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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方针、贸易等方面的相关资讯。中文版讯刊主要针对在中国的读者，包括ANSI会员以及其他合作

方或感兴趣的组织。讯刊的部分文章转自于ANSI官网（www.ansi.org），部分文章则由非ANSI人员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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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作为美国成员机构与国际标准化 

智慧城市：参加拟议的新ISO/IEC JTC 1智慧城市小组委员会网络会议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第一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信

息技术委员会将举办关于创建智慧城市小组委员会的网络会议。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ANSI）作为JTC 1

秘书处，鼓励相关参与者参加

会议。 

注册参加美国东部时间4月14日

上午9点至11点举行的网络会

议。 

JTC 1和智慧城市相关背景 

2015年在中国北京举行的ISO/

IEC JTC 1第30次会议标志着

JTC 1第11工作组（智慧城市）

的启动，其召集人和工作组秘

书得到了中国的支持。自成立

以来，该小组已发展到160余名

注册专家，完成了10个项目。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全国委员会向JTC 1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成立一个智

慧城市小组委员会。 

此次网络会议将由中国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作专题介绍。JTC 1/WG 11召集人钱恒将主持会议，并

分享有关成立小组委员会提案理由的信息。会议也将包括JTC 1主席Phil Wennblom的讲话。 

ISO/IEC JTC 1邀请利益相关方在会议期间参与、提问和评论，其中将包括与会者讨论的机会。 

关于ISO/IEC JTC 1 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 

ISO/IEC JTC 1使用全球公认的、基于共识的程序制定ICT标准。来自37个参与成员国的4,500多名专家为

JTC 1标准的制定做出了贡献。迄今为止，JTC 1已经发布了3,390多个标准，另有485个标准正在制定之

中。自1987年该委员会成立以来，美国一直担任JTC 1主席，ANSI担任秘书处。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ISO/IEC JTC 1的网站https://jtc1info.org/。 

（接下页） 

https://www.iso.org/home.html
http://www.iec.ch/
https://www.iso.org/isoiec-jtc-1.html
http://www.ansi.org/
https://iso.zoom.us/j/92540325190?pwd=T2RpMno4STBhR2hzc255YzA4Z1JSUT09
https://jtc1info.org/


 

 

2023年第一季度 第31期  页码 3  

美国技术咨询小组帮助ISO/PC 317完成新的消费者保护全球标准：设计隐私 

美国消费者隐私设计技术咨询小组（TAG）成功完成使命，发布了ISO批准的新全球标准。由ANSI管理

并与OASIS合作，该美国TAG是新的国际隐私标准ISO 31700《消费者保护：消费品和服务的设计保护隐

私》的主要贡献者。该标准是第一套预防性国际准则，旨在确保消费者隐私嵌入产品或服务的设计中，并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保护。 

美国TAG将美国的立场传达给了ISO项目委员会（PC）317，该国际委员会制定了ISO 31700-1和相关技

术报告ISO 31700-2，并得到了17个成员国的参与。美国TAG为这两份文件提供了广泛的投入，并在流程

的每个阶段促进和代表美国的利益。 

“ISO 31700是一项重大发展。无论是那些有经验的人，还是那些刚接触隐私保护设计领域的人，都会发

现这个标准是一个重要的工具，可以指导他们创建具有隐私保护设计的商品和服务，”来自思科公司同时

也是ISO/PC 317美国TAG主席的Jonathan Fox表示，“美国TAG很高兴在将ISO 31700作为国际标准推

向全球社会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数据保护是许多人的工作。监管机构、各组织和人类利益组织都可以发挥作用，以确保在尊重人权的情

况下处理数据。新标准有助于为希望对其管理的数据实施法定保护和良好隐私政策的组织提供工具。它侧

重于赋予个人权力、数据处理的透明度以及数据处理人员的问责制和责任。”未来隐私论坛首席执行官

Jules Polonetsky 表示，“设计和默认的隐私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数据从收集到不再需要时

被删除之间都受到保护。我们向参与这项工作的公司和政府机构以及ANSI和OASIS的支持表示祝贺。” 

该标准将影响在线服务提供商、移动应

用程序开发商、数字连接消费技术提供

商等。 

ISO 31700-1和ISO 31700-2将继续以

OASIS隐私管理参考模型（PMRM）和

目前正在开发的27561隐私操作模型和

工程方法论（POMME）为指导（基于

PMRM）。 

ISO于2023年2月8日举办了一次网络研

讨会，介绍ISO 31700。点击访问活动

演讲材料以获取更多信息。 

（接下页） 

https://www.iso.org/home.html
https://www.iso.org/standard/84977.html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317002023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tr317002023
https://share.ansi.org/Shared%20Documents/News%20and%20Publications/Links%20Within%20Stories/Webinar%2031700.pdf
https://share.ansi.org/Shared%20Documents/News%20and%20Publications/Links%20Within%20Stories/Webinar%20317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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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TAG成员的支持 

“思科公司很荣幸帮助领导了美国技术咨询小组，并为由Jonathan Fox担任主席的ISO 31700

《消费者保护》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个新标准将成为各种规模的公司在隐私设计方面不可或

缺的战术指南。” 

 ——Harvey Jang，思科副总裁、副总法律顾问兼首席隐私官 

“腾讯美国很自豪能够作为ANSI成员在制定国际隐私标准方面发挥作用。腾讯致力于连接人、

服务和设备，以及企业和未来技术，为所有人创造互惠互利的生态系统。考虑到这一点，我们

将继续与ISO 317中规定的全球公认的消费者隐私标准保持一致。” 

 ——腾讯发言人 

“TrustArc从一开始就参与了ISO 31700的制定，我们认为ISO 31700标准的发布突出了公司与

消费者建立隐私和信任文化的重要性。在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融入隐私保护设计原则对于帮

助公司实现合规目标至关重要。” 

 ——Chris Babel，TrustArc首席执行官 

关于OASIS Open 

OASIS Open是世界上最受尊敬的非营利开源和开放标准机构之一，通过全球合作和社区的力量，促进

开源软件和标准的公平、透明开发。OASIS是物联网、网络安全、区块链、隐私、密码学、云计算、城

市移动、应急管理和其他内容技术的全球标准之家。许多OASIS标准继续得到法律机构的批准，并在国

际政策和政府采购中得到引用。更多信息请访问www.oasis-open.org。 
（接下页） 

http://www.oasis-ope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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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联盟第二阶段在非洲大陆启动春季标准培训计划  

标准联盟第二阶段（SA2）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ANSI之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SA2将启动一

系列举措，支持与标准、良好监管实践相关的培训，以及一个正在进行的支持医疗设备和应对新冠疫情的

项目。 

支持西非石油标准的统一 

SA2的合作伙伴ASTM国

际 和 美 国 石 油 学 会

（API）正在撒哈拉以南

非洲的四个主要石油生产/

开采国家实施石油标准协调项目。为了支持这一正在进行的举措，2023年3月20日至22日ANSI将与ASTM

国际和API在塞内加尔举办SA2培训，来自尼日利亚、加纳和科特迪瓦的代表将参加培训。 

最终，该研讨会将为国家石油委员会的成员提供了一次会面和讨论石油测试方法区域协调的潜在后续步骤

的机会。它将促进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有关石油质量、安全和管理系统的国际标准，以及它们与世贸组

织（WTO）义务——如通知和国际标准——之间的联系。 

支持抗击新冠的医疗器械监管融合（MDRC）项目 

SA2 新冠医疗器械监管融合（MDRC）项目将于2023年4月17日至28日在南非和肯尼亚举行培训。为期两

周的系列培训将提供有关MDRC横向标准和良好监管实践，以及纵向医疗监管融合主题领域的强化培训，

并将包括两个伙伴国家的私营部门、监管机构和标准机构的参与。 

MDRC项目的重点是减少各国进口有助于抗击新冠的美国医疗设备的壁垒。作为ANSI和USAID的合作伙

伴，MDRC由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Med）牵头。 

在非洲实施合作行动计划 

SA2将与美国给水工程协会（AWWA）合作，于2023年4月24日至26日在赞比亚利文斯通为非洲公用事业

公司提供最终培训。作为这项活动的一部分，AWWA之前与赞比亚、莱索托和马拉维的水务管理人员和官

员就AWWA的一系列公用事业管理标准举办了两次虚拟研讨会。最终活动将为项目参与者提供一个机会，

报告他们根据AWWA标准实施最佳实践的进展情况。与会者将制定“行动计划”，帮助他们实现其公用事

业的管理目标，并巩固计划、共同前进。 

ANSI最新进展 

（接下页） 

https://www.usaid.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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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标准联盟第二阶段 

标准联盟第二阶段（SA2）是USAID和ANSI之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SA2以第一阶段的成功为基础，支持发展中国家在法律和监管框架、标准

制定、合格评定程序和私营部门参与等领域的能力。 

SA2涉及在2019—2024年间与美国私营部门合作伙伴、美国政府专家以及符合USAID条件的国家和地区的

合作。这些地区包括拉丁美洲、中东、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印度-太平洋地区。 

SA2的一个关键目标是帮助提高发展中国家实施公认的国际最佳实践的能力，以减少产品、服务和基础设

施质量差和不安全的情况。项目活动将帮助发展中国家防止和消除非关税壁垒，刺激经济增长，同时保护

和扩大美国企业的市场。 

如果您或您的组织希望参与标准联盟的项目活动，请联系standardsalliance@ansi.org并说明感兴趣的活

动。访问标准联盟第二阶段网站获取有关持续进展和活动的更多信息。 

参加ANSI四月举办的消费者安全中心网络研讨会：消费者如何为标准制定做出贡献？ 

在美国东部时间2023年4月11日下午2:00-3:00举行的ANSI免费消费者安全中心网络研讨会上，了解消费者

如何在标准制定中发挥作用。 

该网络研讨会是ANSI双月举办的消费者安全中心系列网络研讨会中的第二次，旨在提高人们对标准制定的

重要性、消费者参与的必要性以及参与方式的认识。该系列网络研讨会的嘉宾包括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

的消费者监察员Jonathan Midgett和ANSI的消费者外联经理Cleo Stamatos。 

在ANSI活动页面上注册参加4月份通过Zoom举行的消费者安全

中心网络研讨会。 

ANSI的消费者网络研讨会与消费者相关，包括: 

 公众个人成员出于私人目的购买或使用财产、产品或服务 

 大学的消费者研究和其他相关部门 

 积极参与消费者保护的消费者权益倡导组织 

 非营利公益组织 

该系列未来的网络研讨会将于6月13日、8月8日、10月10日和

12月12日举行。请查看ANSI活动页面了解注册链接以及这些会

议的更多信息。 

消费者的声音很重要！ 

从玩具到家用电器，消费者参与标准制定对

于提高人们每天依赖的产品的安全性至关重

要。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是各自领域的专家，

他们帮助制定旨在减少和预防伤害的产品标

准。同样，作为标准开发过程的一部分，消

费者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可以帮助使产

品、流程和服务更好、更安全。 

请访问ANSI“消费者与标准”网页了解消

费者的重要性，包括与主要消费者倡导者的

问答、参与和获得支持的方式等。 

（接下页） 

https://standardsalliance.ansi.org/SA-phase-1/Default.aspx
https://standardsalliance.ansi.org/Projects/Default.aspx
mailto:standardsalliance@ansi.org并
https://standardsalliance.ansi.org/
https://www.ansi.org/events/standards-events/04-11-23-consumer-safety-webinar#.ZCZLSnbMJ7o
https://www.ansi.org/events/standards-events/04-11-23-consumer-safety-webinar
https://www.ansi.org/events/standards-events/04-11-23-consumer-safety-webinar
https://www.ansi.org/outreach/consumers/consumers-standards#getinv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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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策亮点 

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参考标准支持韧性技术 

2023年3月2日，拜登政府发布了《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战

略》，其中详细介绍了一种具有战略目标的综合方法，以确保

美国网络空间和数字生态系统更加完善安全。该战略参考了标

准开发组织（SDO），并强调利用标准来支持更安全、更具韧

性的技术。 

美国国务院指出，美国面临“复杂的威胁环境，国家与非国家

行为体正在制定和执行威胁我们利益的新行动。”为此，下一

代技术正在加速成熟，为创新创造了新的途径，并增加了数字

相互依赖性。 

该战略为应对这些威胁和确保数字未来的前景指明了道路。 

为了支持该战略的战略目标1.1“建立网络安全要求以支持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该文件指出，法规应基

于绩效；利用现有网络安全框架、自愿共识标准和指南——包括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CISA）的

《网络安全绩效目标》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的《改善关键基础设施网络安全框架》；并且要

足够灵活，以适应对手能力增强和战术改变的情况。 

此外，该战略声称，通过以符合当前政策和法律的方式利用现有的国际标准，监管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独特要求的负担，并减少监管协调的必要性。 

为了支持战略目标4.1“保障互联网的技术基础”，该战略指出，“维护和扩展开放、自由、全球、可互操

作、可靠和安全的互联网，需要持续参与标准制定过程，以灌输我们的价值观，并确保技术标准产生更安

全、更有韧性的技术。” 

此外，该战略还声称，印太经济繁荣框架（IPEF）和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为美国和地区政府

创造了合作制定数字经济“道路规则”的机会，包括促进技术标准的制定，促进跨境数据流动的机制，保

护隐私，同时避免严格的数据本地化要求，并采取行动促进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 

ANSI总裁兼首席执行官Joe Bhatia表示：“ANSI很高兴能够促进平衡的、基于共识的标准的开发，以支持

安全和弹性技术。ANSI赞赏政府在《国家网络安全战略》中公布标准的好处，明确表明标准是在美国和世

界各地通向更安全的网络空间的途径。” 

点击访问《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可获得更多详细信息和标准参考资料。 （接下页）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3/03/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2023.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3/03/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2023.pdf
https://www.nist.gov/cyberframework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3/03/National-Cybersecurity-Strategy-2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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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研究表明数字孪生能够减轻制造业中的网络

攻击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最近完成了

一项关于使用数字孪生保护制造设备免受网络安

全威胁的研究。 

数字孪生——物理对象的虚拟副本——可以与机

器协同运行并提供有关机器内部情况的操作数

据，而无需人工在工厂车间工作，也无需危及流

程的性能和安全。NIST和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人员

证明，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以表明潜在的网络攻击。经过机器学习训练的程序接收数据并标记任何

异常，例如温度或输出的变化。另一个程序进一步分析这些事件，以确定它们是常规系统异常（例如，附

近的风扇导致温度下降）还是网络攻击的迹象。如果不能将数据视为常规异常而不予理会，则会向人类专

家发出警报。 

密歇根大学机械工程教授、研究合著者Dawn Tilbury说：“因为制造过程产生了如此丰富的数据集——温

度、电压、电流——并且这些数据集重复很多，所以有机会检测出包括网络攻击在内的异常情况。” 

一篇详细介绍这项研究的论文发表在 《IEEE自动化科学与工程学报》上。 

标准为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以及使用这些系统支持汽车和航空航天行业、医疗保健和制造业做出了重要贡

献。IPC 2551-2020《数字孪生国际标准》规定并定义了数字孪生的特性、类型、复杂性和准备就绪程

度。作为IPC “未来工厂”系列标准的一部分，它由 IPC 制定，IPC 是ANSI的成员和经认可的标准制定机

构。IPC还在其报告《未来工厂的演变》中提供了关于数字孪生的信息。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也在ISO 23247中指导数字孪生： 

 ISO 23247-1:2021,自动化系统和集成。制造业的数字孪生框架-第1部分：概述和一般原则 

 ISO 23247-2:2021,自动化系统和集成。制造业的数字孪生框架-第2部分：参考体系结构 

 ISO 23247-3:2021,自动化系统和集成。制造业的数字孪生框架-第3部分：制造要素的数字化表示 

 ISO 23247-4:2021,自动化系统和集成。制造业的数字孪生框架-第4部分：信息交换 

本标准由ISO 技术委员会（TC）184（自动化系统和集成）小组委员会（SC）4（工业数据）制定。美国

担任该SC的秘书处，ANSI已将这些职责委托给美国国防部。电子商务代码管理协会（ECCMA） 负责管

理ANSI认证的TC 184和SC 4的美国技术咨询小组（TAG）。 

更多信息请参阅NIST文章：数字孪生如何保护制造商免受网络攻击。 
（接下页） 

https://www.nist.gov/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10049398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pc/ipc25512020
https://www.ipc.org/
https://emails.ipc.org/links/IPCfactory-of-the-future-report.pdf
https://www.iso.org/home.html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232472021-2454541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232472021-2453762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232472021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232472021-2454133
https://www.iso.org/committee/54110.html
https://www.iso.org/committee/54158.html
https://www.defense.gov/
https://eccma.org/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3/02/how-digital-twins-could-protect-manufacturers-cyberatt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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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发布《芯片和科学法案》支持的国家安全护栏提案规则 

为了促进技术和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DoC） 发布了一项提案规则，概

述了由《芯片和科学法案》资助的“美国芯片激励计划”中“国家安全护

栏”的细节和定义。这些护栏将有助于确保由《芯片和科学法案》资助的

技术和创新不会被敌对国家用于针对美国或其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恶意目

的。 

除其他目标外，拟议规则将制定标准，限制先进设施在相关国家的扩张。 

商务部现正就《提案规则制定建议公告》征询公众意见，截止日期为2023年5月22日。ANSI鼓励相关行

业、伙伴盟友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交意见，为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发布的最终规则提供信息。 

关于《芯片和科学法案》 

《芯片与科学法案》于2022年8月签署成为法律，是拜登总统“投资美国”议程的一部分，旨在促进美国半

导体研究、开发和生产，最终目标是加强美国在技术领域的领导地位。该法案有支持标准化的重要条款。 

商务部提案规则提供了适用于《芯片和科学法案》中的美国芯片激励计划的国家安全措施的更多细节，限

制了资金接受者在几个外国投资扩大半导体制造业。 

提案规则将： 

 制定标准以限制先进设施在相关国家的扩张； 

 限制在相关国家扩建遗留设施； 

 将半导体归类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加强美国的出口管制； 

 详细限制与相关外国实体的联合研究和技术许可工作。 

“《芯片法案》资助的创新和技术是我们计划如何扩大美国和我们盟友的技术和国家安全优势；这些护栏

将有助于确保我们在未来几十年领先于对手，”商务部长Gina Raimondo说，“美国的芯片从根本上来说

是一项国家安全倡议，这些护栏将有助于确保恶意行为者无法获得可用于对付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尖端技

术。我们还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协调，以确保该计划推进我们的共同目标，加强全球供应链，

并加强我们的集体安全。” 

更多信息请访问商务部新闻稿。 

相关新闻： 

《超越芯片：优先标准化对美国竞

争力至关重要》，ANSI的Mary 

Saunders参与合著 

（接下页）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3/commerce-department-outlines-proposed-national-security-guardrails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public-inspection/2023-05869/preventing-the-improper-use-of-creating-helpful-incentives-to-produce-semiconductors-for-america-act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services/files/CFC99CC6-CE84-4B1A-8BBF-8D2E84BD7965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geotech-cues/beyond-chips-prioritizing-standardization-is-critical-for-u-s-competitiveness/
https://www.nist.gov/system/files/documents/2022/11/18/CHIPS%20Incentives%20Briefing%20Strategy%20Paper-Sept%202022.pdf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3/03/commerce-department-outlines-proposed-national-security-guardrails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geotech-cues/beyond-chips-prioritizing-standardization-is-critical-for-u-s-competitiveness/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geotech-cues/beyond-chips-prioritizing-standardization-is-critical-for-u-s-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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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加入O-RAN联盟，促进开放式无线技术和供应链 

NIST加入了O-RAN 联盟，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重塑无线电接入网络（RAN）行业，使其朝着更智

能、更开放、更虚拟、更具互操作性的移动网络发展。该联盟是一个由移动运营商、供应商、研究和学术机

构组成的全球社区。 

RAN是现代电信技术的主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无线电连接将单个设备连接到网络的其它部分。它允许设备使

用无线电波进行通信，并用于手机信号塔、移动电话和互联网连接设备。包括ANSI成员在内的O-RAN联盟

致力于开发硬件和软件规范，使制造商和网络运营商能够混合和匹配不同供应商的产品，从而有效地减少对

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并使新业务和产品更容易进入市场。 

“通过加入O-RAN联盟，NIST将加强美国在无线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促进稳定和多样化的供应链，这是本

届政府的优先事项，”负责标准和技术的商务部副部长兼NIST主任Laurie E. Locascio说，“NIST还将推动

5G和其它下一代无线技术的公开透明标准，以帮助确保数据隐私并抵御网络威胁。” 

Locascio还指出，NIST在衡量Open RAN系统的性能、安全性和互操作性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通过加入该

联盟，NIST将帮助社区更快地将这些标准推向市场。 

通过访问最近的NIST 新闻获取更多信息，或者阅览更多专注于Open RAN 技术的NIST项目。 

ANSI成员动态 

ASTM国际与NIST就“促进制造材料的循环经济”研讨会报告进行合作 

ASTM国际与NIST合作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审查了“促进制造材料的循环经济”调研和研讨会的主要成果。 

为了收集利益相关者对循环制造面临的驱动因素和障碍的投入、确定相关标准的必要性以促进制造材料的循

环经济，ASTM国际的E60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从两个来源进行了研究： 

 对制造组织进行调查，以了解更加可持续和循环制造方法的实践现状；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包括世界级的小组成员报告当前支持制造业组织循环经济的活动，以及参加圆桌

讨论的制造业专家。 

调查和研讨会揭示了循环经济面临的几个关键驱动因素和障碍并强调了标准的重要性，以帮助指导利益相关

者——特别是制造商——实现同步改进。 

该报告可能对材料和产品设计师、制造加工商和回收加工商（包括转售、维修、再利用、翻新、再制造和回

收行业的加工商）以及系统规划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有所帮助。该报告由ASTM和NIST的专家共同撰写，点击

访问该报告。 
（接下页） 

https://www.o-ran.org/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3/01/nist-joins-alliance-promote-open-wireless-technologies-and-supply-chains
https://www.nist.gov/programs-projects/open-ran-nist
https://www.astm.org/
https://marketing.astm.org/acton/attachment/9652/f-12e628ce-7501-4a76-a838-a271443e5634/1/-/-/-/-/E60%20Workshop%20Report.pdf?utm_term=Download%20Report&utm_campaign=Fostering%20a%20Circular%20Economy%20of%20Manufacturing%20Materials&utm_content=landing+page&
https://marketing.astm.org/acton/attachment/9652/f-12e628ce-7501-4a76-a838-a271443e5634/1/-/-/-/-/E60%20Workshop%20Report.pdf?utm_term=Download%20Report&utm_campaign=Fostering%20a%20Circular%20Economy%20of%20Manufacturing%20Materials&utm_content=landing+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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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G发布调整零售价格与电网需求专责小组白皮书 

能源系统集成集团（ESIG）的零售定价与电网需求调整专责小组近期发布了三份白皮书，探索如何更广

泛、更有效地使用零售定价以实现灵活的需求，从而满足电网需求。该白皮书面向能源行业的人员，包括电

力系统工程和电网运营商、零售经济学家、消费者权益倡导者、监管机构等。 

《挖掘母矿：利用价格相应需求来减少投资挑战》由Michael Hogan所著，讨论了如何利用需求灵活性的潜

力来大幅减少必须建造的基础设施的数量。 

《为何智能电网如此愚蠢？监管政策中缺少对电力部门积极需求方的激励措施》由Travis Kavulla所著，研

究了两类零售商积极管理需求的激励措施，发现其整个商业模式中的激励措施并不完整。 

《热泵——友好型基于成本的价格制定》由Sanem Sergici及合著者所著，探讨了如何替代基于成本的电价

制定不需要惩罚电气化，并深入研究了热泵在空间供暖中的应用。 

点击进入ESIG新闻发布阅览更多讯息。 

https://www.esig.energy/
https://www.esig.energy/price-responsive-demand-to-reduce-investment-challenge/
https://www.esig.energy/missing-incentives-in-regulatory-policy-for-active-demand-side/
https://www.esig.energy/heat-pump-friendly-rate-designs/
https://www.esig.energy/heat-pump-friendly-rate-de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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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和美国认证认可协会 

作为美国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的重要组织，美国国家
标准化机构（ANSI）授权其成员加强美国市场在全球
经济中的地位，同时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健康以及环
境。ANSI协调美国的标准化活动，并代表美国参与
ISO和IEC等国际标准机构。 

 

美国认证认可协会（ANAB）为专业人员、产品认证机
构、实验室、检验机构、验证和生产商等领域提供认
证和培训服务。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latest_headlines?menuid=7
http://www.ansi.org/
http://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periodicals/standards_action/standards_action.aspx?menuid=7
https://www.ansi.org/education/standards-education-training
https://www.standardsportal.org/Default.aspx
http://www.standardsportal.org/usa_en/toolbox/us_chinasccp.aspx
http://webstore.ansi.org/default.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