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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总裁致辞：转型时期的前行与向上发展 

亲爱的同事们， 

又一年即将过去，对于ANSI来说，这是一个取得重大进展和成长的时期。回顾

过去，ANSI在不断变化的标准环境中度过了具有影响力的一年；展望未来，我

对未来的机会感到振奋。董事会于12月批准的战略重点为2023年及以后的工

作奠定了基础，我在此与大家分享一些重点。  

迎接挑战：“不断发展的标准格局”倡议 

我们都听过很多次“唯一不变的是变化”。这句话在标准界当然是正确的，而且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正

确。从政府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增加，到先进技术影响标准的制定方式，标准环境正在发生转变。 

ANSI正在通过今年早些时候启动的由董事会领导的“不断发展的标准格局”倡议，积极应对这些变化。在今

年秋季的世界标准周“不断发展的标准格局”峰会上，你们——ANSI重要的成员和支持者们——所提供的大

量意见，对于推动委员会四个重点小组（教育培训、信息传递、组织召集、标准过程政治化）的工作非常宝

贵，因为他们正在探索进一步提高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竞争力的机会。 

ANSI的许多战略重点与这四个重点小组的工作范围一致，让我们在2023年将这一倡议推向新的高度。我们已

经准备好在这个转型时期采取行动——利用我们的影响力，确保美国的进步和领导地位，并引导国际标准界

走向一个更有韧性的未来。随着该倡议的发展，我们将继续与ANSI的成员、支持者和其他标准化利益相关者

联系，继续征求相关意见。 

扩大参与度与影响力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海外，人们对标准化活动的兴趣正在增长。我们看到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合作，以及对标

准和合格评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更广泛的理解。 

ANSI欢迎这种增长：在标准方面，所有的声音都会带来价值，我们努力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2023年的一个

关键战略重点是支持新的和代表性不足的利益相关者涉足标准的海洋——增进对ANSI在市场中作用的理解，

并吸引新的支持者。 

我们正在加倍努力接触新的受众，并向市场和国会介绍标准的影响和

参与的重要性。我们还准备扩大教育和培训资源的使用范围，提供适

合不同受众的动态内容。我们今年与合作伙伴一起推出的消费者参与

试点基金，将继续通过减少参与的资金障碍，为提高消费者参与度打

开大门。我们正在加强与大学教师和学生的联系，他们可以在我们培

训下一代标准专业人员时为社区带来新的视角。 
（接下页） 

https://www.ansi.org/events/standards-events/world-standards-week
https://www.ansi.org/outreach/consumers/consumer-fund#.Y5eSv3bML-g
https://www.ansi.org/outreach/consumers/consumer-fund#.Y5eSv3bM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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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塑造未来的变革 

长期以来，美国在区域和国际标准化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我们感到自豪的是，通过ANSI及其美国

全国委员会（USNC），美国是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中最活跃和最有影响力的成

员之一。我们在这些论坛中的领导地位使我们能够保证标准制定过程的完整性。 

美国继续提高我们在ISO和IEC的参与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近年来国际标准化活动在数量和范围上都有所增

加。因此，坚持美国在区域和国际标准化中的稳健领导作用是2023年的一个持续战略重点。 

ANSI正在全速前进，推动创新并在世界各地分享我们的专业知识，同时从战略上加强美国的影响力。通过

“不断发展的标准格局”倡议，我们希望使人们认识到标准化日益政治化所带来的挑战及其紧迫性。我们

也希望在标准教育和培训方面扩大公私伙伴关系，以提高美国参与者在国际标准论坛中的能力。 

新兴市场和先进技术 

为增加美国工业界和政府在2023年参与国际标准活动的机会，车轮已经开始运转。我们计划在2023年在印

太、拉丁美洲、非洲、中国和韩国开展至少2 0项能力建设活动。作为新扩大的标准联盟第二阶段

（Standards Alliance Phase 2 ）的一部分，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将有一个平台来深入研究从新冠疫情恢复和医

疗设备技术到清洁能源、安全混凝土标准等关键议题。我们也有计划强调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和未来

移动性问题。我希望你能通过intl@ansi.org联系我们，参与进来。 

在国内，我们正在推进支持先进技术的合作活动。2022年，ANSI参与了微电子、增材制造等方面的跨部门

努力；明年，我们将扩大在电动汽车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努力。这些举措使美国在新的、快节奏的行业中处

于技术发展的最前沿，并与另一个战略重点相一致——通过标准和一致性提高美国的竞争力。 

共同建设美好的未来 

一如既往，增进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安全和福祉是ANSI的首要目标。虽然我们的活动在追求这一使命的过

程中逐年变化，但通过标准化提高美国竞争力和生活质量的最终目标从未离开我们的视线。正是由于我们

的成员、管理领导、合作伙伴、志愿者、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奉献、智慧和辛勤工作，我们才能够朝着这

个愿景不断地迈进。我感谢ANSI联盟年复一年地使之成为现实。 

我祝愿你们和你们的家人有一个和平、健康和欢乐的节日，并在未来的一年里一切顺利。 

 

诚挚祝福, 

 
 

乔·巴蒂亚（Joe Bhatia） 

mailto:intl@ans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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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进展报告：ANSI UASSC无人驾驶飞行系统标准化路线图发布 

ANSI近日发布了2022年12月的《缺口进展报告》，以跟踪标准制定组织

（SDOs）和其它组织在六个月内为解决《无人驾驶飞机系统标准化路线图

（2.0版，2020年6月）》中确定的缺口所作的努力，该路线图由ANSI无人

驾驶飞行系统标准化合作组织（UASSC）发布。 

UASSC成立于2017年，目的是协调和加速制定促进无人驾驶飞行系统

（UAS）安全融入美国国家空域系统所需的标准和相关合格评定计划。来自250个公共和私营部门组织的

400多人支持该标准化路线图，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其他美国联邦政府机构、SDOs、行业和学术

界的代表。路线图确定了71个缺口，即没有公开的标准或规范来应对特定的行业需求。它还指出了53个需

要额外的前标准化研究和开发（R&D）的缺口。 

《缺口进展报告》是由ANSI工作人员根据SDOs、专家、警报机制和独立研究提供的信息汇编而成。它列出

了新发布的标准和新的标准项目，以及对未来路线图的修改建议。该报告不是一个共识文件，而是作为一

个临时的“活文件”，在UASSC制定下一个版本的标准化路线图之前被维护并定期重新发布。 

ANSI对UASSC的推动得到了FAA的部分支持。如果您想加入UASSC的邮件列表，或对进度报告提出编辑建

议，请发邮件至uassc@ansi.org。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ansi.org/uassc。 

 

ANSI常用标准化术语缩写词汇表现已推出 

ANSI近日为标准界的新人和所有利益相关者开发了一个新资源——缩写词汇表。 

该在线指南列出了在ANSI网站和整个美国和国际标准化活动（特别是ISO和IEC的活动）中的一些最常见的首

字母缩写。缩写词汇表中的每一个条目都包括一个链接，可链接到该术语在ANSI、ANSI附属机构或合作伙

伴工作中的使用实例。 

点击此处访问ANSI的首字母缩写词汇表。 

该词汇表是ANSI为标准界增加信息资源广泛举措的一部分。这些资源包括： 

ANSI最新进展 

（接下页） 

https://share.ansi.org/Shared%20Documents/Standards%20Activities/UASSC/Dec_2022_ANSI_UASSC_Roadmap_v2_Gaps_Report.pdf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WG2RPBR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WG2RPBR
https://www.ansi.org/standards-coordination/collaboratives-activities/unmanned-aircraft-systems-collaborative#.YNECN6hKg2w
https://www.ansi.org/standards-coordination/collaboratives-activities/unmanned-aircraft-systems-collaborative#.YNECN6hKg2w
mailto:uassc@ansi.org
file:///C:/Users/lyuan/Desktop/www.ansi.org/uassc
https://www.iso.org/home.html
https://iec.ch/homepage
https://www.ansi.org/standards-faqs/acronym-gloss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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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ANSI.org上新增的“常见问题”页面，为有关ANSI、标准以及美国和国际体系的常见问题提供了简

洁明了的答案，并附有详细信息的链接。 

 一个扩展的“职业机会”页面，公布了标准界的职位空缺，包括ANSI内部（ANSI、ANAB和

Workcred），以及ANSI成员和合作伙伴组织的相关职位。 

 由ANSI成员、经认可的标准制定者和其他合作伙伴提供的在线教育和远程学习资源目录。 

 由ANSI组织成员论坛（OMF）牵头举办的关于更有效地计划和执行混合会议的网络研讨会系列。点击

并观看第一和第二场会议。 

 一个“实用资源”网页，帮助ANSI成员和整个标准化社区的组织适应新的工作方式，加强运作，并在

新冠疫情的影响后变得更加强大。 

您是否希望在ANSI.org上看到其它标准相关资源？请发送邮件至webteam@ansi.org给我们提出建议或问题。 

ANSI作为美国成员机构与国际标准化 

说同样的人工智能语言从标准化开始：对话ISO/IEC JTC 1/SC 42

主席Wael William Diab 

从我们手机上的面部识别应用程序到帮助简化商业运作的机器

人技术，人工智能正在席卷我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鉴于数据

和安全的复杂性，尤其是随着各行业人工智能能力的不断增

长，对负责任和符合道德规范的人工智能标准化的需求至关重

要。 

ISO/IEC JTC 1/SC 42 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第一联合

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分会成立于五年前，是第一个关注整个人工智能IT生态系统的国际标准委员会。该委员

会已经发展到包括52个代表不同地区的国家机构，有多达250人参加虚拟会议。 

担任该委员会秘书处的ANSI近期与该委员会主席 Wael William Diab 就最近的一些亮点和人工智能标准化工

作的未来进行了交谈。在过去的一年半里，该小组合作出版了整个工作计划，涵盖了基础标准、数据、可信

度、道德、用例、计算方法和特征，以及治理等主题领域。 

在其最近的努力中，为了向人工智能消费者提供信心并使第三方审计/认证成为可能，SC 42发起了管理系统

标准的开发。该委员会还为探索人工智能数据生态系统开发了一个五部分的系列，研究人工智能数据质量，

包括从术语、措施、要求、指南、流程框架和治理框架等多个方面。 

*为保证清晰度和风格，采访内容经过编辑。 
（接下页） 

https://www.ansi.org/standards-faqs
https://www.ansi.org/about/standards-careers
https://www.ansi.org/education/resources/standards-community#sort=%40titlecomputed%20ascendin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q0LxR_7Dl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m1G5RC2vg&t=2s
https://www.ansi.org/resource-center/new-normal-resources
mailto:webteam@ansi.org
https://www.iso.org/committee/6794475.html
https://www.iso.org/committee/6794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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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让我们来谈谈人工智能的标准化问题。您能告诉我们最近发布的标准ISO/IEC 22989:2022《信息技术-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概念和术语》的发展情况吗？有多少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以及为什么这个标准对支持

人工智能很重要？ 

WD：关于这个项目和SC 42，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利益相关者。有35个国家在DIS投票阶段进行了投票，我

们有相当多的利益相关者对这个项目感兴趣，有不同的利益相关者观点参与。我们不仅有技术专家，还有学

者、监管者、应用开发者、伦理学家、有法律背景的专家和应用领域的专家等。这不仅使标准在长期范围内

更加强大，而且也反映了我们今天使用技术的方式。 

人工智能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方式。因此，有理由相信，技术开发者会加入到使用它、监管

它等的利益相关者中。基于这一前提，每个人说同样的语言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经常发现，即使在不同领

域的技术专家之间也会发生误解。因此，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该标准也是其它应用领域

在其基础上开发人工智能标准的一个构建模块。 

ANSI：SC 42是否考虑了世界各地新兴的监管要求，这些要求旨在保障人工智能系统的消费者免受潜在问题

的影响，例如道德问题？ 

WD：SC 42采取的方法是全面审视人工智能如何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使我们能够提供横向标准，然 

（接下页）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iec229892022?_ga=2.156037499.1550136026.1670814223-1054513376.1665494045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iec229892022?_ga=2.156037499.1550136026.1670814223-1054513376.1665494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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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应用委员会和利益相关者可以依靠自己的领域专业知识以及我们的标准，将这些标准用作其标准/指南/指

南的构建模块。 

SC 42继续看到参与者的多样性超越了IT标准

下的传统技术参与者，如工程师、营销人员

和数据科学家。我们正在与来自公共和私营

部门的组织合作，这些组织正在着手部署AI

系统，重点关注客户的需求、细分市场、服

务、产品和监管要求。SC 42还与包括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UNESCO）、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和欧盟委员会在内的外部团体

建立了关系，这些团体基于其利益相关者带

来了互补的观点。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一样，

政府机构在开始考虑制定与实施和/或部署

各种类型的人工智能系统相关的指南时，有能力利用SC 42的工作。 

SC 42通过制定可纳入应用领域标准的横向标准，以及与为标准做出贡献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制定管理系

统标准，积极主动地同时解决可信度、道德和社会影响等问题，这将有助于确保监管要求得到解决。 

自愿性国际标准，例如 SC 42 正在制定的那些考虑全球需求、跨地域和应用领域的标准，不仅解决了新出现

的问题，而且减少了碎片化，这反过来又降低了构建需求、构建部署和最终的成本，确保人工智能系统满足

这些要求。 

ANSI：让我们看看人工智能的未来——JTC 1 SC 42标准化工作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WD：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在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不仅在技术上，而且在我们与技术的交互方式以及我们

对它的“要求”方面，能够计划和执行同样重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推出了一个一年两次的ISO/IEC人

工智能研讨会系列，以促进关于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对话。该系列研讨会着眼于新兴的趋势、技术、要求和

应用，以及国际标准在实现创新和负责任的采用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这些研讨会是免费的，它为我们下

一步可能要关注的领域提供见解，并向可能不参与标准制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推广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 

就其工作计划而言，SC 42正在进行各种项目的工作。我们还与ISO、IEC和JTC 1的姐妹委员会在一些领域进行

合作，如人工智能的可持续性、治理、安全、云、多媒体编码、功能安全、人工智能测试、验证和确认到人

工智能支持的健康信息学等项目。我们也看到了对认证的持续关注，人工智能的新应用领域，以及人工智能

如何帮助实现可持续性和社会效益的结果。 
（接下页） 

https://jtc1info.org/technology/subcommittees/ai/workshops/
https://jtc1info.org/technology/subcommittees/ai/worksh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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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继续看到我们现有领域的新工作，例如可信度、计算、应用、数据和人工智能标准化的基础方面。这

也意味着我们必须用同样的资源做更多的工作，这强调了合作的重要性，并通过我们的研讨会、对外联络和

国家机构的投入，寻找机制来收集关于重要领域的意见。 

从数字上看我们的工作计划，我们每年大约增加10个新项目，有

50多个国家机构参与，并将我们的合作生态系统扩大到50多个联

络处。对于一个从两个项目开始、只有不到十几个国家机构参与

的委员会来说，我想说我们做得相当好。 

ANSI：利益相关者如何参与？ 

WD：加入的时机永远不会太差。我们有很多挑战，我们欢迎任

何有兴趣的人。在美国，INCITS已被ANSI赋予管理技术咨询小组

（TAG）的责任。我们非常欢迎利益相关者与我联系：发送邮件

至wael.diab@gmail.com 或联系我们的委员会经理，了解与SC 42

有关的任何情况。 

（接下页） 

关于ISO/IEC JTC 1/SC 42 

今年是 ISO/IEC JTC 1成立的第34个年头，

它解决了全球信息和通信技术(ICT)行业快

速变化的标准化要求，加快了相关标准的

制定过程和广泛部署。 

美国在JTC 1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由ISO的美

国成员机构ANSI担任秘书处。 

SC 42负责作为ISO/IEC JTC 1中人工智能标准

化的协调中心，为JTC 1和ISO及IEC委员会在

其特定部门的应用领域制定人工智能相关

标准提供指导。 

ANSI成员联盟新冠疫情新闻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推出新冠远程医疗试点项目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战略准备和响应管理局（ASPR）合作，启动了一项

虚拟社区健康干预计划，该计划将在美国各地选定的社区提供免费的新冠健康服务，包括上门快速检测、远

程保健课程和上门治疗。上门检测治疗计划还将为新冠检测呈阳性的人提供抗病毒治疗，以防止严重疾病、

住院或死亡。 

NIH报告说，该计划针对高危人群，将在未来一年通过与当地

卫生部门的合作招募大约10万名参与者。NIH报告说，全国各

地的社区将根据 “社区需求水平、获得医疗保健治疗、预期

的新冠感染率和社会经济因素”来选择参与。2023年1月，宾

夕法尼亚州伯克郡的地方和州政府官员将成为该计划的第一

个试点。 

NIH的国家生物医学成像和生物工程研究所（NIBIB）通过NIH

的快速加速诊断（RADx®）技术项目支持家庭测试治疗的发展。RADx技术是NIH RADx计划下的四个项目之

一，旨在加快新冠检测技术的开发、商业化和实施的创新。 

https://www.incits.org/
mailto:wael.diab@gmail.com
https://www.nih.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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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BIB主任、RADx®技术项目负责人Bruce Tromberg博士说：“新冠的居家测试现在在美

国已经很普遍，抗病毒治疗也是如此，这个项目将这两者的家庭便利结合起来。家庭检测治疗计划使那些患

病的人可以选择不外出检测或治疗，有可能减少新冠在社区的传播。” 

白宫于2022年9月宣布了该计划，作为政府提出的推进公平获得新冠治疗计划的一

部分。 

访问NIH的新闻报道，了解更多信息。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新冠研究着眼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老年人以更多地了解新冠大流行对医疗健康服务获取的影响。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的

国家老龄化研究所（NIA）正在资助一项新冠合并症（C3）研究，探讨自2020年3月美国出现大流行以来，55

岁及以上患有慢性病的成年人如何管理他们的医疗保健和个人健康。 

这项研究将记录人们五年来的健康经历，包括他们通过远程医疗获取药物和遵循治疗计划的能力。这项工作

建立在先前由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研究“美国疫情爆发时患有慢性病的成年人对新冠的认识、态度和

行动”之上，研究结果于2020年发表

在国家医学图书馆。 

截至2021年，5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占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的94%。NIH报告

说，在那些死亡者中，92%的人有一

个或多个潜在的医疗状况，使他们处

于更高的风险之中。超过三分之二的

研究参与者有三种或更多的慢性疾

病。这项研究的重点是芝加哥地区，

其中一半人通过几个西北医疗诊所接

受治疗，其余的人是两个医疗中心的

病人，这些中心为医疗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服务。 

研究人员将专注于健康护理记录，这可以揭示病人与他们的健康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例如哪些病人成功地

利用了远程医疗预约和其他在线工具，而不是其它方式。NIH报告说，他们还将研究可以改善参与者情况的

因素，从增加社会支持到改善健康知识，这可以影响心理和身体健康。 

在NIH的文章中阅读更多内容。 

https://www.nih.gov/news-events/news-releases/nih-launches-home-test-treat-pilot-covid-19-telehealth-program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151355/
https://covid19.nih.gov/news-and-stories/long-term-covid-19-study-looks-older-adults-chronic-conditions#:~:text=December%206%2C%202022-,Long%2DTerm%20COVID%2D19%20Study%20Looks%20at,Older%20Adults%20With%20Chronic%20Conditions&text=NIH%20is%20funding%20the%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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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RAE宣布对制定IAQ病原体缓解标准的承诺 

美国采暖、制冷与空调工程师学会（ASHRAE）最近宣布了其支持加速制定国家室内空气质量（IAQ）病原体

缓解标准的目标。该协会报告说，它将成立一个由国际公认的专家组成的平衡团队，在未来几个月内加速制

定该标准。该标准的交付将包括设计和操作，替代路径（规范性或性能）——其中同等清洁空气将是目标，

以及测试、验证、记录（调试）和定期再调试。 

ASHRAE报告说，政府和公众对IAQ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加上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RSV）和新冠的融合，

更加需要一个病原体缓解标准来保护民众。 

ASHRAE总裁Farooq Mehboob说：“建筑居住者的健康和福祉是在建筑过程的设计、施工和运营阶段必须考

虑的关键因素。ASHRAE在IAQ科学和技术方面的长期领导地位将通过该标准提供广泛的指导，以确保缓解病

原体的最佳做法得到使用，这将有助于为我们所有人创

造更安全的室内空间。” 

通过ASHRAE的新闻获取更多信息。 

查看更多ANSI成员的努力，请访问ANSI新冠资源网页。 

美国标准亮点 

求救信号：Wi-Fi设备使用深度学习算法检测呼吸道状况 

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NIST）开发的一种新的深度学习算法，最近发表在《IEEE Access》上，该算法利

用Wi-Fi路由器的功能实现了新用途——分析一个人的呼吸并检测其何时呼吸困难。 

BreatheSmart学习算法利用了“信道状态信息”，即CSI——一个设备（如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向Wi-Fi路由器

发送的一组信号。CSI信号在穿越房间时被环境中的物体弹开而发生扭曲。通常情况下，Wi-Fi路由器只是分析

失真，以调整和优化链接；在BreatheSmart系统中，CSI信号被更仔细地检查，以监测环境中哪怕是微小的变

化，比如房间里某人的异常呼吸模式。如果一个人的胸部因喘息或咳嗽而有不同的运动，系统就能检测到这

一点。 

Wi-Fi技术是这一创新的中心，许多标准从Wi-Fi发展的早期就开始指导，以支持其可靠性和互操作性。IEEE 

802.11《信息技术--系统间的电信和信息交换--局域网和城域网--具体要求》长期以来为Wi-Fi系统所需的架

构和规范提供了基础。这一标准是由IEEE制定的，它是ANSI成员和经认可的标准制定机构。 

为了开发这项技术，NIST的科学家们使用一个可以模拟不同呼吸情况的人体模型进行了实验，该模型位于一

个消声室中，配有现成的商业Wi-Fi设备。消声室阻止了声音或电磁波的反射，为实验提供了“无场”的条 

（接下页） 

https://www.ashrae.org/about
https://www.ashrae.org/about/news/2022/ashrae-commits-to-developing-an-iaq-pathogen-mitigation-standard
https://www.ansi.org/resource-center/COVID-19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12/wi-fi-could-help-identify-when-youre-struggling-breathe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eee/ieee802112020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eee/ieee802112020
https://www.ie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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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其有效条件和使用由标准指导，如ANSI/ASA S12.55-2012/ISO 3745:2012（R2019）《声学--利用声压确定

噪声源的声功率级和声能级--消声室和半消声室的精确方法》。该国际标准最初是由ISO/TC 43/SC 1 声学技术

委员会噪声分会制定的。美国声学学会（ASA）是ANSI的成员和经认可的标准制定者，是ANSI认可的技术咨询

小组（TAG），负责该TC和SC的管理。该文件已被ASA作为美国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采用。 

在接收到信号后，BreatheSmart系统对其进行分析以发现异常模式。通过在实验中模拟大量的呼吸场景，科

学家们利用了深度学习——一种机器学习，使系统在收到更多的数据时能够“学习”，并提高其识别呼吸模

式的能力。指导机器学习的一个标准是ISO/IEC 23053《使用机器学习（ML）的人工智能（AI）系统框架》，

它描述了使用ML技术的AI生态系统中的系统组件及其功能。它是

由ISO/IEC JTC 1/SC 42制定的。ANSI拥有JTC 1和SC 42的秘书处。 

NIST的科学家们在以前的研究基础上，探索了使用Wi-Fi信号来感知

人或运动，作为正在进行的帮助医生对抗新冠大流行病努力的一

部分。本实验中介绍的过程展示了应用程序和软件开发人员如何

能够创建程序来远程监控呼吸。 

在NIST的文章中了解更多关于BreatheSmart的信息：《Wi-Fi可以帮

助识别你的呼吸困难》。 

 

联邦贸易委员会就使用环境营销声明的绿色指南征求意见 

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正在征求对其环境广告指南的反馈意见，该指南被称为“绿色指南”，以帮助公司避

免对其产品、服务和流程的环境声明产生误导。由于FTC的要求涉及有关环境营销声明的国际法律、法规或标

准，ANSI鼓励利益相关者在FTC的最后期限2023年2月21日之前做出回应。 

2022年IBM的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每5个消费者中就有3个表示社会责任或可持续产品至少占他们上次

购买的一半。随着消费者对购买环保产品的兴趣激增，公司继续转变目标，提供以可持续性为重点的产品。

为了支持值得信赖的环保声明，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92年首次发布了“绿色指南”，其任务是帮助营销人员

避免作出不公平或欺骗性的环境营销声明，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第5条，禁止“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

平或欺骗性行为或做法”。 

在2012年最新修订的“绿色指南”为环境营销声明提供指导，包括消费者可能如何解释特定声明，以及营销

人员如何证实这些声明以避免欺骗消费者。 

正如《联邦公报》所指出的，自2012年修订以来，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包括气候变化和由新 

（接下页）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asa/ansiasas12552012iso3745r2019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asa/ansiasas12552012iso3745r2019
https://www.iso.org/committee/48474.html
https://www.iso.org/committee/48474.html
https://acousticalsociety.org/
https://webstore.ansi.org/standards/iso/isoiec230532022
https://www.iso.org/committee/6794475.html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12/wi-fi-could-help-identify-when-youre-struggling-breathe
https://www.nist.gov/news-events/news/2022/12/wi-fi-could-help-identify-when-youre-struggling-breathe
https://www.ibm.com/thought-leadership/institute-business-value/en-us/report/2022-sustainability-consumer-research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2/12/20/2022-27558/guides-for-the-use-of-environmental-marketing-claims


 

 

2022年第四季度 第30期  页码 12  

冠公共卫生危机引发的问题，这可能鼓励了与各种产品、包装、服务和制造工艺有关的持续的环境索赔。 

联邦贸易委员会将处理碳抵消和气候变化指导，术语“可回收和已回收内容”，并评估是否需要额外的指

导。 

此外，委员会还寻求解决在联邦贸易委员会审查“指南”时，是否有关于环境营销声明的国际法律、法规或

标准需要考虑。联邦贸易委员会问道：“是否应该修改指南，使之与这些国际法律、法规或标准相一致？如

果是，为什么，如何做？如果不是，为什么不？” 

“消费者越来越意识到他们购买的产品是如何影响环境的，并依赖于营销人员的环境声明是否真实，”消费

者保护局局长Samuel Levine说，“我们期待着这一审查过程，并将进行任何必要的更新，以确保《绿色指

南》提供有关消费者对环境利益主张的最新、准确信息。这既能帮助营销人员作出真实的声明，也能帮助消

费者找到他们所寻找的产品。” 

通过《联邦公报》和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新闻稿获取更多信息。 

ANSI成员活动 

Scott Colburn就国家视角和国际标准与AAMI对话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设备和放射健康中

心（C D R H）标准和合格评估项目主任、A N S I 

2023年董事会成员Scott Colburn最近与AAMI的首席

学习和发展官Robert Burroughs就国际标准和国家

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对话。 

Colburn作为ISO/TC 210 医疗器械的质量管理和相应的一般性问题委员会第4联合工作组的召集人，正在帮助

ISO、全球协调工作组（GHWP）和国际医疗器械监管机构论坛（IMDRF）之间建立新的联络关系。他讨论了

ISO/TC 210成员如何特别注意与监管机构合作，以应对阻碍采用国际标准的国家挑战。Colburn表示，当监管

者不熟悉他们自己国家的标准化体系时挑战就会出现，而这些问题正由IMDRF来解决。 

“我们……谈到了监管机构参与标准制定过程的重要性，”Colburn说，“监管机构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沟通

协调某些方法，但我们也需要将这种努力影响到国家层面，以便当我们收到（关于制定标准的）意见时考虑

到这些问题。” 

在AAMI的文章中阅读更多内容：《将国家的观点带入国际标准：与Scott Colburn的对话》。 

https://www.federalregister.gov/documents/2022/12/20/2022-27558/guides-for-the-use-of-environmental-marketing-claims
https://www.ftc.gov/news-events/news/press-releases/2022/12/ftc-seeks-public-comment-potential-updates-its-green-guides-use-environmental-marketing-claims
https://aami.org/
https://www.iso.org/committee/54892.html
https://array.aami.org/content/news/bringing-national-perspective-international-standards-conversation-scott-colb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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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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