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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在中国 

中美标准与合格评定合作项目近况 

 
绿色医院研讨会的参会代表们 

2017 年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ANSI）实施美

中标准与合格评定合作项目（SCCP）研讨会

的第四阶段。迄今举办的研讨会包括： 

 “中美绿色医院研讨会”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在天津召开 

 “中美医师护理认证”于 2017 年 6

月 10 日在北京召开 

点击此处进入下载“美中标准与合格评定合

作项目”（SCCP）研讨会进程。 

ANSI 正在计划 2017 年第四季度美中标准与

合格评定合作项目（SCCP）研讨会提案。目

前，考虑中的研讨会包括： 

 

 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ANSI）- 中美

农业与食品合作项目（AFP）肉类产

品安全会议（10 月 16 日） 

 第六届防静电研讨会（11 月 10 日） 

 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论坛--液化天然气

小组讨论会，北京（11 月 16 日） 

 中美绿色数据中心和大数据产业发展

（江苏）研讨会（11 月 18 日） 

能源效率（11 月上旬） 

点击此处访问“美中标准与合格评定合作项

目”（SCCP）网页，下载商业效益调查问卷提

案后期 SCCP 研讨会。 

Joe Bhatia 先生参加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外

籍顾问座谈会 

2017 年 9 月 19 日，在 ISO 全体大会期间，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CNIS）在德国柏林主办

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外国顾问座谈会。本

次会议的目的是欢迎扩编后的专家委员会新

成员。新的外国顾问包括德国标准化学会

（DIN）执行董事会主席 Christoph Paul 

Winterhalter 和 GCC 标准组织（GSO）秘书长

Nabil A. Molla。会议也给专家们提供了一个

对中国标准化改革与发展关键问题发表意见

和建议的机会。 

http://standardsportal.org/usa_en/toolbox/us_chinasccp.aspx
http://standardsportal.org/usa_en/toolbox/us_chinasccp.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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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外籍顾问座谈会, 照片从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 

会议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汤万金先生

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党组

成员、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主任田

世宏先生主持。讨论的主题包括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的修订，中国标准化 2030 以及

中国标准化的教育和培训计划。 

点击此处获取相关 ANSI 新闻。 

 

美国国家标准体系 

 

问答系列：申请 ANSI 认可的标准制定者是否
必须是合法承认的实体？ 

 

是的，ANSI 要求所有标准制定机构申请认可

都必须合法注册或认

可。最

新版

本的《ANSI 必要条件》指出：“一个标准制

定者的流程符合此处包含的美国国家标准的

审批和退出的正当程序和准则的要求，成

立、注册或承认为一个法人实体，才有可能

申请 ANSI 认可。”公认的法律实体是有多种

形式的（如政府机构、有限责任公司（顾

问）、非营利等等）。这个问题是在 2015 年

一个潜在申请人询问 ANSI 标准制定机构法律

地位问题时提出的。2015 年 2 月 ANSI 成员

一致认为“注册”和“承认”这两个术语的

宽泛程度足以涵盖潜在申请人的多种多样

性。这项规定由 ANSI 执行标准理事会批准

（ExsC）并决定记入《ANSI 必要条件》中。

ANSI 执行标准理事会于 2015 年 6 月公布了

对公众意见的修订，然后提交 ANSI 国家政策

委员会以供最终批准。 

 

更多关于《ANSI 必要条件》点击此处.  

 

美国国家标准体系 

 

美德年度标准圆桌会议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

区举行，强调国际标

准化优先事项 

 

2017 年 8

月 3 日,美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aspx?menuid=7&articleid=ec6025c2-387a-45fe-b761-6023181de2ba
https://share.ansi.org/shared%20documents/Standards%20Activities/American%20National%20Standards/Procedures,%20Guides,%20and%20Forms/2017_ANSI_Essential_Requiremen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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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标准化机构（ANSI）和德国标准化学

会（DIN）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圆桌会

议讨论德国和美国的标准化优先事项。 

 

圆桌会议的主题包括： 

 与服务相关的部门活动和无人飞机系

统（UAS）； 

 智能制造和网络安全领域标准化合作

机会的更新； 

 中国标准化改革； 

 努力实现标准化的数字转换，以及国

际、区域和国家标准化机构为实现这

一目标所必需的合作努力； 

 关注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范围和

工作方案，以及与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合

作； 

 

专家们还讨论了二十国集团（G20） [参见

ANSI 最近的报道，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的声明

包含以行业为主导的国际标准]，美国国家标

准化机构（ANSI）和德国标准化学会（DIN）

还讨论了将于 2018 年 4 月在华盛顿哥伦比亚

特区举行的 2018 年

美德标准小组的计划。 

 

有关圆桌会议的更多信息可在这里查阅。 

 

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ANSI）-加拿大标准委

员会（SCC）-墨西哥标准管理机构（DGN）

举行三边领导人会议 

 

2017 年 8 月 24 日，加拿大标准委员会(SCC)

与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ANSI）和墨西哥标

准管理机构（DGN）－位于加拿大渥太华墨

西哥国家标准机构举行为期一天的会议。加

拿大标准委员会（SCC）和美国国家标准化机

构（ANSI）在上午的双边会议上，讨论了若

干国家优先事项和与标准有关的问题，包

括：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CETA）、大陆自

由贸易区（CFTA）协议和中国自由贸易协议

（China FTA），标准对美国政府监管改革的

作用，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ANSI）在无人

飞机系统(UAS)的合作，对标准化数字转换相

关成效。下午，美国国家标准化机构

（ANSI）、墨西哥标准管理机构（DGN）和

加拿大标准委员会

(SCC)举行三边

会议讨论北

美贸易相关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931c784a-9ab2-44fd-9628-a3c2a684a56e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931c784a-9ab2-44fd-9628-a3c2a684a56e
https://share.ansi.org/Shared%20Documents/News%20and%20Publications/Links%20Within%20Stories/2017-08-03%20ANSI-DIN%20Roundtable%20-%20Agenda%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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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优先事项，以及国际和区域问题。 

.  

ANSI 宣布与新加坡合作的服务标准化会议 

作为世界标准周（WSW）的一部分，ANSI 与

新加坡标准、生产力与创新局（SPRING）合

作将于 2017 年 10 月 17-18 日在美国华盛顿

哥伦比亚特区举办两场服务标准化会议，

2017 年 11 月 2-3 日还将在新加坡举办。两

次会议都将探索关切两国共同利益的关键服

务标准化领域，并确定联合国家标准或国际

标准的潜在机会。 

十月的会议作为世界标准周的一部分，每年

由美国标准化体系的协调者 ANSI 主办。世界

标准周(WSW)旨在促进与政府和几乎各个行

业及生产线密切合作的各类标准制定和合格

评定/合规组织的公开交流。 

今年，世界标准周（WSW）将于 10 月 16-20

日举行，预计将汇集来自全国各地的部门官

员和机构官员、行业领袖、消费拥护者、学

者和标准化管理人员。 

2017 年 ANSI 会议是免费的活动，但需提前

预约登记。世界标准周（WSW）时间安排和

注册详情可浏览 www.ansi.org/wsweek。 

点击此处获取相关 ANSI 新闻。 

 

美国政策新闻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批准 ANSI 认可的认证机

构的甲醛排放标准下复合木制品的规则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已批准 ANSI 作为认

可机构（AB），为 EPA 的复合木制品规定甲

醛排放标准提供服务。该规定旨在减少国内

或进口到美国的某些木制品的甲醛排放量。

该标准适用于在美国销售、供应、供销售或

制造（包括进口）的硬木胶合板、中密度纤

维板和刨花板的甲醛排放标准，以及含有这

些产品的制成品。 

ANSI 是美国环境环保署（EPA）规定的可提

供认可服务的四个机构之一。ANSI 是公认的

ISO / IEC 17065 标准下的产品认证的认可机

构。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AB)—ANSI 的联合

伙伴以及美国质量学会(ASQ)也被公认为是

ISO / IEC 17025 标准下的实验室的认可机构。

ANSI 的认可程序符合 ISO/IEC 17011 的要求，

合格评定－认可机构的一般要求，它代表了

国际认可机构最高国际准则。机构认可服务

的组合包括所有类型

的认证和验证

机构的计

划，包含产

http://www.ansi.org/wsweek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news_story?menuid=7&articleid=c56a16fc-93ba-4173-b6d9-e59182f72f7d
http://webstore.ansi.org/RecordDetail.aspx?sku=ISO%2fIEC%2017065%3a2012
http://www.anab.org/
http://www.asq.org/
http://webstore.ansi.org/RecordDetail.aspx?sku=ISO%2FIEC%2017025%3A2005
http://webstore.ansi.org/RecordDetail.aspx?sku=ISO%2fIEC%2017011%3a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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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人员和温室气体排放以及标准的制定。 

点击此处获取相关 ANSI 新闻。 

 

美国近期的标准活动 

标准行动，ANSI 面向公众的重要媒介，每周

发行，旨在接受公众对标准提案的审查，确

保协会成员和社会公众达成协商一致。同时

还提供关于美国国家标准草案、政府和其他

国家的标准及合格评定活动等内容。 

以下部分为最近一期标准行动的要闻 2017 年

10 月 8 日前可提交意见的标准： 

附录－BSR/ASHRAE/ASHE 附录 62.1b-201x,室

内空气质量－通风 

 附录－BSR/ASHARE 附录 62.1d-201x,室内

空气质量－通风(ANSI/ASHARE 标准 62.1-

2016 附录) 

 附录－ BSR/ASHARE 附录 62.1f-201x,室内

空气质量－通风( (ANSI/ASHARE 标准

62.1-2016 附录) 

 修订 BSR/NSF 5-201x (i5r1), 食品设备材料

(修订 ANSI/NSF 51-2014) 

 新标准 BSR/PEARL EERS-201x, 电气设备检

修标准(新标准) 

下列 ANSI 认可的标准制定机构告示所有

直接或实质

受影响的各方都参与到所提标准的制定过

程： 

 医疗器械促进协会(AAMI) – BSR/AAMI 

ST41-2008 (R201x), 医疗器械中环氧乙烷

灭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美国声学学会(ASC S3) – BSR/ASA S3.42-

2021/第 2 部分/IEC 60118-15:2012 

(R201x),检测助听器-第 2 部分:用类语音信

号表征助听器中信号处理的方法(全国通

行的国际标准) 

 电子元件协会(ECIA) –  BSR/EIA973-210x, 

M12 混合规范(数据和电源)圆形连接器

(新标准) 

 

点击此处获取最新版的标准活动，其中包含

可供评价的所有标准的信息和所有的标准制

定者寻找技术委员会参与者的信息。 

在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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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I 网站商城 

 

https://www.ansi.org/news_publications/print_article?articleid=749ec00c-0d56-4715-ac79-b926bd034523
https://share.ansi.org/Shared%20Documents/Standards%20Action/2017-PDFs/SAV48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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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tandardslearn.org/
http://www.standardsportal.org/usa_en/toolbox/us_chinasccp.aspx
http://www.standardsportal.org/usa_en/toolbox/us_chinasccp.aspx
http://webstore.ansi.org/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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