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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今我们的世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问

题，比如水资源匮乏、食物短缺、贫富

差距日益加大，能源燃料也非常稀缺。

日本自然资源匮乏，在能源危机面前非常脆弱。特

殊的国情让日本率先提出一系列创新举措来解决这

些全球性的问题，包括使用技术来高效合理地利用

能源。

日本在 1973 年和 1979 年曾遭受过两次严重的

原油危机，让这个国家深深地陷入经济萧条带来的

苦难。这促使我们对国家能源政策进行了全面改革。

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了“能源合理利用法案”，旨

在提升工厂、交通、建筑、机械设备等方面的能源

利用效率，从而构建国家节能政策的基础性制度框

架。

迄今，该法案已经过多次修改和完善，引用了

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确保日本更有效、更合

理 地 使 用 能 源。 “ 领 跑 者 计 划”（Top Runner 

Programme）是应对能耗急剧增长的对策之一。

这项计划始于 1999 年，包含了针对高能耗产品的

一系列强制性能效标准，明确规定 31 类采用高技术

的设备与装置使用上述标准，鼓励企业间开展竞争，

从而提高能效。

然而，由于其局限性，该法案无法支撑领跑者

计划的实际应用与推广。所以，日本工业标准委员

会（JISC）与政府合作制定出多项自愿性标准来支

撑该法案。例如，能效测量方法在法案中无法细化，

所以可以根据国际标准以及日本工业标准（JIS）中

的具体方法进行补充。而实施国际标准或 JIS 标准

的同时，日本也必须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贸易

壁垒协定。

为了推广“领跑者计划”，法案还制定了能效

标识计划便于消费者的理解和使用。正如测量方法

无法细化一样，能效标识的相关规定也无法在法案

中得到全面体现。因此，JISC 制定了 JISC 9901

电器电子产品能效计算与标识方法标准，其中规定

了产品能效标识的正确方法。

对任何人来说，能源都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能源

并非取之不竭，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更合理地利用能源。

鉴于能源稀缺，日本不断探索各类技术的应用，确保能

源安全。

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会长 友野宏博士

标准提升能效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energy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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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这些规定为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标准的

出台提供了有力支持。自 ISO 能源管理技术委员会

（ISO/TC 242）与 ISO 节能评估技术委员会（ISO/

TC 257）成立以来——后来合并为 ISO 能源管理

与节能技术委员会（ISO/TC 301），日本大力参与

该领域的国际标准工作，例如派遣召集人和专家，

基于本国经验和技术提出相关意见，承办工作组会

议等。而且，日本政府已经把 ISO 50001 标准的实

施纳入了国家能源政策。

日本国内的组织机构也认识到 ISO 50001 标

准在提升国际化水平中的重要作用。虽然发展中国

家非常重视如何合理使用能源，但在具体实践中

还面临各种困难。所以，日本的企业机构与这些国

家紧密合作，通过亚太经合组织 ISO 50001 标准

多 边 互 认 机 制（APEC Multilateral Recognition 

Arrangement Readiness Project）等项目，在中

国、印尼、越南和泰国分别举办了针对认证机构员

工和审核员的技术培训与研讨会。

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经历了 2011 年日本地震

和福岛核电站泄露事故，我们已经在重新审视国家

能源政策，更严格地限制能源使用。我们将竭尽全

力使用规定和标准来进一步提升能效水平。■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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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美味！

西 班 牙 标 准 协 会

（AENOR）利用信息图的形

式将标准和地中海美食联系起

来。看到图就饿了吧？

标准的乐趣！

荷 兰 标 准 化 协 会（NEN）

举办了许多有意思的活动来庆祝成立

100 周年，包括开展在线视频比赛，发挥

人们的创意，共享欢乐。

  #NEN100jr   

#fotowedstrijd 

FACEBOOK TWITTER googleplus Youtube linkedin

活动倒计时

马 来 西 亚 标 准 局

（DSM） 通 过 社 交 媒 体 开 展

成 立 20 周 年“ 倒 计 时”

庆 祝 活 动， 主 题 标 签 是

#adastandaruntung

（标准带来效益）。

从创意到生意

奥地利标准协会（ASI）

开发了一个在线学习平台“Von 

Idee zum Markt”（从创意到生

意），向学生讲解研究与标准之间

的关系。这个平台通过社交媒体、

社论广告、新闻消息等形式进行

推广。

以人为本

澳 大 利 亚 标 准 协 会

（SA）把消费品标准和 ISO

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工作的视频

短 片 上 传 到 YouTube 网

站。

social feed

Membersʼ best practice
in a digit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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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为我们传播知识提供了新的可能。看看 ISO 的

成员机构如何发挥创意，利用这个平台来推广标准。

数字化时代  ISO 成员最佳实践

丹麦标准协会（DS）在

#Rio2016 奥运会期间设计了

一些关于体育标准的有趣信息

图。

体育竞技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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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INVESTING  
 IN ENERGY-EFFICIENT
  BUILDINGS  
 PAYS OFF
文/伊丽莎白·加西洛夫斯基－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i-Denis

提升建筑能效   带来超值回报

全球建筑行业从未像今天

这样面临着如此多的挑战——

从降低能耗到打造高能效建

筑，未来还要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确保能源安全。那么要如

何设计建筑或改造现有建筑，

才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气候目

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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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提高能效，确保新建筑或翻新建筑能够有效

降低对能源成本、空气污染和碳排放的负面影响，

以及 ISO 标准如何发挥作用。

隔热研究院（FIW）是德国一家领先的隔热

技术研究和检测机构，业务遍及全球，包括实验

室调查、户外测试、现场示范、研究、高阶培训

和标准化。

FIW 主管安德烈·霍姆（Andreas Holm）

目前担任 ISO 建筑环境热效应和能源利用技术委

员会测试与测量方法分委会（ISO/TC 63/SC 1）

的主席，他表示对德国以及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来

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提高现有建筑的能效。

“许多新的建筑都是‘净零能源’建筑，但

要降低总体能耗，我们必须提高现有建筑的能效，

以达到现有标准。”霍姆认为，旧建筑改造的速

度太慢了，欧洲中部地区只完成了 1%，这意味着

要改造完所有旧建筑还需要一百年。

在全球多数地区，建筑终端用能量占比最大

的是供热和制冷负荷。霍姆表示，多数情况下，

能源损耗都是发生在建筑物外体——即建筑物内

部和外部的边界。改造旧建筑能够极大地减少供

暖和制冷所使用的能源——也是减少现有建筑物

能源足迹、提高可持续性的唯一途径。

例如，可以利用 ISO 16346:2013《建筑物

的能耗性能——能源整体绩效评估》标准来计算

建筑物的能效。与之配套的还有另外几项 ISO 标

准，用于计算建筑物外体（墙体、屋顶和地下室）

以及各类建筑材料的热性能。这些标准为全世界

你
是否知道每年家里用多少度电？是否了解办

公室的碳足迹？人们大概知道加油花了多少

钱，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家里消耗了多少能源

（如供暖、热水和照明等）——简单说，就是家庭的碳

足迹。这很令人震惊，因为如果你想要减少家庭能源消耗，

首先要了解家庭的碳足迹。

如今，多数人都知道需要提高家庭能效来减少能源

消耗。事实上，高能效的家电和完善的节能计划也有助

于我们减少家庭开销和节约能源。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预

算采取多种调整方案来减少家庭开支。在家里采取一些

措施，有的只是一些简单的改变就可以大大减少能源开

支，降低碳排放。

想象一下，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房屋、商业建筑和

公共建筑都算在一起，能耗又是多少呢？结果令人震惊。

据国际能源署（IEA）《向可持续建筑转变》报告显示，

建筑物能耗占全球能源使用量的三分之一，也是二氧化

碳的重要来源。报告还指出，如果建筑行业不采取措

施来提高能效，到 2050 年，该领域的能源需求将激增

50%。除非我们重新审视设计、建造和翻新建筑的方式，

否则未来几十年城市将永远处于低能效状态。

由于节能是现今的发展趋势，而且建筑物的替代率

很低，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但仅仅关注新建筑

还不够，现有建筑物的能效改造也非常重要。

打造低碳建筑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从建

筑行业整体来看，2030 年之前节能减排的首要任务是对

现有建筑物进行能效改造并更换耗能设备，”通过采取

更合理的能效措施，商业建筑物的能效水平将提升 50%

到 75%。

旧建筑与新建筑最大的区别在于，在建筑改造的预

设计阶段，需要详细研究现有建筑的结构，然后引入一

整套的设计要求。两者可以采用相同的设计策略，但设

计师在改造现有建筑时的设计自由度相对较小。

本刊就上述问题咨询了建筑行业专家的观点，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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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文件和建筑法规表述能效提供了参考。

霍姆表示，尽管建筑业多在本国发展，但目前也逐渐成为了国际性

产业。“建筑商跨国经营的情况越来越多，供应商和承建商的国际化水

平也越来越高。”

各国政府在低碳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令人振奋的是相关国际标

准正在制定中，霍姆表示，“我们需要国际标准，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

加快，建筑行业已然成为国际化产业。采用不同的标准很难解决这一难

题，因为采用不同标准得出的计算结果可能存在差异。”而且，他补充

道，“标准可以降低成本，让建筑更环保并提高其内部的舒适度。”通

过降低耗能和减少成本，这些标准能让社会更节能环保，增进人类福祉。

实现建筑可持续

建筑与住宅国际机构（IIBH）一方面在国际上协调工程、系统、

标准和法规方面的工作，另一方面开展研究、支撑工作等国际交流活动，

在日本建筑和住宅行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近期，日本特别重视

减碳工作。来自 IIBH 的 Nishion Kanako 表示，最大的挑战是要改变

建筑的建造方式。Nishino 认为，虽然科学易懂的知识可以提高能效，

增强经济活力，但“全球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到了这一点”。

她表示，为了制定更有效的建筑法规和深度建筑改造计划，我们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如果实施更严厉的政策，那不可避免要用到可信、

可靠和有效的工具来评估建筑实际能效，这就需要标准的支撑。”

Nishino 认为，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协调非常关键。“标准的制

定或任何其他工具的开发都必须考虑到国际标准。这也是 IIBH 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制定工作的原因。”

先进的解决方案

当然，提到节能建筑就不得不谈到创新和新方法。比如，挪威住宅

建筑协会的重要工作是发挥能耗模拟工具的作用。

该协会主任拉尔斯·迈尔（Lars Myhre）同时担任 ISO 建筑环境

热性能与能源使用技术委员会计算方法分委会（ISO/TC 163/SC 2）

的主席，他认为能耗模拟软件工具对工程师、建筑设计师和研究人员

ISO 10077 / ISO 12567

系列标准（窗、门和百叶窗的热性能）

ISO 12576《绝热—建

筑物用绝热材料及制品》

ISO 18292《住宅建筑物

的开窗系统节能性能》

ISO 13793《建筑物避免霜冻的地基热设计》

ISO 12631

《幕墙热性能》

ISO 8144《绝热—通风

屋面空间用矿物棉毡》

建筑能效
能效计算靠标准

国际标准可以用来计算建筑物外体（墙体、屋顶和地下室）的热学特性和建筑材料的能效。

下面几项ISO标准的实施可以帮助降低能耗成本，提升建筑能效。

为什么关注能效？

能源效率是新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SDGs）的重要内容。这些目标认为

建筑和城市在可持续能源与基础设施相关

的全球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发挥着跨领域的

重要作用。超过 45 项针对气候变化的国

家计划都涉及建筑能效，并强调了建筑质

量直接关系到全球性气候变化目标的实现。

鉴于其在确保各国履行减排义务中的

重要作用，去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缔约方会议（COP21）在巴黎整整花了一

天的时间来探讨建筑行业。会议最终确定

成立“房屋建筑全球联盟”，旨在共同确

保全球建筑行业严守“低于 2°C”的底线。

关于 ISO与能源的更多详情，

请翻阅我们的手册：

www.iso.org/iso/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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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都会提供关键的助力。“我认为可以把建筑

信息模型（BIM）的信息用于能耗模拟分析——比

如供暖、制冷、通风、照明、加载和流程负荷——

以及建筑用水分析。”在挪威，我们已经开始利

用 BIM 来模拟住宅能效，前景非常可观。ISO/TC 

163/SC 2 正在制定的新标准可以用来计算和评估

“近净零能耗”建筑的能效，对此我个人非常期待。

迈尔认为我们有必要马上行动起来。“为避免

气候变化加剧，就亟需提高能效，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COP21 巴黎协定再次明确了这项紧迫议程（参

阅 11 页侧栏）。”

另外，他认为标准能够发挥重大作用。“标准

能够对建筑局部和整体能效的计算提供综合、通用

的框架，这非常重要。采用这些标准，才有可能对

不同措施进行评估，提高各类建筑的能效。”

综合性途径

ISO 建筑能源绩效（EPB）联合工作组正在制

定新的综合方案，目的是帮助建筑行业减碳。该工

作组由迪克·范戴克（Dick van Dijk）和艾森·E·卡

里尔教授（Esssam E. Khalil）共同担任召集人，

他们认为该方案是针对用于供暖、制冷、照明、通风、

室内热水以及部分电器等方面的所有能源，进行能

效评估的综合性方法。

范戴克和卡里尔解释称，随着 ISO 52000 系列

标准的制定，建筑行业有望通过标准采用目前最佳

的技术和实践，实现能效的有效提升。他们表示，

“ISO 52000 系列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评估建筑的整

体能效。这意味着，可以灵活组合各种技术用最低

成本来提升能效水平。”

ISO 52000 系列标准预计在 2017 年上半年发

布，目前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EN）和其他标准组

织正在积极协作推动标准的制定。欧洲也正在制定

EPB 标准，来支撑国家建筑能效指令（EPBD）的

实施。

范戴克和卡里尔解释说，在 EPB 系列标准制

定过程中已经充分考虑了国家和地区在气候、文化

和建筑传统，以及政策和法律框架等方面的差异。“标

准就程序、输入数据和边界条件等都给予了不同的

选项。每个选项都对应一套清晰的模板，针对具体

情境来开展能效评估。标准中同样提供了一系列内

容丰富的（‘缺省’）选择。” 

两位联合召集人表示，这套综合性的解决方案

前景非常乐观。“这些年采用该方案的国家——比

如荷兰——就成功利用各类新技术实现了规模化推

广实施，节约了成本。”这些技术包括了隔热概念、

窗户、供暖、制冷、照明、通风或室内热水系统、

建筑自动化与控制以及可再生能源等。

着眼当下与长远

如果辩证地来看，全球住宅消费的激增带来的

积极影响是，可持续建筑有望发展为可持续性产业。

提升建筑能效不仅有利于缓解全球温度上升，同时

也意味着新的增长机会。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说，

这可以创造新的就业、提高健康和生产力水平，改

进设施产能管理，降低公共预算压力。

宏观经济学家表示，提升能效相当于增加能源

供给。根据 IEA 发布的《提升能效带来多重效益》

报告，能效投资可以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通过科

学治理，可以促进全球层面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到

2035 年有望带来高达 18 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

超过了北美地区目前的经济总规模。

当然，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我们还面临着许多

挑战。范戴克和卡里尔教授相信，清晰一致的政策

目标能够有效推动建筑行业创新。“这需要国际标

准来协调规范术语、定义、评估程序和指标，从而

引入新的理念和技术，监控并评估该领域的进展。”

纵观建筑物的整个生命周期，任何有利于减少其环

境影响的做法——特别是国际标准的引入——都会带来

实实在在的进步。哲学家亨利·梭罗曾说过：“如果没

有个好星球，那么要一所好房子又有何用？”■

孙加顺 / 译

需要国际标准来引入

新的理念和技术，

监控并评估该领域的进展。

#ISOfocus_119 | 1312 | #ISOfocus_119



已发布五年的 ISO 50001 能源管理标准目前正

在进行修订。人们对这项标准给清洁能源发展带来

的影响寄予厚望，五年已过，这项标准实施的成效

如何？

ISO 50001 不负众望 
五年践行承诺显成效

Did ISO 50001 live 
up to its promi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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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玛利亚·拉扎特   by Maria Lazarte

2016 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第七届世界清洁能

源部长级会议（CEM）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与会的

各国能源部长发来了视频贺词，他在贺词中表示，“去

年有两项世界纪录，一是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额达到

新高，二是新的发电装机容量一半以上来自可再生能

源。”

这是个好消息。但奥巴马警告称，全球气候变化

的趋势堪忧。他说，“我们必须加快未来向清洁能源

转变的进程。”这不禁让人们想起了去年在巴黎召开

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美国与 19 个国

家共同制定新的目标，即未来五年在清洁能源研究方

面的投入将增加一倍。

整个世界已经准备好要做出改变。2016 年 9 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历史性地批复 COP21《巴黎协定》

正式生效，美国也随之跟进。中美两国是全球最大的

温室气体排放国。但正如奥巴马在会上的视频中所说，

仅靠政府无法完成这一目标。商业领袖可以发挥很大

的作用，企业在日常生产活动中也能为应对能源挑战

作出巨大贡献。当然企业自身还能从中受益。

战略性途径

实施 ISO 50001 标准可以带来两方面的收益。一

方面，它能减少二氧化碳（CO2）排放。到 2030 年，

ISO 50001 标准实施带来 CO2 减排量相当于路上少

了 2.15 亿辆小客车。另一方面，能带来商业收益。预

计截至 2030 年，采标节约的能源总价值可达 6 000

亿美元。

很多企业自然就把 ISO 50001 视为通往可持续能

源未来的战略性途径，积极将标准融入到企业能源策

略当中。政府也在采取措施，包括减税、设立研究基

金和其他措施等，鼓励企业积极采用这一标准。例如，

CEM 倡议 ISO 50001 标准认证证书总数到 2020 年

能达到 50 001 个。

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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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美国总统奥巴马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出席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举行的《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交存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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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 标准的好处显而易见，但五年过去了，该标准的实施情况

如何呢？首先，我们要先了解 ISO 50001 到底是什么。标准制定工作始于

2008 年，当时能源管理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性的理念。全世界都意识到一

个事实，即“我们需要能源”，但气候变化以及化石燃料供给有限使可持续

性成为一个关键议题。

当时不少国家已经制定了能源管理体系标准，急需一个国际标准来满足

业务日益全球化的企业的需求。ISO 50001 标准提供了将能源效率融入日

常运营的整体框架。它能指导企业配置资源确保业务连续性和复原能力，提

高应变能力，灵活应对能源价格浮动和能源资源的不确定性。

总之，ISO 50001 标准增强了企业的自主能力。“在这个充满不确定

性的世界里，尽管企业无法控制价格、政府政策或者全球经济，但可以改善

自身的能源管理方式，”ISO 能源管理技术委员会（ISO/TC 242）主席罗

兰·瑞瑟（Roland Risser）表示。“获得的效益显而易见：企业可以提高

资源、资产利用效率，并且减少成本，降低能耗。同时让全世界都了解到这

些企业为全球可持续性做出了积极贡献。各相关方取得共赢。”

企业节能文化

下 面 的 数 据 可 以 说 明 一 切。 美 国 康 明 斯 公 司

（Cummins）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商，通过采用

ISO 50001 标准节约了 300 多万美元；而韩国乐金化学

公司（LG Chem）通过采用该标准降低了 10% 的能耗，

减少成本 900 万美元。这只是诸多获得显著收益的成功

案例中的两个。

例 如， 美 国 能 源 署 的 一 个 项 目 研 究 显 示，ISO 

50001 标准不仅有助于节约能源，而且与未采标设备相

比，采标设备的性能提高了 65%。不仅在发达国家，墨

西哥的国家能源可持续使用项目（PRONASE）通过采

标预计两年内可节约 25% 的电力和 37% 的天然气。

五年以来，ISO 50001 标准带来的节能量在 5% 到

20% 之间。巴西 WEG 电力公司是当地率先采用该标

准的企业之一。“能源管理很重要，”WEG 公司培训

及持续改进部经理若奥·阿尔弗雷多·西尔维亚（ João 

Alfredo Silveira）说。“此前我们注重的是设备能效的

提升，所以对我们而言，ISO 50001 带来的最大好处是

让员工们了解到节能在每个工作步骤中的重要性，树立

了企业节能文化。”

在 WEG 公司的案例中，员工是计划成功的关键一

环。对于工作中的能源管理，他们要相信通过努力可以

达成目标。“开始要明确具体的原则、程序和目标，然

后通过培训和评定进行巩固。一旦做到这些，员工就能

完成目标，”西尔维亚总结道。一切努力都没有白费，

WEG 公司的报告称，检测实验室的电力能耗降低了

17%，生产流水线的电力能耗降低了 13%。

越简单越好

虽然 ISO 50001 已经证明行之有效，但在标准的首

次修订过程中，需要考虑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对瑞瑟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如何保持标准易于使用、简单明了。

“它要简单、灵活并能带来成效。迄今为止，ISO 

现在要考虑的是哪

些地方需要改进。

一家发动机制造商通过

采用ISO 50001标准

节约了300多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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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3 2014

2 236

4 826

6 778

ISO 50001标准和众多其他ISO

标准一样，帮助人们在2030
年前用到经济实惠、安全可靠的

现代能源。

ISO 50001

标准有助于减

少碳排放，并

把地球温度

升幅控制在

2℃以内。

九成用户强烈推荐采

用ISO 50001标准。

89%采用能源管理体

系和通过认证的组织机构

表示满意。

95%的用户认为

该标准有助于了解哪

些活动耗能最多。

50001 标准运行良好，因为组织机构知道标准实

施过程并不复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

修订。“修订将进一步提升该标准的水平，我们

要确保新增加的内容能带来实际效果。只有如此，

才能促使组织机构采用该标准。”

据瑞瑟预测，新版标准的一个改变可能是更

好地与 ISO 9001、ISO 14001 进行融合。“这

是我们从诸多 ISO 管理体系标准（MSS）中看

到的一个趋势。这意味着不再过于重视程序，而

要在组织机构内部推行通用的工具、术语和流程，”

他说。“要谨记的一点是，ISO 50001 是 ISO 管

理体系标准中独一无二的，它的持续改进需要兼

顾管理体系和能源效率这两大要点。”

瑞瑟认为，正因如此，ISO 50001 标准成为

帮助各国实现巴黎协定承诺的有力工具。标准不

仅帮助组织机构实现节能，同时保证长期有效。

即使有的组织机构已经有成熟的能效项目，采用

ISO 50001 标准仍可以将能效提高 10% 甚至更

多。

我们的世界和未来

在标准修订过程中，人们可能还会问，如

何更好地满足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对西尔维亚而

言，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竞争力和生

产力方面。能源管理工具必须有助于这些国家应

对这些挑战。对熟悉节能效益的企业而言，ISO 

50001 可以进一步协调和推动这方面的工作。但

对那些尚未实现节能突破的企业而言，也能从中

拓展眼界。西尔维亚说，“对 WEG 来说，高能

效已成为其竞争优势之一。”

中国华测检测认证集团（CEI-Cert）副总裁

周璐帮助很多中国企业采用 ISO 50001 标准。他

说，该标准帮助企业在自身内部建立了节能文化。

“ISO 50001 使人更关注能源的成本与投入，节

约成本，注重能量仪表和数据管理。企业甚至无

需采用复杂的解决方案，只需找到更有效的方法

来处理日常事务。房间里没有人时就关上灯，仅

这一件事长期来看就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周璐认为，中国政府希望将能效提上日程，

这关系到能源密集型经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但如今面临一些挑战，能源管理的成效不可能立

竿见影，有些组织机构可能会失去耐心。他认为，

提高认证的价值及其认可度，能促使更多机构采

用这项标准。“我们希望有更多人了解并使用

ISO 50001 标准，因为它对企业、对我们的未来

都意义重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携起手来，共同

应对这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们必须互相信任，共

同努力，”他在视频中呼吁。“这个问题威胁到

我们所有人，唯一的解决方法是携手合作。没有

什么比我们留给后代的世界更重要。”■

曹欣欣 / 译

ISO 50001如何帮助提高能效

对企业的好处

ISO 50001标准认证总量不断增长

每年，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ISO 50001标准来

改进能源管理。

减少成本

节约资源

应对气候变化

扫描右方二维码，

观看 YouTube 上

的相关视频：

在能源密集型经济中，

提高能效对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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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是唯一定期举办的聚

焦清洁能源的会议，与会成员包括 24 个参与国和欧洲委员

会的能源部长。2016 年举办的第七届 CEM 会议指出，采用

ISO 50001 标准来制定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

后续的行动计划。

第
七届世界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CEM）

于 2016 年 6 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会

议宣布了一系列行动计划，加快全球向

清洁能源转变，其中包括采用 ISO 50001 能源管理

体系标准来提高能效。与会代表包括能源部长、全球

行业领导者、来自实验室和学术界的专家以及民间社

会组织的领导，共同探讨制约发展的障碍，研究应对

能源挑战的解决方案。

会议还颁发了 2016 年 CEM 能源管理卓越奖，

旨在表彰成功采用 ISO 50001 标准的企业。这是世

界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的能源管理工作组（EMWG）

发起的活动，旨在加快 ISO 50001 标准在工业和商

业建筑中的广泛实施。

通过设立该奖项，企业了解到：在能源效率方

面的投入不仅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还能带来巨大的

商业回报。据参与该项目的企业报告，每年节约的能

源成本高达 1350 万美元，每年减少排放的二氧化碳

多达 23.8 万吨，相当于每年道路上减少 5.1 万辆小

客车。

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采访到了世界清

洁能源部长级会议的能源管理工作组协调员格蕾齐

拉·西西利亚诺（Graziella Sicilliano）。她在本文

中讲述了他们为加快 ISO 50001 标准的广泛采用所

做的努力，以及该标准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实施所带来

的益处。

ISOfocus：在第七届 CEM 会议上，有很多

机构设施获得 CEM 能源管理领导力奖。您能具体

谈谈吗？

格蕾齐拉·西西利亚诺：建立符合 ISO 50001

世界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聚焦 ISO 50001 标准 力推低碳发展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focuses on ISO 50001 for 
low-carbon development

第七届世界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举行，吸引了众多世界能源领导者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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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COP21会议的机会，

现在正是时候更好地实施

ISO 50001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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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但标准的实施还需要依靠专业人士。他们要具备相关教育背景、

技能以及能效项目、企业管理体系和流程方面的经验。目前缺乏

具备以上关键技能的专业人士来支撑 ISO 50001 标准在全球范围

的实施。

EMWG 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 ISO 50001 标准的全球专家队

伍。EMWG 致力于推动 ISO 50001 专家资质认证方面的工作并

开展相关培训。

作为 EMWG 的协调员，您认为 EMWG 与 ISO 之间的国

际协作有哪些好处？

标准在帮助实现气候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创造了公

平的竞争环境，有利于提高透明度、可靠性和可信度。ISO 50001

国际能源管理体系标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在商业和工业领

域广泛实施 ISO 50001 标准，在 2030 年之前全球预计将节约能

源约 62 艾焦耳，节约能源成本 6 000 多亿美元，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约 6 500 立方吨 1）。

预计到 2030 年，年度减排量相当于减少了 2.15 亿辆小客车。

借 COP21 会议的机会，现在正是时候将 ISO 50001 标准作为大

型能源用户实现国家和国际的能源和气候目标的重要机制。在实

施 ISO 50001 系列标准和指南方面开展国际协作，将为标准的推

广做出贡献，并带来显著的成效。■

曹欣欣 / 译

标准的能源管理体系，帮助企业、社区和全世界节约能源、

提高经济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该项

目的工商领域的机构设施。它们积累了相关的资源，能帮

助各种类型和规模的机构设施采用标准来提高能效，减少

碳排放。

能源管理卓越奖旨在表彰组织机构在节约成本和改变

能源使用方式上所做的努力。

今年的获奖组织包括：

·美国康明斯公司（Cummins Inc.）。康明斯公司

在印度、英国和美国有 9 家通过 ISO 50001 标准认证的工

厂，它的业务遍布全球，主要包括柴油发动机的设计、制

造和销售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该公司通过建立能源管理

体系，超额完成了成本、能源节约和碳排放方面的预期目标。

·韩国乐金化学公司的梧苍工厂（LG Chem Ltd, 

Ochang Plant）。韩国乐金化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大

型偏光板制造商，生产锂电池等各类电池。梧苍工厂通过

了 ISO 50001 标准认证，帮助该公司达到了韩国和全球在

能源和温室气体方面设定的目标，其中韩国政府的目标是

在 2020 年前减少 30% 的国内碳排放。

· 新 黄 金 公 司 的 新 阿 夫 矿 场（New Gold Inc., 

New Afton Mine）。新阿夫矿场是北美地区首个实施

ISO 50001 标准的矿场。近几年来，黄金和铜的价格偏低，

提高能效是增加盈利的方法之一。ISO 50001 标准还符合

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协议，因此矿场通过采用 ISO 50001

标准能同时满足很多项目的要求。

2017 年 CEM 能源管理系列奖项的相关工作已经开

始，参与者可以在 2017 年 1 月 24 日之前提交申请。ISO 

50001 标准能使所有行业、各种规模的组织机构受益，因

此我们希望大家广泛参与，展示 ISO 50001 标准在各类组

织机构实施的成功案例，涵盖商业和工业领域、政府机关、

酒店、机场、大学等。

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在提高能效方面存在哪些障碍？

尽管能效方面的收益显著，投资回报期短，但依然没

有得到充分利用。首要问题是没有将能效融入到日常管理

和运营实践之中。大多数机构设施或者建筑的能效无需采

用新技术，仅通过改变能源管理方式就可以实现。有效的

能源管理可以在不降低产量、质量或者打击员工积极性的

基础上，更高效地利用能源，同时符合安全和环境标准。

虽然 ISO 50001 标准是能源管理方面的全球最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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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实施ISO 50001

标准能节约大量能源。

从左到右：CEM能源管理领导力奖的三位获奖者：韩国乐金化学公司的Yoo JaeJoon、美国康明斯公司的

詹妮弗·拉姆森（Jennifer Rumsey）和新黄金公司的安德鲁·库珀（Andrew Cooper）

1）“ISO 50001标准在2030年前的节能潜力分析”，能源管理工作组，文字发表日

期-2016年6月

#ISOfocus_119 | 2322 | #ISOfocus_119



solutions  
for a clean energy future

37 %

28 %

23 %

2 %
2 %

8 %

工业约占全球能源消耗

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一比重

还在持续增加。

到 2050 年， 需 要 10 亿 辆

电动车才能实现将全球变暖限制

在 2℃以内的目标。

建筑是全球最大的能源

消耗行业，占全球能源消耗

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大约 350 万人的过早死

亡归咎于使用生物燃料烹饪

以及煤油照明。

到 2050 年，

屋顶太阳能可以在

技术上满足三分之

一的城市电力需求。

提 高 房 屋 的 气

密性可以减少 20%

到30%的供暖能耗。

各行业采用能源管理

实践将使其能源消耗总量

减少 10% 到 30%。

54% 的 全

球 人 口（ 超 过

39 亿） 居 住 在

城 市， 约 占 全

球 经 济 活 动 的

80%。

ISO/TC 207

环境管理 ISO/TC 180

太阳能

ISO/TC 146

空气质量

ISO/TC 147

水质量

ISO/TC 205

建筑环境设计

ISO/TC 22/SC 37

电动车

ISO/TC 163

建筑环境中的热性能

和能源使用

ISO/TC 285

清洁炉灶和清洁烹饪

解决方案

ISO/TC 265

二氧化碳捕获、运输

和地质封存

ISO/TC 301

能源管理与节约能源

2014年各行业能源消耗总量

ISO/TC 23/SC 18

水利和排水设备及系统

ISO/TC 238

固体生物燃料

在农产品系统中持续

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会对

食品生产的经济效益带来

积极影响。

采用现代能源可以提

高产量，增加粮食供给。

采 用 多 元 化 的 能

源技术能使全球碳浓度

降低三分之二。ISO 标

准就是解决方案之一，

有助于更有效地使用能

源，减少碳排放并提高

全 世 界 人 民 的 生 活 质

量。

来源：国际能源署（IEA）、BIO Intelligence Service、
世界卫生组织和 McKane

清 洁 能 源 的 未 来 解 决 方 案

工业

运输

住宅

公共服务
和商业

农业
和林业其他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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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世界能源产量处于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全球

能源消耗量是过去 40 年消耗量的两倍以上，并可能继续

攀升，到 2030 年还将增长 30%。更糟糕的是，尽管化

石燃料的使用量处于下滑状态，但是仍占全球能源产量的

81%。

减少能耗和提高能效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可靠的方

法之一，继而防止地球继续升温和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灾

害，还能节省很多成本。欧盟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协

调一致的产品最低能效要求等措施，预计到 2030 年能源

花费将节约 4 100 亿欧元。

寻求减少能耗的方法是当务之急，国际能源署（IEA）

等国际性组织也在引领和推动世界各国采取能效措施和政

策。本刊采访了 IEA 能效部主任布莱恩·马瑟韦，请他谈

谈在气候变化的警钟敲响之前，标准如何促进这些能效措

施的实施。

ISOfocus: 为什么要关注能源使用情况？

布莱恩·马瑟韦：我们需要应对气候变化、能源安全

和城市空气污染等能源方面的各种挑战。我们需要改变的

是过去不能迅速改变的事情，即提高能效并使用可再生能

源。关键在于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改变。

在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164

个国家共同制定了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这是不是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

COP21 意义重大，而且社会参与程度也越来越高。但

是它仍然没有诠释出我们需要的完美的减碳途径，也就是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我们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尤其是提

高能效和使用更多可再生能源。

提高能效能够使工作更容易，花费更少。气候工作基

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把提高能效作为工作重点将在

应对化石燃料挑战

Fighting the fossil 
fuel challenge

提高能效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但是面对不断攀升的能耗，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本文中，

国际能源署（IEA）能效部主任布莱恩·马瑟韦（Brian 

Motherway）向我们讲述了标准如何成为减少能耗不可

或缺的工具。

寻求减少能耗的方法

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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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这方面的作用，因为标准能增强确定性和信心。

标准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设备和其他产品的最低能效需要用到标准。虽然国

家标准通常很有效，但是国际统一的标准会更有效，因为国际标准有助于做出正确选择。这不仅确保了

能效测量的一致性，使消费者受益，促进贸易发展。

但是，要进一步降低能耗，标准还有很大的潜力。例如，在交通运输方面，车辆能效标准的应用使

得全球石油用量减少 2%，日均节省 200 多万桶。

然而，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这类汽车能效标准，并且按照现行最佳标准的要求，那么每天可以节约

400 万桶石油。同样地，如果所有建筑都使用最佳能效标准，2015 年全球住宅能耗就可能降低 14%。

标准也有利于新型投资方式的发展，通过提高规则和定义的清晰度和明确性，让绿色债券等新型投资方

式从中受益。

最后，政府和投资者在投资新能效技术时都希望有所回报。标准在这方面也能发挥关键的作用。提

高能效的关键在于提升人们对于实现能效目标的意识和信心。■

靳吉丽 / 译

国际标准有助于

做出正确选择。

2030 年之前减少 2.5 万亿美元的能源成本。

在提高能效方面有哪些措施，目前已经做了哪些工作？

提高能效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关键，也是政府向可持续

能源系统转变必须采取的重要措施。为了了解相关进展， 

IEA 发布了《能效市场报告》来评估能效的核心指标。

2016 年该报告研究的问题包括：提升能效的速度是否

足以达到气候目标？哪些国家和政策的影响力最大以及他

们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低能耗的产品价格是如何影响能效

投资的？气候、能源安全和公共预算的能效有哪些方面的

益处？

报告研究发现，2015 年全球在能效方面的投资超过

2200 亿美元，能效对国家贸易赤字的影响显著。2015 年，

IEA 29 个成员国在出口方面节约能源成本至少 560 亿美

元。能源进口是许多 IEA 成员国贸易赤字最大的根源之一。

2015 年，欧盟在能源进口上支出 2 700 亿美元，这是该地

区进口最多的商品。

报告还指出，2000 年 IEA 成员国开始注重提高能效。

2015 年节约了大约 1 575 太瓦时的电力，约占当年 IEA

成员国电力生产总量的 15%。也就是说，如果 2015 年的

耗电量增加 15%，还需要 580 亿瓦的发电量和 11 700 亿

美元的资金投入。

能效提升也得益于能效标准和法规使用范围的扩大。

2015 年，强制性能效政策（绩效标准和强制性目标）涵盖

了全球能耗的 30%，而 2000 年这些政策只涵盖了全球能

耗的 11%。

还需要做哪些工作，标准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需要采取新方式和新做法。要实现这些需要确定

性和信心，让消费者有权利做出更好的购买决定并鼓励银

行把资金投入到更多的能效解决方案中。政府在着手制定

鼓励高效使用能源的新政策时也需要确定性。标准可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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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署（IEA）能效部主任布莱恩·马瑟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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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NOR 90 周年庆

巴哈马标准质量局
肩负标准使命

秘鲁举办标准化
奥林匹克竞赛

SPRING 的黄金 50 年

各组织联合
推进智慧城市
标准化工作

NEN 寓教于乐  
开发“大入侵”游戏

在北京举办第 39 届 ISO 大会期间，法国标准

化协会（AFNOR）举办了成立 90 周年庆典活动，

中国相关官员、AFNOR 客户及来自中国办事处的

代表参加了庆祝活动。ISO 主席张晓刚和与会代表

们对 AFNOR 自 1926 年 6 月 21 日成立以来取得的

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成立之初，AFNOR 负责

制定通用的工业制造标准术语，而如今已成长为一

个拥有 1200 名员工的国际服务型组织，协调法国标

准化体系的发展。早在 1943 年，AFNOR 因其对公

共利益的促进作用得到了政府法令的认可，从此以

后它一直履行这一使命。同年，AFNOR 制定出 NF

认证制度，用于评估组织机构是否符合标准。

首项 NF 认证是关于消防安全设备、石灰及水

泥，这也表明了法国在二战后重建家园的决心。如

今，法国已经拥有超过 450 项产品与服务 NF 认证。

AFNOR 主席奥利沃·皮亚特（Olivier Peyrat）说道：

“自 1947 年 AFNOR 成为 ISO 创始成员国以来，

一直鼓励法国社会经济各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标准

化工作。正是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努力与付出，让法

国成为 ISO 最活跃的成员国之一。”

如果没有标准，世界将会怎样？试想

一下，所有标准突然消失：桥梁无法通行、

停止标志失去作用、水龙头里滋生各种细

菌……整个世界将变得混乱不堪！在这款游

戏应用软件中，荷兰所有的标准都被入侵，

失去作用。玩家需要扮演成荷兰英雄并将所

有标准修复，使国家回归常态。

2016 年是荷兰标准化协会（NEN）成

立一百周年。作为 ISO 的荷兰国家成员体，

NEN 认为这是用寓教于乐的方式让人们深

入了解标准化工作的绝佳机会。所以，这款

游戏软件应运而生，其主要目标人群是年龄

在 12 到 17 岁 的 青 少 年。 当 然，12 至 120

岁年龄段之间的任何人都能从这款游戏中找到乐趣。

游戏玩家需完成四项任务：首先，英雄需要在 NEN 总部完成

一项特殊的培训；然后，玩家需要修复家庭标准、道路标准、工作

和学校中所需的标准等。玩家答对选择题后会获得相应的分数，还

能滑动屏幕玩一些迷你游戏。最重要的是要确保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任务！想要在游戏排行榜上取得好名次，回答问题要既快又准。

2016 年 4 月，秘鲁举办了首届标准化

奥林匹克竞赛。来自秘鲁 7 个地区的优秀

高中，共计 48 支团队参与了此次活动。此

次活动由 ISO 秘鲁国家成员体秘鲁国家质

量局（INACAL）主办，效仿了韩国国际奥

林匹克标准化大赛，目的在于提升中学生的

标准意识，让他们认识到那些日常生活中用

到的技术标准，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将质量

文化与教育行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比赛要求 48 支参赛团队描述一个故

事，展现技术标准在日常生活的重要作用；

起草一份虚拟标准，解决社区的某个难题；

设计一张图，让不同地区使用不同语言的

人们都能理解其含义。

在 2016 年 6 月举行的决赛中，选手

必须根据指南完成桥梁的建设。经过多轮

角逐，来自胡宁地区的“冒险队”摘得桂冠。

恭喜他们！

2016 年， 新 加 坡 标 准、 生 产 力 和 创 新 局（SPRING 

Singapore）举办了“新加坡标准化项目”50 周年庆祝活动。该

项目自新加坡独立之日起就一直引领着国家的质量发展。

庆祝晚宴上，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及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

曼（Tharman Shanmugaratnam）先生的出席将整场活动推向

高潮。尚达曼对标准化组织的出色工作表示赞许，并强调质量与

标准（Q&S）将是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50 年来，新加坡的“Q&S 倡议”行之有效，并在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确保产品和服务达到国际最高质量与安全标准、促进

本地企业成长并帮助其进入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Q&S 作为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的支柱战略，主要聚焦以下四

大关键领域：新兴产业、产业转型、通过举办国际和区域会议宣

传 Q&S 工作以及 Q&S 人才储备。

继 2016 年 7 月份在新加坡

召开世界智慧城市论坛之后，各

大 标 准 化 组 织 如 IEC、 ISO、 

ITU、 CEN- CENELEC、IEEE

及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的

代表们又齐聚一堂，共同商讨如

何加快、协调智慧城市标准化工

作相关事宜。标准化工作是智慧

城市发展与部署的重要内容之一。

预计到 2050 年，全球三分

之二的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因

此城市必须要高效利用资源。在

如今的大都市中，绝大部分基础

设施是由不同的供应商安装，不

同的机构负责维护，这些机构彼

此孤立，无法协调工作。为了将

它们在实际和虚拟上都实现互

联，我们要启用标准化接口，确

保硬件和技术的兼容性，方便采

集与共享数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这些

组织将共同努力，制定出切实可

行的合作框架，从而优化结果，

减少重复性工作，节约时间与成

本。ISO 将在 2017 年举办后续

相关会议。

巴哈马标准局增设了质量部门，于 2015 年 5 月正式

更名为巴哈马标准质量局（BBSQ）。这表明巴哈马政府

意识到要促进质量文化发展，必须要有标准基础设施来支

撑。因此，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BBSQ 主 任 瑞 娜· 弗 格 森 - 巴 弗 得（Renae 

Ferguson- Bufford）博士说道，BBSQ 将致力于提升巴

哈马进出口及国内的产品和服务质量。BBSQ 将为巴哈马

建立本国的质量基础设施（NQI）提供支撑，NQI 包括计量、

标准化、检验、认证认可和合格评定的各个方面。

作为新兴市场，巴哈马要想得到长足发展，吸引国外

投资并将本国的产品与服务出口到其他国家，就必须拥有

有效的 NQI 体系，它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创新、自由

及公平贸易等方面发挥重要支撑作用。此外，BBSQ 在本

国消费者保护方面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BBSQ 将着重开展以下工作：改进产品标签来应对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并与兄弟组织建立稳固的合作关系，

便于学习全球最佳实践。BBSQ 在使巴哈马更好地融入全

球经济的同时，致力于确保巴哈马拥有可持续、高质量的

生活标准。

THE BIG HACK

PERUʼS OLYMPICS 
FOR YOUNG STANDARDIZERS

FRANCE CELEBRATES 90 YEARS  
OF STANDARDIZATION

SPRINGʼS GOLDEN JUBILEEBBSQ TAKES UP 
ITS MANDATE

ORGANIZATIONS 
UNITE FOR 
SMARTER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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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苹果、安卓和微软

等系统的应用商店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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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需求方面，行动计划注重效率。作为计划的一部分，

前不久国家能源局（DNE）与 UNIT 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

制定标签制度和耗能设备标准。首批能效标准是照明设备和

家用电器标准，之后又制定了其它设备的标准，比如：燃气

用具、太阳能热水器、发动机等。

这些标准确立了标签制度框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

于 ISO 和 IEC 国际标准制定的，以确保其应用范围最广泛。

例如，就本国热水器来说，乌拉圭的能效公共政策促进了热

水器的使用，这些热水器是按照 ISO 太阳能技术委员会（ISO/

TC 180）制定的标准生产的。然而，不仅仅限于这一类用能

设备，ISO 建筑物环境设计技术委员会（ISO/TC 205）和建

筑环境的热效能和能源利用技术委员会（ISO/TC 163）也在

努力制定建筑能源使用方面的标准。

信赖能源管理

对 乌 拉 圭 而 言， 另 外 一 个 重 要 的 能 效 驱 动 力 是 ISO 

50000 能源管理系列标准。UNIT 负责《ISO 50001：能源

管理体系——要求和使用指南》西班牙版本的翻译工作，并

将其采用为国家标准（UNIT - ISO 50001）。乌拉圭国家领

导人、ISO 中央秘书处代表和制定标准的 ISO 能源管理技术

委员会（ISO/TC 242）出席了该标准的发布仪式。

UNIT - ISO 50001 逐渐在工业领域和许多公司实施，

主要是已经获得认证的能源密集型企业，比如造纸和肉类加

工企业。

在交通运输行业，生物燃料发展前景广阔。ISO 石油产

品和润滑剂技术委员会液体生物燃料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8/SC 7）已经制定了几个生物燃料标准，同时也在制定未

来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标准，工作范畴不断扩大。

迎接挑战

2015 年底，乌拉圭的石油在能源矩阵中的占比降低至

50% 以下，2016 年电能几乎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水，风和生

物质）提供。下一个阶段是到 2024 年节省 169 万吨石油当量

的能源消耗。

乌拉圭要成为真正的高能效国家，还面临着许多挑战，但

这也意味着可以制定新的技术标准来应对这些挑战。因为，无

论现在还是将来，标准都是乌拉圭实施长期能源计划的战略支

撑，而且该能源计划已经取得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靳吉丽 / 译

去年 12 月，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1）达成共识：从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

转变，而拉丁美洲的一个小国家早就先行一步。

2015 年，乌拉圭宣布在没有政府资助、不增加消

费者成本的情况下，通过不到 10 年的发展利用清

洁能源满足了国内 95% 的电力需求。

乌拉圭曾经极度依赖水力发电，但是从 1997

年到 2007 年的 10 年干旱使得水力发电占比从

90% 以上降到了 50% 左右，导致化石燃料进口

量增加。如今，沿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 5 号

干线向北行驶时，你可以在不到 200 英里的距离

内发现至少 3 个风电场，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可以

看到风力涡轮机。事实上，2015 年上半年，乌拉

圭的风能装机容量就达到了 581 兆瓦，占全年发

电量的 17% 左右。

仅仅 10 年时间，乌拉圭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早在 2000 年，政府在推出一项长期能源政策时

就取得了重大突破，该政策获得了所有政党的大

力支持。这为促进风力涡轮机、生物质和太阳能

等方面的资金投入注入了稳定剂。令人钦佩的是，

这些能源目前占乌拉圭能源构成的 55%，而全球

平均值仅为 12%。

如果说从乌拉圭的例子中能学到什么经验的

话，那就是在追求能源效率时决策能力是非常重

要的。乌拉圭技术标准学会（UNIT）标准化经理

费尔南多·戈麦斯向我们解释了乌拉圭是如何摆

脱能源困境并走向巨大成功的。

MEMBER EXCELLENCE

How Uruguay became  
the worldʼs  
wind powerhouse 
with standards
乌拉圭如何利用标准打造
世界级风力发电站

乌拉圭在能源生产和使用方式转变上走在了

世界潮流的前沿。本文中，乌拉圭技术标准学会

（UNIT）标准化经理费尔南多·戈麦斯（Fernando 

Gómez）解释了乌拉圭这个小国是如何成为可再生

能源大国的。

有志者

15 年前，虽然乌拉圭只有 340 万人口，但是却

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能源困境。到了世纪之交，乌

拉圭水电资源枯竭，经济增长完全依赖进口化石燃

料来满足能源需求。这带来了双重问题。一方面，

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大量购

买石油导致外汇流失。

2000 年初，乌拉圭政府实施了一项长期能源计

划《国家能源政策（2005-2030）》并获得了所有

政党的支持，其总体目标是丰富能源构成，减少对

化石燃料的依赖。这项新政策制定了 4 项能源复苏

战略方针（制度、供给、需求和社会），这也是相

关行动方案制定的重点。

能源结构多元化

在供给方面，当风力涡轮机开始遍布全国，造

纸业也配合使用生物质时，情况便有所改观了。最近，

乌拉圭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从家畜粪便中生产沼气，

从城市固体废弃物中制造甲烷。乌拉圭国家标准组

织 UNIT 从中获得启发。作为 ISO 成员，UNIT 积

极参与 ISO 沼气技术委员会（ISO/TC 255) 的工作。

乌拉圭技术标准学会（UNIT）标准化经理费尔南多·戈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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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信息化社会需要大量的 IT 设备，这意味着

对电力能源的需求与日俱增。如今，大型数据中心

规模化运转，其用电量相当于一个小县城的用电量。

日本日立集团的愿景是创造更加可持续的社会，该

公司正在努力开发节能产品，制定相关解决方案以

减少人类活动带来的负担。

IT 产业格局日新月异。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的推广和大数据的使用，数据中心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多。

预计到 2050 年全社会处理的信息总量将是 2006 年的 200 倍，需要更多的 IT 设备和更大的带宽。

数据中心内的 IT 设备和其他设备必须一直用空调降温，以避免服务器过热和熔毁。增加服务器的数

量来解决数据不断扩大的问题会产生更多的热量，导致空调的能耗不断增加，如此循环往复。

日立集团致力于减少数据中心的环境负担，该公司目前正在开发节能 IT 产品（生态产品），制定相

关解决方案以符合可持续社会的标准，造福人类。因此，日立集团成为日本首家有资质展示 IT 设备（服

务器、存储和网络设备）产品碳足迹的公司。

通过开发卓越、独创的技术和产品，一百多年来日立集团的业务不断发展壮大。本刊采访了日立集

团数据中心、标准和环境方面的几位专家 1），看看该公司是如何秉承其企业信条的。

Hitachi runs  
big data on  
low energy
日立公司实现低能耗大数据运营

1）日立集团的几位专家分别是Osamu Namikawa, Akio Fukushima, Shinobu Irikura, Yoshito Sakurai, Masaki Ito, 

Kyoko Tajima和Yasunori Nagao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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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 Assist2) 节能空调系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术，

可以减少数据中心运作中占比很高的空调能耗，同时提

高空间效率。我们非常自豪地说，这项技术采用了国际

电信联盟 Recommendation ITU-T L.1300《绿色数据

中心最佳实践》，提高了空间和能源效率。

此外，为了密切追踪数据中心运行的能耗，我们采

用了 IT 专业领域的绿色网格（TGG）组织提出的电源使

用效率（PUE）指标，来衡量一个计算机数据中心使用

能源和监测节能影响力的效率。PUE 也是日本节能立法

中的一项关键性能指标（KPI），在 ISO/IEC 30134-2

《信息技术——数据中心——关键性能指标——第 2部分 : 

能源使用效率 (PUE) 》中有明确定义。

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日立集团横滨第三数据中心

荣获了绿色网格 2010 年最佳数据中心奖。该数据中心是

行业内最强大、最可靠的数据中心之一，定期监测服务

器机房的温度、湿度和能源使用情况，分析并进一步提

高能效。

ISOfocus: 日立集团的《2015 年可持续性

报告》强调了使用和制定国际标准的重要性。为

什么这对日立集团来说如此重要？

事实上，人类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国际化。气

候变化、生态系统退化、能源和水资源使用不当、

食物短缺、城市人口增长以及社会老龄化等问题

层出不穷，亟待解决。

作为全球性企业，日立集团为建立可持续社会

创造了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我们采用新型解决方

案来应对这些复杂问题，比如：我们的“社会创新

业务”将 “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先进的信息技

术结合起来，为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积极的影

响。

实施社会创新业务需要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

新型合作方式，国际标准工作为其提供了很好的

机会。我们致力于将标准化活动作为推动创新和

需求解决方案的手段，这些解决方案将解决社会

问题、支撑全球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请您介绍一下日立集团的能效措施？ ISO/

IEC 30134 系列标准将在哪些方面帮助数据中

心做到“更绿色”？

日立集团在一系列产品和技术上大力投入以

提升其数据中心的能效，比如：高能效空调、低

损耗转换器和高效不间断电源（UPS）设备。举

个例子，冈山第三数据中心就是基于要平衡好高

密度 IT 设备和高效电力消耗之间的关系这一理念

于 2012 年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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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ISO/IEC 30134系列

标准是客户可以使用的

有效对话工具。

2)“Ref Assist”是日立公司的一个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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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成功的基础上，我们根据 IEC 

62430 制定了新的环境意识设计评价。今

年年初，我们将设计流程中的所有产品和

服务都提交到评价环节，并希望生态产品

的附加值将为我们的业务增长和全球环境

保护作出贡献。IEC 62430 的应用范围不

断扩大，目前该标准由 ISO 和 IEC 共同制

定，没有对最初的要求进行任何修改。■

靳吉丽 / 译

基于过去 20 年的数据中心业务经验，日立集团开展了

节能和标准化活动。如今，在该公司的引领下，ISO/IEC

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信息技术可持续性分技术委员会

（ISO/IEC JTC 1/SC 9）将日本建议的 IT 设备服务节能

（ITEEsv）和 IT 设备服务使用（ITEUsv）两项指标纳入

ISO/IEC 30134 数据中心关键性能指标系列标准中。

对于那些还不太理解 IT 标准战略意义的公司，您有哪

些建议？有什么商业案例可供他们参考？

ISO/IEC 30134 系列标准是客户可以用来提升产品和

服务的有效对话工具，因为该标准提供了客观的效能和性

能数据。这对我们赢得客户信任来说十分重要。

除了 ISO/IEC 30134, 日立集团还参与了其他一些技

术委员会的工作。比如，2016 年 6 月发布的 ISO/IWA 18

提供了在老龄化社会中综合性社区健康和养老服务的整体

框架。这里的“综合性”包含了基于 IT 的综合性平台的有

效使用，医疗提供者通过该平台可以有效采集和分享医疗

数据。

日立集团认为，医疗服务大数据将是支撑 21 世纪社会

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全

球推广医疗信息服务之前，决定将我们的经验和解决方案

融入到正式文件中。ISO/IWA 18 呼吁利益相关方通过投资

医疗和养老服务生态系统来解决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主要问

题。我们相信，这些标准活动是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新项目

时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就业务可持续性达成共识。

在减少产品和服务环境负担方面，日立集团还有哪些

其他实例？国际标准如何发挥作用？

1999 年，我们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和开发上引入了环

境设计评价来降低产品生命周期每个阶段的环境负担。当

我们的产品和服务符合轻量化、资源回收、能效和环保等

八项评价指标，它们就称之为“生态产品”。这类设备包

括 Supria 64 层计算机断层扫描（CT）系统和 Package 

Bebicon Next 系列无油空气压缩机。从那时起，我们继续

扩展这方面的产品和服务，2015 年日立销售的节能产品占

其总产品的 95% 以上。

基于过去20年的

数据中心业务经验，

日立集团开展了

标准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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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ria 64层计算机断层扫描（CT）系统配有64排X射线探测仪，可以高速地进行大范围扫描。与2007年上市的16排X射线探测仪系统相比，最新的型号在

使用时每年可以节约60%左右的电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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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的数据中心被视为整个互联网的引擎，不仅支撑着谷歌所有产品与服务的运营，

而且是谷歌最大的耗能单位。当你在使用谷歌产品时，如搜索引擎、谷歌邮箱、视频网

站等，数据中心的服务器都无时无刻不在为你服务。谷歌致力于减少环境影响，所以当

你使用谷歌产品时，你也在践行节能的理念。

十年来，谷歌始终致力于设计和建立节能型数据中心，耗能量仅为普通数据中心的

一半，并且一直在寻找更节能的方法。我们已经搭建了超高效的服务器，发明出冷却数

据中心的更有效的方法，也一直信守承诺让所有运营环节使用清洁能源。我们还向供应

商购买了近 25 亿瓦的可再生能源。如今，谷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非公共事业的可再生

能源购买方。

2013 年，谷歌成为北美首家多个场所通过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的公司，

这让谷歌在践行环保高效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谷歌是首家通过该认证的大型互联

网公司，自有和运营的数据中心都在认证范围之内。目前，谷歌在全球共有 12 家数据中心，

其中美国有 7 家，欧洲有 3 家，亚洲有 2 家。

谷歌一直践行环保高效的理念，以 ISO 

50001 为框架建立了更加规范有序的能源管

理体系，并取得了广泛认可。有了之前的成

功经验，谷歌公司进一步采用“机器学习”

等新工具并使用可再生能源，继续降低能耗、

减少排放量、提高能源效率。本文中，我们

采访了谷歌数据中心可持续性项目经理罗拉· 

弗朗切斯基尼（Laura Franceschini），她向

我们讲述了谷歌数据中心的最佳实践。

谷歌 打造高效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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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学习”进一步提升能效

对高能效的不懈追求是人类的永恒目标。最近，谷

歌找到一种新工具，能让能耗低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

就是：机器学习。

在数据中心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人类很难

观察到所有的变量以及相互之间的影响，如 IT 负载、外

界气温等。为解决这个问题，两年前谷歌开始利用“机

器学习”来优化数据中心的运营流程。谷歌与人工智能

公司 Deepmind 合作，共同搜集分析数据中心日常运营

所产生的大量数据，建立不同模式的模型并从中学习借

鉴可取之处，这有助于预估并提升数据中心的能效。

“机器学习”体系能将冷却能耗降低 40%，除去

电力损耗和其它无效能耗，相当于将整体能耗降低了

15%。

迄今为止，“机器学习”共帮谷歌节约了十亿美元，

在实行该方法的过程中我们也学到了很多经验。我们总

结了最佳实践并写成白皮书分享给其他数据中心，帮助

他们提高能效。

“云”让万众节能成为可能

谷歌的数据中心建立了世界上最高效的计算基础设

施，人人都能从中获益。谷歌“云”让数以百万计的商

业得以降低能耗。通过谷歌应用，公司能降低 65% 到

90% 的办公成本、能源消耗和碳排放量 1）。

谷歌还将在能效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也将继续使用

ISO 50001 这项工具。如今，我们参与到 ISO 50001

技术委员会工作中，确保该标准对谷歌甚至所有公司来

说都是一项有价值的工具。■

李慧星 / 译

数据中心是整个

互联网的引擎。

ISO 50001 的认证之路

ISO 50001 的发布对谷歌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遇，谷歌可以

利用它建立更加规范有序的能源管理体系，并取得第三方机构的

认可。

正如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一样（谷歌数据中心也通

过了上述管理体系的认证），ISO 50001 也是建立在 PDCA 循环

理念之上的。PDCA 循环理念（计划 --- 行动 --- 检查 --- 纠

正）在保障活动有效进行的同时，还确保我们拥有高效的能源策略，

执行相关流程（进一步强化环境管理体系），建立完善的检查机

制（验证环境管理体系是否有效），对能效表现进行持续的监测

评估并及时作出反应。根据 ISO 50001 的具体要求，谷歌建立了

符合其能源理念的环境管理体系。这就意味着谷歌将持续提升其

能源绩效目标，优化数据中心的能效并建立先进的监测体系等。

在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时，我们采用了文件归档法。我们将

ISO 50001 的要求简化为五项管理体系流程，这大大减少了工作

人员的文案工作，让他们将更多精力用在研究、实施能效方案上。

同样，我们也简化了内审流程。因为大部分的能源项目由公

司总部统一管理，所以我们为数据中心制定了针对性的内部检查方

案。该方案选出部分数据中心采用“自检问卷”进行内审，减少

了实地审查的对象。问卷内容也只是与数据中心承担的工作相关。

在进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审查时，没有发现任何不符合要求

的情况，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方案是全面、有效的。

谷歌的能源管理体系

那么谷歌是如何进行能源管理的呢？我们设计出能最大限度

利用自然环境与条件的设备，将数据中心运行时的能耗及环境影

响降到最低。我们安装了智能温度照明控制系统，运用先进的冷

却和管控策略，并对能源进行重新分配以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此外，我们还搭建了自定义的、高效的服务器，因此我们能以较

低的能耗做更多的事情。

记录能耗是提升能效的前提，所以我们定期计算每一台设备

的能效情况。实际上，谷歌在 2008 年就成为首家详细记录数据中

心能效表现的公司，从那时起，谷歌每个季度都会发布能效报告。

与五年前相比，如今我们在同等电量的基础上，能将计算机

运算能力提高 3.5 倍。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在不增加能耗的前提下，

发更多的邮件，看更多的视频，储存更多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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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谷歌应用：“云”的能效，2012年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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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
第 39 届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大会在中国北京举办，

来自 ISO 的 120 个成员国约 40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

会议充分展示了标准化在更好服务经济贸易和社会发展

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How ISO standards 
connect the world

2016 年 9 月 10 日至 14 日，第 39 届 ISO 大会

在中国北京举办，来自 ISO120 个成员国的近 400 名

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标准是

世界的通用语言”。贺信由中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局长支树平宣读。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标准化在便利经

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科技进步、规范社会治

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习近平表示，“标准已成为

世界通用语言”。

在贺信中，习近平强调，“国际标准是经贸合作

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引领着时代的进步。

加强合作

这是中国第二次举办 ISO 大会，“第一次举办还

是在 20 年前”，ISO 主席张晓刚在大会上发言时回

忆道，“这 20 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

各国始终坚持协同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本届 ISO 大会为期一周，由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SAC）主办。SAC 主任田世宏在致辞中强调，

中国积极参与 ISO 的国际标准化工作，“中国将继续

增进与各国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共同制定发展战

略，加强标准化领域的合作。”

为纪念此次活动，中国国家邮政局在大会开幕前

一天发布了第 39 届 ISO 大会纪念邮票，这是 ISO 大

会历史上发行的首枚纪念邮票，表达了中国对促进全

球标准化事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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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集锦

大会期间，代表们围绕会议日程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演讲嘉宾们也围

绕 ISO“支撑全球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作主题发言。

国 际 电 工 技 术 委 员 会（IEC） 秘 书 长 弗 朗 兹· 维 斯 维 克（Frans 

Vreeswijk）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秘书长赵厚麟着重探讨了标准化领域的重

要议题，并就三大组织正在进行的相关合作分享了他们的观点。

大会期间举行了多场会议，其中包括：

• 四场分组讨论，主题分别围绕：让更多公共机构参与国际标准化、服务标

准化、正在制定的 ISO 标准和 ISO 治理

• 第 50 届 ISO 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ISO/DEVCO）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11 日举行

• ISO 区域战略主题研讨会，该战略目前正在制定中

• 以创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1）及标准化为主题的研讨会

这些研讨会为代表们广泛参与、深入交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有助于制定

ISO 未来的产品、服务及体系发展方向。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是未来世界和平、繁荣发展的愿景与

蓝图。2015年9月，联合国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

重要部分，这17个目标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共同繁荣。

1) 

ISO 劳伦斯奖

ISO 14001 是世界公认的环境管理体系标

准，本届 ISO 大会期间，该标准的制定专家们

因杰出的工作表现被授予劳伦斯·D·艾舍尔

领导奖，该奖项旨在肯定 ISO 技术委员会或分

技术委员会在国际标准制定方面的重要贡献和

卓越表现。

ISO 环境管理体系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07/SC 1）获得了该奖项，ISO 主席张晓刚表

示，该分委会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引进了诸多

创新方法，有助于成员间的协调并推动工作顺

利进展”。

今年是 ISO 14001 发布 20 周年，“这 20

年来，ISO 14001 帮助各大组织机构管理对环

境造成的影响”，ISO 代理秘书长凯文·麦金

利（Kevin McKinley）在颁奖典礼上说道，“超

过 30 万家组织机构实施了 ISO 14001 标准，

此外，该标准还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

ISO/DIN 征文比赛

大会期间也公布了 ISO/DIN 发展中国家年轻

标准化专家征文比赛的结果，来自约旦标准计量局

（JSMO）的标准化专家麦吉德·马吉德·夏纳维

（Majd Majed Shatnawi）获得该奖。她在论文中

详述了标准对约旦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ISO/DIN 征文比赛由 ISO 主办，德国标准化协

会（DIN）赞助，旨在鼓励年轻的标准化专家们根

据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表达他们的观点及看法。

今年征文比赛的主题为“国际标准在提升城镇生活

质量上的重要作用”。

DIN 主席克里斯托夫·温特哈特（Christoph 

Winterhalter）宣布获奖名单时说道：“夏纳维女

士的论文详细解释了国际标准是如何帮助她们国家

解决实际问题的。”

在视频短片中，夏纳维说“对安曼的演员阿曼德、

伊尔比德的面包师阿里、扎尔卡的店老板穆罕默德、

亚喀巴的医生哈利德来说，生活质量可能有不同的

定义，但 ISO 标准确保他们所有人拥有优质生活。”

ISO代理秘书长凯文·麦金利

中国国家邮政局发布的第39届ISO大会

纪念邮票

ISO主席张晓刚为英国标准协会（BSI）标准和市场发展部主任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颁发劳伦斯领导奖，BSI承担

了ISO/TC 207/SC 1的秘书处。ISO主席张晓刚、理查德·泰勒、ISO副主席（技术管理）伊丽莎白·斯坦福-布拉哈、ISO代

理秘书长凯文·麦金利在台上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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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彰、任命及选举

大会期间，ISO 主席张晓刚对 ISO 副主席（技术管理）伊丽莎白·斯

坦福 - 布拉哈（Elisabeth Stampfl-Blaha，任期 2012-2016）和副

主席（财政）奥利沃·皮亚特（Olivier Peyrat，任期 2014-2016）

进行表彰，感谢他们这些年对 ISO 做出的贡献，并且向 Elisabeth 和

Olivier 的杰出领导力及高瞻远瞩致以敬意。

大会选出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2014 年起担任 ISO 政

策副主席）为下一届 ISO 主席，任期为 2018 年至 2019 年。当选后，

他对大会的所有代表表示感谢：“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能被选为下一

届 ISO 主席，标准在支撑创新与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将继

续推动标准化事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标准的价值。”Walter 先生将

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担任一年的侯任主席。

此外，大会还任命来自澳大利亚的布朗温·埃文斯博士（Bronwyn 

Evans）为 ISO 副主席（财政）。她的任期将从 2017 年 1 月 1 日正式开始。

大会选举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为下一届ISO主席

世界银行贸易和竞争力全球业务总监塞西尔·

弗鲁曼

来自澳大利亚的布朗温·埃文斯博士当选为ISO副主席（财政）

ISO标准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s）

在 2016 年 9 月 11 日举办的 ISO

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ISO/DEV-

CO）会议上，世界银行贸易和竞争力

全球业务总监塞西尔·弗鲁曼（Cecile 

Fruman）指出，贸易和标准对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

SDGs 是世界银行的首要任务。

2016 年 3 月世界银行与 ISO 签署了

一项合作备忘录（MOU），旨在帮助

更多的国家采用国际标准，以建立公

开、公正、透明的市场贸易。

她指出：“南南贸易是当今国际

贸易格局的主要特征”，标准促进这些

贸易往来顺利进行。她强调 ISO 标准

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

帮助实现 SDGs：一是帮助发展中国

家积极参与到国际贸易中；二是为实现

SDGs提供众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因此，推动标准化工作是世界银

行的重要目标。“我们正加强与 ISO

以及众多今天在场的各大组织之间的标

准合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加强合作和支持，才能抓住机遇，

取得更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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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2016年9月14日，国家总理李克强出席了主题为“标

准促进世界互联互通”的高峰论坛并发表致辞，来自国

家标准化机构、国际组织、公共机构和企业的超过 500

名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中国工商业界的代表通

过主题发言展示了中国为国际标准化事业做出的贡献。

李克强在致辞中强调了国际标准的重要作用，他指

出要把标准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帮助中国经济复苏，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标准是科技进步的基础”，他解释道，

随着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要加快标准的制修

订及实施工作。

李克强指出，中国正加大国际标准采用力度，然而

要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中国还需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就需要把标准化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助力经

济更绿色、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同时，政府管理也需要

采用更加现代化手段，确保政府不再是标准制定的主导

者。

会上，中国工信部、浙江省和青岛市的领导也作了

主旨发言，相关案例也进一步体现了标准化的重要作用。

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

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们也强调了标准作为

国际贸易通行证的重要作用。运用标准不仅能促进经济

复苏，还能确保生产与消费可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巩固第 39 届 ISO 大会的成果，SAC 和

ISO 共同签署并发布了《北京宣言》，以加强区域、国

际性的标准化合作，促进世界互联互通。

下两届 ISO 大会

2017 年 ISO 大会将于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德国柏林

举行，由 DIN 主办。2018 年 ISO 大会将由 ISO 中央秘书

处与瑞士标准化协会（SNV）共同在瑞士日内瓦举办。■

李慧星 / 译

ISO 主席张晓刚和 SAC 主任田世宏共同签署《北京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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