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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化的原则与运行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逄征虎 

二〇一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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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制定主体或标准化活动层次划分： 

国际标准 

区域标准 

国家标准 

专业协会标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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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制定主体或标准化活动层次划分： 

联盟标准 

企业标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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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制定标准的需要： 

 当一个企业不能独立完成一件产品的生产时，

企业之间出现了专业化分工，同时也面临着互

换性和兼容性的问题。 

 当供应商提供产品或服务特性与用户需求需要

协调沟通。 

 专业内学术和技术上需要交流和达成共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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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工程师学会 ——ICE 1818 英国 

2 大不列颠建筑师皇家学会 ——RIBA 1834 英国 

3 机械工程师学会——IME 1847 英国 

4 美国建筑工程师协会——ASCE 1852 美国 

5 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ASME 1880 美国 

6 
美国电器工程师协会——AIEE，IEEE的前身
之一 

1884 美国 

7 美国试验与材料协会——ASTM 1898 美国 

早期出现对标准化有过重要贡献的组织机构 成立年代 国家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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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1932年国家标准机构的建立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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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体现出国际化的鲜明特点 

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综合类国际标准 

•1947年2月23日在日内瓦成立。我国也是ISO的25个发起国之一。 

•截止到2009年底：有162个成员国，TC/SC729个；TC210个，SC519个。 

•发布国际标准18083项。 

是世界上最具专业性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电工类国际标准 

•1906年6月在英国伦敦正式成立，1947年曾经并入ISO，1976年又从ISO中分离出来。 

•截止到2009年底：有76个成员国，TC/SC174个，TC94个，SC80个。 

•发布国际标准6146项。 

是世界上成立最早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电信类国际标准 

•成立于1865年。 

•截止到2009年底:有192个成员国， 

•发布标准约5000项。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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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层次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企业标准 协会标准 国家标准 国际标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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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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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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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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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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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联产业联盟（闪联标准工作组/闪联信息
产业协会） 

 2003年7月由原信息产业部科技司主导、由联想、

TCL、康佳、海信、长城五家企业发起，7家单位共同参

与的“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工作组（简称

“闪联标准工作组）正式成立。2005年5月， 在中关村

管委会支持下，闪联信息产业协会成立，成为闪联联盟

中立的法人实体。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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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应用环境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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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应用环境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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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协同互联体系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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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息 设 备 资 源 共 享 协 同 服 务 （ Intelligent 

Grouping & Resource Sharing – IGRS）标准，简

称“闪联”标准，是在家庭、办公环境内实现
信息设备之间的智能组网、资源共享和协同服
务的标准化体系。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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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联标准体系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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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20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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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10月发布了闪联笔记本、投影机、液晶电视、等离子电视等闪联

产品。 

 2005年6月《信息设备资源共享协同服务标准》（简称“闪联标准”）

1.0版正式颁布成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2010年2月位于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SO/IEC）

通过其官方网站向全球正式发布了闪联两项国际标准的正式文本。 

 2012年2月闪联4项国际标准由ISO发布，闪联全部7项标准构成3C协同领

域完整国际标准体系。 

 2013年10月闪联远程访问（IGRS RA）系列7项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

正式通过了ISO/IEC JTC1 SC25全体会员的投票，成为了新国际标准工作项

目，形成闪联远程访问的新标准体系。 

 2014年2月闪联全面进军智慧城市标准化工作，成为国家智慧城市总体组

成员单位，主导IEC 智慧城市系统评估组（SEG1）中WG4“智能家居用例”

和WG5“智慧教育用例”工作组的工作，并承担ISO/IEC JTC1智慧城市研究

组（SG1）的编辑工作。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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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联发展阶段和愿景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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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与国家标准的关系 

 ANSI认可专业团体标准为美国国家标准； 

 许多国家标准机构的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专

业团体； 

 许多国家标准以专业团体标准为蓝本而制定。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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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体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关系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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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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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与ASTM联合发布标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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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
体
标
准
之
间
的
融
合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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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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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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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标准的作用 

——推动科技创新； 

——引导产业发展； 

——促进贸易往来。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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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技创新 

•团体标准是技术传播的载体； 

•团体标准为创新奠定了基础。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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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2015年11月发布《增材制造-基本原理 -

第一部分 术语 》学会标准。参与的单位有：

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多家单位参与，并与中国汽车学会、中国金

属学会、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加强合作。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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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聚焦科技创新需求，发挥平台资源优势，促

进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标准研制模式。如在团体

标准试点启动后，协会快速整合资源，以市场为

导向，对接在绿色印刷方面具有重要成果的12家

企业、1家科研单位、1家高校，起草了《绿色印

刷材料分类方法及确认原则》协会标准。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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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产业发展 

将技术转变成产品，形成主流市场； 

引导用户和消费者的消费倾向； 

通过标准的应用，先进技术淘汰落后技术。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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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半导体照明工程研发及产业联盟(CSA)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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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贸易往来 

让贸易更加透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

效率； 

增加了贸易各方互认的程度，从而减少技术性

贸易壁垒； 

增加产品的信誉度，促进产品的销售。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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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2015年7月开展了《物流

诚信共享信息要素构成及基本

要求》团体标准的调研和研究 

。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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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析测试协会 (CAIA)  

        2014年12月发布《饮用水  氟化物测定  2-

(对磺苯偶氮)-1,8-二羟基-3,6-萘二磺酸锆分光光

度法》和《味精 硫化钠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

法》两项CAIA标准。迄今为止起草单位T3WS现

场水质快速检测仪中标101台，所购仪器客户

检测水中氟化物均采用该标准。自两项团体标

准发布以来，起草单位的快速检测光谱仪产品

销售额约1000万元左右。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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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0004.1—2016
《团体标准化 第1部分：
良好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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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4.一般原则 

5.团体标准化的组织管理 

6.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7.团体标准的编写 

8.团体标准的推广与应用 

主要内容 



41 

1. 范围 

注：除非特殊说明，本部分中“团体”指“社会团体” 

本部分适用于指导各类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 

适用于 

GB/T 20004的本部分提供了团体开展标准化

活动的一般原则，以及团体标准制定机构的

管理运行、团体标准的制定程序和编写规则

等方面的良好行为指南。 



42 

4. 一般原则 

•开放 

     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内，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宜面向所有成员开

放，反映成员需求，并确保成员能够有

机会参与标准化活动；二是对外，鼓励

团体面向所有方面开放加入团体的渠道。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的一般原则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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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组 

       技术组的组
成由会员提名，
并经核心会员大
会审议表决通过
后组成；负责推
进 IGRS 标准文
本的起草、修改
、送审等相关工
作；并负责协调
、解决与 IGRS

标准相关的技术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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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原则 

•公平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宜确保成员享

有与成员身份相对应的权利，并承担相

应的义务。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的一般原则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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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会员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 

北京中和威软件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网通宽带有限责任公司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闪联信息技术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  

推广会员 
北京六和万通微电子技术有限公
司 

上海通用化工技术研究所 

北京中科希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夏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阿德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海创天汇科技有限公司 

智邦大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G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通商网络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骅讯电子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普通会员 
北京大学 

环旭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中科院计算所 

清华大学 

浪潮集团 

天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怡数宽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邮电大学 

华纬讯有限公司  

…… 

闪联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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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解决 

快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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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原则 

•透明 

     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内，团体开展

标准化活动宜通过适当的渠道向所有成员提供团

体的标准化组织机构、运行机制、决策规则、标

准制定程序及标准化工作进展等方面的信息；二

是对外，团体可通过公开的渠道对外公布与团体

标准化活动有关的信息。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的一般原则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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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原则 

•协商一致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宜以协商一致

为原则，按照标准制定程序考虑利益相

关方的不同观点，协调争议，妥善解决

对于实质性问题的反对意见，获得团体

成员普遍同意。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的一般原则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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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般原则 

•促进贸易和交流 

          团体标准宜符合市场、贸易需求，

不妨碍公平竞争，不限制团体标准实施

者基于团体标准开发竞争性技术和进行

技术创新，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团体开展标准化活动的一般原则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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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标准化而涉及价格同盟  

价格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竞争手段，因而
一旦标准制定者是借标准化为名而行价格同盟之
实，那么法院将认定这种标准化构成垄断。 

——FTC V Milk and Ice Cream Can institute案件 

 

牛奶和冰淇凌罐头学会要求其成员将所制铁罐
制造成统一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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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标准化实行集体抵制  

如果行业协会标准化实施的结果构成对第三方
不正当的集体抵制，那么法院将认定这种标准化
是不合理的。 

——Radiant Burners 公司 V 美国天然气协会    

（AGA）案件 

 

原告制造了一种家用陶制天燃气灶，安全有效
，但AGA两次拒绝为该天燃气灶认证，成员企业拒
绝给使用原告产品的用户供应天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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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标准来限制质量竞争  

标准化是有助于生产厂商保障和提高产品质量，
但是，在一些情形下，标准化也有可能被行业协会
运用来维持一种低水准的质量规格，减少和限制产
品的质量竞争。  

——FTC V.美国全国空心棉制造业协会（NMMA） 

案件 

协会为避免硬质小麦的消耗而导致成本上升，颁
布了新标准，客观上却降低了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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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十三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达成下列垄断
协议：  
  （一）固定或者变更商品价格；  
  （二）限制商品的生产数量或者销售数量；  
  （三）分割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  
  （四）限制购买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  
  （五）联合抵制交易；  
  （六）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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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第十五条 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属于下
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本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的规定：  

    ……  

（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
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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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  

  第六条 禁止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就限制购买

新技术、新设备或者限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达
成下列垄断协议： 

（五）拒绝采用新的技术标准。  

         第九条 禁止行业协会以下列方式组织本行业的
经营者从事本规定禁止的垄断协议行为： 

（一）制定、发布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行业
协会章程、规则、决定、通知、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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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 

第十条 经营者违反本规定第四条至第八条规定，

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责
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上一年度
销售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尚未
实施所达成的垄断协议的，可以处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行业协会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组织本行

业的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可以对其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提请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
关依法撤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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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6.1 通则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宜

明确每个阶段的工作

内容、工作主体、期

限、进入下一阶段的

条件等。 

•团体宜规定团体标准制定

程序予以正式发布并实施。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宜制定

为单独的文件，如适宜，

也可列入团体的相关制度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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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6.2 程序 

提案 

立项 

起草 

征求意见和审查 

通过和发布 

复审 

01 

02 

03 

04 

05 

06 

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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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6.2.1 提案 

• 提案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编制机构接收标准制

修订项目提案，对项目提案进行评估后形成团体

标准项目建议书，并上报管理协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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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STM提案阶段 

 申请人填写申请书提交ASTM总部。 

 申请书内容包括： 

——项目的必要性； 

——列出对该项目感兴趣的个人、公司和组织。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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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2 立项 

• 立项阶段的主要工作是管理协调机构对团体标准项

目建议书的必要性、可行性等进行审查，审查通过

后形成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团体宜在全体成

员范围内通报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以便成员

参与标准编制工作或发表意见。鼓励团体通过合适

的渠道向社会公布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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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STM立项阶段 

 ASTM总部工作人员评估该项目的必要性和
查重其他组织是否有并行的项目。 

 必要时，总部组织会议确认项目的必要性、
名称、范围。最终确定负责该项目的SC。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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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STM立项阶段 

 注册一个工作项 

工作项注册成功后赋予一个登记号，如WK1234，
以及一个标准草案号，如draft A123。 

注册时应明确： 

——工作项所在工作组、SC和TC； 

——标准名称和主要范围； 

——工作项的负责人信息； 

——预计完成日期等。 

注册成功的工作项都被公布在ASTM的网站上。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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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6.2.3 起草 

•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编制机构对相关事宜进

行调查分析、实验和验证等，确定标准技术内容，

不断讨论和完善，形成拟用于征求意见的团体标准

草案。 



67 

示例：ASTM起草阶段 

工作组由分技术委员会主席组建，或经过
分技术委员会会议表决或投票、超过半数
以上同意后批准成立。  

起草标准时需严格按照六种不同类型标准
模式的编写。（试验方法、规范、分类、 

规程、指南、术语） 

起草工作结束后将工作项在线提交至分技
术委员会投票程序。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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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4 征求意见和审查 

• 征求意见和审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编制机构对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征求意见，并对反馈意见

进行处理、协调，从技术角度进行审查后，经过协

商一致或投票方式对是否通过给出结论。团体标准

宜在全体成员范围内征求意见。鼓励团体通过合适

的渠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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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STM征求意见和审查阶段 

分技术委员会投票  

投票应说明截止时间，应自发出投票之日起
不短于30日后结束。 

投票阶段需要收回所有会员60%以上反馈才
算投票有效 。 

这些投票中需要有2/3以上的赞成票才算投
票通过，并允许进入下一个投票阶段。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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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STM征求意见和审查阶段 

主技术委员会投票 

投票应说明截止时间，应自发出投票之日起不
短于30日后结束。 

投票阶段需要收回所有会员60%以上反馈才算
投票有效 。 

这些投票中需要有90%以上的赞成票才算投票
通过，并允许进入下一个投票阶段。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71 

示例：ASTM征求意见和审查阶段 

上述两轮投票过程对反对票的处理 

在技术委员会会议上或通过投票表决处理。 

  若超过三分之二多数认为反对票不相关或

不具说服力，则不影响进入下一程序；反之，
则判定为不通过，该项目重新起草并重新投
票。 

对所有反对票的处理都要记录在案，并通知
投反对票的一方。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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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6.2.5 通过和发布 

• 通过和发布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化决策机构

按照议事规则通过团体标准，并予以公开发布。

团体在发布团体标准的同时，宜在团体标准信

息平台上公开团体标准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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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STM通过和发布阶段——常设标准委员会
(COS)审核 

对于所有经过主技术委员会投票表决通过的事项
做程序性审核，重点审核判定结论为不具说服力
和不相关的反对意见的表决。 

审核内容包括：反对投票、不具说服力或不相关
的理由和投票票数。  

投反对票者如果认为自己的反对意见没有按程序
要求处理，可以向COS提出申诉。  

如果COS确定该项目符合学会的程序要求，则这
标准可批准发布。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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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 复审 

• 复审阶段的主要工作是标准编制机构根据技术发展、

市场需求，对已发布的团体标准的适用性进行评估，

并给出复审结论。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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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ASTM复审阶段 

应由主管分技术委员会对标准进行全面审核，
自上次批准之日起5年之内以投票表决形式决
定是否进行确认继续有效、修订或撤消。 

批准之日起到第6年的1月1日仍未进行任何标
准更新的投票，则自动由ASTM总部发出撤消
标准的投票。到第8年12月31日仍未通过SC和
TC同步投票，协会撤销该标准。 

6. 团体标准制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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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团体标准的编写 

7.1 编写准备 

 编制团体标准前宜充分搜集相应标准化对象的国内

外标准、技术法规、技术发展趋势文献、科技文献

等参考资料，明确标准的编制目的、范围和内容框

架。 

7.2 编写原则 

 团体宜按照GB/T 1.1制定统一的标准编写规则，包

括团体标准的结构、起草表述方法、格式等内容，

以提高团体标准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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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团体标准的编写 

7.3 结构 

 团体在编制团体标准时，结构宜参照如下体例： 

封面 

目次 

前言 

引言 

标准名称 

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技术要素 

附录（规范性、
资料性）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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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团体标准的推广与应用 

团体宜利用培训、论坛、媒体等技术交流与

传播途径宣传和推广团体标准。 

适宜时，团体宜建立基于其团体标准的合格

评定制度，制定有关合格评定方案、符合性

标志等合格评定制度文件以及相关技术文件，

制定过程宜吸收合格评定机构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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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标准化良好行为规范》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4.1：基于协商一致原则的

标准制定程序宜能控制标准

制定的方法。根据各相关方

的请求，标准化机构的技术

工作程序文件应以合理而及

时的方式予以提供。 

设置制定环节中组织者的
职责，界定清晰的各阶段标准
草案的通过比率和反馈形式。 

各技术工作程序文件实行
公告。对于程序文件的维护有
专门机构，且有明确的修订程
序。对于程序文件的解释有专
门人员负责。 

IEEE-SA章程和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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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协商一致：普遍同意，即有

关重要利益相关方对于实质

性问题没有坚持反对意见，

同时按照程序考虑了有关各

方的观点并且协调了所有争

议。协商一致并不意味着全

体一致同意。  

协商一致：由IEEE-SA标准局

做出判断，直接和重要的利益

相关方达成一致。达成一致意

思是超过半数同意，不意味着

一致通过。协商一致指所有观

点及反对意见都被考虑了，并

为寻求一致的解决方案做出了

努力。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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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4.2：标准制定程序宜包

括一种明确的、现实的和

便捷的投诉机制，以公平

处理大量的和程序性的投

诉。 

参与IEEE标准制定的任何人

有权针对标准制定的各环节的行为

(决定) 或不作为提出申诉。申诉者

以书面形式逐级申诉至IEEE-SA标

准局。技术争议只限定在项目发起

者层面解决。项目发起者组织的投

票后的针对程序性的投诉提交

IEEE-SA标准局，通常组建申诉处

理委员会。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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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4.3：标准化活动通报的发布应

通过合适的媒体及时公布新的、

进行中的和已完成的标准制定活

动以及情况变化，以便对此感兴

趣的相关机构或个人发表意见。 

IEEE鼓励项目发起者发

布其相关标准制定信息，甚至

在IEEE网站上。在IEEE成员

范围公开征集项目工作组成员。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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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4.4：根据各相关方的请求，标准

化机构应及时提供一份已经提交讨

论的标准草案。除邮寄费用外，所

有涉及的各项费用，应对各相关方

一视同仁。相关方无论处于何地，

标准化机构都应为其提供适当的机

会审议和评论标准草案。如果需要，

对于所有收到的意见（例如要求解

释偏离相关国际标准的理由）都应

给予及时的评论和回复。 

IEEE在公众评议阶段

(60天)，全球任何感兴趣的

人都可提出评议，而且每项

评议都可以得到项目工作组

的回复。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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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4.5：标准的批准宜基于协商

一致的证据。 

项目发起者组建投票组，发
出邀请至少15天，投票组由广泛
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要达到
75%的投票率，投的票中75%
赞成为通过，超过30%弃权为不
通过，投票期30至60天。通过
后提交审核委员会(RevCom)。 

审核委员会开会审议项目草
案，项目发起者汇报投票和反对
意见处理情况。由审核委员会提
出通过或不通过的意见，由
IEEE-SA标准局做最终决定。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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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4.6：所有标准宜定期复审和

及时修订。对于任何机构或

个人按照相应程序提交的制

修订标准的新工作项目提案，

都应给予及时地考虑。 

IEEE标准有效期10年，

到期只能修订或废止。修订投

票同新项目，废止投票要求

50%投票率，75%赞成票通过。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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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4.7：标准化机构应

及时出版已批准发布

的标准，并能让任何

人在合理的时限和条

件下获得出版物。 

通过的IEEE标准经编辑后正式出版，

在IEEE商店可以多种电子格式销售。 

4.8：标准化机构应

存档并维护标准制定

过程中的有关文件。 

通过规定工作组秘书的职责和对提交

审核委员会材料的要求，促使制定过程的

有关文件存档。例如秘书应记录和存档的

会议纪要、工作计划、参会人员花名册；

提交审核时的材料，如投票情况记录，未

按反对意见修改的理由的记载。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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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5.1：标准编制宜符合市场需

求，并宜在广阔的地理和经济

环境中促进贸易。 

         标准编制不应阻碍或限制

贸易。 

IEEE-SA是在全球技术的发
展中建立协商一致的组织，聚集
来自超过160个国家的个人和机

构代表。出发点是促进标准的制
定和与标准相关的合作，从而促
进创新，创造和开拓国际市场，
保障健康和公共安全。致力于改
善人们生活、工作和交流中所用
产品或服务的功能性、兼容性和
互操作性。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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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标准编制不应作为制定

价格和排斥竞争的手段，也

不应由于超出有关对于兼容

性、环境保护、健康和安全

的技术法规要求（或其他法

律要求）而限制商业活动。 

IEEE-SA章程规定在标准
化活动中避免违背反垄断法的
要求，例如避免讨论销售价格、
销售条款和条件、贷款、债务
等问题。 

为了确定产品或服务某个
恰当的特性值而做成本效益评
估是允许的。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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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5.3：当国际标准存在或

即将完成时，标准化机

构应将国际标准作为制

定相应国家标准或其他

行业或地方标准的基础，

除非这样的国际标准由

于诸如保护级别不够或

基本气候或地理因素或

基本技术问题而无效或

不适用。 

IEEE早已由关注国际标准制定，
转变为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IEEE

的许多标准作为蓝本被IEC发布为国际
标准； IEEE是ISO和IEC的伙伴标准
制定组织(PSDO)，已与两组织联合发
布了有关健康信息交互、电信信息交
换、核发电厂等领域众多国际标准。 

IEEE-SA工作手册不仅规定了参
与国际标准组织和其他组织的程序和
要求，而且设置了对于代表IEEE在国
际标准化活动中做出突出贡献和担任
重要职务的人员的奖励制度。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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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IEC指南59 IEEE标准化制度 

5.4：标准编制不宜误

导消费者，也不宜误导

标准涉及的产品、过程

或服务的其他用户。 

IEEE-SA规定标准制定的工作组、
投票组等决策组织都要有用户代表的参
与。 

IEEE-SA的宗旨和任务：制定的标
准要代表行业、政府或公众利益，满足
全球公众的需求，而不仅美国用户需求。 

5.5：标准编制和采用

不应对产品实行基于产

地的歧视。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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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凡有可能，标准的要求

应以性能特性来表述，而非设

计或描述特性，以便为技术发

展留出最大自由空间。 

—— 

5.7：有关合格评定和合格标

志或其他的管理要求以及非技

术问题，宜与技术和性能要求

分开表述。 

有关合格评定和合格标志或

其他的管理要求以及非技术问题，

由IEEE单独规定，不在标准中规

定。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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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出于

技术原因证明引用专利项目是

合理的，原则上不反对用包括

采用专利权所覆盖的专利项目

的条款制定标准，但需得到专

利持有者做出在合理无歧视的

原则下与专利使用申请者进行

许可谈判的承诺。 

在得到专利持有人许可保

证的前提下，IEEE标准可以纳

入该专利技术。 

IEEE-SA标准局操作手册

中详细规定了纳入专利的条件、

程序和相关文件要求。 

比较可能含有必要专利的

方法与不涉及专利的方法，在

性能提升和操作成本降低方面

的优劣。 

专利许可合理守信保证。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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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标准化机构所确

立的标准化程序应能

便于重要和直接相关

的人员和组织参与各

层次的标准化活动。 

项目工作组向所有人开放，个人
标准项目不要求只有IEEE和IEEE-SA

成员参与；单位项目要求IEEE-SA成
员参与。鼓励各利益相关方和全球参
与。单位项目由来自公司、政府、学
校、协会各方代表。 

项目发起者组建投票组，发出邀
请至少15天，广泛利益方代表，个人
项目投票组至少10人，单位项目投票
组至少5个。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95 

6.2：为了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

标准，标准化机构应在资源限度内以恰

当的方式，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标准化机

构的活动，并在其制定或采用相关国际

标准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6.5：国家标准化活动的参与宜由标准化

机构和国家标准机构按其协商一致的程

序来组织，该程序宜均衡代表相关方利

益，诸如制造商、用户、消费者等。国

家标准机构宜提供其他国家提出意见的

机会，并且与其他国家合作。 

IEEE是美国
国家标准学会
(ANSI)认可的其
标准作为美国国
家标准发布的标
准制定组织。意
味着IEEE标准制
定程序的开放性
和协商一致程度
得到了ANSI的认
可。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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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为使标准相互协调，

以适用于最大可能的用户

群体，开展标准化活动宜

积极自愿地在国际、区域、

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保

持合作。 

IEEE-SA通过与其他标准组

织建立合作协议而受益。合作协

议帮助IEEE-SA避免重复工作造

成人力财力的浪费。 

IEEE-SA工作手册规定了与

其他组织签署合作备忘录的程序

和要求。 

团体标准化良好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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