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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概要：

本月，我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 2019 年的标准化工作将聚焦制造强国、网

络强国建设，聚焦质量提升，聚焦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车联网、人工智能等

领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虎院士认为科研离不开标准化，标准化

对科技工作具有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首个人力资本报告国际标准，将帮助组织清楚地了

解其人力资源的实际贡献。

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了核设施安全标准和路面沥青材料性能分级标

准，该机构还将和几家英国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增材制造标准。该机构的增材制

造卓越中心获得了 America Makes 120 万美元资助，以帮助解决增材制造的关

键技术难题。

欧盟发布了欧洲公共采购引用标准指南，指导欧洲公共采购官员更好地了

解标准以及如何在公共采购中引用这些标准。此外，欧盟还将讨论制定第二、

三、四代核设施设计和建造标准。

标准决策

工信部 2019 年标准化工作聚焦车联网、人工智能等

1月 9日消息。2019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标准化工作将聚焦制造强国、网

络强国建设，聚焦质量提升，聚焦工业互联网、大数据、车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

1。

第十一届电子信息产业标准推动会 9日在北京举行。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

司司长胡燕在会上介绍，2018年，工信部共批准发布了 1808项行业标准，支持 160

项由中国国企、事业单位主持制定的国际标准提案，其中 41项已经正式成为国际

标准，全行业的国际标准化转化率已经接近 80%。

胡燕表示，当前技术和产业呈现融合发展态势，跨界融合的新技术、新产品和

新业态不断涌现，如车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以及 2018年最为热

点的工业互联网。传统按照行业分领域开展标准化工作的模式已经不能够适应当前

的技术融合、产业变革和全球竞争格局，需要从产业生态体系构建角度出发，加强

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成体系地推动标准制定，进一步提升标准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

性。

1 来源：http://www.chinanews.com/cj/2019/01-09/8724730.shtml



中国科学院武汉文献情报中心 标准化信息快报 2019年第 1期

2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乔跃山表示，2019年将大力增加和优化先进团体标

准有效供给，全面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培育发展工业通信业团体标准的实施意

见，围绕集成电路、5G开展团体标准化工作，鼓励社会团体制定具有国际先进水

平的团体标准，引导相关产业创新发展和质量提升。

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副司长任利华表示，2019 年将继续完善大数据

标准体系框架，推动大数据分类指南等 6项标准的研制，建设和完善大数据标准公

共服务平台，围绕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价，开展重点国家标准研制，推动地方和

行业开展应用服务。

胡燕说，中国标准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要大力构建开放共享的标准体

系。一方面要接轨国际标准，不断缩小与国际先进标准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积

极参与国际标准和全球性标准的制定，以及国际比较知名的联盟组织标准化方面的

活动，不断扩大标准化工作的国际朋友圈。

专家评论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钱七虎院士谈标准化对科技工作

的重要作用
2

1月 10日，刚刚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从

党和国家领导人手中接过获奖证书的钱七虎院士，作为受邀嘉宾出席了在京召开的

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

作为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委员，钱七虎对标准化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的高质量

发展寄予厚望。他说，由科技大国变成科技强国，由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实际

上就是低水平向高水平的转变，落后水平向先进水平的转变。那么，判断低水平、

落后水平需要有个依据；改变低水平、落后水平，改到什么程度才算先进水平，需

要有个说法，也就是一系列量化的指标。这个依据和说法，可以有很多种，但是最

简洁明了的，就是标准。

钱七虎坦言，他长期从事的现代防护工程和岩石力学都离不开标准化，最具基

础性的就是用标准将不同岩体分出一类、二类、三类，这是岩石力学研究的基础，

进一步研究就会涉及更多数量、更多类别的标准。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果

形成的每一步研究，都没有离开标准化。

钱七虎在参与我国很多重大工程的论证的时候，都会关注其中的标准化问题。

他回顾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工程建设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尤其是大规模、

2 来源：http://www.cqn.com.cn/zgzlb/content/2019-01/15/content_667849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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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规模的工程建设越来越多。虽然近年来这些大工程使用的中国标准数量增长迅

猛，但是很大比例使用的还是国外的标准。标准是“中国建造”与“中国制造”最

具本质性的要素。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工程建设，从项目论证到实施，都要把标

准化考虑进去。

钱七虎指出，标准化对产业化的作用毋庸置疑，没有标准化就没有产业化。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那些不具备产业化条件的科研活动是否也需要标准化？钱七虎的

回答是肯定的。不具备产业化条件，虽然未必需要形成标准，但是任何科研都有目

标，这些目标有的是以指标的形式呈现的，这些指标就是标准；目标不够明晰的，

也要有参照系，这个参照系就是标准；即使研究指向是未知的领域，也有研究方法

标准化的问题。关于标准化对科研的作用和意义，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总体

上看，目前的重视程度还不够。科研离不开标准化，标准化对科技工作具有推动和

引领作用。

钱七虎认为，标准化对科研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对科研管理的规范。调动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科研人才的评价非常重要，帅才、英才等评价需要标准。再看科研

成果鉴定，很多科研成果的鉴定委员会层次很高、规模很大，即使是很多院士当委

员，如果不是“小同行”，对科研项目所在的领域如果没有深入研究，其出具的鉴

定结论就很难以令人信服，什么人当鉴定成员，鉴定委员会的组成需要有标准。还

有论文，抄袭的标准是什么？引用和抄袭的区别是什么？什么是剽窃？都应该有标

准。另一个问题是期刊，不能将 SCI等国外知名期刊作为我国科研论文评价的主

要依据，我们的论文评价应该有我们的标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 SCI。

钱七虎强调指出，党中央确定的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任务紧迫。应该明确的

是，高质量发展就是高标准发展，因为标准是质量的核心内涵。

英国呼吁提高建筑信息管理认识以提升海外销售

12月 18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对建筑行业的一项调查揭示了阻止建筑信

息模型（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ling）广泛应用的一系列挑战，70%的专

家呼吁应提高对 BIM 方法的认识，帮助提升英国在欧洲和全球的竞争力，同时全

面改善英国建筑行业，尤其是改善设计质量、加强沟通和成本控制3。

但是，40%的行业内人士表示：除非 BIM 能够在整个行业全面实施，否则达不

到预期效果；69%的人认为：有必要开展全行业宣传活动，以克服与采用 BIM 相关

的挑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价值链的不同理解和需求将阻碍 BIM 获得成功。

3 原文标题：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s call for increased awareness of BIM to unlock overseas sales for UK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8/december/construction-professionals-call
-for-increased-awareness-of-bim-to-unlock-overseas-sales-for-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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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调查者认为，缺乏客户需求和供应链合作伙伴是阻碍 BIM 实施的因素。

2016年，英国政府曾要求公共部门项目的施工供应商采用 BIM 技术模式，目

前，英国在 BIM 的应用和标准方面引领全球，且该行业日趋成熟，41%的从业人员

表示，他们的公司正在运行多个 BIM 项目，但是仍有 49%的受访者不愿放弃老办

法。

针对上述一系列挑战，BSI将开展更多的 BIM方面的培训、认证和制定标准，

并采取额外的激励措施。BSI认为：为 BIM 制定最佳的实践标准、培训和认证，是

基于全行业的共识和合作，全行业必须投资于知识共享和培训，目的是取得全球范

围内的成功。基于在 2018年 10月对 404名建筑行业专业人士的调查，BSI得到上

述结论。（魏 凤 编译）

机构合作

美材料与试验协会和英国合作伙伴共同制定增材制造标准

1月 8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与 Innovate UK、英国标准化协会（BSI）

和制造技术中心（MTC）三家英国机构合作，共同制定增材制造行业所需的技术标

准4。

ASTM 增材制造卓越中心确定了标准化的三个潜在领域。Innovate UK 将与

ASTM合作，向 BSI投资 30万英镑以支持这项工作。BSI将协调和制定三项标准，

分别是：（1）使用线材作为 DED原料的规范，有助于满足关键要求，包括成分、

尺寸公差、污染、包装、处理和储存；（2）无损检测标准（NDT），旨在解决 DED

缺陷的典型原因和性质，同时回顾适用于 DED的传统测试方法；（3）DED电线和

电弧增材制造（WAAM）标准，旨在涵盖术语、材料机会和限制、几何约束、精加

工要求、检查等。这三项标准的重点是定向能量沉积（DED），这是 ASTM和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ASTM 52900）定义的七类增材制造之一。DED 使用聚焦的热能

（如激光、电子束、等离子弧）在材料沉积时来熔化材料。

MTC是英国国家增材制造中心的所在地，将通过初步协商流程、选择适当的

主题以及确定组成委员会的潜在合作伙伴，为这项公开的规范活动提供支持。

除上述组织外，十多家私营公司也在支持这一合作，其中包括空客（Airbus）、

通用电气（GE）、吉凯恩（GKN）、BAE Systems、劳斯莱斯（Rolls-Royce）和许

多其他公司。

4 原文标题：ASTM International and Innovate UK Partner to Develop Inter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Standards
来源：
https://www.astm.org/newsroom/astm-international-and-innovate-uk-partner-develop-international-additive-manufactur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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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ASTM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签订了一份关于增材制造的合作伙伴

标准制定组织协议（PSDO），该协议允许制定 ASTM/ISO 联合标准。在通过 BSI

制定公开可用的规范之后，ASTM增材制造技术委员会（F42）计划通过该协议，

基于每个标准制定国际标准。（段力萌 编译）

标准聚焦

我国发布首个石墨烯国家标准

1月 16日，我国发布首个石墨烯国家标准《GB/T30544.13-2018 纳米科技术

语第 13部分：石墨烯及相关二维材料》，该标准将于 2019年 11月 1日开始实施5。

据介绍，石墨烯是由一个碳原子与周围三个近邻碳原子结合形成蜂窝状结构的

碳原子单层。由于石墨烯具有导电性、导热性等许多优异性能，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在学术和商业上都引起人们极大兴趣。

作为一种新型纳米材料，石墨烯被称为“新材料之王”。基于优异的光学、电

学、力学特性，石墨烯在半导体、柔性电子、生物医学、传感检测等诸多领域具有

巨大的产业应用价值，或将掀起一场席卷全球的颠覆性新技术革命。

近年来，石墨烯的制备、检测、研究及应用不断取得突破，各种新技术新产品

陆续涌现，标志着石墨烯已逐步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开展标准化工作已成为迫

切需求。

在这个石墨烯产业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作为我国最早开展石墨烯研究、

检测、应用和标准化工作的企业之一，巨纳新能源率先制定了企业发展的标准化战

略及标准体系，提前进行标准布局。

我国石墨烯标准化工作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GB/T30544.13-2018

纳米科技术语第 13部分：石墨烯及相关二维材料》属于我国石墨烯领域首批国家

标准计划项目之一，也是正式发布的第一个石墨烯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制定及发布，

将为石墨烯的生产、应用、检验、流通、科研等领域，提供统一技术用语的基本依

据，是开展石墨烯各种技术标准研究及制定工作的重要基础及前提。

这项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回答了石墨烯上下游相关产业共同关注的核心热点问

题，其内容不仅充分考虑了国内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也和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5 来源：http://www.ccin.com.cn/detail/09eeae81e15417cc4504333cd3ad9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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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首个人力资本报告国际标准

1月 15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一项新国际标准《ISO 30414:2018 人

力资源管理―内部和外部人力资本报告指南》（ISO 30414:2018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 Guidelines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human capital reporting），这是首个

帮助组织清楚地了解其人力资本实际贡献的国际标准6。

该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和规模的企业，提供了组织文化、招聘和营业额、生产

力、健康和安全、领导力等核心人力资源领域的指导，有助于组织衡量劳动力投入

成本的真实回报率。

该标准由 ISO 人力资源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60）制定，该技术委员会主

席 Ron McKinley博士表示：ISO 30414将使组织能够更好地了解其对员工的影响，

并帮助最大限度地提高员工对长期成功的贡献。劳动力报告是关于重新思考如何理

解和评估组织价值，并允许跨劳动力管理进行更多数据驱动的决策。通过提供一系

列在国际范围内可识别的相关关键指标，跨国公司可以更容易地传递人力资本信

息，更好地控制其国际人力资源活动，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更大的透明度。

（丰米宁 编译）

美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新标准帮助提高核设施安全性

1月 4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发布一项新标准《ASTM

E3191-2018 用于减轻放射性污染扩散的永久性发泡固定剂的标准规范》（ASTM

E3191-2018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Permanent Foaming Fixatives Used to Mitigate

Spread of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旨在帮助在核设施的日常操作中保护工人和

财产7。

该标准为适用于各种设施表面的永久性泡沫涂层提供了指导，该涂层能够帮助

减少污染物进入或沿着建筑物、设备和其它表面迁移，帮助减少空气污染再悬浮以

及来自外部力量（如行人交通和火灾）的污染扩散。

ASTM 成员 James Nicholson 表示：新标准基于两个现有标准 E3104和 E3105

而制定，这两个标准也涵盖了这些不可移动的泡沫。这些标准给出了商业和政府实

体以前没有的绩效指标，有助于支持法规遵从性和工人安全。

新标准由 ASTM核技术和应用技术委员会（E10）制定。（邓阿妹 编译）

6 原文标题：New IS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human capital reporting
来源：https://www.iso.org/news/ref2357.html
7 原文标题：NewASTM International Foam Standard Aims to Enhance Safety in Nuclear Facilities
来源：https://www.astm.org/newsroom/new-astm-international-foam-standard-aims-enhance-safety-nuclear-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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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材料与试验协会发布路面沥青材料性能分级标准

1月 8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发布一项新标准《ASTM

D8239-2018使用多应力蠕变恢复（MSCR）试验的性能分级沥青粘合剂的标准规范》

（ASTM D8239-2018 Standard Specification for Performance-Graded Asphalt Binder

Using the Multiple Stress Creep and Recovery (MSCR) Test），将有助于对路面材料的

性能进行分级8。

新标准通过多次应力蠕变和恢复试验，为道路施工用液态沥青提供了性能标

准，并对沥青的耐高温车辙、低温开裂和在一系列温度和交通荷载下的耐久性进行

了分类。新标准和美国国家公路与运输官员协会（AASHTO）发布的标准M332等

效。通过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专家工作组的合作，ASTM和 AASHTO将合作改进

这两套标准，并使它们保持同步。

ASTM成员 Bob Kluttz表示：路面材料和设计工程师将使用该标准，以确保路

面的使用寿命达到预期。此外，承包商、相关机构和第三方测试实验室也将使用该

标准进行质量保证测试。

新标准由 ASTM道路和铺路材料技术委员会（D04）发布。（郑启斌 编译）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发布电弧闪光危险计算指南

12 月 19日，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的标准协会（IEEE-SA）发布一项新标准

《IEEE 1584™-2018进行电弧闪光危险计算指南》（IEEE 1584-2018 - IEEE Guide for

Performing Arc-Flash Hazard Calculations），以帮助减少电气人员因设备故障而遭受

的灼伤9。

该标准为设计人员和设施操作人员提供了数学模型，用于确定电弧闪光危险距

离，包括收集现场数据、考虑电力系统运行方案和计算参数的过程，其应用包括 208

伏到 15千伏三相交流（AC）电压用电气设备和导体。

该标准由 IEEE工业应用协会、石油与化学工业协会（IAS/PCIC）赞助，是电

弧闪光研究项目进行广泛研究和实验室测试的结果。该标准同时也是 IEEE与美国

国家消防协会（NFPA）之间广泛合作的成果。

IEEE-SA常务董事 Konstantinos Karachalios表示：新标准极大地改善了对电弧

8 原文标题：NewASTM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ill Help Grade Performance of Road Pavement Materials
来源：
https://www.astm.org/newsroom/new-astm-international-standard-will-help-grade-performance-road-pavement-material
s
9 原文标题： IEEE Publishes Guide for Performing Arc-Flash Hazard Calculations to Help Reduce Burn Injuries
Suffered by Electricians Due to Equipment Failure
来源：
https://standards.ieee.org/news/2018/ieee-publishes-guide-performing-arc-flash-hazard-calcul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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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和电弧爆炸相关的危险预测。承包商和设施业主将受益于新标准，因为他们能

够更加全面地分析电力系统，计算员工在操作和维护工作中可能暴露的事故能量，

从而能够根据适用的工作场所安全标准要求，为员工提供适当的保护。（周洪 编译）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发布欧洲公共采购引用标准指南

背景：公共采购研究表明，许多公共采购官员不熟悉标准和标准化，并且需要

关于如何在采购文件中引用标准的指南。参考技术规范中的标准旨在增进买方和供

应商对采购文件的理解。它可能有助于定义工程、供应和服务，有助于降低总成本，

确保平等，增加透明度，并使采购文件的编制更容易。

为此，1月 22日，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发布了《欧洲公共采购中引用标

准指南》（Guide for referencing standards in public procurement in Europe），旨在指

导欧洲的公共采购官员更好地了解标准以及如何在公共采购中引用这些标准，以及

在欧盟采购立法框架的基础上，就如何引用一般标准提供意见10。

该指南是在瑞典标准协会（SIS）的领导下，在 JIS 行动 11“在公共采购中增

加标准使用以更好地执行公共采购指令的试点项目”的标准化联合倡议框架内制定

的，并由欧洲委员会资助。

该指南的起草灵感来源于 2017年西班牙和丹麦出版的类似指南，并得到了咨

询机构 DanSense的支持。2018年，专家小组分三轮对该材料进行了重新组织、评

估和审查。该指南在未来几个月的实际使用将作为一个测试期，并将为其进一步改

进和验证提供反馈，以便将来可能被认可为正式的 CEN指南。自 2019年起，欧洲

将在各地组织一些研讨会和讲习班以传播该指南。（郑启斌 编译）

欧盟 2019年 1月发布的最新标准汇总

2019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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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如表

1所示。

表 1. 欧洲 2019年 1月最新出台的制修订标准列表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EN
1176-4:2017+AC:2019

游乐场设备和铺面-第 4部分：索道的附加特殊安全要求

和试验方法

2 EN
1176-6:2017+AC:2019

游乐场设备和铺面-第 6部分：摇摆设备的附加特殊安全

要求和试验方法

10 原文标题：Joint Initiative on Standardisation: Published the Guide for referencing standards in public procurement in
Europe (JIS Action 11)
来源：https://www.cencenelec.eu/news/brief_news/Pages/TN-2019-001.aspx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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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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N 1177:2018+AC:2019 减震操场表面-减振测定的试验方法

4 EN ISO 7263-2:2019 瓦楞芯纸-实验室冲槽后抗压强度的测定-第 2部分：B型

槽纹（ISO 7263-2:2018）
5 EN ISO 2818:2019 塑料加工试样的制备（ISO 2818:2018）
6 EN 16601-00:2019 空间系统- EN 16600系列-说明、实现和一般要求

7 CEN/TS 17287:2019 电子卷烟装置的要求和试验方法

8 EN 16140:2019 天然石材试验方法：热循环产生的外观变化敏感性的测

定

（段力萌 编译）

标准计划

欧盟讨论制定第二三四代核设施设计和建造标准

12月 18日消息。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计划在 2019年 1月 31日在布鲁

塞尔召集专家研讨如何制定第二三四代核能设施设计和建造规范，以此建立一个广

泛的欧洲伙伴平台12。研讨内容包括：核设施、核部件及其建设、运行等，通过该

研讨会将讨论核能中长期发展方向并确定新的研发需求。

研讨会（CEN/WS064）分为 2个阶段，其中第 1个阶段讨论核设施机械设备设

计和施工创新规范，第 2个阶段讨论第二代到第四代核设施和施工规范，目的是建

立一个致力于编写核标准的专家团队，在此基础上，第 3步将计划制定核规范和标

准。

本研讨会的提议人是法国制定电子核能锅炉设备设计、建造与运行监管规范协

会（AFCEN，French Association for the rules governing the design，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al monitoring of electro-nuclear boiler equipment）及其成员。（魏 凤 编译）

信息动态

2019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1月 10日，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13。市场监管总局局长张茅出席会议

并讲话。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做工作报告。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罗文、文物局局长刘玉珠、中央网信办总工程师赵泽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12 原文标题：WS 64 - Phase 3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Codes for Gen II, III and IV nuclear facilities’
来源：https://www.cencenelec.eu/news/workshops/Pages/WS-2018-015.aspx
13 来源：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901/t20190111_3433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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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茅充分肯定一年来标准化改革发展取得的突出成绩，在机构改革的大背景

下，全国标准化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推进全面标准

化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张茅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标准化工作的使命感和

紧迫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和经济工作的部署上来，进一步明

确新时代标准化工作的使命和任务，更好发挥标准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

略性和引领性作用。张茅强调要着力化解标准缺失的矛盾，着力解决标准闲置的问

题，着力推进标准化改革，着力提升我国标准国际化水平，着力抓好工作统筹和队

伍建设，认真抓好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大力推进标准化战略，以高

标准促进高质量发展。

田世宏在报告中指出，要更加注重标准化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标准体系结构优

化，更加注重标准的质量效益，更加注重支撑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全方位对外开

放，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在标准化工作中全面贯彻落实。田世宏强调，2019年全国

标准化工作要以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为中心，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建设

更加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全面提升标准水平，建设更加先进适用的标准体系；着

力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建设更高效能的标准体系；大力推进国际标准化工作，建

设更加开放兼容的标准体系；提升标准化基础能力水平，建设更加保障有力的标准

体系。

图 1. 2019年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召开

中法标准化合作委员会第三届合作机制会议在深圳召开

12月 20日消息。中法标准化合作委员会第三届合作机制会议近日在深圳召开

1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深圳市副

市长黄敏，法国国家标准化机构标准部主任阿兰·考斯特出席会议并致辞。

14 来源：http://www.sac.gov.cn/xw/bzhxw/201812/t20181220_34323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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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世宏表示，中法两国在标准化领域的合作空间广阔，中法标准化合作得到两

国政府高度重视，对产业发展提供了服务和支撑，在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中取得了

积极成效，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标准化战略合作，拓展新的合作领域，通过标准的

互联、互通、互认，助力产能合作和经贸发展，提升双边贸易便利化水平，同时更

深层次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治理，共同为国际标准化发展做出贡献。

会议双方就两国标准化战略和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建设进行了深入交流，

一致同意加快推进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电子商务技术委员会建设，加强老年经

济、绿色金融国际标准协调，在泡菜、水泥、沥青等国际提案中争取相互支持，共

同研究 ISO 航空航天器材料分委员会后续合作模式，争取对中方承担 ISO 橡胶与

塑料软管分委员会秘书处给予支持等。来自中法两国标准化管理机构、企业、科研

院所的代表及一些行业领域专家共计百余人参会。

图 2. 第三届中法标准化合作工作会议召开

德国标准化机构受邀参加中国未来标准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

讨会

12月 14日消息。由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SAMR）主办的“未来标准

化战略与政策国际研讨会”于 11月 28日在北京召开。来自 SAMR、中国工程院

（CAE）、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研究机构、学术界和各行业部门的 300多名利

益相关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在制定和实施中国标准化战略、推进“中国标准 2035”项目研究的背景下，

会议邀请了德国标准化协会（DIN）和德国电工委员会（DKE）来共同探讨德国标

准化战略和工业 4.0标准化战略15。

15 原文标题：DIN/DKE’s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tandardization Strategy and Policy in the
Future” and bilateral meeting with Dr. Tian Shihong
来源：
https://www.din.de/en/din-and-our-partners/press/press-releases/din-dke-s-participation-in-the-international-symposium
-on-standardization-strategy-and-policy-in-the-future-and-bilateral-meeting-with-dr-tian-shihong-319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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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 和 DKE还作为小组成员参加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标准”和“促进贸

易的标准”讨论。通过与中方同事的务实交流，双方进一步了解对方的标准化体系

和各自运作的环境，这进一步促进了信任和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会议期间，DIN董事局主席 Christoph Winterhalter先生和DKE主席 Teigeler 先

生与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先生就中德合作引

领国际标准化发展转型进行了富有成果的双边会谈。特别是在起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战略和实施国际电工委员会（IEC）总体规划方面，两国同意密切合作，

推动这些国际标准化机构的战略发展，在更加多样化和数字化的时代共同面临不断

变化的需求和挑战。因此，双方同意继续进行双边对话，深化战略和技术层面的合

作。

图 3. 中德双方进行标准化双边会谈

（邓阿妹 编译）

美增材制造卓越中心获 America Makes 120万美元资助

12月 21日，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获得来自美国国家增

材制造创新研究机构 America Makes 120万美元的资助，成为获得此类资助的首个

标准制定组织16。

这项 120万美元的资助将有助于解决在使用选择性激光熔化（SLM）制造关键

零件时，对材料处理和后处理的最佳实践和标准缺乏共识的问题。目前，这导致了

高可变性、合格零件的挑战和高后处理成本，这些都是广泛采用增材制造技术的障

碍。ASTM增材制造卓越中心将特别关注：确定使用竣工附加制造部件的机械性能，

了解这种情况如何随着热等静压的应用而变化，通过对具有窄流道的薄壁部件进行

16 原文标题：ASTM Inter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 Awarded $1.2M by America Makes
来源：
https://www.astm.org/newsroom/astm-international-additive-manufacturing-center-excellence-awarded-12m-america-m
akes?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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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试验来测试，并最终根据这些结果发布标准。

除了该中心现有的几个合作伙伴（奥本大学、美国航天局、制造技术创新者

EWI、威奇托州立大学国家航空研究所）外，该项目团队还包括 Quintus Technologies、

Carpenter Technologies Corporation、Aerojet Rocketdyne、Rolls Royce Corporation、

Honeywell Aerospace、GEAviation和 Raytheon。该项目将于 2019年初开始。

（高国庆 编译）

美增材制造卓越中心将举办首届研讨会

1 月 16 日消息。美国材料与试验协会（ASTM International）增材制造卓越中

心将于 3月 25日在阿拉巴马州举办首次研讨会17。

研讨会将重点讨论价值链中的关键步骤，包括：原料、设计、材料和加工、后

期处理、无损评价和检验、资质和结构完整性以及标准化和认证。由主要专家领导

的 12 次互动会议将有助于满足航空航天、国防、医疗和汽车等关键行业日益增长

的需求。研讨会还将解决与附加制造技术有关的标准化和劳动力发展方面的一些差

距。

奥本大学的 Nima Shamsaei博士表示：行业和其他参与增材制造技术的企业迫

切需要了解整个价值链，以及标准化如何帮助确保质量和可靠性。这个研讨会有助

于满足这种需求。ASTM增材制造项目主管Mohsen Seifi博士表示：研讨会强调了

标准化实践在加速产品资格认证和增材制造认证方面的作用和价值，参加者将了解

最新的标准制定活动以及增材制造卓越中心为帮助解决这些差距的有针对性的研

发项目提供支持的努力。

该研讨会由奥本大学、制造技术创新者 EWI、NASA、英国制造技术中心、国

家航空研究所和新加坡国家增材制造创新集群等卓越中心的合作伙伴共同发起。

（段力萌 编译）

休斯敦法医科学中心自愿采用 OSAC 标准

12月 18日，美国领先的犯罪实验室之一休斯敦法医科学中心（HFSC）宣布将

自愿采用由美国法医科学委员会组织（OSAC）批准的标准18。这些标准定义了最低

要求、最佳实践、科学协议和其他指导，以帮助确保法医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可重

17 原文标题：ASTM Inter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 to Host First Workshop
来源：
https://www.astm.org/newsroom/astm-international-additive-manufacturing-center-excellence-host-first-workshop
18 原文标题：Houston Forensic Science Center to Voluntarily Adopt OSAC Standards
来源：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18/12/houston-forensic-science-center-voluntarily-adopt-osac-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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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性。

OSAC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与司法部于 2014年共同创建，

并受 NIST管理。该机构致力于通过促进技术标准的制定和法医界对技术标准的采

用加强国家对法医学的使用。OSAC的所有标准都通过了法医从业人员、学术研究

人员、统计学家和测量科学家对技术价值的审查。

除 DNA外，在美国几乎没有统一适用于特定学科的法医学标准。相反，全美

400多个犯罪实验室都遵循普通实验室和其他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标准。OSAC正在

用统一、高质量的标准来填补这一空白。该组织约 560 名成员拥有 25个具体法医

学科的专门知识，以及在科学研究、计量科学、统计、法律和政策方面的一般专业

知识。到目前为止，OSAC已发布 12个标准，并有超过 200个标准正在酝酿中。

HFSC 加入肯塔基州警察中心法医实验室和佐治亚州法医科学调查局，成为

OSAC标准的早期采用者。（邓阿妹 编译）

英国标协获得食品安全国际标准认证资格

1月 10日，英国标准化协会（BSI）获得美国标准化协会-美国质量协会国家认

证委员会授予的食品安全全球认证资格，表明 BSI 符合新修订的国际标准《ISO

22000:201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组织的要求》19。

为了获得这一认证，BSI对国际标准 ISO 22000:2018进行了培训和独立评估，

以确保整个组织以最高质量和最高服务水平来运作，同时也让客户得到可信和公正

的证书。

ISO 22000为机构提供了一个基于最佳实践的框架，从小型的家庭农场到跨国

的食品服务网点，以实施全面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具体内容包括：（1）根据预

期目标来规划、实施、操作、维护和修订食品安全管理系统，以提供安全的产品和

服务；（2）证明符合相关的食品安全法律监管的要求；（3）评估客户的食品安全

要求，并证明符合这些要求；（4）将食品安全问题有效传达给食品链中的相关方；

（5）确保组织遵守自身的食品安全政策；（6）证明符合相关利益方的要求；（7）

寻求对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或注册、自我评估、自我声明符合标准要求。

（魏 凤 编译）

19 原文标题：BSI obtains global accreditation from ANAB to certify organizations to the revised inter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来源：
https://www.bsigroup.com/en-GB/about-bsi/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9/january/bsi-obtains-global-accreditation-f
rom-anab-to-certify-organizations-to-the-revised-international-food-safety-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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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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产品

1. 开展科技政策与科研管理、发展战略与

规划研究等相关服务，为科技决策机构和

管理部门提供信息支撑。

战
略
规
划
研
究

全球生物固碳文献分析研究报告 2014

中国生物固碳文献分析研究报告 2014

中国二氧化碳利用技术评估报告 2013

页岩气水力压裂技术环境影响及各国举措及建议.

………

2. 开展特定领域或专题的发展动态调研与

跟踪、发展趋势研究与分析，为研究机构、

企业的科研项目提供情报服务。

领
域
态
势
分
析

生物固碳技术调研分析报告 2013

页岩气无水压裂技术调研报告 2014

中国油气领域主要民营企业发展报告 2014

中法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标准体系的比较与构建

2010

3. 开展产品、成果、专利或标准的情报研

究，分析相关行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为

企业发展与决策提供参考。

技
术
路
线
研
究

全球生物固碳专利分析 2014

全球微藻技术领域及光生物反应器专利分析 2014

世界主要国家太阳能技术标准分析 2010

全球 CCS知识产权、技术转移转化和知识共享分

析 2014

中国主要油气行业技术专利竞争力分析报告 2014

……

4. 开展产业技术与市场发展研究，分析战

略布局与未来走向，为社会有关行业和部

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产
业
发
展
分
析

国内外太阳电池产业与产业技术调研 2012

国内外电动汽车产业与产业技术调研 2012

CO2捕集、压缩技术调研报告 2014

全球页岩气市场发展调研报告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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