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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正朝追求质量和效益竞争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制造业标准体系建设工作
对推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广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产业化、推动我国制造业国际化进程、争取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立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方向，选取装备制造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消费品业等制造业重点领域，开
展标准化体系建设研究。研究提出了支撑高质量发展制造业标准体系的发展趋势，初步确定了各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的架构，
明确了各领域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思路和重点任务。最后，本文从标准体系、标准应用、标准管理机制、国际标准化工作等方
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通过标准化工作助力我国制造业质量水平全方位提升，助力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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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ontinues to improve,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of China is developing toward a high-quality pattern that pursues quality and efficiency. Hence, constructing a standards system for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ecomes critical for upgrading and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s well as commercializ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f the industry. In this article, we summarize the development trends of the standards system
for manufacturing, and study the construction of standards systems by focusing on four key are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new
materials, new-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onsumer goods; the frameworks, ideas, and key tasks of the standards systems
for these areas are clarified. Furthermore,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future focus should be laid on standards system research, standards application, standards management mechan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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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发展的消费品业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分析支撑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化体系特征，分析各领域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经济高质量

标准化建设现状，提出制造业重点领域标准化战略

发展的主战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进程

的指导思想，明确制造业重点领域先进标准化体系

增速显著，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大工业体系，在基

建设的重点任务、实施路径，最终形成制造业重点

础工业、基础设施等方面形成了坚实根基。随着

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的若干对策建议。通过推动制造

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以及在国际市场上的长期磨

业新型标准化体系建设战略，以期形成市场自主制

炼，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发展模

定标准、标准研制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标准化格局；

式正由以价格与生产力竞争为主向质量与效益竞

提高我国在国际标准化格局重塑中所做的贡献和

争方向转变。目前，我国制造业领域的研发能力

发挥的作用，涌现一批立足中国、面向国际、影

总体处于较快上升阶段，产业研发水平和创新能

响世界的国际组织，制定一批全球适用的团体标

力持续提高 [1,2]。

准，全面提升标准国际化水平，让我国真正成为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我国标准化工作提出了一

世界标准强国。

系列需求。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通过标准执行提高
质量红线，淘汰落后产能；行业全产业链的建设，
制造业与信息化产业、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需要

二、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发展
趋势

标准化工作予以推动和规范；科研成果和新兴技术
的保护与推广需要标准化作为重要手段；全球经济

一是国际化。国际化是未来我国标准化工作的

一体化趋势下，国际贸易不断推进、国际竞争愈发

外在表现形式，因此亟需推动我国标准化工作走向

激烈，需要通过国际标准化工作开拓国际市场，争

国际，将国际标准列为优先，积极推动技术委员会

取国际话语权。因此，开展制造业标准化体系战略

与国际接轨，形成国际国内标准化一体化工作模式。

研究，对推动和支撑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同时，我国的标准化专家要把眼光瞄向国际标准，

要意义。

将主要精力放在国际标准制定 / 修订工作上；推荐

当前，我国制造业标准化建设存在一些突出问

更多懂外语、技术能力强的复合型专家成为国际标

题：从支撑国家战略角度来看，我国制造业标准整

准工作组专家，推动我国专家承担国际标准组织技

体水平不高，标准建设中广泛存在交叉重复、矛盾、

术机构领导职务。

缺失、滞后老化等现象 [3]；对于新兴技术与制造

二是自主化。自主化是未来我国标准化工作的

业结合的标准需求提前布局与规划不足，科技成果

内核。近来，受中美贸易摩擦、全球新型冠状病毒

转化为技术标准的转化率依然较低 [4]；标准国际

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受重创，这

化水平不高，国际标准大多由发达国家制定 / 修订，

也从侧面表明，我国标准化工作必须坚定自主化发

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标准仅有 495 项，占全球国际标

展。对现有标准体系进行完善升级，提升适用性和

准总量的 1.8% [5]；此外，我国标准化建设工作还

技术水平，提高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程度；对新兴产

面临着全球经济发展、全球治理结构变化和新一轮

业优先制定自主可控的标准，以标准引领和规制新

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我国标准化建设工作正处于

产业发展；在国家层面，要主动出台新的制造业相

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选取行业聚集性高且代表

关标准化发展战略。

性强，对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具有重要战

标准体系的自主化与国际化是同一的，自主化

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点领域，研究其标准体系建

体现在国际化方面：①发挥制度优势，提升在国际

设思路、建设任务和实施路径。

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国际

本文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出发点，以国家制

电信联盟（ITU）三大组织的影响力和主导力，实

造业发展政策为导向，选取先进制造业下装备制造

现标准制定从跟踪转化向自主创制转型；②在标准

业、新材料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3 个战略性

组织层面，实现从参与向主导转型，甚至选择一些

新兴产业 [6~9] 以及覆盖面广、事关社会民生经济

优势领域，以我国为主建立国际性的标准组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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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产业领域主导建立无人机（已在申请待批）、

果及时转化为标准；标准体系实行全数字化的管理

泛信息技术大类、新材料领域的中关村材料试验技

和应用模式，实现未来标准体系的全球协同一体化，

术联盟（CSTM）等标准组织。

提高标准化工作的透明度、时效性、责任制，加强

三是市场化。市场化是未来我国标准化工作的

标准与市场主体和公众的互动。

驱动力。要建立市场驱动的新标准、新技术、新产

三、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业协同机制，以政府主导制定的相关标准范围要严
格限定在公益类，为社会团体如行业学会、协会等

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通用设备和电子、机械、

提供标准制定空间，以更好规范行业发展；企业也
要重视标准化工作，积极执行标准，及时反馈标准

交通、仪表等专用设备制造。该领域是各类科学技

应用效果。

术发展研究的主要成果体现，是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四是高质化。质量与效益是未来我国标准化工

的主要动力，是各国实现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手

作的考核目标。应瞄准国际先进，全面提升标准水

段 [10]。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部分，是国家战

平，加快将先进适用的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内标准，

略性发展的重要产业，是支撑国家综合国力的基石。
装备制造业新型标准体系框架由工业基础、智

推动一批高质量发展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标准整
体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完善标准的制定、实施、

能制造、绿色制造、高端装备 4 个部分构成（见

监督机制，建立标准制定、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

图 1）。①工业基础标准用于规范装备制造业中量

协同机制。

大面广、通用性强的产品和基础通用的技术，主要
包括基础工艺标准、基础零部件标准、基础零元器

五是数字化。数字化是未来我国标准化工作
的日常模式，标准化工作要实现数字化，实现从数

件标准、基础通用技术标准和产业技术基础标准。

量政策向质量政策的转型。加快标准化理论认识变

②高端装备标准用于规范制造业重点领域中装备的

革，标准要致力于同步甚至领先于技术创新与产业

制造和应用，主要包括航空航天标准、轨道交通标

变革。例如，在新材料基因组工程研发中，可以探

准、核电设备标准、医疗设备标准、船舶汽车标准、

索采用“理论计算 + 实验 + 数据库”的新路径，拟

重型机械标准、特种设备标准、机器人标准、化工

定基因图谱中的理论性标准，从而指导创制新的材

装备标准和机床装备标准。③智能制造标准用于规

料，使标准由传统“经验”型向“理论预测 + 实

定智能制造所涉及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智能装备

验验证”模式转变。此外，我国标准化工作要适应

标准、智能工厂标准、智能服务标准、智能赋能技

“互联网 +”的时代特征，变革工作机制，主动提升

术标准和工业网络标准。④绿色制造标准用于规范

管理水平，缩短标准制定 / 修订周期，推动创新成

和指导绿色设计、绿色加工、绿色制造、绿色流通、

装备制造业标准体系

工业基础

高端装备

绿色制造

回收利用处置

绿色使用维修

绿色流通

绿色材料

绿色设计评价

绿色制造加工

工业网络

智能赋能技术

智能服务

智能工厂

智能装备

机床装备

化工装备

机器人

特种设备

重型机械

船舶汽车

医疗设备

核电设备

轨道交通

航空航天

产业技术基础

基础通用技术

基础零元器件

基础零部件

先进基础工艺

图1

智能制造

装备制造业标准体系

注：白色表示目前标准化工作已有一定基础、需要稳步推进标准体系建设的领域；蓝色表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需要重点建设标准体系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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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处理等不同环节的技术，主要包括绿色制造加

电、高电压超导输变电成套装备等多方面的标准

工标准、绿色设计评价标准、绿色材料标准、绿色

研制工作。

流通标准、绿色使用维修标准和回收利用处置标准。

在重型机械领域，重点研制生产服务贸易基础
标准，安全环保技术标准，绿色制造和资源节约与

（一）工业基础标准化建设
在工业基础标准领域，需要加强先进基础工艺、

综合利用标准，智能装备标准等矿山机械标准，智
能化装备、安全规范、评价标准、物流仓储设备标

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通用技术和产业技

准以及高端装备和国家重大工程所需的关键核心零

术基础等重点标准研制。同时，加强基础理论、共

部件标准。

性技术研究等基础性工作，开展标准基础研究和试

在特种设备领域，基本健全由《特种设备安全

验验证，加强相关设计方法、检测试验、可靠性验

法》和《特种设备目录》规定的八大类特种设备的

证等原始数据积累 [11]。

全生命周期的标准体系；重点研究锅炉和压力容器
设计计算方法、检验、修理、管理和评价标准；特

（二）高端装备标准化建设
不 断 优 化 和 完 善 高 端 装 备 各 领 域 标 准 体 系，

种气瓶产品、电梯、游乐设施、索道等设备检验新
方法、安全、使用和维护标准。

跟进装备制造业发展对标准化和质量的需求，强化
标准的研究与验证；围绕航空、航天、汽车、船舶、 （三）智能制造标准化建设
核电、机床等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研制一批急需

研究分析智能制造标准化需求和重点领域，构

的关键技术标准，推动标准体系建设和装备质量水

建先进、开放、协调、与国际接轨的智能制造标准

平的整体提升；建立共性技术标准研究、验证、评

体系。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原则，重点研制

价的标准实施数据平台；加强对国外先进技术标准

智能制造关键术语和定义、智能装备 / 产品、工业

的分析及引进转化研究，推动高端装备标准的国际

互联网 / 物联网、智能工厂 / 数字化车间、工业软

对接工作 [12]。

件、工业云、大数据等基础通用和关键核心技术标

在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结合产业链上

准，引领和规范智能制造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下游需求，研制高档数控机床标准，并针对关键功
能部件加强标准研制工作；加快增材制造标准体系
和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强化机床高新技术和安全
标准的贯彻实施。

（四）绿色制造标准化建设
制定产品全生命周期标准，完善绿色制造标准
体系；推进节能减排标准化，以高效节能节水、先

在先进轨道交通装备领域，深入开展铁路机车

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建立和完善节能环

车辆、工务工程、通信信号方面的主要装备、系统

保产业标准体系，推动节能量测量与验证、节能服

间接口、铁路专用通信等重要技术标准的研究和

务、能耗在线监测与评估、重大节能环保装备等领

制定 / 修订工作，加强铁路标准化信息平台建设，

域的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建立和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设备与安全防范系
统标准体系。

四、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研究和完善汽车能
耗及相关节能技术标准。制定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

新材料标准体系由先进基础材料、关键战略材

电池等零部件相关标准、无线充电、大功率充电及

料、前沿新材料 3 个标准子体系构成（见图 2）。先

充电服务标准；研制高性能储氢合金电池材料和发

进基础材料标准子体系是对传统原材料标准体系的

动机用稀土永磁材料标准。

升级，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建筑材料等主

在能源装备领域，完善燃气轮机、风力和光伏

要工业基础材料标准子体系。关键战略材料标准子

发电的标准体系建设，加强核电技术标准体系研究；

体系着眼于提升新材料保障能力，围绕新一代信息

开展适应我国特殊气候条件的核电、太阳能、火力、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重大需求，重点建立高

风力发电用材料标准研究和特高压、柔性直流输

端装备用稀土功能材料、高性能纤维材料、先进半
019

制造业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新材料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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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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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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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料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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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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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新材料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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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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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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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新材料标准体系

注：白色表示目前标准化工作已有一定基础、需要稳步推进标准体系建设的领域；蓝色表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需要重点建设标准体系的领域；红色表示标准
化工作尚处于起步或空白阶段、未来需要关注和发展的领域。

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和高性能膜材料等标准。前

型定向和单晶叶片、大型复杂薄壁构件整体铸造

沿新材料标准子体系聚焦液态金属、增材制造材料、

等先进制备技术标准；建立和完善硅基半导体材

超导材料和极端环境材料等先导产业技术开展标准

料标准体系，完善关键材料系列标准，建立碳化硅

布局，规划未来发展格局和路径 [13]。

（SiC）、氮化镓（GaN）、氮化硼（BN）等第三代宽
禁带半导体材料标准；开展第三代半导体封装测试

（一）建立新材料评价标准体系

关键配套材料的检测、评价等相关标准研究。

建立新材料技术成熟度划分标准评价体系，从

三是积极布局前沿材料标准研制。构建增材制

应用维度开展材料指标、试验、评价等方面的标准

造新材料标准体系，开展增材制造用聚苯乙烯、尼

化工作 [14]。围绕材料生产全流程质量控制、面向

龙等非金属材料标准，不锈钢、镍基合金等金属材

应用需求的基本质量性能指标以及材料服役全寿命

料，可植入材料，生物材料等的标准及检测方法标

周期，建立新材料试验评价标准体系，推动实现新

准研制；构建稀土永磁材料标准体系，加快制定

材料性能符合性、试验数据有效性和材料服役适用

稀土永磁材料耐蚀性、耐温性、力学特性等服役性

性等维度评价模式的标准化。

能检测标准，制定铈磁体等高丰度稀土永磁材料相
关标准、优特钢用高纯稀土金属等材料标准研制；

（二）关键材料技术标准研制

建立覆盖石墨烯原材料、石墨烯应用材料等产业

一是研制高端装备用特种合金材料标准。重点

链的标准体系，制定石墨烯材料术语和代号、产

开展 700℃超超临界电站汽轮机用耐热合金及关键

品命名方法等国家标准，开展石墨烯材料相关新

部件标准研究，开展深海油气钻采、集输系统用特

产品设计、研发、制备、包装、储运、应用、消

种不锈钢、耐蚀合金等特种合金及关键部件标准研

费等全产业链标准化研究。

究，研制航空、航天用超高强高韧 7000 系铝合金、
铝锂合金板材等标准；制定新一代汽车轻量化铝合
金材料标准。
二是研制关键战略材料“领航”标准。研制

（三）探索新材料标准的制定机制创新
针对新材料产业特征，探索建立标准立项和批
准发布的“直通车”机制，提高标准的市场灵活性。

T800 级和 M55J 级及以上工业级系列碳纤维制备相

在材料基因组工程研发中，推动高通量材料计算与

关技术标准及检测方法标准；聚焦航空发动机、重

设计、高通量材料制备与表征标准化，建设新材料

型燃气轮机用高温合金性能、质量稳定性等共性标

基因组技术标准示范平台，探索拟定基因图谱中的

准研制，制定高纯净高品质高温合金粉末制备、大

理论性标准，指导创制新材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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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开展新材料产业标准化应用示范

材料的标准研制，制定半导体设备基础通用标准、
LED 制造工艺设备标准；加强智能照明、光生物安

开展新材料产业标准化试点示范，建设一批新
材料产业标准化试点示范企业和工业园区，通过推

全等方面标准研究，进一步完善标准体系。

行综合标准化，探索标准化贯穿于产业研发、实验
检验、生产、推广应用全过程的工作机制，提高新

（三）大数据标准化

材料应用水平，促进新材料产业规模化、品牌化发

持续更新和维护涵盖管理标准、基础标准、安

展，推动新材料融入全球高端供应链。

全标准、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大数据标准体系框架。
突破统一语义表示、共性平台接口、数据特性表

五、新一代信息技术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征、溯源等关键技术，自主研制数据表示、数据建
模、数据分析、数据解释、数据存储等关键技术标

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体系的主要建设思路如

准。重点推动数据质量评价、数据成熟度模型构建、

图 3 所示。

数据服务能力评定以及数据互操作性测试等标准研
制。研究制定工业大数据参考模型、元数据、数据

（一）集成电路标准化

采集、数据质量、数据接口、标识解析、数据开放、
数据安全、平台管理和计量方法等标准 [16]。

建立覆盖集成电路和芯片产品设计、制造、封
装、测试的全产业链过程保证、产品保证及最终考
核和应用的标准体系，加强车用半导体器件的可

（四）云计算标准化

靠性和环境适应性研究、新型复杂器件的电磁兼

基于云计算生态系统中的关键技术和产品、服

容（EMC）测试方法、亚微米集成电路产品及测试

务、应用等各环节对标准化工作的需求，研究建立

方法、集成电路生产线认证技术要求、系统级芯片

云计算标准体系，围绕云计算本身技术迭代和云边

（SoC）以及 IP 核等方面标准研究与验证。

协同、云间互联互通、云上应用等外部协同与应用
的重点领域，加强虚拟化、互操作、弹性计算、云

（二）半导体芯片标准化

数据存储与管理以及云服务运营、计量等重要标准

制定市场急需的 LED 器件与模块产品标准和

研制，加强云计算与行业应用结合，完善云计算标

测试方法标准，完善半导体照明综合标准化体系。

准符合性测评体系，加强我国云计算标准化成果的

开展衬底材料、原材料、封装材料、工艺化学品等

国际输出。

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体系

新一代移动通信

下一代互联网

物联网

高端服务器

集成电路

新型显示

高端软件

信息服务

信息安全

信息化应用

数字内容服务

云服务

信息技术服务

广播电视传输服务

信息通信服务

测试

软件产品

软件技术

应用服务

技术评价

显示关键技术

信号接收
信源操作

试验方法

集成电路工艺技术

集成电路产品

信息安全

测评

产品和应用

共性技术

测评

服务

安全

产品和设备

互操作和可移植性

图3

云计算

应用层

服务支撑

网络层

感知层

其他

三网融合终端

业务

网络与平台

地址过滤

服务质量

安全

业务应用与智能终端

网络承载层

网络基础资源管理

安全

网络互联互通

频率规划与干扰

移动互联网应用与智能终端

近距离通信

宽带无线接入

无线局域网

宽带蜂窝移动通信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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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标准体系

注：白色表示目前标准化工作已有一定基础、需要稳步推进标准体系建设的领域；蓝色表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需要重点建设标准体系的领域；
红色表示标准化工作尚处于起步或空白阶段、未来需要关注和发展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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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智慧城市标准化

六、消费品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

结合我国智慧城市蓬勃发展的实践需求，建立
消费品新型标准体系包括基础通用标准和具体

并不断完善智慧城市标准体系，重点推动智慧城市
全生命周期治理、重要信息保护、智慧社区、数

领域产品标准两个子体系（见图 4）。
基础通用标准用于规范消费品领域有关术语分

据融合服务平台、多规融合设计方法、领域知识
模型、评价模型及基础指标体系、顶层设计指南、

类、风险评估、风险控制、风险预警、质量追溯、

跨系统交互、建设与管理、运行维护等国家和国

检测方法等共性关键技术的标准化需求。具体来看，

际标准研制。

①术语分类标准主要用于统一消费品领域相关概
念，为相关标准制定提供依据和参考，其中消费品

（六）物联网标准化

分类标准着眼于产品使用端开展分类，与联合专利

围绕物联网产业链，加快总体、标识、信息安

分类（CPC）和编码协调制度（HS）分类保持对应

全、测评、信息共享等重点基础共性标准研制，形

关系，为开展消费品监管提供统一的规范；②风险

成以应用为导向、具有自主核心技术且安全可控的

评估标准包括消费品安全，物理、化学、生物危害

物联网标准体系。建设传感器网络产品标准符合性

的风险评估原则、流程和方法，主要用于为相关机

测试平台，具备国家标准和国际主流标准的协议一

构和企业开展物理、化学、生物危害的风险评估提

致性和互操作性测试能力，实现标识注册、标准研

供技术依据；③风险控制标准从企业、协会和监管

制、解析系统、标识咨询等多种服务。

机构的角度出发，提供了开展供应链中风险控制的
具体方法，主要用于企业和相关机构开展降低消费

（七）信息安全标准化

品安全风险的行为；④风险预警标准主要是依据风

开展顶层设计研究，研制数据安全威胁、数据

险等级高低开展相应的风险预警行为，主要用于监

安全技术、数据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数据安全和隐

管机构、协会和企业对不同风险等级消费品进行预

私保护标准；研制网络产品和服务的安全可靠评价

警工作；⑤质量追溯标准用于开展消费品在原材料

指标、配套评价方法、安全通用要求等网络产品和

选购、设计、生产、包装、储运等供应链各个相关

服务信息安全标准；研究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

方的信息记录和溯源，为开展质量监测提供技术

护基本要求、安全控制措施、信息共享规范、安全

依据；⑥检测方法标准主要用于消费品行业中具

监测指南等标准。

有共性特征的物理、化学和生物指标的检测工作，
可为提高检测结果的可比性和复现性提供依据。

（八）新一代移动通信标准化
积极开展第五代移动通信（5G）创新技术研究，
消费品标准体系

积极推动形成 5G 国际主流标准。积极推进第三代
合作伙伴计划（3GPP）、无线接入网（RAN）和
独立组网（SA）等 5G 相关项目的立项、研究和

基础通用

具体产品

标准制定；推进固网宽带建设标准研究，积极开
展超高速光传输研究，开展软件定义光传送网系
列技术标准的研制；研究面向 5G 移动回传和集客
专线业务的分组光网络技术标准；开展 400 Gb/s、

术
语
分
类

风
险
评
估

风
险
控
制

风
险
预
警

质
量
追
溯

检
测
方
法

1 Tb/s 等 速 率 光 传 输 以 及 10 Gb/s、40 Gb/s 等 光
接入核心器件、模块的技术标准研究；推动形成
完备的光分配网（ODN）标准体系；重点围绕互

文
教
体
育
休
闲
用
品

家
用
电
器
及
电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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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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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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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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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
帽
及
家
用
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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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技术在物联网中的应用，
推进一批关键技术标准、设备规范和互通测试规
范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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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白色表示目前标准化工作已有一定基础、需要稳步推进标准体系建设的
领域；蓝色表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需要重点建设标准体系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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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具体产品标准主要包含文教体育休闲

标准体系建设工作。建议运用战略思维和系统思想

用品、家用电器及电器附件、电子及信息技术产品

做好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加强各层面标准的统筹

（计算机、数码、通信产品）、儿童用品、家具及

协调，形成以国家标准为主体、行业标准为补充的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服装鞋帽及家用纺织品、日

相互衔接配套的标准体系，做到结构科学，布局合

用化学制品及卫生用品、交通用具及相关产品（包

理，重点突出。

括自行车及其配件）、食品相关产品、日用杂品
10 个子体系。

（二）标准应用体系建设方面
加强计量、检测检验、认证认可、国家质量基

（一）加强基础通用技术标准化
联合行业协会、龙头企业，面向个性定制、高

础设施（NQI）服务对标准化工作的推动作用。推
动重点领域计量、检测检验、认证认可、NQI 体系

品质消费的发展需求，加快服装、首饰、钟表等产

建设与标准体系配套，促进相关标准推广和应用。

业技术创新，制定规范定制流程的全过程服务和产

同时，建立标准数据资源共享平台，利用标准数据

品质量的通用标准。优化完善标准体系，规范纺织

平台提高标准的管理和使用效率，汇总标准信息，

产品防水、防风、保温、抗菌等功能性要求，制造

对目前的标准资源进行技术梳理，对一些交叉重复

高端精品。

的标准进行有效识别和区分，提高标准的应用水平
和实施效率，为社会进步和产业发展提供增值服务。

（二）消费品重点领域标准化能力提升
针对妇幼、老年人和残疾人用品，健全通用标

（三）标准化管理体系建设方面

准体系；面向家电领域的智能化发展趋势，大力促

建议建立标准化与科研和产业化项目的衔接

进团体标准发展，提高传统家电的舒适性、节能性

机制。鼓励各标准化机构在国家科研和产业化项目

等功能指标要求，提升智能家居产品标准化发展水

的立项、实施、推广应用及试点示范等各阶段中

平；在消费品电子领域，建立企业、高等院校、科

提供标准化咨询和支撑服务，推进自主技术科研成

研机构深度合作的攻关机制，推动人工智能、智慧

果通过标准化工作快速实现产业化，实现良性循

家庭等创新技术产品化、专利化、标准化；建立家

环 [17]；加强技术成果转化标准的流程管理，加

居装饰装修产品消费现状广泛调研机制，不断强化

强创新技术成果转化为标准的制定 / 修订全流程科

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等的标准研制工作，提高检测

学论证和过程监督，确保标准的公平性、科学性

能力；大力夯实基础科研，强化“产学研”一体化

和适用性；探索制定机器可读标准，以适应智能

机制，制定化妆品和日用化学品基础通用、产品和

化发展的未来需求。

检测方法等标准，提高产品的环境友好性；针对国
外标准建立动态跟踪机制，及时跟踪国外文教体育
休闲用品领域的标准化发展情况，制定严格的有毒

（四）国际化标准工作方面
健全国际化标准工作的合作机制，积极推动标

有害物质限量标准，突破零部件、关键技术瓶颈，

准化工作纳入到与欧洲、东盟、金砖国家、东北亚、

完善小型游乐设施等的标准制定；在传统文化产品

北 美、 非 洲、 大 洋 洲 等 区 域 国 家 的 制 造 业 双 边 /

领域，建立科研机构、检测机构、民间社会团体的

多边合作机制中，建立更加紧密的标准化合作机制，

合作机制，努力打造中国品牌，推动传统文化产品

促进标准化战略、政策、措施和项目的全方位对

产业化和可持续发展；建立食源性疾病追溯和控制

接 [17]。

机制，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积极发挥中国企业的作用。鼓励和支持优势企
业牵头制定国际标准，提升国际话语权，以标准带

七、对策建议

动中国装备“走出去”。鼓励企业加快制定一批先
进企业标准，以标准助推企业提升研发测试能力和

（一）标准体系研究和建设方面
加强标准体系的系统研究和建设，改进并完善

管理水平。对于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企业，
可将成熟的可公开的企业标准积极向国际专业组织
023

制造业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式与建议 [J]. 全球化, 2020 (6): 106–118, 136.

推广，争取在专业领域的国际标准话语权。另外，

Feng X X, Lei S J. Model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ep integration

可将国际标准的提案数量作为国有企业年度绩效考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modern service industries [J].

核指标，对标准化工作取得重要成绩的企业，在年
度考核中予以加分；将标准化工作成绩纳入企业和
员工职称评比的参考依据范围。
加大财政投入，对能够与国外标准化组织开展
合作的团体标准化组织予以奖励，对积极开展基础
标准研制、应用标准研制并取得优秀成绩的企业，
对国际标准召集者和引领行业技术发展的企业，应
予以一定经费支持、财税减免和其他奖励措施。

Globalization, 2020 (6): 106–118, 136.
[9]

李金华. 中国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现实与未来路径思考 [J]. 人文
杂志, 2020 (1): 22–32.
Li J H.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reality and future path of
China’s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 The Journal of
Humanities, 2020 (1): 22–32.

[10] 周致. 我国装备制造业的现状与发展战略 [J]. 中国设备工程,
2020 (24): 234–235.
Zhou Z. The status and developing strategy of China’s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J]. China Plant Engineering, 2020 (24):
234–235.
[11]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国家工业基础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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