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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概要： 

9 月底到 10 月，我国多个部委陆续出台多个标准化纲领文件，推动国家各

项工作的标准化发展。例如，市场监管总局新版《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能源局

《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提出了行动计划的工作目标、重点

任务和组织实施；交通运输部印发《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2022 年）》，提

出了建设目标、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结构及标准体系明细表；商务部发布新修

订《商务领域标准化管理办法》。 

国际标准化组织认为新技术是推动向净零过渡的关键，强调利用创新技术推

动气候行动。另外，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相关专家展望了低碳能源和储能技术的发

展，分析了能源管理转型的必要性。国际电工委员会发布了 IEC 62232:2022（5G

基站电磁场暴露评估方法）、IEC 62055-31:2022（电能表支付系统）、 IEC 

61196-4:2022（同轴辐射通信电缆）等多项国际标准。 

美国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协会宣布其最新标准相关专利政策，

以提高与专利技术相关的 IEEE 标准流程的清晰度，同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

选择。该机构为组织、开发人员和标准项目创建开源平台“IEEE SA Open”，以

激励和加速开源创新。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为本国疫情响应、制造业、医

疗诊断、标准化教育、循环经济教育等工作提供资金支持。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 ICT 技术职业道德规范标准，为信通技术专业人员和

组织制定相关价值观供指导。另外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认

为，欧洲标准为促进欧盟可持续能源转型做出贡献。 

我国国家标准委与欧盟标准化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在标准互认、国际

标准化合作、人员与信息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等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美国材料

与试验协会与墨西哥国家建筑和施工标准化与认证组织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和商

业协议，推动双方在开发和使用标准方面的合作。 

科技前沿方面，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取得两项重要研究成果，一是研

发出一种新型芯片，有望解决类脑芯片中组件之间因通信信号不畅带来的计算缓

慢问题；二是借助同步加速器 X 射线衍射工具实现了 17-4 PH 不锈钢连续 3D 打

印，同时保持其良好的特性，将帮助 17-4 PH 零件生产商通过 3D 打印来降低

成本并提高制造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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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战略 

我国能源局发布《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 

10 月 9 日，国家能源局印发《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以下

简称《计划》），提出了行动计划的工作目标、重点任务、组织实施等1。 

《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可有力支撑和引领能源绿

色低碳转型的能源标准体系，能源标准从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标准组织

体系进一步完善，能源标准与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良好互动，有效推动能源绿色低

碳转型、节能降碳、技术创新、产业链碳减排。 

到 2030 年，建立起结构优化、先进合理的能源标准体系，能源标准与技术创

新和产业转型紧密协同发展，能源标准化有力支撑和保障能源领域碳达峰、碳中和。 

《计划》推出六大重点任务：（1）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标准化。包括：加快

完善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标准；完善水电和抽水蓄能相关标准体系；推动各类

可再生能源综合利用标准制修订；进一步完善核电标准体系。（2）加强新型电力

系统标准体系建设。包括：开展新型电力系统标准体系研究，形成标准体系框架和

体系表；在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输配电网、微电网、构网型柔性直流、需求侧

响应、电气化提升、电力市场等领域制定一批标准，结合新型电力系统示范工程开

展标准化示范。（3）加快完善新型储能技术标准。完善储能标准管理体系，建设

完善新型储能标准体系，印发《新型储能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结合产业试点示范

项目经验，推进相关标准制修订。（4）加快完善氢能技术标准。完善氢能标准管

理体系，开展氢能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研究和标准化顶层设计，形成标准体系框架和

体系表，开展氢能“制储输用”全链条安全标准研究，结合产业试点示范项目经验，

推进相关标准制修订。（5）进一步提升能效相关标准。组织推进煤炭、石油和天

然气绿色高效生产转化和利用相关标准制修订；完善煤矸石、粉煤灰和尾矿综合利

用相关技术标准；推动一批新型节能环保电力设备和材料相关标准制修订；重点推

动综合能源服务规划设计、能源综合利用、能源服务、能效监测与诊断、能源托管

与运营、系统运行质量、服务质量评价及能源与多领域融合等标准研制。（6）健

全完善能源产业链碳减排标准。与国家标准协调加快构建能源领域碳减排标准化管

理、顶层设计和标准体系；围绕能源领域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有关

技术研发和项目建设需求，加快推进相关标准管理体系和标准体系完善；加快完善

能源产业链数字化相关技术标准体系，推进能源各领域数字孪生、能源大数据、智

                                                        
1 国家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化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2022-10-09. 

http://www.nea.gov.cn/2022-10/09/c_13106689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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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化等技术标准制修订。 

《计划》提出了五大保障措施：加强组织实施；加大政策支持；开展标准示范；

强化统筹协调；加强监督评估。 

《计划》全文请见 http://www.nea.gov.cn/2022-10/09/c_1310668927.htm 

我国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版《国家标准管理办法》 

9 月 22 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修订后的《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并将于

2023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2。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为落实国家标准体系

建设，在新修订的《标准化法》基础上，结合国家标准化工作实践，调整了国家标

准的具体范围；二是为规范国家标准的制定和管理，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标准制定程

序和各阶段的工作要求；三是为满足不断增长的标准需求和提高标准国际化水平，

明确了国家标准在制修订程序、组织管理、实施监督等方面的新要求；四是为促进

国家标准的有效实施，进一步完善了从实施到制定的反馈机制和标准更新机制。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全文请见 http://www.sac.gov.cn/flfgsy/202209/t20220922_

350234.htm 

我国交通运输部印发《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2022 年）》 

9 月 21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2022 年）》，

提出了建设目标、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结构及标准体系明细表等3。 

该文件提出，到 2025 年，基本建立覆盖全面、结构合理、衔接配套、先进适

用的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综合交通运输设施、转运装备、运输服务、统计评价

等领域标准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标准得到充分实施应用，在推动综合交通运输一体

化融合发展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到 2030 年，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进一步优化

完善，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供给更加充分，标准体系及时动态更新，更加有力推动现

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 

该文件将综合交通标准体系划分为 100 基础标准、200 交通设施标准、300 运

输装备标准、400 运输服务标准、500 统计评价标准、900 相关标准。基础标准 100：

包括术语和分类、标识与编码两类标准。交通设施标准 200：包括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货运枢纽和综合交通运输通道相关设施等三类标准。运输装备标准 300：包括

载运工具、装载单元、换装换乘设备等三类标准。运输服务标准 400：包括综合客

                                                        
2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EB/OL]. 2022-09-22. http://www.sac.gov.cn/flfgsy/202209/t202209

22_350234.htm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2022 年）》的通知[E

B/OL]. 2022-09-21.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9/24/content_57116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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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服务标准和综合货运服务标准两类标准。统计评价标准 500：包括与综合交通运

输相关的统计和评价两类标准。相关标准 900：主要是其他领域与综合交通运输相

关的标准。 

《综合交通运输标准体系（2022 年）》全文请见 http://www.gov.cn/zhengce/zhe

ngceku/2022-09/24/5711662/files/56b1f3150f6c45fba2cad84720733677.pdf 

我国商务部发布新版《商务领域标准化管理办法》 

9 月 20 日，我国商务部发布新修订《商务领域标准化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自 2022 年 10 月 20 日起实施4。 

《管理办法》是商务领域标准化工作的基础性制度。2012 年商务部首次发布了

《管理办法》，对提高标准化工作法制化、规范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

随着我国商务事业快速发展，国家标准化改革持续推进，商务领域标准化工作面临

新的形势。2018 年，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下简称《标准化法》）

正式实施，对标准体系、标准化管理体制、标准制修订具体要求等方面作出了新规

定。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商务领域标准化工作指明了方向。 

为深入贯彻落实《标准化法》和《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进一步提高商务领

域标准化工作管理水平，商务部对《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管理办法》

共 4 章 39 条，主要内容包括：（一）总则。主要规定了商务领域标准化工作的适

用范围、职责分工、工作原则等。（二）标准的制定。主要规定了行业标准立项、

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报批、发布、公开等工作程序和基本要求。（三）标准的

组织实施。主要规定了商务领域行业标准的宣传推广、反馈评估、复审等相关工作

要求。（四）附则。规定了商务领域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制定、实施参照《管

理办法》执行。 

此次修订的《管理办法》适应标准化工作新形势，顺应标准化改革新趋势，对

推进商务领域标准化建设将发挥重要的规范、引领作用。 

《管理办法》全文请见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ba/bh/202209/2022090334

9633.shtml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宣布其最新专利标准化政策 

9 月 30 日，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协会（IEEE SA）宣布其最新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商务部修订发布《商务领域标准化管理办法》[EB/OL]. 2022-09-21. http://ww

w.gov.cn/xinwen/2022-09/21/content_57108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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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相关专利政策5。该政策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 

IEEE SA 对其专利标准化政策的更新旨在提高与专利技术相关的 IEEE 标准流

程的清晰度，同时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多选择。 

根据 IEEE SA 的政策和程序，IEEE SA 理事会还批准通过了更新后的 IEEE SA

标准委员会章程、IEEE-SA 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保证函（LOA）、IEEE-SA 专利政策

常见问题，这些文件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对于同一 IEEE 标准，如果有一个提交人根据 2015 年专利政策提交了 LOA，

另一个提交人根据新政策提交了 LOA或使用 2019年 6月 13日的自定义 LOA表格，

IEEE SA 理事会决定，任何提交方都无权向另一方寻求禁止令。在这种情况下，有

关禁止令的最低限制性规定应适用于双方，除非法律另有规定。 

IEEE SA 理事会决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2019 年 6 月 13 日的自定义 LOA

表格将不再被接受。（朱传宇 编译） 

机构评论 

国际标准化组织专家分析能源管理转型的必要性 

9 月 29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能源管理和节能”技术委员会（ISO/TC 

301）主席 Roland Risser 分析了能源管理转型的必要性6 

改造能源部门以尽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世界的首要任务。要想实现《巴黎

协定》的目标，需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扩大使用低碳和零碳能源，扩大碳捕获规

模，并从生产者到最终用户等各个方面改善能源管理。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和经济

增长推动电力需求，能源使用持续攀升，到 2050 年，全球能源需求可能增加 40%

至 60%。能源管理转型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同时满足这一不断增长的需求意味着大规模扩展低碳

和零碳能源，包括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核能、地热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

源是增长最快的能源生产方式，许多国家进行了大量投资。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太

阳能，其发展和应用速度比预期的更快。尽管可再生能源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如果

没有技术创新使其更经济、更高效，仅靠可再生能源不可能维持不断增长的能源需

求。因此，可再生能源需要与核能和碳捕获相结合，并辅以改进的能源效率措施，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 

储能技术是能源转型的关键工具，帮助电网通过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供应继续

                                                        
5 IEEE. IEEE Announces Decision on Its Standards-related Patent Policy[EB/OL]. 2022-09-30. https://standards.

ieee.org/news/archive-2022/ieee-announces-decision-on-its-standards-related-patent-policy/ 
6 ISO. Foresight trend report: Scaling up the energy transition[EB/OL]. 2022-09-29. https://www.iso.org/content

s/news/2022/09/scaling-up-the-energy-transi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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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能源需求。目前没有一种电池能够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储存和释放大量电

力，适合电网规模的部署。但这一领域极具发展前景，吸引了大量投资，到 2027

年，全球电池市场可能会增长至 223 亿美元。 

直接使用电力被证明更便宜，这促使人们对将能源转化为热、电或燃料的直接

电力转换技术产生了新的兴趣，例如电解水制氢技术。氢能在航运和钢铁制造等难

以减排的行业有可能取代化石燃料，并有望成为石油出口国未来经济的主要组成部

分。 

能源转型将需要改变能源的分配方式，电网将转向更动态、更分布式的模式，

从而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能源部门可以通过引入智能电表和人工智能电网管理来

帮助优化能源的使用。目前，能源部门的物理基础设施发生了很多变化，超高压直

流输电线路将实现远距离更高效的电力传输，这将对能量的传输方式产生重大影

响。到 2050 年，与能源相关的煤炭运输量可能会减少一半。与此同时，人们对分

布式能源系统（如微电网和区域供热网络）越来越感兴趣。   

能源转型是世界上每个国家和组织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ISO 去年签署了

《伦敦宣言》，承诺利用标准帮助推动有意义的气候行动。ISO 已有很多能源相关

的标准，未来的挑战不仅包括制定新的标准，而且还要确保现有的标准得到最佳利

用，并根据任务的紧迫性及时更新这些标准。能源系统转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

能会牵涉到不同的竞争利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标准化组织

可以通过提供合作的指导方针，来帮助缓解这种转变。（高琳霞 编译） 

国际标准化组织强调利用创新技术推动气候行动 

9 月 28 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认为将气候技术置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7）的核心位置，将是推动向净零过渡的关键7。 

在气候行动方面，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需要采用大胆的新方法。这不仅包

括改变游戏规则的新技术，还包括政策、金融和气候行动的其他方面的创新方法。

在阿布扎比举行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年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在关于创新气候解

决方案问题上一致认为，这需要不同类型的组织、不同的学科和行业以及不同国家

的共同努力。标准将有助于为合作创新奠定共同基础。 

新技术被认为是气候行动的有力工具。例如，虽然碳捕获和储存（CCS）技术

仍处于早期阶段，但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承认，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目标，必须大规模部署该技术，以抵消难以减少的排放。CCS

只是实现气候目标需要快速创新的一个领域，其他领域还包括电网规模的能源储

                                                        
7  ISO. Top technologies for climate action[EB/OL]. 2022-09-28. https://www.iso.org/contents/news/2022/09/top-t

echnologies-for-clim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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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绿色氢气生产以及飞机和船舶的电气化。随着这些技术的出现，标准在确保各

方（从制造商、政府到监管机构和消费者）共享共同的定义和术语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标准确保技术符合目标，能够在不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帮助快速投资、

开发和部署新技术。例如，在加拿大，政府在采购低碳建筑材料（包括水泥和混凝

土产品）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加拿大的一家企业 CarbonCure Technologies 掌握了

一项使混凝土脱碳并减少与建筑材料相关的排放的专利技术。该技术通过在混合时

将二氧化碳注入混凝土中，从而永久隔离或“锁定”二氧化碳。这使得混凝土产品

达到或超过质量和强度基准，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降低制造成本。更重要的是，

允许在水泥中使用注入二氧化碳的标准被加拿大国家标准施工规范以及各省和地

区的规范所引用。 

尽管存在有前景的技术，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创新，还

需要创新的政策来投资和推动它们的发展。必须利用创新思维建立一种综合方法，

将创新技术与创新政策、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金融模式、创新合作方法相结合，以

更好的方式推动气候行动。 

在未来几十年里，气候创新将改变人类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当进入未知领域时，

ISO 气候行动标准可以提供坚实的基础，确保最佳实践。气候行动中合作至关重要，

通过提供跨越学科和国家边界的庞大专家指导生态系统，ISO 标准将为建立有意义

的多部门伙伴关系提供基础，并推动发展。（贾宇婷 编译） 

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标准协会激励和加速开源创新 

9 月 20 日，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标准协会（IEEE-SA）宣布为组织、开发人

员和标准项目创建开源平台“IEEE SA Open”，以激励和加速开源创新8。IEEE SA 

Open 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综合开发平台，使组织启动、快速跟踪和扩展其项目。 

开源的核心含义是指在开发数字作品时鼓励开放协作的去中心化开发模式。 

开源改变了技术发展的格局，帮助加快创新，并使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交流方式取

得了重大进步。在过去几十年里，开源已经从一个边缘化的、备受争议的概念演变

为一个渗透到几乎所有技术领域的规范。随着它被组织和企业采用，开源社区的成

员也呈指数级增长，成员来自 IT 以外的各个行业。GitHub 报告称，2021 年有 7300

多万开发人员使用其平台，新用户超过 1600 万。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通过开源可以获得很多好处，包括：（1）允许开发人员

下载使用软件源代码；（2）实现了技术敏捷性，能够提供多种解决方案；（3）快

速地为组织提供解决方案；（4）使组织具有成本效益；（5）允许组织从小规模开

                                                        
8 IEEE. Inspiring and Accelerating Open Source Innovation[EB/OL]. 2022-09-20. https://beyondstandards.ieee.or

g/inspiring-and-accelerating-open-source-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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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并进行 Beta 测试；（6）支持组织的信息安全；（7）通过共享维护帮助组织分担

开发和维护应用程序的成本；（8）帮助组织展望未来技术。 

开源在标准世界中扮演了一个新角色，为动态合作提供了机会，可以进一步推

动和改进技术。例如，IEEE 1752.1 是用于元数据、睡眠和身体活动测量表示的开

放移动健康数据标准。该标准使用 IEEE SA 开放文档、示例数据和 JSON 模式来实

现最低元数据、身体活动和移动以及睡眠测量。此外，工作组可以对这个开源项目

进行更新，而不需要开发和发布标准本身的新版本。目前，越来越多的 IEEE 标准

项目和行业连接活动正在积极使用 IEEE SA Open 平台，该平台目前拥有 500 多个

开源项目和 1300 多个活跃用户。 

IEEE SA Open 是一个向任何人开放的平台，它提供了基于用户、社区和项目需

求的多个模型，以及标准和非标准项目的用例。IEEE SA Open 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

可定制性，可帮助组织启动、快速跟踪和扩展其项目。用户可以与由成员、协会、

标准委员会和工作组组成的广泛网络进行连接以进行协作。IEEE SA Open 还可以为

团队进行软件工程和开源开发的方法提供支持和指导。IEEE SA 开放社区鼓励用户

进行全球协作，以帮助创建和改进共享技术的各种应用程序。（高国庆 编译） 

欧洲标准为促进欧盟可持续能源转型做出贡献 

9 月 26 日，在以“为欧洲能源转型走向绿色和数字化”为主题的 2022 年欧盟

可持续能源周（EUSEW）上，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

会（CENELEC）再次明确将致力于制定有助于确保欧洲可持续能源未来的标准9。 

投资于新的可持续能源和技术是确保欧洲长期复原力的关键。在当前形势下，

俄乌战争威胁着欧洲传统能源供应。CEN 和 CENELEC 作为两个官方认可的欧洲标

准化组织，在与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合作开发应对欧洲经济和社会最紧迫需求的可行

解决方案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CEN 和 CENELEC 的优先事项之一是支持欧盟实现

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宏伟目标。CEN 和 CENELEC 现有 79 个技术委员会（TCs）

开展能源相关标准化工作。他们制定的标准支持政策目标，并根据来自欧洲各地和

不同背景的专家达成的共识，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明确、最新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指导。

这使得标准成为支持能源行业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最有效工具之一。 

近年来，CEN 和 CENELE 特别关注的一些领域主要包括：（1）电池。在欧盟

电池战略行动计划的背景下，CEN 和 CENELEC 正在制定与便携式充电电池、非充

电电池的性能和耐用性以及电池的再利用等方面的标准。（2）氢。在与欧洲机构

的密切合作下，CEN 和 CENELEC 的 20 个技术委员会的专家参与制定相关标准，

                                                        
9 CEN-CENELEC. Standards for Europe’s sustainable energy transition: CEN and CENELEC join the EU Sus

tainable Energy Week 2022[EB/OL]. 2022-09-26. https://www.cencenelec.eu/news-and-events/news/2022/brief-ne

ws/2022-09-26-eu-sustainable-energy-week-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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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氢技术在整个氢价值链（安全、基础设施、质量、应用和运输）上在欧洲的广

泛应用。（3）风能。风力发电系统领域的标准化包括风力涡轮机、陆上和海上风

力发电厂以及与供电电气系统的相互作用。CENELEC 下设的“风力涡轮机”技术

委员会（CLC/TC 88）制定了旨在解决现场适宜性和资源评估、设计要求、工程完

整性、建模要求、测量技术、测试程序、操作和维护等问题的多项标准。（4）太

阳能光伏和热能。CENELEC 下设的“太阳能光伏能源系统”技术委员会（CLC/TC 

82）和 CEN 下设的“太阳能热系统和组件”技术委员会（CEN/TC 312）开展了相

关标准化工作。（5）天然气。优化整个天然气链对于减少环境影响以及确保所有

欧洲公民的能源供应安全至关重要。许多 CEN 技术委员会制定了有关安全、高效

和可持续天然气基础设施技术要求的标准。（周超峰 编译） 

标准聚焦 

国际电工委员会修订发布 5G 基站电磁场暴露评估方法标准 

10 月 4 日，随着全球 5G 网络的部署速度加快，以及通过新波束形成技术采用

先进的 5G 连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批准发布一项新修订国际标准《IEC 

62232:2022 评估人体暴露用基站附近射频场强、功率密度和合成孔径雷达的测定》

（IEC 62232:2022 Determination of RF field strength, power density and SAR in the 

vicinity of base sta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evaluating human exposure）10。 

IEC 62232:2022 充分利用了学术界、工业界、政府和测试实验室的协作能力，

为所有基站的电磁场（EMF）水平评估提供了国际最佳实践，包括 5G 的最新改进。

该标准的主要更新之处包括：（1）频率范围从 100 MHz 增加至 300 GHz，可以支

持毫米波基站；（2）增加基于波束成形的天线评估；（3）增加在操作期间利用基

站实际传输水平的评估方法；（4）增加实况 5G 网络案例研究，来解释说明传输水

平的监测和控制。 

IEC 62232:2022 特别关注测试方法，来实现对 5G 基站准确评估。它建议使用

现场实际运行中的“实际最大”传输水平，而不是运行过程中通常无法达到的“额

定最大”传输级别。该标准由 IEC“与人体暴露有关的电场、磁场和电磁场的评估

方法”技术委员会（IEC/TC 106）制定。（贾宇婷 编译） 

国际电工委员会修订发布电能表支付系统国际标准 

9 月 19 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一项新修订标准《IEC 62055-31:2022

                                                        
10 IEC. IEC approves new 5G EMF exposure assessment methods standard for base stations[EB/OL]. 2022-10

-04. https://www.iec.ch/blog/iec-approves-new-5g-emf-exposure-assessment-methods-standard-base-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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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能计量 ‒ 支付系统 – 第 31 部分：特殊要求 – 有功电能静态支付电表（0、5、1

和 2 级）》（IEC 62055-31:2022 Electricity metering - Payment systems - Part 31: 

Particular requirements - Static payment meters for active energy (classes 0,5, 1 and 2)）

11。它将取代 IEC 62055-31:2005。 

IEC 62055-31:2022 定义了具有支付功能的智能电表的功能要求，包括基本信

息要求以及某些操作的测试方法。 

电表能够测量能量消耗，有些还提供负载管理功能。在大多数国家/地区，电表

测量的能源消耗量构成了能源供应商生成账单的基础。在一些国家，用户能够在付

费电表上为其所消耗的能量支付费用。付费电表具有通过令牌（例如智能卡、密钥

或无线方式）接受信用的功能。付费电表测量能量消耗，并通过使用内置电价数据，

从用户信用中扣除费用。付费电表配备有一个电源控制开关，当用户可用信用耗尽

时，该开关会切断电源，当信贷增加时，供应就会恢复。紧急信贷等功能允许消费

者在由于某种原因无法补足信贷时恢复供应。 

该标准项目负责人 John Cowburn 表示：电网正在经历大规模转型，特别是随着

许多国家引入智能电表。客户需要通过透明和灵活的计费解决方案获得可靠的电力

供应。IEC 62055-31 的修订使该标准与最新修订的计量和安全标准保持一致。 

（付 豪 编译） 

国际电工委员会修订发布同轴辐射电缆国际标准 

9 月 27 日，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一项新修订标准《IEC 61196-4:2022 同

轴通信电缆 ‒ 第 4 部分：辐射电缆的截面规格》（IEC 61196-4:2022 Coaxial 

communication cables - Part 4: Sectional specification for radiating cables）。该标准规

定了辐射同轴通信电缆的材料、结构、储存、特性和性能要求，它也是 IEC 61196

同轴通信电缆系列标准的一部分12。它将取代 IEC 61196-4:2015。 

在数字世界里，通信依赖于数据的持续传输。然而，在隧道、地铁等环境中，

数据的持续传输变得相对困难。辐射电缆由一根未完全屏蔽的同轴通信电缆组成，

以允许射频传输。它既是通信电缆也是天线，它提供两点之间的双向通信，并允许

信号传输到难以到达的地点。 

IEC 61196-4:2022 规定了辐射同轴通信电缆的材料、结构、储存、特性和性能

要求。它是 IEC 61196 系列同轴通信电缆标准的一部分。和上一版相比，该标准的

主要修订之处包括：更新的定义；更广泛的材料和结构；增加了 IEC 型号指定的新

                                                        
11 IEC. New edition of electricity metering standard[EB/OL]. 2022-09-19. https://www.iec.ch/blog/new-edition-e

lectricity-metering-standard 
12 IEC. IEC updates standard for radiating cables[EB/OL]. 2022-09-27. https://www.iec.ch/blog/iec-updates-stan

dard-radiating-cables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22 年第 10 期 

10 

 

章节；更加详细的不同材料额定温度范围；详细的频率和辐射特性。（高琳霞 编译）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信息通信技术职业道德框架标准 

10 月 10 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发布一项新标准《CEN/TS 17834:2022 

欧洲信息和通信技术职业道德框架》（CEN/TS 17834:2022 European Professional 

Ethics Framework for the ICT Profession (EU ICT Ethics)）13。 

信息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无处不在，它们是当今世界的基础设施。然而，它们

也带来了一些伦理问题。一个值得信赖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将技术专长与高水

平的道德知识相结合，可以为这些风险提供防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明确指

导将道德价值观转化为教育方案和专业实践。 

CEN/TS 17834:2022 从理论到实践为信通技术专业人员和组织如何制定相关价

值观并将其转化为道德管理过程提供指导，然后将其应用于日常程序。它首先提供

了与《数字社会柏林宣言》中规定的原则相一致的道德框架，并展示了如何将其应

用于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实践的特定领域。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方法，帮助组织

制定横向计划，并将道德规范嵌入其流程中，包括对必要工具的指导，如道德准则，

以及一些启发性的案例研究。 

CEN/TS 17834:2022 由 CEN“信息和通信技术专业化和数字能力”技术委员会

（CEN/TC 428）制定，其秘书处由意大利标准化组织（UNI）担任。（付 豪 编译）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润滑油干过滤性能标准 

9 月 28 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发布一项新标准《ASTM 

D8385-2022 用质量流技术测定润滑油和液压流体的干过滤性标准试验方法》

（ASTM D8385-2022 Standard Test Method for Dry Filterability of Lubricants and 

Hydraulic Fluids by Mass Flow Technique）14。 

液压流体动力广泛应用于运输、建筑、采矿、农业、金属和制造业等行业。该

测试方法与现有标准不同，用户可以根据质量流量评估过滤能力，这有助于自动化，

不易出错。 

ASTM 成员 Michael 表示：更容易清洁流体的方法将使液压系统更持久。具有

良好过滤性能的液体不仅能保持更长的清洁时间，还能防止机器故障，从而提高液

压设备的可持续性。该标准适用于液压油和动力设备的制造商，以及建筑，农业，

                                                        
13 CEN. Discover CEN/TS 17834, establishing a European Professional Ethics Framework for the ICT Profess

ion[EB/OL]. 2022-10-10. https://www.cencenelec.eu/news-and-events/news/2022/eninthespotlight/2022-10-10-ict-et

hics/ 
14 ASTM International. New ASTM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overs Dry Filterability of Lubricants[EB/OL]. 202

2-09-28. https://newsroom.astm.org/newsroom-articles/new-astm-international-standard-covers-dry-filterability-lubric

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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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和制造业等行业的流体用户。 

该项标准由 ASTM“石油产品、液体燃料和润滑剂委员会”（D02）制定，并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2（可持续消费和生产）直接相关。（贾宇婷 编译）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生物制药连续制造技术应用标准 

9 月 22 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发布一项新标准《ASTM 

E3326-2022 连续制造在生物制药工业中的应用标准指南》（ASTM E3326-2022 

Standard Guide for Application of Continuous Manufacturing (BioCM) in the 

Biopharmaceutical Industry），旨在推动生物制药行业中连续制造技术的应用15。 

连续制造技术将单个单元操作集成到一整套连续流程中，从而在规模和生产率

方面提供多种效率。ASTM 成员 Duncan Low 表示：制药制造商、政府和监管机构

已在强调推进连续制造技术的重要性，来降低成本、提高灵活性和对需求变化的响

应时间以及提高质量。ASTM E3326 将为如何满足监管机构认可和达到质量标准的

要求提供指导，并以此加速开发和批准新的医疗条件疗法。（高琳霞 编译） 

英国标准化协会发布电动汽车无障碍充电标准 

10 月 11 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发布一项新标准《PAS 1899:2022 电动汽

车 – 无障碍充电 – 规范》（PAS 1899:2022 Electric vehicles – Accessible charging – 

Specification）16。 

随着所有新的汽油和柴油汽车以及货车的销售将于 2030 年结束，英国各地对

电动汽车充电的需求将增加。英国政府已宣布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发

布的《2022 年增长计划》将加速两个创新型电动汽车基础设施项目，即地方电动汽

车基础设施基金和快速充电基金。然而，残疾司机、乘客和行人在使用公共充电点

时遇到了无障碍问题。Motability 的研究发现，到 2035 年，英国将有 270 万残疾司

机，其中一半将依赖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点。为了应对这些挑战，BSI 制定了 PAS 

1899:2022。 

PAS 1899:2022 考虑到所有用户的需求，包括残疾人士和老年人，并列出了设

计无障碍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最佳做法。该标准涵盖的内容包括：（1）固定充

电点周围环境的物理方面（例如路缘高度、地面类型）；（2）街道内充点电以及

相对于其他基础设施和/或物体的位置和间距；（3）设计无障碍充电点及其周围区

                                                        
15 ASTM International. New Biopharmaceuticals Standard Will Provide Guidance for Continuous Manufacturin

g[EB/OL]. 2022-09-22. https://newsroom.astm.org/newsroom-articles/new-biopharmaceuticals-standard-will-provide

-guidance-continuous-manufacturing 
16 BSI. BSI publishes accessible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standard to ensure accessibility for all[EB/OL]. 202

2-10-11.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22/october/accessible-electric-veh

icle-charging-standard-to-ensure-accessibility-for-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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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时应考虑的因素，例如充电点高度、电缆和电缆管理系统、柱子间距、接口倾斜、

使用的颜色、通信中语言的无障碍性、设备的重量和易用性。 

这一新标准将帮助公共充电点采购商确保所有用户（包括残疾人）都可以使用

电动汽车充电，包括物理基础设施以及访问和使用充电点为车辆充电的体验。嵌入

良好实践并鼓励供应商从规划过程的开始就考虑包容性设计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

键。 

BSI 标准部经理 Scott Steedman 表示：这项新标准将有助于确保充电点供应商

和采购商能够预见并消除可能阻止用户充分和独立使用充电点的任何障碍。通过确

保尽可能多的人可以使用电动汽车，增加了英国实现净零目标的机会。（付 豪 编译） 

机构合作 

国家标准委与欧盟标准化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9 月 22 日，国家质检总局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在国家会议中心与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主席弗雷德里奇·施迈科维尔、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CENELEC）秘书长伊莲娜·圣地亚哥·希德一行进行了会谈，双方就《装备制

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 年中欧会等有关议题深入交流，共同探讨了行

动计划并签署合作协议17。 

田世宏表示，中国和欧盟互为最重要贸易伙伴，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已走

过十余年。截至 2015 年，欧盟已经连续 11 年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已成为中国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中欧经贸持续、稳定发展。当前，中欧合作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标准作为扩大产能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增进经济贸易往来的技术基础和

技术规则，在中欧合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多年来，中欧双方在标

准化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务实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形成了多领域、全

方位、深层次的标准化合作良好格局。 

通过该合作协议，两个组织重申了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

会（IEC）领导下优先考虑和加强国际标准化体系的承诺。该协议涵盖的其他合作

领域包括一般信息交流、定期会议、专家研讨会和培训、提高公众对标准化认识的

联合活动、支持欧盟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监管对话以及技术交流。中欧双方将根据签

署的合作协议，在标准互认、国际标准化合作、人员与信息交流、合作机制建设等

方面进一步深化合作，更加务实推动中欧标准化合作迈向新台阶。（高琳霞 编译） 

                                                        
17 CEN-CENELEC. New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CEN and CENELEC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Admi

nistration of China[EB/OL]. 2022-09-22. https://www.cencenelec.eu/news-and-events/news/2022/brief-news/2022-0

9-22-cen-cenelec-sac-agreement/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22 年第 10 期 

13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与墨西哥标准机构签署谅解备忘录 

9 月 20 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与墨西哥国家建筑和

施工标准化与认证组织（ONNCCE）签署了谅解备忘录（MoU）和商业协议18。ASTM

总裁 Kathie Morgan 与 ONNCCE 总干事 Arq. Evangelina Hirata 代表各自机构签署协

议。 

该谅解备忘录的目标包括在国际上推广 ASTM 技术标准，促进与墨西哥利益相

关者在开发和使用标准方面的合作，并就这一主题对海外学生和用户进行教育和培

训。 

Kathie Morgan 表示：希望 ONNCCE 和 ASTM将有更多机会通过反映技术质量、

市场相关性和适用性的标准，共同支持创新、竞争力、可持续性和气候适应性。这

将帮助促进技术转让、安全，并支持建筑业的经济增长。Arq. Evangelina Hirata 表

示：这项合作将有助于墨西哥建筑产品的特性和评估方法标准化，通过加强基础设

施质量和放宽国际贸易使建筑业受益，并将有助于改进墨西哥标准的内容和范围。 

（周超峰 编译） 

前沿科技 

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研发出新型类脑芯片 

10 月 6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的科学家宣布基于人类大脑

突触神经元的信号传递模式，研发出一种新型类型芯片，有望解决类脑芯片中各个

组件之间因通信信号不畅带来的计算缓慢问题19。该项研究于近期在国际著名期刊

《自然·电子学》（Nature Electronics）上发表20。 

常规类脑芯片使用的是传统数字电子设备，这限制了它们计算的复杂性和速

度。随着芯片变得越来越复杂，芯片各个组件之间的信号阻塞，使计算变得非常缓

慢。NIST 研究人员通过人类大脑信号传递模式寻找到了解决这一通信挑战的解决

方案。人类的大脑是一个由大约 860 亿个称为神经元的细胞组成的网络，每个神经

元与相邻的神经元之间都有数千个连接（称为突触）。神经元之间使用短电脉冲进

行交流，产生丰富的、随时间变化的活动模式，形成认知的基础。在神经形态芯片

                                                        
18 ASTM International. ASTM International Sign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th Mexican National Stan

dards Body[EB/OL]. 2022-09-20. https://newsroom.astm.org/astm-international-signs-memorandum-understanding-

mexican-national-standards-body 
19 NIST. NIST’s Superconducting Hardware Could Scale Up Brain-Inspired Computing[EB/OL]. 2022-10-06. ht

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10/nists-superconducting-hardware-could-scale-brain-inspired-computing 
20 S. Khan, B.A. Primavera, J. Chiles, A.N. McCaughan, S.M. Buckley, A.N. Tait, A. Lita, J. Biesecker, A. 

Fox, D. Olaya, R.P. Mirin, S.W. Nam and J.M. Shainline. Superconducting Optoelectronic Single-Photon Syna

pses. Nature Electronics. Published online Oct. 6, 2022. DOI: 10.1038/s41928-022-00840-9 

https://doi.org/10.1038/s41928-022-00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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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子元件充当人工神经元，通过类似大脑的网络传递峰值信号。NIST 研究人

员摒弃了传统的电子通信基础设施，设计了在每个神经元上都有微小光源的网络，

将光信号广播给数千个连接，形成了类脑网络。超导单光子探测器可以探测单个光

子（表示峰值最小的光信号），从而实现电子元件的信息接收功能。在 NIST 科学

家研发的芯片中，计算功能发生在被称为约瑟夫森结（Josephson junction）的地方，

该处是单光子探测器与超导电路元件的结合处。约瑟夫森结是由一层绝缘薄膜隔开

的超导材料夹层。如果通过夹层的电流超过某个阈值，约瑟夫森结就开始产生称为

磁通子的小电压脉冲。一旦探测到一个光子，单光子探测器将约瑟夫森结推过这个

阈值，通量子就会在超导回路中以电流的形式积累起来。研究人员可以通过对其中

一个结点施加偏置（为电路供电的外部电流源）来调整每个光子加入环路的电流量。

这种行为类似于生物突触。存储的电流可以作为短期记忆的一种形式，这种记忆的

持续时间是由电流在超导回路中衰减所需要的时间所决定的，NIST 团队演示了从

几百纳秒到毫秒不等，甚至可能更长。通过改变约瑟夫森结的偏置来设置不同的权

值的能力允许更长的记忆，可以用来使网络可编程，从而使同一个网络可以解决许

多不同的问题。 

目前研究人员已经实现了可以在整个系统中使用的光源，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

将所有组件集成到单个芯片上，并计划将突触与芯片上的光源结合起来，以演示完

整的超导光电神经元。这项研究工作受到了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资助。 

 

图 1. 超导电路照片 

（郑启斌 编译） 

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发现 17-4 PH 钢连续 3D 打印方法 

9 月 22 日，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

校和阿贡国家实验室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借助同步加速器 X 射线衍射（XRD）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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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 17-4 PH 不锈钢连续 3D 打印，同时保持其良好的特性21。该项研究于近期

在国际期刊《增材制造》（Additive Manufacturing）上发表22。 

 17-4 PH 不锈钢是一种沉淀硬化马氏体不锈钢，它是一种具有高抗拉强度的材

料，其强度是常用不锈钢 304 和 316 的两倍，通常用于需要高强度和适度耐腐蚀性

的应用中。然而，由于制造过程中温度变化速度很快，材料内部原子的排列或晶体

结构迅速变化，利用 3D 打印技术生产 17-4 PH 不锈钢充满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

为了找到一种获得 17-4 PH 不锈钢 3D 打印的方法，研究人员利用同步加速器 X 射

线衍射（XRD）工具来观察在毫秒内发生的材料结构快速变化（图 2）。在 XRD 过

程中，X 射线与材料相互作用，形成一种信号，就像获取与材料特定晶体结构相对

应的指纹一样。该团队绘制了晶体结构在 3D 打印过程中的变化情况，揭示了某些

控制因素（例如粉末金属的成分）如何影响整个过程。研究人员根据清晰的 3D 打

印过程中的结构动力学图像为指导，能够微调钢的组成，找到一组仅包括铁、镍、

铜、铌和铬的成分。成分控制是 3D 打印合金的关键，通过控制成分，能够控制 3D

打印过程的固化方式。研究人员还表明，在很宽的冷却速率范围内，比如每秒 1000

到 1000 万摄氏度之间，成分始终能产生完全马氏体 17-4 PH 钢。机械测试结果表

明，3D 打印 17-4 PH 不锈钢的强度与通过传统方法生产的钢的强度相匹配。 

该项研究可以帮助 17-4 PH 零件的生产商通过 3D 打印来降低成本并提高制

造灵活性。其中用于检查材料的方法也为更好地理解如何打印其他类型的材料以及

预测其性能奠定了基础。 

 

图 2. 3D 打印 17-4 不锈钢的显微图像  

（邓阿妹 编译） 

                                                        
21 NIST. Researchers Uncover How to 3D-Print One of the Strongest Stainless Steels[EB/OL]. 2022-09-22. htt

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09/researchers-uncover-how-3d-print-one-strongest-stainless-steels 
22 Q. Guo, M. Qu, C.A. Chuang, L. Xiong, A. Nabaaa, Z.A. Young, Y. Ren, P. Kenesei, F. Zhang, and L. 

Chen. Phase transformation dynamics guided alloy development for additive manufacturing. Additive Manufactu

ring. Published online Aug. 2, 2022. DOI: 10.1016/j.addma.2022.103068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22 年第 10 期 

16 

 

信息动态 

中国代表团出席第 44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大会 

9 月 19 日至 23 日，第 44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阿布扎比召开，来自 167 个 ISO 成员、国际和区域组织的近千名代表现场参加，4000

余名代表线上参加了此次大会系列主题研讨会。中国代表团赴阿布扎比参加了 ISO

全体大会、技术管理局会议和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等系列会议23。 

ISO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综合性国际标准组织，全体大会是 ISO

的最高权力机构。本次大会听取了 2022 年度 ISO 各项工作报告，评选了 2022 年度

劳伦斯·艾彻领导奖，确定了 2023 年审计机构，审批了 2023 年 ISO 成员国会费，

投票选举产生了下一届 ISO 主席、财务副主席、理事会成员和技术管理局成员等。 

会议期间，代表团与 ISO 主席、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 ISO 治理部、

人力资源部、区域协调部、项目管理部等部门负责人进行了十余场会谈，就 ISO 组

织治理、能力建设、成员参与以及机器可读标准（SMART）项目和 2023 年亚太区

域参与工作计划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玻利维亚、意大

利、以色列、摩洛哥、挪威、罗马尼亚、阿塞拜疆、欧洲标准组织等 8 个国家标准

化机构或区域标准组织签署标准化合作协议；代表团与英国、法国、沙特、新加坡、

俄罗斯、伊朗、乌兹别克斯坦、埃及等二十余个国家标准化机构进行了双边会谈，

就加强国际标准组织治理、标准互认、标准化教育和能力提升合作，以及气候变化、

新能源、电动汽车、民用航空等专业领域合作等进行深入探讨，达成广泛共识。 

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资助疫情响应、制造和医疗诊断技术研发 

9 月 20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宣布通过其小企业创新研究

（SBIR）计划向美国 14 个州的 23 家小型企业提供超过 700 万美元研发资金24。其

中，近 320 万美元将用于帮助 4 家企业推进应对新冠疫情的技术，近 400 万美元将

用于帮助 19 家企业推进制造、隐私保护、医疗诊断等领域的技术。 

获得总计 320 万美元资助的 4 家企业分别是： 

（1）3D Array Technology LLC（康涅狄格州，斯托斯市）获得 80 万美元资助，

将用于具有高过滤性、低呼吸阻力和抗菌性能的纳米医用口罩设计。 

（2）IC3D Inc. 获得 80 万美元资助，将用于建设分布式增材制造区域质量控制

                                                        
2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国代表团出席第 44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EB/OL]. 2022-09-23. https://

www.samr.gov.cn/xw/zj/202209/t20220923_350306.html 
24 NIST. NIST Awards Funding to Small Businesses to Advance Technologies for COVID Response, Manufac

turing, Medical Diagnostics and More[EB/OL]. 2022-09-20.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09/nist-

awards-funding-small-businesses-advance-technologies-covid-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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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用于解决疫情下制造关键物资时获得适当质量控制测试设施的问题。 

（3）Ratiocinative Engineering Services LLC（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获得

771,619 美元资助，将用于建造室内环境空气传播病毒颗粒的多光谱荧光传感试验

台，用于对空气过滤和通风系统进行更方便和更可靠的质量控制测试。 

（4）Vuronyx Technologies（马萨诸塞州，沃本市）获得 799,970 美元资助，将

用于研发个人防护设备用过乙酸消毒剂，以便个人防护设备可以重复使用。 

获得总计 400 万美元资助的 19 家企业分别是： 

（1）AAPlasma LLC（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获得 99,936 美元资助，用于通过

准平衡等离子体将耐用复合道路标志材料直接沉积到路面上，以降低成本和提高道

路标志的可靠性来满足美国物理基础设施和弹性需求。 

（2）Advent Diamond Inc.（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市）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

用于研发电读出量子测量的磷掺杂量子金刚石，该金刚石为一种新型量子材料，由

一层磷掺杂金刚石材料组成，用于包括氮空位中心传感器在内的量子技术。近期应

用包括测量磁场用于研究、天基应用和国防。 

（3）Criticality Sciences Inc.（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

用于网络对级联故障的恢复能力软件工具研发，将提供可扩展和负担得起的恢复能

力指标，以及缓解和恢复指导，以帮助公用事业和社区建立对级联基础设施故障的

恢复力。 

（4）InfraTrac Inc.（马里兰州，银泉市）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用于研发增材

制造小分子药物的分析质量管理无损检测技术，使用近红外光谱评估药房增材制造

药物的质量，以支持定制的药物配方。 

（5）Julia Jean LLC（加利福尼亚州，尔湾市）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用于推进

NIST 微型多孔碳化硅可扩展电子发射的流线型光刻专利技术，该技术不依赖于传

统所需的加热元件，可应用于光刻、电子显微镜、X 射线、激光、电子束、雷达和

和微波通信。 

（6）NuPhy Inc.（华盛顿州，普尔曼）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用于开发智能工

厂生产优化云计算软件平台 TreeTracker，它可帮助深入了解如何最佳优化工厂生

产，最大化生产产量，并将新建工厂的成本降至最低。 

（7）Refined ImagingLLC（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

用于研发具有可定义成本和安全性的信息物理信任锚，它通过将物理部件与受区块

链技术保护的安全数据库连接起来，有助于防止假冒制造组件。 

（8）Solution Spray Technologies LLC（康涅狄格州，斯托斯市）获得 10 万美

元资助，用于推进等离子喷涂涂层制造过程控制的实时厚度测量技术。 

（9）SPEC Sensors LLC（加利福尼亚州，纽瓦克市）获得 99,956 美元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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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推进化学气体传感器凹版印刷材料，这是一种制造大量微型化学气体传感器的

新工艺，可能嵌入各种安全应用的可穿戴产品中。 

（10）Stratio Inc.（加利福尼亚，旧金山市）获得 98,381 美元资助，用于推动

低成本便携式短波红外光谱仪（SWIR）研究，有助于改技术扩展到精密农业、夜

视、智能镜子和机器人手术等新兴市场。 

（11）Tiami LLC（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格罗夫市）获得 98,681 美元资助，

用于推进基于数字电视的 GPS 拒绝环境中第一响应者跟踪定位技术，它允许在 GPS

无法使用的环境中实现对第一响应者的实时跟踪。 

（12）USEncryption（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用于建立

使用统计物理原理设计的密码的安全性，以实现对加密数据的直接计算。 

（13）ChemCubed LLC（纽约州，石溪市）获得 399,999 美元资助，用于印制

电路节能制造的纳米复合介电材料和印刷工艺。 

（14）Colloidal Metrics Corp.（加利福尼亚，山景城）获得 40 万美元资助，用

于推动乳液聚合制造直径在 100-400 纳米范围内的双功能纳米级校准球，以扩大其

制造 100 纳米聚苯乙烯胶乳尺寸标准的能力，包括 200 和 400 纳米胶乳，并将准确

的颗粒浓度数据添加到所有尺寸标准中。 

（15）Exum Instruments Inc.（科罗拉多州，莱克伍德市）获得 399,839 美元资

助，用于研制一种创新的质谱仪，以简化增材制造材料的表征，可对增材制造原料

粉末和印刷零件进行快速、高灵敏度的测量。  

（16）Irradiant Technologies Inc.（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获得 399,943 美

元资助，用于推动光学和光子材料及器件 3D 纳米制造的高通量实验发现和优化，

以筛选和实施用于新型光学和光子器件 3D 制造的新材。 

（17）Multiscale Systems（马萨诸塞州，伍斯特）获得 40 万美元资助，用于设

计和生产轻质高强度夹层板的机械超材料。 

（18）Xallent LLC（纽约州，伊萨卡）获得 40 万美元资助，用于薄膜材料表

征的纳米机电系统探针研究。 

（19）Zymosense Inc.（爱荷华州，埃姆斯市）获得 40 万美元资助，用于富集

工艺优化和放大的单壁碳纳米管组分的自动水两相分离，以扩展原型纯化单壁碳纳

米管（SWCNT）的用途和实用性。（朱传宇 编译） 

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资助本国高校推进标准化教育 

9 月 22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宣布提供 50 万美元支持本国

高校开设本科生和研究生标准教育课程25。资助的学科涉及基础设施改善和弹性、

                                                        
25 NIST. NIST Awards Funding to 5 Universities to Advance Standards Education[EB/OL]. 2022-09-22.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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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信息建模、纳米材料工程、航空航天、机器人和可持续发展。 

获得资助的美国 5 家高校分别是： 

（1）休斯顿大学获得 10 万美元资助，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两门纳米材料工

程课程开发带讲座和实验室功能的实践标准教育模块。跨学科内容将提供给土木与

环境、电气与计算机、材料和化学工程等多个工程系的学生。 

（2）佛罗里达大学获得 99,991 美元资助，将开发两个可公开访问和定制的模

块，重点关注协作机器人、自动化安全和基本机器人标准。这些内容将整合到两门

课程中，并通过远程学习为工业和系统工程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学生还将

有机会获得安全工程研究生证书。 

（3）北卡罗来纳大学夏洛特分校获得 99,942 美元资助，将开发四个基于标准

的教育模块，以加强建筑信息模型（BIM）、设施物理和功能特征的数字表示及其

基础技术之间的联系，以及 BIM 和标准之间的联系。 

（4）普渡大学获得 99,927 美元资助，将开发两个关于电力推进适航性要求和

电力推进设计要求教育模块。这些模块结合了国际标准，包括带有脚本叙述、指导

小组讨论、视频和评估问题的教学计划。这些内容将被整合到飞机动力装置技术和

动力装置系统的本科生课程以及航空和航天可持续性的研究生课程中。 

（5）罗切斯特理工学院获得 99,588 美元资助，将开发一套与基础设施复原力

和环境可持续性相关的可重复使用和可定制的课程模块，包括案例研究和模拟练

习，以提供主动学习的机会，同时在不同场景下应用相关文件标准。这些模块将在

罗切斯特理工学院的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进行测试，并与乔治华盛顿大学和宾夕法

尼亚州立大学合作在其他课程中进行验证。课程形式包括传统课堂学习以及混合和

在线教学。主题包括：利用智能电网和网络安全加强电力基础设施；可持续建筑和

场地；增强基础设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NIST 标准协调办公室主任 Gordon Gillerman 表示：投资下一代标准领导者有助

于确保美国在全球的技术领先地位。标准不仅对创新、安全和公平市场很重要，一

支熟练掌握标准的劳动力队伍对美国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领导地位至关重要。 

（朱传宇 编译） 

美国标准技术研究院资助塑料循环经济教育项目 

9 月 20 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宣布向五所大学分别拨款 50

万美元，用于开发塑料废物循环利用相关课程26。新课程将聚焦化学、经济学、商

                                                                                                                                                                      
/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09/nist-awards-funding-5-universities-advance-standards-education 
26 NIST. NIST Awards Funding for Educational Programs on a Circular Economy to Reduce Plastic Waste[E

B/OL]. 2022-09-20.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09/nist-awards-funding-educational-programs-circ

ular-economy-reduce-plastic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22 年第 10 期 

20 

 

业管理、企业家精神等主题。 

提高塑料循环性培训（TIPC）资助计划旨在培养发展塑料循环经济所需的未来

劳动力。循环经济需要新的制造方法、化学工艺和分离能力，以及优化塑料在工业

供应链中的循环的新方法。NIST 的循环经济计划旨在支持美国工业实施延长塑料

使用寿命的变革。此外，NIST 科学家们正在开发测量方法、模型和数据，以更好

地理解废旧塑料被分解并形成新产品时的化学过程。 

获得资助的五所大学分别是： 

（1）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创建七个课程模块，用于支持可持续高分子材料和

制造的新证书或学位。 

（2）匹兹堡州立大学将更新和改进其塑料工程技术学位课程，提供以讲座为

基础的实践实验室学习模块，重点关注生产过程中材料、设计和加工阶段的塑料循

环性。 

（3）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将为其塑料工程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开发案例

研究模块，并将这些模块转移到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和化学系的平行课程中。 

（4）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将开发塑料循环的跨学科课程，在能源、物质

和系统部开设三门不同的课程。这些课程包括批判性思维课程、研究技能培训课程

和聚合物表征实验室课程。 

（5）南加州大学将开设塑料循环的多学科辅修课程，面向任何获得化学、化

学工程、环境工程、环境科学或商业/创业专业学位的学生。（朱传宇 编译） 

欧盟标准化组织加入欧盟能源行业平等平台 

9 月 29 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和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

宣布正式成为“能源行业平等平台”的签署方。通过该平台，CEN 和 CENELEC 承

诺为促进欧洲能源行业机会均等做出努力27。 

2021 年，欧盟委员会建立了能源行业平等平台。该平台旨在讨论与平等有关的

问题，促进经验交流和强调良好做法，同时推进实现性别平等的具体行动。多样性

和包容性是确保商业、政治和社会平等的关键，能源行业也不例外。因此，该平台

邀请欧洲能源行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签署《能源行业平等平台宣言》，促使各方共

同努力采取具体行动促进性别平等。 

平等、包容和多样性是 CEN 和 CENELEC 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成为签署方，

CEN 和 CENELEC 进一步重申其对开放、包容和可访问的标准化体系的承诺。通过

促进与欧洲能源行业主要利益相关方的交流，该平台将为 CEN 和 CENELEC 提供

                                                        
27 CEN-CENELEC. CEN and CENELEC joined the Equality Platform for the Energy sector[EB/OL]. 2022-09

-29. https://www.cencenelec.eu/news-and-events/news/?p=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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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实践，吸引新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标准化，从而加强能源领域的标准化专家基础。 

（高琳霞 编译） 

加拿大标准协会成立公共政策中心 

9 月 20 日，加拿大标准协会（CSA Group）宣布成立 CSA 公共政策中心，以

解决加拿大迫切的安全、健康和可持续性问题，并为政府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问题

提供政策分析帮助28。 

CSA 公共政策中心将延续和扩展 CSA 的工作，探索需要该组织所熟知的长期

和循证观点的政策领域。该中心将采用无党派、协作的和数据驱动的方法来解决加

拿大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一些紧迫的政策问题。该中心的工作将侧重于四个优先领

域：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性、公共部门创新和加拿大人的福祉。 

该中心的第一份研究报告《驾驭复杂性》（Navigating Complexity）概述了加

拿大的公共政策现状，并分析了造成加拿大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十大变革

驱动因素。该报告提出了更加开放、数据驱动和动态决策过程的方法和工具。从今

年秋天开始，该中心将发布一系列政策简报，探讨包括循环经济、电动汽车基础设

施、住房负担能力、数字技术和远程工作等主题。（贾宇婷 编译） 

                                                        
28 CSA Group. CSA Group introduces new team aimed at addressing Canada’s pressing policy issues[EB/OL].

2022-09-20. https://www.csagroup.org/news/csa-group-introduces-new-team-aimed-at-addressing-canadas-pressing-p

olicy-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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