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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战略 

国务院要求加快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3 月 1 日，为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更好满足企业和群

众办事需求，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

本期概要： 

3 月，我国国务院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工信部、国家标准委等部门密集发

布了多个标准化纲领文件，包括《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

利化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的指导意见》、《车

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加

强国家标准验证点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见》

等，为我国政务服务、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

标准体系建设、国家标准验证点建设、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等各项工作的开展

提供指导。 

国际标准化组织以绿色债券和生物多样性为例，阐述了国际标准在推动全球

环保和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国际电信联盟将第四种无线电接口技术

“DECT 5G-SRIT”纳入了新修订的 IMT-2020 国际标准，为智能电表、工业 4.0、

楼宇管理系统、物流和智慧城市等领域的 5G 无线网络部署提供了技术支持。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宣布将在今年对广泛采用的网络安全框架进行

修订，以跟上不断发展的网络安全形势。该机构还宣布为国内 13 个先进制造业

创新项目提供 5400 万美元资助。美国保险商实验室与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

室合作提出了分布式能源和基于逆变器的资源网络安全认证建议，双方将共同开

展相关的标准化工作。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表示支持和欢迎欧盟新立法框

架，认为其是建立欧洲单一市场以及欧盟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工具。这两个机构还高度关注欧盟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并与欧盟委员会深入

探讨了欧盟标准化的未来。 

科技前沿方面，美国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的科学家首次在毫米尺度上验证了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时间膨胀效应，为未来设计出精确度更高的原子钟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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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1。该文件提出了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总体目标、重

点任务等。 

一、总体目标 

2022 年底前，国家、省、市、县、乡五级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

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统一编制、联合审核、动态管理、全面实施机制基本建立；

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全覆盖，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建成，“一网通办”

服务能力显著增强，企业和群众经常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2025

年底前，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

全国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高频电子证照实现全国互通互认，“免证办”全面

推行；集约化办事、智慧化服务实现新的突破，“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更加好办易办，政务服务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协调发展，方便快捷、公平普惠、

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二、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一）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包括：（1）明确政务服务事项范围；（2）

建立国家政务服务事项基本目录审核制度；（3）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事项动态管理

机制。 

（二）推进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标准化。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依据国家政务服

务事项基本目录，明确主管行业领域的政务服务事项拆分标准，在推进名称、编码、

依据、类型等基本要素“四级四同”基础上，推动逐步实现同一政务服务事项受理

条件、服务对象、办理流程、申请材料、法定办结时限、办理结果等要素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形成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 

（三）健全政务服务标准体系。依托全国行政管理和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制定国家政务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和制修订计划，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事项管理、政

务服务中心建设、政务服务实施、便民热线运行、服务评估评价等标准规范，持续

完善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标准规范体系。 

三、推进政务服务规范化 

（一）规范审批服务。包括：（1）规范审批服务行为；（2）规范审批监管协

同；（3）规范中介服务。 

（二）规范政务服务场所办事服务。包括：（1）规范政务服务场所设立；（2）

规范政务服务窗口设置；（3）规范政务服务窗口业务办理。 

（三）规范网上办事服务。包括：（1）统筹网上办事入口；（2）规范网上办

事指引；（3）提升网上办事深度。 

（四）规范政务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包括：（1）规范政务服务办理方式；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EB/OL]. 

2022-03-0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03/01/content_56762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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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理配置政务服务资源。 

（五）规范开展政务服务评估评价。落实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在各级政

务服务机构、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全面开展“好差评”工作，建立健

全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好差评”管理体系，确保评价数据客观、真实，形成

评价、整改、反馈、监督全流程衔接的政务服务评价机制。 

四、推进政务服务便利化 

（一）推进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从便利企业和群众办事角度出发，围绕

企业从设立到注销、个人从出生到身后的全生命周期，推动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

大、企业和群众获得感强的多个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化办理，提供主

题式、套餐式服务。 

（二）推广“免证办”服务。全面开展证照梳理，通过直接取消证照材料或数

据共享、在线核验等方式，推动实现政府部门核发的材料一律免于提交，能够提供

电子证照的一律免于提交实体证照。 

（三）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就近办”。推动公共教育、劳动就业、社会保

险、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服务、户籍管理等领域群众经常办理且基层能有效

承接的政务服务事项以委托受理、授权办理、帮办代办等方式下沉至便民服务中心

（站）办理。 

（四）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按照“应上尽上”原则，

除涉及国家秘密等情形外，推动各地区各部门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全国一体化政

务服务平台管理和运行，加快实现“一网通办”。加快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移

动端建设，推动企业和群众经常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指尖办”，推进身

份证电子证照、电子社保卡、电子驾驶证、电子行驶证、电子营业执照等高频电子

证照在政务服务平台移动端汇聚，并在日常生产生活各领域中应用。 

（五）推行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服务模式。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最大限

度利企便民原则梳理可采取告知承诺制方式的政务服务事项，明确承诺的具体内

容、要求以及违反承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细化办事承诺方式和承诺事项监管细则，

并向社会公布。 

（六）提升智慧化精准化个性化服务水平。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

设企业和个人专属服务空间，完善“一企一档”、“一人一档”，规范和拓展二维

码、数字名片等场景应用，实现个性化精准服务。 

（七）提供更多便利服务。各类政务服务场所要加强无障碍环境建设和改造，

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便利服务。推进水电气热、电信、公证、法律援

助等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和政务服务平台。 

五、全面提升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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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平台建设统筹。充分发挥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

协调小组作用，统筹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和管理，加快地方、部门政务服

务业务系统与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全面对接融合。 

（二）强化平台公共支撑。充分发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公共入口、公共通道、

公共支撑的总枢纽作用，建立完善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系统，规范各地区各部门

电子印章制发核验和用印，加快电子证照归集共享应用，建立电子证照签发以及跨

地区跨层级互通互认、异议处理、反馈纠错规则机制。 

（三）提升数据共享能力。以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为数据共享总枢纽，在

确保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作用，建立政务数据共享

供需对接机制，推进国务院部门垂直管理业务信息系统与地方政务服务平台深度对

接和数据双向共享，强化部门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地方之间政务数据共享。 

我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推进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 

3 月 10 日消息。近日，我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关于

推进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加快以

质量标准为核心的质量技术创新及应用，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2。  

《指导意见》指出，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要围绕国家战略任务、重点工

程、民生工程中对质量技术创新的迫切需求，强化质量基础和产业应用融合，鼓励

和引导社会各方技术资源和力量，面向产业基础和产业链质量，加强开放共享、产

业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服务产业质量升级，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到 2025

年，力争在高端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建设若干国家级质

量标准实验室。到 2035 年，基本建成同现代产业体系发展与安全保障相适应的国

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体系。  

《指导意见》从规划布局、功能定位、动态管理、研究重点、资源整合方面制

定了 5 项重点任务、3 条保障措施，聚焦质量政策体系、质量基础、质量共性技术、

质量协同服务、传统质量安全机理、新型产品安全问题 6 方面研究重点，提升质量

技术协同能力，为产业集聚区和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质量技术协同服务，不断促进产

业发展，发挥示范带动效应。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认真贯彻落实《指导意见》，成立

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评审委员会，制定申报指南和评审规则，加快推进国家级质

量标准实验室建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市场监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推进国家级质量标准实验室建设的指

导意见[EB/OL]. 2022-02-10.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jscx/zlpp/art/2022/art_9730645e2b10424980b5e5e61f39591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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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要求推进车联网网络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3 月 7 日，工信部印发了《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该文件提出了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的目标、主要内容、组织实

施等3。 

一、建设目标 

到 2023 年底，初步构建起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重点研究基

础共性、终端与设施网络安全、网联通信安全、数据安全、应用服务安全、安全保

障与支撑等标准，完成 50 项以上急需标准的研制。 

到 2025 年，形成较为完善的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完成 100

项以上标准的研制，提升标准对细分领域的覆盖程度，加强标准服务能力，提高标

准应用水平，支撑车联网产业安全健康发展。 

二、主要内容 

（一）标准体系框架 

包括总体与基础共性、终端与设施网络安全、网联通信安全、数据安全、应用

服务安全、安全保障与支撑等 6 个部分。 

（二）重点领域及方向 

1. 总体与基础共性标准 

总体与基础共性标准是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的总体性、通用性和指导性

标准，包括术语和定义、总体架构、密码应用等 3 类标准。 

2. 终端与设施网络安全标准 

终端与设施网络安全标准主要规范车联网终端和基础设施等相关网络安全要

求，包括车载设备网络安全、车端网络安全、路侧通信设备网络安全、网络设施与

系统安全等 4 类标准。 

3. 网联通信安全标准 

网联通信安全标准主要规范车联网通信网络安全、身份认证等相关安全要求，

包括通信安全、身份认证等 2 类标准。 

4. 数据安全标准 

数据安全标准主要规范智能网联汽车、车联网平台、车载应用服务等数据安全

和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包括通用要求、分类分级、出境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应用

数据安全等 5 类标准。 

5. 应用服务安全标准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车联网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的通知[EB/OL]. 2022-03-07. 

https://www.miit.gov.cn/jgsj/kjs/jscx/bzgf/art/2022/art_0319fb270f634beabd52fbb41c8eb1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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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服务安全标准主要规范车联网服务平台和应用程序的安全要求，以及典型

业务应用服务场景下的安全要求，包括平台安全、应用程序安全和服务安全等 3 类

标准。 

6. 安全保障与支撑标准 

安全保障与支撑标准主要规范车联网网络安全管理与支撑相关的安全要求，包

括风险评估、安全监测与应急管理和安全能力评估等 3 类标准。 

三、组织实施。 

包括：（1）加快标准研制；（2）实施动态更新；（3）加强宣贯实施；（4）

深化国际合作。 

国家标准委要求加强国家标准验证点建设 

2 月 23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文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

国家标准验证点建设的指导意见》（国标委发〔2022〕11 号）4。该文件提出了国

家标准验证点建设的主要目标、功能定位、建设管理等。 

（一）主要目标 

到 2025 年底，建成 2 个综合性标准验证点，配套建成不少于 50 个领域类标准

验证点，建立比较完善的标准验证制度、工作机制及工作体系。 

（二）功能定位 

标准验证点是对标准技术要求、核心指标、试验和检验方法等开展验证，提高

标准科学性、合理性及适用性的标准验证机构，是标准化服务体系重要组成部分。

标准验证点主要承担建设标准验证技术体系、建立协同高效工作机制、提升各类政

府颁布标准质量、融通验证资源创新市场服务、推动验证技术国际交流合作五大功

能。 

（1）建设标准验证技术体系。 

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对提升标准水平的要求，以基础通用、

关键共性领域为重点，开展标准实验验证前沿技术和评估方法研究，研发先进标准

验证工具和设备。构建透明可信、安全可控、创新融合的标准验证数据库，探索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标准验证工作中的应用。加强标准验证条件和

环境建设，夯实标准验证技术基础。 

（2）建立协同高效工作机制。 

标准验证点建立规范的工作机制，与标准化现有工作机制衔接配套，充分发挥

标准验证的技术支撑作用，根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标准化技术组织、标准起草单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国家标准验证点建设的指导意见
[EB/OL]. 2022-02-23. https://www.samr.gov.cn/bzcxs/zcfg/202202/t20220223_3399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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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标准使用方等相关方需要，推动形成系统配套、相互支撑、科学权威的标准验

证点工作体系。 

（3）提升各类政府颁布标准质量。 

全面服务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制修订全过程管理，结合标准立项

评估、报批审查、实施效果评估等实际需要，积极提供标准验证技术支持，重点解

决标准研制实施各阶段出现的重大分歧、多领域交叉融合的难点问题、国际标准和

国外先进标准在我国转化运用的适用性问题以及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关键技术指

标的一致性程度等问题，提高标准质量水平，促进标准化治理效能提升。 

（4）融通验证资源创新市场服务。 

充分发挥标准验证点聚合作用，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等方面交流合作，集聚科技

研发、测量测试、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各方优势资源，促进优势互补和融合共享，

激发各方投入标准验证工作的积极性，持续提升标准验证能力。 

标准验证点面向有标准验证需求的各类市场主体，提供标准验证服务，围绕标

准关键技术指标确证、标准实施效果评估验证等服务内容，探索标准验证点市场化

运行模式，开展全方位、多元化标准验证服务，满足各方对标准验证的需求。 

（5）推动验证技术国际交流合作。 

积极开展国内国际标准数据有效性、标准体系兼容性、标准适用性等方面验证

技术的交流与研讨。围绕新兴领域和我国优势领域，参与国际标准验证。结合推进

“一带一路”国际标准化合作需要，积极为中外标准体系兼容和互认提供有力支撑，

推动我国标准制度型开放。 

（三）建设管理 

（1）规划布局。标准验证点分为综合性和领域类两种类型。综合性标准验证

点，作为标准验证点工作体系的核心支撑，重点围绕基础通用、跨行业多学科交叉

融合等领域开展标准验证工作，依托国家最高测量能力和国家量值溯源体系源头以

及国家级权威的全域标准技术审评能力，建设国家标准实验验证中心和国家标准评

估验证中心。领域类标准验证点作为综合性标准验证点的延伸，开展各领域内标准

验证工作，是标准验证点工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申报要求。 

标准化工作基础扎实、具有科技创新、测量测试、检验检测能力、在我国境内

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根据相关要求，通过国务院有关行政主

管部门、具有标准化管理职能的行业协会（联合会）或者申报单位所在地的省级人

民政府向标准委推荐申报领域类标准验证点。具体要求参照每年度发布的申报指

南。 

（3）批准设立。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22 年第 03 期 

8 

 

标准委对标准验证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论证评审，必要时进行现场审核。

经评审符合条件的，由标准委向社会公示，公示期 30 天。公示期满并经标准委委

务会审议通过后，由标准委公告设立，纳入标准验证点工作体系。 

（4）业务指导。 

标准委建立健全标准验证程序等验证工作要求，规范标准验证点开展的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验证服务，强化标准验

证结果的应用，将标准验证结果作为标准制定和实施效果评估等工作的重要依据，

推动标准验证工作有序开展。 

（5）监督管理。 

强化标准验证点内部监督检查，确保标准验证点坚持独立客观、诚实守信原则

开展工作，严格落实标准验证点对验证报告的主体责任，确保其所出具的验证报告

真实、客观、准确、完整。建立标准验证点年度信息报送制度和年度考核评估制度，

健全调整退出机制。 

国家标准委要求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 

2 月 23 日，为贯彻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规范团体标准化工作，促进

团体标准优质发展，经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国

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意

见》5。该文件提出了促进团体标准规范优质发展的十条意见： 

一、提升团体标准组织标准化工作能力。团体标准组织应当建立规范的标准化

工作机制，制定系统的团体标准管理和知识产权处置等制定，严格履行标准制定的

有关程序和要求，加强团体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完整、高效的内部标准化工

作部门，配备专职的标准化工作人员。 

二、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团体标准制定模式。团体标准组织要找准团体标准的

制定需求，紧密围绕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主动对接重大工程、产业

政策、国际贸易，统筹考虑团体标准的推广应用模式，广泛吸纳生产、经营、管理、

建设、消费、检测、认证等相关方参与，充分发挥技术优势企业作用，制定原创性、

高质量的团体标准，填补标准空白。鼓励相关团体标准组织围绕产业链供应链需求

联合制定团体标准。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网络安全团体标准，应当征求国家

网信部门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的意见。 

三、拓宽团体标准推广应用渠道。鼓励团体标准组织建立标准制定、检验、检

测、认证一体化工作机制，推动团体标准在招投标、合同履约等市场活动中实施应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标准创新管理司.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等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团体标准规

范优质发展的意见》[EB/OL]. 2022-02-23. https://www.samr.gov.cn/bzcxs/zcfg/202202/t20220223_3399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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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打造团体标准品牌。大力开展团体标准宣传，提高社会对团体标准的认知度与

认可度。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团体标准

应用示范工作。 

四、开展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完善团体标准

化良好行为系列国家标准。鼓励团体标准组织根据团体标准良好行为系列国家标准

开展自我评价，自愿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声明，进入团体标准化良好行

为清单，提升团体标准组织的诚信和影响，供相关方使用团体标准时参考。团体标

准的使用方或采信方，可以自行评价或委托具有专业能力和权威性的第三方机构进

一步对团体标准组织标准化良好行为进行评价，作为使用和采信团体标准的重要依

据。 

五、实施团体标准培优计划。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紧贴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区域重大战略，聚焦科技创新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制定

团体标准培优领域清单。建立培优团体标准组织库，选择具备能力的团体标准组织

进行培优。建立对培优团体标准组织工作绩效的科学考核评估机制，形成有进有出

的动态调整机制，培养一批优秀的团体标准组织，发挥标杆示范作用，带动团体标

准化工作水平整体提升。 

六、促进团体标准化开放合作。鼓励基于团体标准提出国际标准提案，支持符

合条件的团体标准组织承担国际标准组织的国内技术对口单位，推荐有能力的专家

成为国际标准注册专家。鼓励团体标准组织建立吸纳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专家参与

团体标准制定的机制。 

七、完善团体标准发展激励政策。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健全推荐性 

国家标准采信团体标准的机制，会同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共同推动将团体标准

作为科研项目成果的重要考核指标之一。鼓励各部门、各地方将在助推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团体标准纳入奖励范围。鼓励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等用人单位在职称评定中增加团体标准的评分权重。鼓励有关部门建立相关融资

增信制度，激励企业通过执行团体标准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八、增强团体标准组织合规性意识。团体标准组织应当加强诚信自律，依据章

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已有强制性标准的，不得重复制定团体标

准；不得出现抄袭标准等侵犯标准著作权的行为；禁止利用团体标准化工作的名义

进行营利和违法违规收费；不得利用团体标准从事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团体标准

组织要建立完善投诉受理机制，发现确实存在问题的，要及时进行改正。 

九、加强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对违法违规的团体标准

化行为进行投诉和举报。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团体标准的监督，优化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对违反法律法规、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侵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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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著作权等问题依法依规进行处理，通过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向社会公布团体标

准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和处理结果，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通报相关信息。充分发挥

新闻媒体对团体标准的正面引导和监督作用，对团体标准组织形成约束力。 

十、完善保障措施。各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要认识到位、

措施到位、行动到位，做好工作安排部署，加强协同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及时总

结团体标准发展的经验和模式，解决和预防团体标准发展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潜在

风险。进一步加强团体标准相关政策的宣传，提升业务指导和支持能力，促进团体

标准组织间的交流合作、相互协调。推动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标准化研究机构

服务支持团体标准化工作，为团体标准化工作提供专业化支撑。 

机构评论 

ISO 强调标准在推动实现绿色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 

2 月 10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总结了 2021 年度环境标准化工作，强调了

ISO 标准在推动环保和绿色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6。 

随着全球大多数国家竭力减少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多的监管机构要求

企业披露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在过去

的十五年中增长了四倍多。尽管投资有所增加，但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和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还需要更多投资。世界经济论坛指出，每年需要

投入约 5.7 万亿美元用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国际能源署指出，在未来十五年，至

少需要投入 53 万亿美元来应对气候变化。新兴的循环经济等可持续发展领域需要

更多的投资。证据表明，迫切需要健全、可信和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国际标准提供

协调、透明和信任，不仅可以帮助构建可持续金融市场，而且有助于创造投资者所

需的信任。 

（1）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也被称为气候债券，旨在为环境或气候项目提供资金。然而，并不

是所有的绿色债券都是平等的。欺骗绿色债券投资者相信所谓的与气候相关的好处

（绿色洗牌）一直是阻碍绿色债券增长的障碍之一。绿色债券已经存在了近 15 年，

一系列多样化的标准、指南和规则不仅为绿色债券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也避免

了绿色洗牌。ISO 标准能够通过国际公认的认证计划来提供透明度和可信度，这些

认证计划将释放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数万亿美元。 

（2）生物多样性 

                                                        
6 ISO. Keeping the green promise[EB/OL]. 2022-02-10.  

https://www.iso.org/contents/news/2022/02/keeping-the-green-promis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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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受到的生物多样性威胁正在迅速达到临界水平，这可能会促使物种的数量

和分布以及生态系统的功能发生重大变化。目前物种的灭绝速度比人类以前的水平

高出一千倍。可以预计，未来由于土地转换而造成的栖息地丧失，以及来自非本土

物种的日益激烈的竞争，物种会加速灭绝。 

2020 年初，ISO 成立了“生物多样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331），

以制定支持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专用标准。ISO/TC 331 经理卡洛琳·鲁耶里（Caroline 

Lhuillery）表示：TC 331 专注于在经济与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健康关系，即在为可持

续发展创造机会的同时，鼓励保护生物多样性。TC 331 目的是制定要求、原则、框

架、指南和配套工具，以整体、统一和全球性的方法开展工作。ISO 生物多样性标

准鼓励包括政府和企业在内的组织将生物多样性问题纳入其战略、决策和行动。虽

然已经有国家标准可用于评估和管理生物多样性，但有证据表明，这些标准是分散

且不同的，导致区域和国家间的做法存在很大差异，需要协调一致的国际标准来进

行规范。未来的标准将包括全球使用的标准化的术语和定义、影响分析方法、确定

战略和行动计划的框架、监测和报告工具。 

（3）创造效益 

碳中和经济转型将影响人类的生产、服务、旅行、消费和工作等方方面面。欧

盟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到 2030 年，碳中和经济转型将创造 100 多万个就业机会。

《伦敦宣言》代表了 ISO 利用标准应对气候变化的历史性承诺。G20 峰会以及《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再次强调了标准的这一关

键作用，ISO 时刻准备着将承诺付诸行动。（周超峰 编译） 

欧盟标准化机构强调欧盟新立法框架的重要性 

3 月 9 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

联合发布立场报告《新立法框架：为欧洲单一市场设计的工具》（The 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an instrument designed for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表达了对欧盟新

立法框架（NLF）的支持和欢迎。 

CEN-CENELEC 认为，欧盟新立法框架是建立协调统一的单一市场的关键工

具，也是欧盟委员会及其成员国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未来的关键7。在该文

件中，CEN-CENELEC 强调了 NLF 对于在欧洲单一市场内发展标准和标准化基础

设施的重要性。在公私伙伴关系的支持下，CEN、CENELEC 与欧盟委员会之间的

合作使标准能够响应监管需求和满足新出现的需求。CEN-CENELEC 认为，NLF 能

够为实现欧盟的绿色和数字化双重转型作出重大贡献。CEN-CENELEC 建议，在

                                                        
7 CEN-CENELEC. The New Legislative Framework: an instrument designed for the European Single Market[EB/OL]. 

2022-03-09.  

https://www.cencenelec.eu/news-and-events/news/2022/brief-news/2022-03-09-new-legislative-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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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F 框架下，CEN-CENELEC 与欧盟委员会及所有欧洲利益相关方进行广泛合作，

制定支持欧洲政策目标的标准。继续使用和扩大 NLF，在立法中确立明确和基本的

要求，并辅以自愿的技术标准，提供制造商和供应商所需的技术细节，将有助于欧

洲企业满足法律要求，并支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CEN-CENELEC 欢迎欧盟委员会就 NLF 进行及时和必要的公众咨询，以了解

如何改进 NLF，使其成为一个更加高效和一致的工具。（朱传宇 编译） 

澳大利亚标协提出应创新性推动氢能标准化工作 

3 月 2 日，澳大利亚标准协会（Standards Australia）表示，需要制定标准来帮

助减少排放和走向碳中和，重点是创新性地使用氢技术8。 

澳大利亚拥有包括煤炭在内的高度发达的第一产业，这使其成为世界上人均二

氧化碳排放量最高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政府承诺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2019

年，澳大利亚通过了《国家氢能战略》，激发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清洁氢气使用的兴

趣。《澳大利亚技术投资路线图》通过投资氢气和其他低碳技术，寻求取代澳大利

亚煤炭使用的方法，以解决全球气候问题。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融入日常生活，

国际标准发挥了作用。 

澳大利亚标准协会认识到标准对于支持可持续未来的重要性，通过积极参与快

速增长的氢行业，使氢能成为澳大利亚向碳中和过渡的重要基石。最近，澳大利亚

标准协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氢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对口 ISO 下设的“氢技术”委

员会和 IEC 下设的“燃料电池技术”委员会。氢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涵盖了氢能价值

链的所有方面，包括：纯氢的生产、储存和处理、测量、运输、传输和分配；与另

一种燃料气体混合或通过替代氢传输载体；氢气的使用；最终用途应用，如加氢基

础设施和移动应用、家用和工业用具以及发电和制热。（朱传宇 编译） 

标准聚焦 

国际电联发布新无线电接口技术国际标准 

2 月 24 日，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一项新修订国际标准《ITU-R M.2150-1 

IMT-2020 地面无线电接口详细规范》（ITU-R M.2150-1 Detailed specifications of the 

terrestrial radio interfaces of International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2020 

(IMT-2020)  ）9。该项标准为 5G 标准，涵盖了 5G 网络、服务和设备。 

                                                        
8 ISO. AUSTRALIA STEPS UP CLIMATE ACTION THROUGH STANDARDS[EB/OL]. 2022-03-02.  

https://www.iso.org/news/ref2782.html 
9 ITU. Fourth radio interface technology added to 5G standards[EB/OL]. 2022-02-24.  

https://www.itu.int/en/mediacentre/Pages/PR-2022-02-24-5G-Standards.aspx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22 年第 03 期 

13 

 

此次修订，ITU 将第四种无线电接口技术“DECT 5G-SRIT”纳入该标准，旨

在为部署一系列无线应用案例提供精细而强大的技术保障，此类无线应用涵盖了从

无线电话到音频流、以及从专业音频到工业物联网（IoT）等各类应用，包括楼宇

自动化和监控。“DECT 5G-SRIT”技术在操作、设备和漫游方面展示了全球兼容

性，实现了 IMT-2020 规定的超可靠低延迟（URLLC）能力，因此获得了在现阶段

纳入国际移动通信（IMT）的资格。IMT-2020 是国际电联无线电通信部门从 2015

年开始针对 5G 发布的一系列要求。修订后的标准支持 5G 应用，特别适用于智能

电表、工业 4.0、楼宇管理系统、物流和智慧城市。 

ITU 秘书长赵厚麟表示：5G 等新兴技术对于所有人、社区和国家可持续的发

展至关重要。在 IMT 计划下，ITU 的全球成员将继续为推进宽带移动通信做出长期

贡献，这将进一步促进 ITU 实现连通世界的使命。（朱传宇 编译） 

标准计划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计划修订网络安全框架 

2 月 22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宣布计划在今年对广泛采用

的 NIST 网络安全框架（CSF）进行修订，以跟上不断发展的网络安全形势10。 

NIST 于 2014 年首次发布 CSF，从那时起，CSF 被下载超过 160 万次，并被翻

译成至少六种语言，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采用。NIST 于 2018 年对 CSF 进行了首次

修订，此次修订计划是 CSF 的第二次更新。NIST 目前正向公众征求信息，以提高

CSF 的有效性及其与其他网络安全资源的一致性。征求的信息包括三类： 

（1）对 CSF 本身的修订。NIST 希望更好地了解目前它是如何使用的，并了解

CSF 哪些部分是有效的，哪些部分是无效的。例如，哪些部分可以改进？CSF 的结

构是否需要改变？组织在使用 CSF 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任何挑战和阻碍？  

（2）CSF 与其他资源之间一致性。NIST 希望探索更好的方式使 CSF 与 NIST

的其他指南相结合，如隐私框架、安全软件开发框架、风险管理框架、网络安全工

作人员框架等。NIST 还希望了解 CSF 与非 NIST 资源的一致性，以及怎样才能帮

助它们更有效地协同工作。 

（3）改善供应链网络安全的方法。NIST 最近启动了一个名为“改善供应链网

络安全国家倡议（NIICS）”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应对供应链网络安全风险。

NIST 要求提供有助于确定供应链相关网络安全需求的信息，并使 NIICS 计划与 CSF

协调一致。例如，组织目前用于管理网络安全供应链风险的标准和指南是什么？

                                                        
10 NIST. NIST Seeks Input to Update Cybersecurity Framework, Supply Chain Guidance [EB/OL]. 2022-02-22.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02/nist-seeks-input-update-cybersecurity-framework-supply-chain-guida

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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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 是否需要创建一个专门的框架来解决网络安全供应链风险管理问题？是否需

要通过在 CSF 中更好地处理供应链风险来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Don Graves）表示：无论是在工业、政府还是

学术界，每个组织都需要将网络安全风险作为开展业务的一部分加以管理。这对组

织的弹性和国家的经济安全至关重要。CSF 是私营部门网络安全维护的领先框架之

一，希望私营和公共部门组织帮助使其更加有用和更广泛地使用。（高国庆 编译）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计划制定制药行业冷冻干燥技术标准 

3 月 8 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的药品和生物制药产品

制造委员会（E55）宣布正在制定一项拟议标准《ASTM WK80172 冷冻干燥过程验

证新指南》（ASTM WK80172  New Guide for Lyophilization Process Validation），

旨在推动用于制药和生物技术行业的冷冻干燥技术11。 

ASTM International 成员阿纳布·甘古利（Arnab Ganguly）表示：该拟议标准将

促进人们对制药工程科学的更深入理解，这是按设计范例衡量质量的基本组成部

分。它将帮助制造商确保药品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允许研究人员按照最高行

业标准开发冷冻干燥工艺。 

该拟议标准将有助于持续开发冷冻干燥工艺改进、产品监控和工艺创新的方

法，制造安全、有效和高质量的产品。（贾宇婷 编译）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计划制定金属增材制造原料清洁度测量

标准 

2 月 14 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的增材制造技术委员

会（F42）宣布正在开发一项拟议标准《ASTM WK80171 金属增材制造新指南—原

材料—原料污染的测量和分类》（ASTM WK80171 New Guide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of Metals - Feedstock Materials - Measurement and Classification of 

Feedstock Contamination），以帮助控制增材制造工艺中使用的金属粉末原料的清洁

度，从而确保增材制造最终组件的质量12。 

ASTM International 成员 Aneta Chrostek-Mroz 表示：增材制造中使用的粉末处

理和加工实践，特别是在粉末再利用过程中，可能会通过引入污染而导致粉末性能

恶化，这可能会导致最终部件中的夹杂物和缺陷。该拟议标准将帮助增材制造中使

                                                        
11 ASTM International. Proposed Pharmaceutical Standard Will Help Advance Freeze-Drying Technology[EB/OL]. 

2022-03-08.https://newsroom.astm.org/proposed-pharmaceutical-standard-will-help-advance-freeze-drying-technology 
12 ASTM International. Proposed Standard Will Aid in Controlling Cleanliness of Metal Powder Feedstock in AM 

[EB/OL]. 2022-02-14.  

https://newsroom.astm.org/proposed-standard-will-aid-controlling-cleanliness-metal-powder-feedstock-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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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金属粉末原料的制造商和用户找到合适的方法来检测和量化不同类型的污染。 

该拟议标准将对金属粉末原料中可能存在的典型污染进行定义和分类，帮助增

材制造用户对未使用和重复使用的粉末进行清洁度评估。 

F42 邀请感兴趣的各方帮助制定该拟议标准，特别鼓励具有清洁评估经验和研

究增材制造中使用的金属粉末污染的技术专家参与进来。（孙玉琦 编译） 

机构合作 

UL 和 NREL 合作提出分布式能源网络安全认证建议 

3月7日，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与美国能源部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NREL）

联合发布报告《互联电网边缘设备和基于逆变器的资源的网络安全认证建议》

（Cybersecurity Certification Recommendations for Interconnected Grid Edge Devices 

and Inverter Based Resources）13。该报告提出了使分布式能源（DER）和基于逆变

器的资源（IBR）能够保持强大网络安全态势的建议。 

在美国能源部太阳能技术办公室的支持下，UL 将继续与 NREL 合作制定相关

要求，以支持 DER 和 IBR 的网络安全认证标准。NREL 和 UL 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标

准的调查大纲，该标准将适用于配电网上的储能和发电技术，包括光伏逆变器、电

动汽车充电器、风力涡轮机、燃料电池和其他对推进电网运营至关重要的资源。这

些新要求将优先加强电力系统的网络安全，以处理基于高渗透率逆变器的资源，包

括那些在瞬时大风、太阳能和混合/储存发电期间与大容量电力系统连接的电力系

统。它还将有助于确保网络安全被纳入新的 IBR 和 DER 系统。 

UL 高级主管 Kenneth Boyce 表示：目前，没有网络安全认证要求，制造商和供

应商可以根据既定的和广泛采用的网络安全认证计划来认证其 DER 和 IBR 设备。

这些新的网络安全认证要求的制定将提供一个单一的统一方法，可以作为在部署前

和现场执行 DER 测试和认证的参考，起草全面的认证要求并进行同行评审需要有

效的领导和利益相关者的参考。通过同行审查起草全面的认证要求需要有效的领导

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UL 很高兴与 NREL 合作，为电网基础设施带来更多性能方

面的安全保障。 

NREL 能源网络物理系统安全高级研究员 Danish Saleem 表示：国家或国际网

络安全认证标准可以帮助行业利益相关者在接入电网之前评估和验证其 DER 或

IBR 设备的网络安全状况。UL 支持制定网络安全认证计划，因为它不仅将强大的

                                                        
13 UL. UL and NREL announce cybersecurity testing recommendations for distributed energy resources and inverter 

based resources [EB/OL].2022-03-07. 

https://www.ul.com/news/ul-and-nrel-announce-cybersecurity-testing-recommendations-distributed-energy-resources-a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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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引入电网，而且还有助于确保新的 DER 系统遵循安全设计的理念。NREL

与 UL 的合作将加强双方为 DER 和 IBR 设备开发网络安全认证标准的能力。 

（周超峰 编译） 

英国标协与 Device Authority 合作加强数字互信 

2 月 17 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与物联网身份和访问管理领域的全球领先

企业 Device Authority 合作，首次将 BSI 在 EMEA 和北美的网络安全能力扩展到包

括 IoT 的身份访问管理14。 

在此之前，BSI 将其网络安全和信息弹性部门（CSIR）更名为“BSI 数字互信” 

（BSI Digital trust），以反映安全和弹性环境的演变。Device Authority 与 BSI 的合

作将使他们能够确保其客户的联网设备、应用程序和数据受到保护，免受潜在的安

全威胁。此次合作将为组织提供最佳实践安全解决方案，以在物联网设备的整个生

命周期内保护和管理这些设备。 

最近的《产品安全和电信基础设施（PSTI）法案》（Product Securit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PSTI) Bil）说明了社会需要与不安全的互联产品

和网络带来的危害作斗争。与 BSI 一起，Device Authority 的最先进技术将支持世界

各地的客户保护其品牌完整性，并从一开始就通过内置的安全措施为物联网设备提

供信任。这种合作伙伴关系将使企业能够大规模应对物联网的挑战，并确保它们符

合监管合规性，避免罚款和声誉受损。（朱传宇 编译） 

前沿科技 

美天体物理实验室原子钟毫米级测量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2 月 16 日，美国天体物理联合实验室（JILA）15的叶军团队首次在毫米尺度上

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的时间膨胀效应16。相关研究发表在国际著名期刊《自

然》（Nature）上17。 

爱因斯坦 1915 年的广义相对论解释了诸如引力对时间的影响等大尺度效应，

                                                        
14 BSI. Device Authority and BSI partner to strengthen Digital trust proposition[EB/OL]. 2022-02-17.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22/february-2022/device-authority-and-bsi-

partner-to-strengthen-digital-trust-proposition/ 
15 JILA 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和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共同运营。 
16 NIST. JILA Atomic Clocks Measure Einstein’s General Relativity at Millimeter Scale[EB/OL]. 2022-02-16.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02/jila-atomic-clocks-measure-einsteins-general-relativity-millimeter-sca

le 
17 T. Bothwell, C.J. Kennedy, A. Aeppli, D. Kedar, J.M. Robinson, E. Oelker, A. Staron and J. Ye. Resolving the 

gravitational redshift in a millimetre-scale atomic sample. Nature. Published online Feb. 16, 2022. 

DOI: 10.1038/s41586-021-043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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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尽管该理论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物理学家仍然对它

着迷。根据广义相对论，引力场中不同高度的原子钟以不同的速率滴答作响。当在

更接近地球的更强重力下观察时，原子辐射的频率会降低-向电磁光谱的红色端移

动。也就是说，时钟在低海拔处走得更慢。这种效果已被反复证明；例如，NIST 的

物理学家在 2010 年通过比较两个独立的原子钟验证了该现象，一个原子钟位于另

一个原子钟上方 33 厘米（约 1 英尺）处。在该项研究中，叶军团队利用自己开

发出的目前世界上最精确的原子钟（锶原子钟）开展研究工作，研究表明，即使两

个微小的原子钟的高度差只有一毫米，但它们时间流逝的速度也不一样，相差了约

一千亿亿分之一，这一结果与 100 多年前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语言一致。该研究

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科学家有可能将量子物理与引力联系起来，使设计出比当

今最好的原子钟还要精确 50 倍的新原子钟没有任何困难和障碍。 

该项研究工作得到了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

能源部量子系统加速器实验室、NIST 以及美国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的资金支持。 

（邓阿妹 编译） 

信息动态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成立 

3 月 2 日，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18。市场监管

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

书长苏伟参加了会议。 

田世宏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不断提高做好

“双碳”工作的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做好

“双碳”工作的目标任务，坚持稳步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田世宏指出，要围绕能源生产、能源消费、绿色低碳关键技术、碳排放核算等

领域积极推进标准制修订工作，大力提升国内国际标准一致性，加强与国际标准组

织成员国合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共建国际标准体系。 

田世宏要求，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要科学、高效地推进“双碳”标

准化工作。要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标准化技术组织、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重

点企业等各相关方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明确主攻方向，以标准体系规划和重

要标准技术协调为工作重点，持续提升统筹协调能力。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

传播“双碳”标准化工作成果，培养更多熟悉“双碳”政策、规则、技术的复合型

                                                        
18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加快推进“双碳”标准化工作  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总体组成立[EB/OL]. 

2022-03-04. https://www.samr.gov.cn/xw/zj/202203/t20220304_3401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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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更好地满足“双碳”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的需要。 

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管理司、标准创

新管理司、国家发展改革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等单位

的代表、总体组全体成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美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为先进制造业提供 5400 万美元资助 

2 月 28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宣布向国内 13 个高影响力的

研究、开发和新冠疫情应对试验台项目提供 5400 万美元的资助19。这笔资金由《美

国救援计划法案》（American Rescue Act）提供，将支持美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

（Manufacturing USA®）中 8 个制造业创新机构的项目。 

Manufacturing USA® 网络中的每个研究所都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专注于增材

制造、先进芯片制造或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这些研究所与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制

造组织在应用研究和开发项目以及先进制造技能培训方面进行合作。 

获得资助的机构将开展的生产活动包括：使用先进制造技术生产个人防护设备

（PPE）和医疗设备；创建新型、可持续的国内供应链；提高现有供应链的弹性；

生产新型 COVID-19 检测产品；提供共享接入设备和设施；生产健康警报系统；培

训和发展下一代制造业劳动力。获得资助的 13 个研发项目具体如下： 

（1）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的美国先进功能织物公司（AFFOA）获得 11,116,420

美元资助。实现制造自动化和供应链多样化，并解决个人防护设备对环境的影响；

与 12 个以上的伙伴组织合作。 

（2）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 PowerAmerica（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获得

4,982,299 美元资助。通过清洁能源驱动服务，在偏远、难以到达、服务不足的美国

原住民社区建立新冠疫情复原能力；与 7 个伙伴组织合作。 

（3）纽约州奥尔巴尼的 AIM Photonics（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研究基金会）

获得 4,974,630 美元资助。利用集成的光电子技术测试冠状病毒和新出现的病毒，

生产有史以来第一个廉价的一次性护理点传感器，扩大访问范围，而不需要昂贵的

设备和限制医生办公室、农村诊所和资源有限环境中使用的专业知识；与 8 个合作

组织合作。 

（4）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先进机器人制造研究所（ARM）获得 4,933,561

美元。创建机器人技术和敏捷弹性自动化决策框架（RADAR），使中小型制造商

能够系统地评估将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整合到制造过程中以支持应对冠状病毒的

                                                        
19 NIST. Commerce Department Awards $54 Million in American Rescue Act Grants to Increase Access to Advanced 

Manufacturing Opportunities[EB/OL]. 2022-02-28.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02/commerce-department-awards-54-million-american-rescue-act-grants

-incr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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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效益比；与 6 个伙伴组织合作。 

（5）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生物工业制造和设计生态系统（BioMADE）获得

4,729,690 美元资助。创建国内疫苗制造供应链，消除使用生物工业加工制造疫苗组

件（目前来自国外）的供应链瓶颈，利用可持续的国内植物来源开发和示范试点规

模制造，并对工人进行相关培训；与 3 个伙伴组织合作。 

（6）纽约 RAPID 研究所（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获得 4,638,881 美元资助。

在服务不足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创建关键药物成分生产开发试验平台；与 2 个伙伴组

织合作。 

（7）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生物工业制造和设计生态系统（BioMADE）获得

4,075,202 美元资助。促进创新、概念验证的生物制造平台和技术，以快速、成本效

益高、分散的国内制造抗原，用于冠状病毒检测和医疗，并建立一种机制，培训工

人了解这些生产方法；与 7 个伙伴组织合作。 

（8）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 MxD（Manufacturing x Digital）获得 3,880,343 美元

资助。创建 Rx 产品市场协调器，为消费者、紧急健康和医疗用品制造商提供在线

市场，确保整个供应链的快速响应，以满足对特定物品（如人工呼吸器、通气机、

口罩）的需求；与 9 个伙伴组织合作。 

（9）纽约 RAPID 研究所（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获得 3,773,536 美元资助。

规模化连续生产和模块化生产高质量、低成本的先进呼吸器和生物传感器，以限制

冠状病毒的接触和传播；与 4 个伙伴组织合作。 

（10）俄亥俄州扬斯敦的 America Makes（国家国防制造和加工中心）获得

3,021,989 美元资助。利用增材制造技术创建 N95 级呼吸防护用非织造布过滤材料

原型，满足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研究所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要求，减少

对外国进口产品的依赖，并与当地社区大学和中小型制造商合作，对工人进行先进

制造应用的培训；与 6 个伙伴组织合作。 

（11）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 MxD（Manufacturing x Digital）获得 2,369,302 美

元资助。创建保护隐私的地方健康警报系统，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接触者追踪和数

据分析，绘制疾病检测和由此产生的供应链需求估计之间的联系，将实时公共卫生

指标转化为未来的需求信号，以开发针对供应链需求的预测能力；与 7 个伙伴组织

合作。 

（12）纽约 RAPID 研究所（美国化学工程师学会）获得 1,109,520 美元资助。

为生物制药、医药和特种化工行业的先进工艺开发和部署虚拟技术人员和操作员培

训；与 3 个伙伴组织合作。 

（13）纽约州奥尔巴尼的 AIM Photonics（纽约州立大学理工学院研究基金会）

获得 299,149 美元资助。开发一次性芯片实验室解决方案的概念验证，以使用硅光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22 年第 03 期 

20 

 

子学进行新冠肺炎测试，该解决方案不需要昂贵的试剂或复杂、大型、耗电的硬件，

同时提供低温度敏感性；与 3 伙伴组织合作。（周 洪 编译） 

美国保险商实验室创建储能设备组件认证服务 

3 月 8 日，美国保险商实验室（UL）宣布，该机构已经创建了一项储能设备组

件（ESES）认证服务，以评估其是否符合 UL 9540 储能系统和设备标准20。这允许

大型储能资产制造商从电池供应商和电力调节设备供应商处采购经过认证的组件，

以创建储能系统（ESS）。 

UL 为 NHOA Energy（前身为 Engie EPS）提供了三项 ESES 认证服务。NHOA 

Energy 是 NHOA Group 的全球业务线，致力于设计和交付交钥匙存储系统，帮助

独立发电商实现其可再生能源目标。 

ESES 认证计划使直流（DC）存储系统制造商、代码授权机构和 ESS 资产所

有者更容易：演示直流存储系统是否符合 UL 9540；在寻求 UL 电池和储能系统测

试和认证服务时具有灵活性；在 UL 产品库（Product iQ ®）中查找供应商；在快速

变化的代码和法规遵从性环境中查找需要的信息。 

UL 为 ESS 建立了市场领先的测试和认证产品，这有助于简化复杂的认证活

动，并使客户能够有效地驾驭快速发展的法规和法规变化。（贾宇婷 编译） 

欧盟标准化机构参加欧盟人工智能领导力国际会议 

3 月 10 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

的代表参加了由法国标准化协会（AFNOR）、BDVA 和 Confiance.AI 共同主办的“塑

造欧洲人工智能领导力国际会议”21。会议主要讨论了自愿标准如何有助于发展人

们对人工智能的信心以及支持欧盟未来对人工智能的监管问题。来自标准化组织、

欧盟成员国、欧洲公共机构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关键参与者参加了这次活动。 

作为会议的一部分，CEN 和 CENELEC 总干事 Elena Santiago Cid 主持了关于

法规和标准化挑战的圆桌会议。圆桌会议的参与者具有不同背景，但都在一定程度

上参与了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和监管工作，包括：欧盟委员会 DG GROW 部门标准政

策主管 Sophie Mueller；Gaia-X 董事会成员 Philippe Mareine；France Digitale 欧洲事

务主管 Julia Fenart；Dawex 联合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 Fabrice Tocco。该小组的

多样性使得能够就人工智能标准化和监管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公开和多方面的讨

                                                        
20 UL. UL Certification for Energy Storage Equipment Subassemblies Helps Shorten Path to Energy Storage Systems 

Compliance[EB/OL]. 2022-03-08.  

https://www.ul.com/news/ul-certification-energy-storage-equipment-subassemblies-helps-shorten-path-energy-storage 
21 CEN-CENELEC. CEN and CENELEC participated to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haping European AI 

Leadership[EB/OL]. 2022-03-11. 

https://www.cencenelec.eu/news-and-events/news/2022/brief-news/2022-03-11-shaping-euopean-ai-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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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确保欧洲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 

Elena Santiago Cid 在发言中表示：标准化是一种促进欧洲采用人工智能并为即

将出台的法规提供合规手段的相关工具。人工智能是 CEN 和 CENELEC 的优先事

项，在 CEN-CENELEC 的 2030 战略中，CEN 和 CENELEC 承诺支持数字转型，并

制定适合数字时代的标准。这一承诺已经在 CEN 和 CENELEC“人工智能”联合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CEN-CLC/JTC 21）的工作中体现出来，CEN-CLC/JTC 21 已产生

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标准化交付成果。该小组成员坚信标准作为促进新技术传播和确

保安全可靠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工具的重要性。他们将致力于共同思考如何制定

一个运作良好的标准化和监管框架。 

会议强调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国家、欧洲和国际各级机构之间必须进行有效

的沟通，确保采取全球办法，同时考虑到所有相关需求。（孙玉琦 编译）  

欧盟标准化机构与欧盟委员会探讨欧洲标准化的未来 

2 月 11 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

的主席与欧盟委员会内部市场、工业、创业和中小企业总局（DG GROW）局长举

行了会谈，双方以最新发布的欧洲标准化战略为基础，就欧洲标准化的未来及其相

互的公私伙伴关系交换了意见22。 

CEN 和 CENELEC 主席表达了希望与欧盟委员会合作的强烈愿望，以支持

“欧洲是标准的制定者，而不是标准的接受者”目标。CEN 和 CENELEC 主席还

重申了标准作为自下而上和行业驱动工具的作用，促进欧盟工业生态系统的弹性绿

色和数字化转型。 

本次会议强调的另一个主题是加强欧洲在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以及在人

工智能、网络安全、氢能、电池和工业数据等战略行业加强欧洲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CEN 和 CENELEC 将分别与 ISO 和 IEC 建立良好关系，以制定一致的欧洲倡议，

加强协同影响并发挥全球领导作用。这符合 CEN-CENELEC 2030 战略。该战略将

在未来十年指导 CEN 和 CENELEC 及其 34 个欧洲国家的 43 个成员，使标准化更

好地适应未来。 

基于这一共同承诺，CEN、CENELEC 和欧盟委员会同意共同努力，采取一系

列联合行动，实现一个更具弹性、更可持续和更强大的欧洲。（贾宇婷 编译） 

                                                        
22 CEN and CENELEC met with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to discuss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tandardization 

[EB/OL].2022-02-11.https://www.cencenelec.eu/news-and-events/news/2022/brief-news/2022-02-14-cen-and-cenelec-

met-with-the-european-commission-to-discuss-the-future-of-european-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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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技术分析、知识产权分析、产业发展规划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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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经济带政策与标准化管理研究 

国内外专利标准化政策分析 

中国二氧化碳利用技术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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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行业卡脖子技术发展趋势研究 

稀土技术标准与重点应用领域专利分析 

全固态锂电池标准与技术专利发展态势分析 

藻类 DHA 技术链与全球知识产权发展格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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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核电材料标准化研究 

国内外智能芯片技术标准化发展研究 

电力行业机器人标准和专利应用发展 

电力行业区块链技术发展趋势与进展研究 

电力行业云计算技术发展应用研究 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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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锂电池技术链与产业调研 

国内外硒医药技术发展态势分析 

氢能技术与产业发展现状调研 

合成气生物技术转化技术与市场调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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