
讲话4。
会议由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科普标委会主任委员徐延
豪主持，他指出，科普标委会是科普行业成立的第一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具有重
要的里程碑意义；科普标委会的成立为科普领域标准的制修订、贯彻实施奠定了基
础，也为科普行业标准化工作提供了重要阵地与平台；同时要求全体委员应严格遵
守科普标委会章程及秘书处制定的相关制度规定，认真履行委员义务，切实发挥委
员作用，共同为科普服务标准化事业而努力奋斗。
殷明汉代表国家标准委对科普标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他指出，标准化是做好
科普服务工作的基础，科普标委会是推进科普服务标准化的重要组织保障以及开展
科研、实践和交流的平台。殷明汉强调，要充分做好科普标委会成立后的工作，一
是做好统筹规划，紧密围绕国家对科普工作的战略部署，抓好重要标准的制定；二
是积极推动标准实施，探索开展科普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加强标准实施评估和信
息反馈，不断提高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三是加强标委会秘书处建设，提高服务
水平和业务能力。他表示，国家标准委将大力支持科普标委会在标准研究与制定、
人才队伍建设与培养、标准实施与推广等方面开展工作。
会上，国家标准委服务业部副主任孙维代表国家标准委宣读科普标准委会成立
批文，徐延豪向科普标委会秘书长、副秘书长及委员颁发证书，殷明汉向科普标委
会主任委员及副主任委员颁发证书。科普标委会全体委员、国家标准委服务业标准
部、中国科协、中国科技馆等相关人员参加会议。

ANSI 成立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合作组织
8 月 21 日，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宣布成立“无人机系统标准化合作组

4

来源：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709/t20170908_259798.ht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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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UASSC）5，并在 9 月 28 日的华盛顿会议上正式对外发布。
UASSC 旨在协调和加快合格评定项目和标准的制定，以促进 UAS 安全、大规
模地整合进美国国家空域系统。UASSC 也将重点关注国际协调与适应能力，以促
进 UAS 市场的增长。UASSC 不会制定标准，相反，将利用一年时间制定标准化路
线图，以确定现有的标准和制定中的标准，明确存在的标准缺口，并建议需要开展
的其他工作。UASSC 的路线图将包括完成工作的建议时间表和可以开展工作的机
构列表，目的是描绘当前的标准格局，构建标准化需求，推动协调一致的标准活动，
最大限度地减少重复工作，为标准参与提供资源分配。
ANS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e Bhatia 表示：ANSI 期望召集公共和私营部门成员，
共同讨论标准化需求，支持无人机技术领域的发展。

（周招弟 编译）

专家评论

联合国宽带委员会报告指出宽带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
9 月 17 日，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全球宽带接入状况的
年度国家数据报告《2017 年宽带状态：宽带推动可持续发展》6。报告指出，目前
宽带技术正在推动卫生、教育、金融包容、粮食安全等许多领域的实质性变革，使
其成为加快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关键因素。
报告还研究了宽带连接和技术的全球趋势，反映了政策和监管的发展态势以及
宽带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应用，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议。报告指出，促进各行
各业对宽带连接的投资有助于充分实现这些技术的全部潜力，使世界更快地实现所
有人均可无障碍获取的包容性数字社会目标。报告特别强调了以下几点：
（1）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数字不平等的增长。现在虽然全球 48%的人
口已经能连上网，但是仍然有 39 亿人无法使用互联网，并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之间的数字差距在不断扩大。据估计，到 2017 年底，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普及
率预计将达到 41.3%，而 2011 年最不发达国家（LDC）的互联网用户普及率预计将
达到 17.5%。
（2）性别差距。尽管现在美国使用互联网的女性已经超过了男性，在全球范
围内，使用互联网的男性依然超过女性。而且最近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特别
是在非洲，互联网连接方面的性别差距日益扩大。
5

原文题目：ANSI Launches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Standardization Collaborative
来源：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ba9f70e6-661f40a4-8524-40eb7d9c2ac8
6
原文标题：Broadband playing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development, says new global report
来源：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2017-PR44.aspx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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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连接质量和“服务不足”的人。只有 76%的世界人口生活在 3G 信号覆盖
之内，只有 43%的用户接入了 4G。剩下的人除非有机会从 2G 移民到 3G、4G 或者
更好的地区，它们将继续“与世隔绝”。
（4）宽带负担能力。在许多国家，固定和移动宽带业务的价格越来越容易负
担。然而，要想让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连接也价格亲民，还有很多挑战，部分是由
于卫星连接和光纤光缆的高昂成本。最受高价困扰的互联网用户是那些居住在内陆
国家的用户。
（5）ICT 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一年中，新的互联网交换点（IXP）的数量有
了惊人的增长，这是支持基础设施的重要形式，它可以帮助减少延迟并降低传输成
本。去年非洲的 IXP 增长十分显著。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刚
果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莫桑比克、卢旺达、苏丹和津巴布韦均在过去十
二个月至 2017 年中建立了 IXP。
（6）服务于 SDGs 的 ICTs。宽带对粮食安全、健康、幸福、包容性教育和环
境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而且会日益显著。宽带技术和数字素养，使人们、群体和
社区能够创建自己的解决方案，并提出报告。

（邓阿妹 赵 熠 编译）

联合国宽带委员会报告强调新出现的全球技能差距
9 月 17 日，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新发布的题为《为生活与工作服
务的数字技能》的报告指出，全球教育界开始着手帮助学生培养所需的数字技能，
使他们能在数字化程度与日俱增的社会中脱颖而出7。
报告中确定的基本数字技能和能力既包括基本技能，也涵盖专业技术。报告介
绍了如何才能确保各群体均能发展数字技能，重点阐述了新出现的全球技能差距，
并指出性别、阶级、地域和年龄均会给人们利用新技术的能力造成巨大影响。该报
告还特别关注通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在技术驱动型社会中生存所必需的“补充性”
技能，例如隐私意识的理解；对如何成为负责任的数字公民的了解；以及对数字技
术、大数据和算法塑造社会的方式的认知。
报告提出的政策建议希望政府：（1）保持公众持续参与愈发由商业驱动的数
字技能发展的热情；（2）加倍努力消除数字技能与能力提供方面的不公；（3）收
集更多有关不同群体的数字技能的数据，以找出并通过教育弥补数字技能的差距；
（4）促进开放数字资源并满足供应商未能满足的需求；（5）推动与行业伙伴等各
类利益相关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提高数字技能发展的质量和主动性。
此外，该报告丰富的案例研究展示了亚、非、欧以及北美的公共和私营部门如
7

原文标题：New Broadband Commission report highlights emerging global skills gap
来源：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2017-PR4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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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共同努力，以确保所有人都具备参与未来的知识经济所需要的技能和能力。
（邓阿妹 赵 熠 编译）

联合国宽带委员会报告强调空间和上层大气通信的重要作用
9 月 18 日，联合国宽带促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空间和上层大气技术工作组发
布了报告《确定新通信技术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潜力》8。报告指出，卫星和高
空系统对拓展发展中国家的宽带覆盖有重大意义，并且有助于实现联合国的 17 个
可持续发展目标。卫星和高空系统不仅覆盖面广、用途多样及可靠性高，还具有部
署更快、性价比高、环境影响较小等优势。
全世界仍有一半以上的人无法稳定地连接互联网。报告指出，新的空间和上层
大气技术（包括高速卫星（HTS）、大规模非对地静止卫星轨道（NGSO）星座和
高空平台电台（HAPS）系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地球上最难触及的角落）
实现可靠的宽带连接，从而提高全球的宽带覆盖率。
报告的最终结论是：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应该支持那些能促进空间和上层大
气技术进一步开发和采用的政策。报告的建议分为三类，涵盖频谱、监管和技术，
这些内容结合起来，将有利于充分发挥这些技术的潜力，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Inmarsat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指出：近期的技术进步以及容量的爆炸式增长将使
卫星和高空技术能极大地帮助全球 40 亿尚未连网的人们接入网络，同时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目标。空间上的联网程度可以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工业、卫生和教育到
可持续发展以及电子政务，均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促进智慧城市以及社会的发展。
（邓阿妹 赵 熠 编译）

多机构发布新专家指南促进向可持续智慧城市转型
9 月 15 日，“合作共建可持续智慧城市全球举措”（UASSC）9发布新的专家

8

原文标题：Space-based and upper-atmosphere communications key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来源：http://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2017-PR48.aspx
9
UASCC 由 16 个联合国机构共同组建，这 16 个联合国机构分别为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电信联盟（ITU）、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科学区域局（UNESCO）、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UNDP）、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UNECA）、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联
合国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署（UN-Women）、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金融倡议（UNEP-FI）、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
（UN-Habitat）、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大学-政策驱动的电子治理业务股
（UNU-EGOV）、世界气象组织（WM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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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旨在促进向更有效的可持续的城市环境转型10。该指南由国际电联（ITU）和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协调十六个联合国机构合作制定，由四份报告组
成。
指南的重点是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的可持续智慧城市的关键
绩效指标（KPI）。报告展示了城市电子政务计划、可持续发展项目和智慧城市融
资模式的经验，分析了公共政策在促进智慧城市中的作用，阐述了政策创新与智慧
城市规划之间的联系。UASSC 倡导公共政策，以确保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特
别是 ICT 标准在向可持续智慧城市过渡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向可持续智慧城市的
过渡需要有效的公私合作，ITU 正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建立城市领导者和 ICT 标准制
定者之间达成共识。四份报告包含多种促进智慧城市创新的经验，具体如下：
报告《可持续智慧城市关键绩效指标的收集方法》为城市提供了一种收集核心
数据和信息的方法，以评估实施智慧城市战略的进展。该收集方法是对 ITU 和
UNECE 开发的可持续智慧城市三套关键绩效指标的有效补充。
报告《将城市和社区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连接》将智慧城市项
目的 17 个案例研究与 17 个雄心勃勃的目标进行了对比。
报告《加强可持续智慧城市的创新与参与》为电子政务举措、可持续发展项目
和智慧城市融资模式提供了研究案例，展示了迪拜、新加坡、首尔等城市的发经验。
报告《通过 ICT 实现可持续发展政策和城市规划实践来实施 SDG11》评估了创
新型公共政策对城市规划的影响，特别是城市规划活动对信息通信技术地位的影
响。

（周招弟 编译）

美发布 2016 年度商务部实验室技术转移报告
9 月 11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了 2016 年度技术转移报告，对其下属的主要研发
机构—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NIST）、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
美国国家电信和信息管理局电信科学研究所（NTIA’s ITS）在 2012-2016 年的技术
转移活动进行总结，分析了技术转移工作取得成效的主要措施11。该报告主要强调
了如下内容：
10

原文标题：United Nations collaboration delivers new expert guidance to stimulate transition to
Smart Sustainable Cities
来源：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2017-PR45.aspx
11
原文标题：NIST Publishes 2016 Department of Commerce Laboratories Technology Transfer
Report
来源：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9/nist-publishes-2016-department-commerce-laborator
ies-technology-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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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 5 年美国商务部不断加强新技术与专利许可、合作与推广
美国商务部技术转移活动主要包括 4 个方面：发明披露和专利；知识产权许可；
合作研究和开发；科技出版物。5 年来，美国商务部虽然技术发明、专利申请和专
利授权数量波动明显，但专利和技术许可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1）发明披露和专利申请数量平稳波动，但专利授权率在 2016 年创新低
2012-2016，美国商务部发明披露和专利申请数量呈波动状态，发明披露数量分
别为 60、41、47、61 和 55 项；专利申请数量分别为 27、26、25、32 和 25 项；5
年来的专利授权数量分别为 13、21、19、20 和 12 项，在 2016 年创新低。根据专
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美国商务部 2016 年的专利授权率最低，为 48%，2013 年
的专利授权率最高，达到 81%，5 年平均授权率为 63%。
（2）2016 年专利许可数量增幅高达 24%，盈利型专利占许可专利年均比例达
63.6%
美国商务部专利许可形式主要包括独占许可、非独占许可和部分独占许可。
2012-2016 年，这些专利许可数量分别为 41、38、38、46 和 57 项，2016 年增幅为
24%。其中，盈利型专利许可数量逐年递增，分别为 23、26、26、31 和 33 项。2016
年，商务部专利许可收入达到 137662 美元，比 2015 年增加了 10.3%。根据上述数
据可知，2012 年盈利型许可专利当年占比为 56%，为 5 年最低，2013 和 2014 年盈
利型许可专利的占比最高，达到 68%。
（3）增加非传统合作项目，大力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化
合作研究和开发协议项目（CRADAs）是美国商务部对外合作的主要方式，旨
在与美国企业、学术界、州和地方政府共同合作，推动新技术走向商业化。该项目
分为传统型项目（包括联邦实验室和非联邦合作伙伴的合作）和非传统型项目（包
括实验室认证、新材料转让协议或技术援助）。2012-2016 年，美国商务部 CRADAs
合作项目数量总体呈增加趋势，分别为 2411、2437、2307、2752 和 2940 项，年均
增长率为 4.5%。其中，传统型项目数量分别为 154、206、233、365 和 335 项；非
传统型项目分别为 2257、2231、2074、2387 和 2605 项，呈增长趋势。
（4）科技论文发表稳定，基础研究成果排名靠前，2015 年有超过 25%的论文
被美国授权专利所引用
美国商务部重视基础研究，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保持平稳。2012-2016 年，美
国商务部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的科技论文的数量分别为 3117、3198、3136、3205
和 3056 篇。2015 年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排名前 3 位的领域均为基础科学，依次为
地学（47%）、物理学（19%）和化学（10%）。值得关注的是，美国 2015 年所有
被授权的专利共引用了 826 篇商务部发表的科技论文，引用次数排名前 3 位的学科
领域依次为化学（29%）、物理学（27%）和工程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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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商务部推进技术转移、转化及应用的举措
美国商务部非常强调将在基础研究、测量和标准研究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传播至
行业和其他感兴趣的各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商务部主要开展如下工作。
（1）多样化方式传播技术和知识。① 开展指导、培训、合作等活动，传播知
识和技术；② 推动企业对新技术的使用，实现技术推广和商业化；③ 提供校准和
认证服务，帮助需求方达到最高水平的测量和生产；④ 举办密集的会议和研讨班，
提供广泛的交流和互动平台；⑤ 持续报道技术发明、专利和许可等信息。
（2）提出价值评估标准，及时发现技术发明的商业潜力。商务部制定一系列
的价值评估方法，对每一项发明开展商业价值评估，目标是发现：① 发明是否具
有商业化潜力；② 发明是否开创了一个新的科技领域；③ 发明是否实现了合作研
发的目标；④ 发明是否提升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⑤ 发明是否能产生商业价值。
对符合上述条件的发明申请专利保护。
（3）通过积极的标准制定工作推进技术成果的应用与推广。商务部认为，标
准的制定是技术创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标准对于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比专利
少，标准制定的宏观经济效益甚至超越了使用标准给企业带来的利益。商务部一直
积极参与和主导相关标准的制定，例如主导和参与物理学、电信技术等测试方法、
测量方法、产品性能等标准的制定，目标是促进私营企业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使用，
满足私营企业的需求，实现技术成果向市场的转移。
（4）重视各类资源建设，夯实技术转移的坚实基础。美国商务部一直重视技
术转移相关资源的建设，现已拥有的强大资源为技术转移活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包括：① 102 个标准参考数据信息库，覆盖分析化学、原子和分子物理、生物技术
和材料科学等学科；② 1194 套国家级标准参考物；③ 拥有纳米科学与技术中心、
中子研究中心、海洋与大气试验台和试验场、斯特林技术支持中心等大科学研究设
施；④ 提供开放式、流动性、高水平的博士后和访问学者工作、学习机会，招揽
全球优秀人才。
（5）大力扶持小型和初创企业。商务部认为，对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进行资
金和技术支持是实现技术转移的有效方式。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能促进小型企业
和初创企业的创新研究。此外，商务部还实施帮助创业者降低成本和发展风险的措
施，以鼓励创业者对新技术的使用。
（6）开展技术转移的指标和经济影响研究。美国商务部长期开展技术转移的
指标和经济影响研究。在 2002 和 2013 年，NIST 开展了两次影响力较大的研究活
动，以评估产品模型数据交互规范标准（STEP）的潜在经济影响。两次研究的结果
均表明，STEP 标准的制定和部署为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回报。
（7）实施科技创业计划（N-STEP）。该计划于 2015 年 11 月成立，旨在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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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人员开展商业化研究，使技术转化为可以使公众受益的产品或服务。
（邓阿妹 编译）

英国全球调查显示保护声誉是企业优先考虑事项
9 月 14 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发布了全球首份组织弹性能力调查结果：
保护声誉是企业优先考虑的事项，优于财务业绩和业务发展12。报告认为：声誉被
视为企业长期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甚至超过了财务、领导力、愿景和目标。此外，
43%的受访者还认为他们的机构很容易受到声誉风险的影响。全球共有 1263 名企业
高层领导参加此次调查，涉及三个地区的 10 个行业13，包括英国、美国、澳大利亚、
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国家。
声誉风险因不同的地理位置而异。从全球来看，62%的企业当前声誉属于优秀
或者非常好。在美国，这一比例上升至 75%；在英国（爱尔兰）和亚洲这一比例则
分别下降为 55%和 56%。调查发现，在组成企业弹力的 16 个要素中，最重要的 5
个要素依次为：声誉风险、财务、领导力、愿景和目标、信息和知识管理；最不重
要的 5 个因素依次为：水平扫描、联盟、社区参与、文化、适应能力。
该研究还调查了这些企业弹性组成要素在表现力方面的排名：（1）表现最好
的要素依次为财务、联盟、领导力、愿景和目标、政府责任；（2）表现最差的要
素依次为供应链、创新、水平扫描、信息与知识管理、了解、培训和测试。
BSI 首席执行官 Howard Kerr 表示：在当今动荡不定的世界里，了解生存和发
展所需要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艰巨。令人鼓舞的是，企业领导者都明白成
功是以市场份额来衡量的，而信誉和声誉是保持长期成功的关键。然而，即时通信
文化的出现，意味着声誉可以分秒被破坏。让人担忧的是，只有 62%的受访者认识
到主动建立声誉的重要性。
供应链被认为是具有最低弹性的因素，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高级领导者对
供应链的控制感受不深。水平扫描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弹性因素，三分之一的人认
为自身企业的水平扫描水平很差。对于所有企业来说，缺乏方法流程和系统性意味
着企业无法从过去事件中学习、了解潜在危险并做出改进。
该调查结果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Kerr 表示：企业的挑战无法通过
快速、便捷的方法加以解决，企业的弹性能力发展将永无止境，只能通过不断改进
12

原文标题：Reputation tops list of business priorities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7/september/Reputation-t
ops-list-of-business-priorities/
13
10 个行业包括：航空航天、汽车、建筑环境、能源、金融、食品、保健、制造、专业服务、
电信/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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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合作

ASTM 与 EASC 签署谅解备忘录
8 月 25 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与欧亚标准化、计量与认证委员会
（EASC）签署了谅解备忘录14。
EASC 是独联体国家的标准化机构，拥有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白俄罗斯、格
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乌克兰等 12 个成员国。
ASTM 总裁 Katharine Morgan 和 EASC 执行秘书 Vladimir Chernyak 代表各自机
构签署了该谅解备忘录。此前，ASTM 已经分别与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摩尔多
瓦、俄罗斯的国家标准机构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ASTM 于 2001 年推出谅解备忘录项目，旨在支持使用 ASTM 标准，同时鼓励
全球积极参与标准的制修订过程。截至目前，ASTM 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数量已达 106
个，ASTM 标准被美国以外国家的法律、法规、法典引用的案例已达 7500 例。
（蒋 毅 编译）

IEEE 和厄瓜多尔标准化协会签署采标协议
9 月 13 日，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和厄瓜多尔标准化协会（INEN）
宣布签署一项标准采用协议，在厄瓜多尔采用 IEEE 标准15。该协议确立了 IEEE 与
INEN 之间的合作关系，确保了 IEEE 标准被翻译并在厄瓜多尔全国范围内使用，以
支持厄瓜多尔产业的发展和增长。
作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推广活动的一部分，IEEE 一直在加强在南美地区的活动，
并积极参与南美国家的标准化机构的管理工作，以增加其他组织对 IEEE 标准的认
识。此外，IEEE 还向南美国家展示采用 IEEE 标准的好处。此次采标协议的签署得
到了厄瓜多尔工业和生产部（MIPRO）的支持。
IEEE-SA 总经理表示：IEEE 和 INEN 签署了里程碑式的协议，这在南美洲尚属
14

原文标题：ASTM International Sign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Eurasian Standards
Group
来源：http://www.astmnewsroom.org/default.aspx?pageid=4379
15
原文标题：IEEE and Ecuadorian Standardization Service (INEN) Sign Agreement to Translate and
Distribute IEEE Standards in Ecuador
来源：
http://standards.ieee.org/news/2017/ieee_and_inen_sign_agreement_for_standards_in_ecuado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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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该协议将促使厄瓜多尔更快、更有效地将全球公认的技术标准运用于国内市
场。该合作将直接惠及在厄瓜多尔工作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方便他们接受全球标
准，同时也节省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能够专注于专业领域。
INEN 标准化总监表示：与 IEEE 签署的标准采用协议符合 INEN 简化全球标准
使用的愿景，INEN 期待新标准为厄瓜多尔带来新气象，并且希望能够与 MIPRO 共
同努力来推动厄瓜多尔的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

（侯鑫鑫 编译）

标准聚焦

欧盟 2017 年 9 月发布的最新标准汇总
2017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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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如表
1 所示。
表 1. 欧洲 2017 年 9 月最新出台的制修订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EN 16864:2017

建筑五金-机电门锁-要求和测试方法

2

EN ISO 9455-11:2017

软焊剂-测试方法-第 11 部分：焊剂残留物的溶解度（ISO
9455-11:2017）

3

EN ISO 9455-13:2017

软 焊 剂 - 测 试 方 法 - 第 13 部 分 ： 焊 剂 飞 溅 的 测 定 （ ISO
9455-13:2017）

4

EN ISO 18369-1:2017

眼科光学-隐形眼镜-第 1 部分：词汇、分类系统和标签规范
建议（ISO 18369-1:2017）

5

EN ISO 18369-2:2017

眼科光学-隐形眼镜-第 2 部分：公差（ISO 18369-2:2017）

6

EN ISO 18369-3:2017

眼科光学-隐形眼镜-第 3 部分：测量方法（ISO 18369-3:2017）

7

EN ISO 18369-4:2017

眼科光学-隐形眼镜-第 4 部分：隐形眼镜材料的物理化学性
质（ISO 18369-4:2017）

8

EN ISO 12099:2017

动物饲料、谷物和碾磨谷物产品-近红外光谱法应用指南（ISO
12099:2017）

9

EN 419212-1:2017

用于电子识别、认证和可信服务的安全元件应用接口-第 1 部
分：简介和常见定义

10

EN 14615:2017

邮政服务-数字邮票-应用、安全和设计

11

EN 419212-3:2017

用于电子识别、认证和可信服务的安全元件的应用接口-第 3
部分：设备认证协议

12

EN ISO 9455-14:2017

软焊剂-测试方法-第 14 部分：助焊剂残留物的粘性评估（ISO
9455-14:2017）

13

EN ISO 9917-2:2017

牙科-水性水泥-第 2 部分：树脂改性水泥（ISO 9917-2:2017）

14

EN ISO 18086:2017

金 属 和 合 金 的 腐 蚀 -AC 腐 蚀 的 测 定 - 保 护 标 准 （ ISO
18086:20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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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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N ISO 15589-1:2017

石油、石化和天然气工业-管道系统的阴极保护-第 1 部分：
陆上管道（ISO 15589-1:2015）

16

EN ISO 14469:2017

道路车辆-压缩天然气（CNG）加油连接器（ISO 14469:2017）

17

EN 4008-004:2017

航空航天系列-电气和光学连接元件-压接工具及相关附件第 004 部分：压接工具用模具 M22520/5-01-产品标准

18

EN ISO 18797-1:2017

石油、石化和天然气工业-涂料和衬里的提升管的外部腐蚀保
护-第 1 部分：弹性体涂料体系-聚氯丁二烯或 EPDM（ISO
18797-1:2016）

19

EN ISO 17231:2017

皮 革 - 物 理 和 机 械 测 试 - 服 装 革 的 防 水 性 测 定 （ ISO
17231:2017）

20

EN ISO 14692-1:2017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玻璃增强塑料（GRP）管道-第 1 部分：
词汇、符号、应用和材料（ISO 14692-1:2017）

21

EN ISO 14692-2:2017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玻璃增强塑料（GRP）管道-第 2 部分：
资格和制造（ISO 14692-2:2017）

22

EN ISO 14692-3:2017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玻璃增强塑料（GRP）管道-第 3 部分：
系统设计（ISO 14692-3:2017）

23

EN ISO 14692-4:2017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玻璃增强塑料（GRP）管道-第 4 部分：
制造、安装和运行（ISO 14692-4:2017）

24

EN 13402-3:2017

衣服的尺码指定-第 3 部分：根据身体测量和间隔的尺寸标签

25

EN ISO 9455-15:2017

软焊剂-试验方法-第 15 部分：铜腐蚀试验（ISO 9455-15:2017）

26

EN 1459-1:2017

粗糙地形卡车-安全要求和验证-第 1 部分：可变式卡车

27

EN ISO 15110:2017

油漆和清漆-人造风化包括酸性沉积（ISO 15110:2017）

28

EN ISO 7243:2017

热环境的人体工程学-使用 WBGT（湿球荧光体温度）指数
（ISO 7243:2017）评估热应力

29

EN ISO 23279:2017

焊 接 无 损 检 测 - 超 声 波 检 测 - 焊 缝 不 连 续 性 的 表 征 （ ISO
23279:2017）

30

EN ISO 12569:2017

建筑物和材料的热性能-建筑物中特定气流量的测定-示踪气
体稀释法（ISO 12569:2017）

31

EN ISO 18278-3:2017

电阻焊-焊接性-第 3 部分：点焊接合可焊性评估程序（ISO
18278-3:2017）

32

EN ISO 19285:2017

焊接非破坏性测试-相控阵超声波测试（PAUT）-验收水平
（ISO 19285:2017）

33

EN ISO 1833-7:2017

纺织品-定量化学分析-第 7 部分：聚酰胺与某些其他纤维的
混合物（使用甲酸的方法）（ISO 1833-7:2017）

34

EN ISO 1833-11:2017

纺织品-定量化学分析-第 11 部分：某些纤维素纤维与某些其
他纤维的混合物（使用硫酸的方法）（ISO 1833-11:2017）

35

EN ISO 6149-4:2017

用于流体动力和一般用途的连接-ISO 261 公制螺纹和 O 型密
封圈的端口和螺柱端-第 4 部分：外部六角和内六角螺栓插头
的尺寸、设计、测试方法和要求（ISO 6149-4:2017）

36

CEN/TR 17144:2017

金属材料对液体生物和替代燃料及其混合物的抵抗力

37

EN ISO 12052:2017

健康信息学-医学数字成像和通信（DICOM），包括工作流
和数据管理（ISO 12052:2017）

38

EN ISO 18451-1:2017

颜料、染料和增量剂 -术语-第 1 部分：一般术语（ 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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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1-1:2015）
39

EN ISO 18451-2:2017

颜料、染料和增量剂-术语-第 2 部分：着色材料的分类（ISO
18451-2:2015）

40

EN ISO 11978:2017

眼 科 光 学 - 隐 形 眼 镜 和 隐 形 眼 镜 护 理 产 品 - 标 签 （ ISO
11978:2017）

41

EN 3660-032:2017

航空航天系列-圆形和矩形电气和光学连接器的电缆出口配
件-第 032 部分：电缆出口、型号 K、直线、用于热收缩套管、
屏蔽、密封-产品标准

42

EN 3660-035:2017

航空航天系列-圆形和矩形电气和光学连接器的电缆出口配
件-第 035 部分：电缆出口，风格 K、90°、用于热收缩套管、
屏蔽、密封-产品标准

43

EN 3660-031:2017

航空航天系列-圆形和矩形电气和光学连接器的电缆出口配
件-第 031 部分：电缆出口、型号 K、直线、用于热收缩套管、
屏蔽、密封-产品标准

44

EN 3660-034:2017

航空航天系列-圆形和矩形电气和光学连接器的电缆出口配
件-第 034 部分：记忆金属环、样式 Z、用于连接屏幕-产品
标准

45

EN 13771-2:2017

压缩机和冷凝机组-性能测试和测试方法-第 2 部分：冷凝单
元

46

EN 12082:2017

铁路应用-Axleboxes-性能测试

47

EN 12080:2017

铁路应用-轴套-滚动轴承

48

EN 12438:2017

镁和镁合金-用于铸造阳极的镁合金

49

EN 16750:2017

固定消防系统-减氧系统-设计、安装、规划和维护

50

EN 12081:2017

铁路应用-轴套-润滑脂

51

EN 1982:2017

铜和铜合金-锭和铸件

52

EN ISO 15996:2017

气瓶-残压阀-包含残压装置的气缸阀的规格和型式试验（ISO
15996:2017）

53

EN ISO 20349-2:2017

个人防护装备-防止铸造厂和焊接中的风险的鞋类-第 2 部分：
焊 接 和 相 关 工 艺 中 的 风 险 防 护 要 求 和 试 验 方 法 （ ISO
20349-2:2017）

54

EN 17050:2017

动物饲料：采样和分析方法-通过 ICP-MS 测定动物饲料中的
碘

55

EN 303-1:2017

加热锅炉-第 1 部分：带强制通风燃烧器的加热锅炉-术语、
一般要求、测试和标记

56

EN 3660-066:2017

航空航天系列-圆形和矩形电气和光学连接器的电缆出口配
件-第 066 部分：电缆出口、风格 K、90°、用于热收缩套管、
屏蔽、密封-产品标准

57

EN 4729:2017

航空航天系列-用于铝和铝合金的三价铬基化学转化涂层

58

EN 15695-2:2017

农用拖拉机和自走式喷雾器-操作人员（驾驶员）对有害物质
的保护-第 2 部分：过滤器、要求和试验程序

59

EN 302-3:2017

承重木结构粘合剂-试验方法-第 3 部分：通过温度和湿度循
环对木纤维的酸损害对横向拉伸强度的影响的测定

60

EN ISO 11554:2017

光学和光子学-激光和激光相关设备-激光束功率、能量和时
间特性的测试方法（ISO 1155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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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EN 302-2:2017

承重木结构粘合剂-试验方法-第 2 部分：耐分解性的测定

62

EN ISO 24817:2017

石油、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工业-管道复合维修-资质和设计、
安装、测试和检验（ISO 24817:2017）

63

CEN/TS 17100:2017

无损检测-渗透测试-参考照片和适应症大小

64

EN ISO 1833-4:2017

纺织品-定量化学分析-第 4 部分：某些蛋白质纤维与某些其
他纤维的混合物（使用次氯酸盐的方法）（ISO 1833-4:2017）

65

EN ISO 6710:2017

人体静脉血标本采集一次性容器（ISO 6710:2017）

66

EN ISO 17781:2017

石油、石油化工和天然气工业-铁素体/奥氏体（双相）不锈
钢微观组织质量控制试验方法（ISO 17781:2017）

67

EN ISO 13943:2017

消防安全-词汇（ISO 13943:2017）

68

EN ISO 8980-1:2017

眼科光学-未切割的眼镜镜片-第 1 部分：单视觉和多焦点镜
片的规格（ISO 8980-1:2017）

69

EN ISO 8980-2:2017

眼科光学-未切割的眼镜镜片-第 2 部分：功率变化镜片的规
格（ISO 8980-2:2017）

70

EN ISO 21987:2017

眼科镜片-眼镜镜片（ISO 21987:2017）

71

EN ISO 2082:2017

金属和其他无机涂层-镉电镀涂层在铁或钢上进行补充处理
（ISO 2082:2017）

72

EN ISO 10156:2017

气瓶-气体和气体混合物-选择气缸阀门出口的火势和氧化能
力的测定（ISO 10156:2017）

73

EN
13445-3:2014/A3:2017

未燃压力容器-第 3 部分：设计

74

EN ISO 18563-2:2017

无损检测-超声波相控阵设备的表征和验证-第 2 部分：探头
（ISO 18563-2:2017）

75

EN
ISO
18082:2014/A1:2017

麻醉和呼吸设备-用于医疗气体的不可互换螺纹（NIST）低
压连接器的尺寸-修正 1（ISO 18082:2014/Amd 1:2017）

76

EN ISO 20274:2017

玻 璃 和 瓷 搪 瓷 - 样 品 的 制 备 和 热 膨 胀 系 数 的 测 定 （ ISO
20274:2017）

77

EN ISO 22112:2017

牙科-牙科假牙人造牙（ISO 22112:2017）

78

EN ISO 2360:2017

非磁性导电基底金属上的非导电涂层-涂层厚度测量-振幅敏
感涡流法（ISO 2360:2017）

79

EN ISO 6179:2017

橡胶、硫化或热塑性橡胶片和橡胶涂层织物-挥发性液体透过
率的测定（重量分析技术）（ISO 6179:2017）

80

CEN ISO/TS 19844:2017

健康信息学-药品的鉴定-数据元素和结构的实施指南，用于
唯一识别和交换有关物质的规范信息（ISO/TS 19844:2016）

81

CEN ISO/TR 20183:2017

运动和其他娱乐设施和设备-伤害和安全定义和阈值-纳入标
准的指南（ISO/TR 20183:2015）

82

EN 2287:2017

航空航天系列-衬套、平面、具有自润滑衬套的耐腐蚀钢-尺
寸和载荷

83

CWA 17185:2017

衡量和提高资源密集型流程资源效率的方法

84

EN 12675:2017

交通信号控制器-功能安全要求

85

EN 13911:2017

消防员防护服-消防员防火罩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86

EN 13848-5:2017

铁路应用-轨道-轨道几何质量-第 5 部分：几何质量水平-平原
线、开关和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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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N 12453:2017

工业、商业和车库门和门-使用电动门的安全性-要求和测试
方法

88

EN ISO 19085-5:2017

木工机械-安全-第 5 部分：尺寸锯（ISO 19085-5:2017）

89

EN ISO 19085-2:2017

木 工 机 械 - 安 全 - 第 2 部 分 ： 卧 式 梁 板 圆 锯 机 （ ISO
19085-2:2017）

90

EN ISO 19085-1:2017

木工机械-安全-第 1 部分：通用要求（ISO 19085-1:2017）

91

EN ISO 20349-1:2017

个人防护装备-防止铸造厂和焊接中的风险的鞋类-第 1 部分：
防范风险的要求和试验方法（ISO 20349-1:2017）

92

EN 16906:2017

液体石油产品-柴油燃料点火质量的测定-巴斯夫发动机方法

93

EN ISO 10555-6:2017

血管内导管-无菌和一次性导管-第 6 部分：皮下植入口（ISO
10555-6:2015）

94

EN ISO 9606-1:2017

焊工资格测试-熔焊-第 1 部分：钢（ISO 9606-1：2012，包括
Cor1:2012 和 Cor2:2013）

95

EN ISO 1107:2017

渔网-净值-基本术语和定义（ISO 1107:2017）

96

CEN/TR 16791:2017

量化人眼中介导的非成像光影响的辐照度

97

EN ISO 9775:2017

小型工艺-15 kW 至 40 kW 功率的单舷外电机的远程转向系
统（ISO 9775:1990）

98

EN ISO 10239:2017

小型工艺-液化石油气（LPG）系统（ISO 10239:2014）

99

EN ISO 10592:2017

小型工艺-液压转向系统（ISO 10592:1994）

100

EN ISO 8846:2017

小型工艺-电气设备-防止周围易燃气体点燃（ISO 8846:1990）

101

EN ISO 8848:2017

远程转向系统（ISO 8848:1990）

102

EN 71-14:2014+A1:2017

玩具安全-第 14 部分：家用蹦床
（王胜兰 编译）

标准计划

国际标准 ISO/IEC 17025 进入最终修订阶段
9 月 6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宣布国际标准《ISO/IEC 17025 检测和校准
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已进入最终修订阶段，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对外发布17。
多年来，该标准已成为检测和校准实验室展示其提供可信结果能力的国际参
考。该国际标准由 ISO 和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共同发布，包括了一系列的要求，
旨在促使实验室提升能力，更好地产生一致而有效的结果。该标准概述了在 IECEE、
IECEx、IECQ 和 IECRE 等合格评定系统内运行的所有合格评估方案和程序中的测
试基本要求，对于 IEC 合格评估群体具有重要意义。
此次修订于 2015 年 2 月开始，由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和南非标
准局（SABS）联合提出。新标准主要存在如下变化：
17

原文标题：ISO/IEC 17025 moves to final stage of revision
来源：https://www.iso.org/news/ref2212.html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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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程方法与 ISO 9001（质量管理）、ISO 15189（医学实验室质量）和 ISO/IEC
17021-1（用于审计和认证机构的要求）等新标准保持一致。修订后的标准强调一个
过程的结果，而不是对任务和步骤的详细描述。
（2）随着对信息技术的更多关注，修订后的标准将综合使用计算机系统、电
子记录以及生成电子结果和报告。
（3）新版标准中的其中一章以风险思考为主题，并描述了与新版标准《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共同点。
（4）修订后的标准术语体系与当今世界更加一致。
（5）采用了一种新的结构，使标准与其他现有的 ISO/IEC 合格评定标准相一
致，如 ISO/IEC 17000 系列合格评定标准。
（6）对标准范围进行了修订，以涵盖所有的实验室活动，包括测试、校准和
随后的相关采样。

（邓阿妹 赵 熠 编译）

IEEE 批准量子计算定义标准项目
8 月 23 日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协会（IEEE-SA）宣布批准一项新标
准《IEEE P7130™ 量子计算定义标准》18。
标准 IEEE P7130 将定义与量子计算物理相关的术语，包括量子隧道、超位置、
量子纠缠以及其他相关术语，旨在确保软硬件开发商、材料科学家、数学家、物理
学家、工程师、气候学家、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等能够便捷地访问量子计算机。
IEEE 量子计算工作组主席和成员均对该标准项目持肯定态度，认为该标准有
助于实现命名的标准化，为所有参与推进技术和解决方案落实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了
一套通用语言，促进了更广泛的理解，推动了对量子计算的进一步探索，在量子计
算发展中具有里程碑似意义。

（侯鑫鑫 段力萌 编译）

ASTM 将发布测试碳氢化合物杂质新标准
9 月 12 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宣布将出台一项新标准（D8098），
以满足相关行业检测碳氢化合物中的杂质需求 19。具体地说，该测试方法能够检测
出乙烯和丙烯单体原料中的杂质。

18

原文标题: IEEE Approves Standards Project for Quantum Computing Definitions
来源: http://standards.ieee.org/news/2017/ieee_p7130.html
19
原文标题: New ASTM International Standard Helps Meet Need for Hydrocarbon Impurity Testing
来源:
https://www.astm.org/newsroom/new-astm-international-standard-helps-meet-need-hydrocarbon-imp
urity-testing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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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烯和丙烯单体生产商以及聚合物生产商将从新标准中受益。除了新标准外，
乙烯小组委员会正在制定一项提议标准，利用气相色谱和质谱（WK55121）测定乙
烯和丙烯中的杂质。该测试方法将有助于确定乙烯和丙烯中是否存在影响下游聚合
物工艺操作的杂质。
Agilent 科技公司的应用科学家 Shannon Coleman 表示：乙烯和丙烯的价值部分
取决于纯度，对其微观结构进行准确的分析并将分析方法标准化就显得尤为重要。
该方法能将氢气、氧气、氮气、甲烷、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等永久性气体分解成原
来的十亿分之一。“脉冲放电氦离子探测器”能够满足该水平的气体分析工作。
目前，ASTM 的石油产品、液体燃料和润滑油（D02）委员会已完成了该标准
的制定工作。

（侯鑫鑫 段力萌 编译）

英国标协修订火灾探测与报警系统国家标准
9 月 12 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修订了一项火灾探测和火灾报警系统国家
标准《BS 5839-1:2017 建筑物火灾探测和火灾报警系统-非住宅楼系统设计、安装、
调试和维护实践规程》
（BS 5839-1:2017 Fire detection and fire alarm system for

buildings. Code of practice for design, installation and commissioning and
maintenance of systems in non-domestic premises）20。该标准涵盖了商业建筑物
及其周围火灾探测和火灾报警系统的规划、设计、安装、调试和维护。
修订后的标准与涉及非住宅消防报警和检测系统的调试、安装、设计和规划的
人员有关。标准修订的一些关键变化包括：（1）完善了 L2 火灾报警系统的定义。
L2 火灾报警系统旨在为建筑物内的所有逃生路线提供自动检测；（2）修改了多扇
区检测器的使用指南，多扇区检测器具有专门用于检测器的应用和测试的不同部
分；（3）第 17 和 18 条要求对使用语音报警检测器（VAD）和视觉指示设备（VID）
做出说明；（4）在有关电源测试的内容中增加了一个部分，以及电池或应急电源
应持续多长时间；（5）对夜间工作人员进行指导，以便他们能够识别警报。
与该标准相关的一些组织包括：消防工业协会、电气承办商协会、国家电气安
装检验委员会、消防安全协会、防损认证委员会、国家安监总局、首席消防员协会、
安全系统和警报检查委员会、特许建筑服务工程师学会、英国电缆协会、BRE 建筑
研究所、电气工程师学会、全国消防员协会、伦敦消防和应急规划局。
（周招弟 编译）

20

原文题目：BSI revises standard for fire detection and fire alarm systems
来源：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7/september/
BSI-revises-standard-for-fire-detection-and-fire-alarm-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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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科技

美 NIST 研发出低成本鉴定来自化石燃料的碳化合物的方法
9 月 12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人员研制出能够以低
成本、在多种含碳物质中测量来自化石燃料的碳含量的设备21。该设备可测量出大
气中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CO2）的量，还能够估算大至洲、小至城市范围内
的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相关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于期刊《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Letters》上。
碳原子在自然界中以 C-12 和 C-14 两种同位素形式存在，通过测量两种碳原子
的相对含量可以揭示碳的来源。但是，由于测量成本太高，碳同位素测量技术的应
用受到限制。NIST 研究人员基于腔体衰减光谱（CDRS）技术研制了一种低成本测
量碳元素的新设备。在碳测量中，C-14 的测量是关键。由于化石燃料中的 C-14 非
常稀少，研究人员需要能够在低至十万亿分之一的浓度下进行测量。NIST 的新设
备通过检测吸收光的波长来分析气体，测量 CO2 中含 C-14 CO2（重 CO2）的数量。
研究者将样品注入设备的测量腔，测量腔内部两端装有两面镜子。然后，将激光器
调整到只有重 CO2 才能吸收的波长，并向测量腔中照射一束激光。激光在镜子之间
反射，它的一些能量会被气体吸收。能量吸收得越多，说明重 CO2 的浓度越大。为
了实现所需的灵敏度，研究者在 CDRS 上配备了冷却系统，将腔体温度降至-55°C，
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可能影响测量的温度波动，这样能够检测到非常微弱的光吸收信
号，从而提高了测量的灵敏度。
NIST 研制的新设备可以提高温室气体排放估算的可靠性，对于全球无法获得
高质量排放数据的国家和地区尤为有用。此外，该设备成本低，能够满足许多行业
的 CO2 测量需求。

原文题目：New Method for Identifying Carbon Compounds Derived from Fossil Fuels
来源：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9/new-method-identifying-carbon-compounds-derived
-fossil-fuel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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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NIST 研制的测量来自化石燃料的碳化合物设备的外观图
（周 洪 编译）

美 NIST 对原子力显微镜核心部件进行革命性改进
9 月 12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人员对原子力显微镜
（AFM）的核心部件—检测系统进行了革命性改进，研制出了光热诱导共振系统
（PTIR），实现了 AFM 对纳米级物体的快速检测22。该研究成果于近日发表在期
刊《Nano Letters》上。
传统的 AFM 由于精确度不够无法对纳米级现象进行观察和测量。为解决这一
技术难题，NIST 研究人员对 AFM 的检测系统做了两点改进：一是缩短了 AFM 的
探头和悬臂，这样做确保更小的探头可以检测更小的力和位移；二是将悬臂与微型
圆盘谐振器集成，并且两者之间的距离仅为 150 纳米。悬臂的微小振动会改变圆盘
的谐振频率，从而将 AFM 探头检测到的机械运动转换成可检测的光信号。通过改
进，PTIR 系统能够在 10-10 秒的水平上记录样品 10-12 m 尺度（亚纳米级）的位移。
PTIR 系统的工作原理为：在脉冲激光的作用下，样品在极短的时间内（几百纳秒）
发生亚纳米水平的热膨胀变形，激光消失后变形随即恢复。这种变化引起探针悬臂
的振荡，悬臂的振幅与样品的红外吸收成正比。因此，该系统能够测量纳米尺度样
品的红外吸收光谱，还能够对微观样品进行纳米水平的红外成像。
未来，研究人员将致力于进一步提高 PTIR 系统的成像速度，并实现该系统在
水环境中的应用。

22

原文标题：NIST Researchers Revolutionize the Atomic Force Microscope
来源：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9/nist-researchers-revolutionize-atomicforce-micro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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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AFM-PTIR 系统工作原理示意图
（蒋 毅 编译）

美 NIST 发明操控磁性材料的新方法
9 月 14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研究人员发明了操控磁性
材料的新方法23。该成果于近日发表在期刊《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
电子自旋是电子的基本性质。电子自旋的方向可以向上或向下，并伴有微弱的
磁场。在一些材料中（如钴），相邻电子自旋的相互作用会使它们全部指向相同的
方向。如果有些自旋被改变方向，那么周边的自旋也会跟着改变方向，这导致自旋
会出现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渐变扭曲。对一些材料而言，这种扭曲只倾向于一种方向。
NIST 研究人员通过控制 Dzyaloshinskii-Moriya 相互作用（DMI）改变了扭曲的方向。
DMI 通常发生在磁性金属膜和非磁性金属膜的边界处，磁膜的电子自旋与非磁膜中
的原子发生相互作用，产生扭曲。研究人员用两层铂膜（非磁性金属）夹着一层钴
膜（磁性金属），然后用氩离子轰击这三层膜，在顶层铂膜和钴膜间形成 DMI 效
应。当使用高能氩离子时，DMI 是负的，逆时针扭转钴的自旋；当使用低能氩离子
时，DMI 是正的，顺时针扭转钴的自旋；当使用中能氩离子时，DMI 为零，自旋
可能被顺时针或逆时针扭转。
这项新发现能够显著改善电子设备中磁性存储器的性能，能够打破目前磁存储
器的极限，让更小的磁存储器存储更多的数据，使电子设备向微型化更进一步。

23

原文标题：Researchers Find New Way to Manipulate Magnetism
来源：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9/researchers-find-new-way-manipulatemagne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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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利用氩离子控制 DMI 效应工作原理图
（蒋 毅 编译）

美 NIST 研发出提高心血管疾病测试准确性的标准参照物
9 月 19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宣布研发出新的标准参照物
（SRM 2924），可提高心血管疾病测试结果的准确性24。多年来，心血管疾病一直
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杀手。2016 年，全美三分之一的死亡事件由心血管疾病导致，
新的标准参照物有望降低这一数字。
血液中的 C 反应蛋白（CRP）是体内炎症的标志物。尽管 CRP 浓度的轻度升
高与心血管疾病的确切关系仍不明确，但研究表明，动脉炎症可导致斑块积聚，引
发心脏病和中风。一些研究也表明，在胆固醇计数值正常时，对高胆固醇 CRP
（hsCRP）进行检测可能具有预测心脏病的优势。hsCRP 检测试剂的主要成分为
hsCRP 的抗体，抗体通过与 hsCRP 的特异性结合提供精确的蛋白质计数。然而，由
于抗体的来源和质量不同，导致不同批次、不同品牌试剂盒的测试结果不尽相同。
基于此，NIST 开发了标准参照物 SRM 2924。制造商可利用 SRM 2924 确认进入试
剂盒的抗体与 CRP 蛋白正确结合，从而确保不同批次的试剂盒的测试结果保持一
致。
从事蛋白质检测工作多年的 NIST 专家 Eric Kilpatrick 表示：可靠的血液检测结
果对健康至关重要。SRM 2924 使医生更加信任测试结果，更有信心地为患者提供
准确的治疗方案和建议。

（周 洪 编译）

原文题目：New NIST Tool Aims to Improve Accuracy of Test to Determine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来源：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7/09/new-nist-tool-aims-improve-accuracy-test-determine
-cardiovascular-diseas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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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宏会见国际标准化组织新任秘书长
8 月 29 日下午，质检总局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会见了来访的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新任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先生25。
田世宏介绍了中国标准化最新发展，双方围绕 2017 年 ISO 发展目标和工作举
措、合作推动提升发展中国家标准化能力建设、加强 ISO 治理等涉及 ISO 发展的重
要战略政策事宜，进行了充分和深入的交流。双方还就建设国际标准化培训基地(青
岛)和国际标准化会议基地（杭州）、国家标准委派员赴 ISO 中央秘书处工作等事
宜达成了共识。
塞尔吉奥·穆希卡对中国积极参与 ISO 活动高度赞赏，感谢和赞同田世宏对 ISO
未来发展提出的建议，同时表示将积极支持中国在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发挥更大作
用。此外，他对中国政府在促进标准化工作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给予高度评价，
表示将把中国的成功经验向全球推广。
国家标准委崔钢副主任、国际合作部有关负责人陪同参加了会见和考察。

浙江与国家标准委共建金砖国家标准化研究中心
9 月 15 日，浙江省政府与国家标准委签署了省部共建金砖国家标准化研究中心
合作方案，将重点建设金砖国家标准化（浙江）研究中心，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
26

。
根据合作协议，该研究中心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筹建，浙江省标准化研究

院为承建和技术依托单位，是目前我国唯一研究金砖国家标准化战略、产业政策、
标准体系、法律法规和贸易政策，支撑金砖国家标准化合作机制的综合性平台。
浙江将通过加强机构建设、人才建设、国际交流和市场作用等举措，与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共同承担中国标准“走出去”任务，共建合力，将金砖国家标准化
研究中心打造成为金砖国家乃至“一带一路”建设中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联
通的重要支撑，成为中国重要的国际标准化研究机构。
下一步浙江将继续深入推进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围绕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在电子商务、养老、教育、医疗保健、物流等重点领域构建服务认证体系，
推动标准化和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好发挥支撑和保障作用，
并为国内标准化发展提供浙江经验、浙江样板。
25
26

来源：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709/t20170901_259363.htm
来源：http://news.163.com/17/0915/20/CUDBNRG100018AO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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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举办以专利政策和许可保证为主题的法律问题论坛
8 月 21 日，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宣布，将于 10 月 18 日在华盛顿举行
以专利政策和许可保证为主题的年度法律问题论坛27。该活动是世界标准周（WSW）
的一部分。
论坛将探讨标 ANSI 授权的标准制定机构（SDOs）的专利政策和许可保证。标
准中可能包含专利技术，许多 SDOs 必须制定和采用专利政策来平衡专利持有者和
标准实施者之间的利益。尽管 SDOs 之间专利政策存在很大差异，但是为了保证含
有必要专利标准的实施，ANSI 要求 SDOs 从必要专利持有者手中获得许可保证
（LoA）。签署保证书意味着专利持有者基于“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FRAND）
原则将必要专利权许可给希望借助该许可实施标准的申请者。
论坛将具体讨论：SDOs 如何获得 LoA；LoA 的基本要素；SDOs 如何判断收
到的 LoA 是否符合自己（或 ANSI）的专利政策；SDO 在收到 LoA 之后该如何处
理等问题。论坛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爱立信、高通、WilmerHale 和 O'Donnell
PLLC 等机构的代表组成，将从专利持有者的角度讨论 LoA；第二部分由 Biddle Law、
Dorsey 和 Whitney、Morgan Lewis 和 Gesmer Updegrove 等机构组成，将提供 SDOs
法律团队的观点。

（侯鑫鑫 编译）

美国标准学会推出 BRC 全球消费品标准第四版认证试点项目
9 月 14 日，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宣布为寻求 BRC 全球消费品标准第四
版认证的认证机构推出试点项目，该申请将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截止28。
BRC 全球标准（一个品牌和消费者保护组织）于 2016 年 11 月 1 日发布了 BRC
全球消费品标准第四版。第四版除了在结构上进行了更新，同时在内容上以风险评
估和良好操作规范为基石。与第三版不同的是，它包含了两部分新的内容，专门针
对一般商品销售、个人护理和家居用品。新标准在认证审核的难易程度上又分为基
础级和高级，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标准的准入门槛，同时鼓励相关方对标准进行持续
改进，以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此外，新标准还对排除和撤销监督审计的议定书进
行了修改。
27

原文标题：ANSI Announces 2017 Legal Issues Forum: Patent Policies and Licensing Assurances
来源：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103aa81f-f748-4b1b-940781d83059492d
28
原文标题：ANSI Launches Pilot Program for Certification Bodies Seeking Accreditation to BRC
Global Standard for Consumer Products Issue 4
来源：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29766ded-0a0d-4dcf-928ba149cc2231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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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认证机构和审计人员的资格或工作经验获得 BRC 认可，ANSI 将执行以下
操作：（1）验证 ANSI 授权的认证机构是否与 BRC 签署有效协议，协议内容是否
充分；（2）评估认证机构是否符合标准《ISO/IEC 17065:2012 一致性评定-对认证
机构产品、流程和服务的要求》、《BRC 004 提供 BRC 全球标准认证的认证机构
的要求》、《BRC 全球消费品标准第四版》以及 ANSI 的要求。

（侯鑫鑫 编译）

美国新加坡两国标准化机构将共同举办服务标准化会议
9 月 11 日，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宣布将与新加坡国家标准和认证机构
（SPRING）共同举办两场服务标准化会议29。一场将于 10 月 17-18 日在华盛顿举
行（作为世界标准周的一部分），另一场将于 11 月 2-3 日在新加坡举行。会议将探
讨两国共同关注的服务标准化领域的重点问题，寻找制定国家标准或国际标准的合
作机会。
美国和新加坡各举办一场研讨会将使两国的利益相关者受益。在 10 月份的华
盛顿会议上，来自政府、产业界、商业界、消费者群体和学术界的 ANSI 成员以及
感兴趣的利益相关方将参加会议，并分享他们的视角和观点。华盛顿会议将关注服
务领域标准化的四个重要议题：
（1）医疗保健服务：来自哈佛医学院、美国食品和药物协会（FDA）设备和
放射健康中心（CDRH）、新加坡樟宜综合医院（Changi General Hospital）和新加
坡标准委员会（Singapore Standards Council）的专家将发表观点。
（2）金融服务：花旗银行（Citi）、NETS、IBM、Bloomberg 和新加坡银行协
会的专家将参与会议。
（3）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来自美国石油学会、Trivector Services、Amazon Prime
Air 等机构的专家将出席会议。
（4）通过一致性评定对服务提供商的信誉和质量进行评估：Intelios、TUV SUD、
美国认证机构等组织的代表将参与会议。

29

（侯鑫鑫 段力萌 编译）

原文标题: ANSI Announces Services Standardization Conferences in Partnership with Singapore
来源: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c56a16fc-93ba-4173-b6d9e59182f72f7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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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战略情报与竞争情报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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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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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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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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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产品
战
略
规
划
研
究

全球生物固碳文献分析研究报告 2014

领
域
态
势
分
析

生物固碳技术调研分析报告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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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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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生物固碳专利分析 2014

技
术
路
线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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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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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