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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在中国 

2014 年 10 月 13 日至 16 日，美国国家标准

协会(ANSI)负责国际政策的新任副总裁 Joseph 

Tretler Jr.先生，对中国进行了上任后的首次

双边国际访问。在此期间，他和相关的一些

中国单位就当前与未来的合作领域进行了探

讨。 

Tretler 先生

在北京与中

国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

会(SAC)的代

表进行了会

面，就如何

加强中美在

国际论坛领

域，如国际

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

电工委员会

(IEC)等的合作，以及中国未来标准化政策改

革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讨论。 

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在会面开始致了欢迎

辞，并表示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有意

将进一步深化与 ANSI 及美国有关技术专家之

间的合作。 

访问期间，Tretler 先生还与中国标准化研究

院马林聪院长及院领导进行了会面。ANSI 感

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对新近成

功举办的

中

美标准和合格评定合作项目(SCCP)相关研讨

会的支持。此外，ANSI 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还重点讨论了在能效以及应急管理领域的标

准化发展合作。 在与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CNCA)的会谈中，与会者讨论了

中美合格评定项目(China CAP)的成功经验及

近期关于中国强制认证(CCC)计划的政策与程

序制度的最新发展。 

在华期间，Tretler 先生还在上海参加了若干

活动，包括与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

(NIFDC)双方合作签订谅解备忘录以及出席了

中美标准和合格评定合作项目下的第十个研

讨会。 

ANSI 的高层与中国官员的频繁会面是保持双

方良好关系、为会员创造各类契机的重要举

措。Tretler 先生的这些会面活动，旨在对近

期几个中国高层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后的回访，

同时，也是为 ANSI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S. Joe 

Bhatia 先生计划 2015 年的访华安排，进行前

期准备。  

ANSI 国际政策副总裁 Joseph 

Tretler 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主任田世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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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系列：关于美国国家标准体系 

美国政府是如何参与标准相关活动。 

对于政府参与标准相关活动，美国遵循的是

一套独特的模式。联邦政府机构不控制与标

准相关的任何活动。在美国，标准的发展取

决于标准的使用者，而非国家标准机构。 

《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案》(NTTAA)为美国

政府如何参与标准相关的活动指明了方向。

在合理的情况下，《法案》要求政府机构在

制定技术法规时，应采用现有的自愿协商一

致标准，而不是制定仅供政府使用的标准。

此外，《法案》还鼓励政府机构的代表参与

自愿协商一致标准的制定。自愿性标准制定

的实际过程是由民间标准制定机构组织实施。

美国政府机构的代表常参加标准制定组织的

技术委员会。 

 

ANSI 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美国成员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管理局 ISO(TMB)

正在对两个 ISO/IEC 指南的修订进行访问调查。

这两个指南提供了采用国际标准以及有关文

件的相关讯息。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中

代表美国的成员机构，ANSI 邀请有关兴趣方

参与这个简短的调查。 

两个指南是： 

ISO/IEC 指南 21-1,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际资料

作为地区或国家标准的指南， 第 1

部分：采用

国际

标准；ISO/IEC 指南 21-2,采用国际标准作为地

区或国家标准的指南，第 2 部分：采用国际

标准以外的国际资料 

该调查结果，连同在其他十三个 ISO TMB 成员

国同样进行的有关未来指南修订的调查一起，

将被呈送到技术管理局。指南的最近一次修订

是在 2005 年。调查结束后，就修订的问题，预

计将进一步与 IEC 进行沟通。 

 

美国政策要闻 

拟修订的《白宫预算办公室行政通告 A-119》

(OMB Circular A-119 ) 

该行政通告对联邦参与标准化活动和政府对

标准的使用提供了重要导向。 

针对《白宫预算办公室行政通告 A-119》

（联邦参与制定和使用自愿性协商一致标准

以及合格评定活动）的拟修订提案，ANSI 递

交了有关意见和建议。《通告 A-119》和

1995 年的《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案》要求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应

考虑民间自愿协商一致标准而不是仅适合政

府使用的标准。 

考虑到 1998

年修订后，

在自愿性

协商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omb/inforeg/revisions-to-a-119-for-public-com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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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标准方面出现的显著发展，白宫预算办

公室最初宣布于 2012 年修订行政通告。大约

有 70 多家机构组织，包括 ANSI 等向白宫预

算办公室提供了反馈意见。 

作为美国国家标准与合格评定体系的协调者，

ANSI 代表着标准化的社会团体。这些反馈意

见和建议，经过公开征询，来自于 ANSI 广泛

的成员，包括行业机构、标准制定组织、政

府机构以及合格评定机构。 

ANSI 的所有意见注释可在线查阅（摘自五月

份出版物）。 

 

目前美国国内的标准相关活动 

作为协会每周出版用作向公众征求意见的主

要平台，"标准在行动"(Standards Action)，通

过助推拟定标准的评阅和征求意见，来保证

ANSI 会员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彻底协商一致。

此外，该平台还提供关于起草美国国家标准、

政府和国外标准以及标准与合格评定活动的

有关信息。 

以下是最近一期"标准在行动"上的主要内容。

点击这里可以访问最近一期的内容以及目前

正在进行征求意见的所有标准。 

截至 2015 年 1 月 19 日供征求意见的标准 

 新定标准–No.131- 200X BSR/ADA 规

范，牙科 CAD / CAM 氧化锆的可加工 

 新定国家采用标准–BSR / ASABE 

AD500-1:2014 MONYEAR，农用拖拉机

后置动力输出类型 1 类、2 类、3 类

和 4 类的第一部分：一般要求，安全

要求，主屏蔽和净空区尺寸（采用

ISO 500-1:2014，加上 ANSI / ISO 

ad500-1-2004 ASABE / W /Cor.1-2011

中的部分修改内容 

 修订–BSR / UL 218-201x，消防泵控

制器的标准（修订 ANSI / UL 218-2009） 

 

在线资源目录 

ANSI 新闻 

ANSI 主页 

标准在行动 

标准研习 

标准入门 

美中标准与合格评定项目 

ANSI 网店  

NSSN 标准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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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的相关单位。讯

刊提供关技术活动、决策方针、贸易事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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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雇员的作者提供。 

免责声明 

作者的观点仅代表其个人意见，并不一定反

应 ANSI 的观点和立场。 

投稿 

欢迎投稿，编辑将审阅并对可能出版的稿件

进行修订。拟发稿件请发送至 china@ansi.org 

本刊由 ANSI 纽约分部出版 

25 West 43rd Street, Fourth Floor 

New York, NY 10036 

http://www.ansi.org/
mailto:china@ansi.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