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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和移动性的蓝图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

开。数百万辆混合动力和电动汽车已融入

城市的滚滚车流，氢能汽车和燃料电池汽

车也紧随其后。人工智能汽车不再是遥远未来的概念

产物，物联网已使交通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即使在人类历史上出现时间较晚的航空航天领域，在

过去一个世纪也历经了巨大发展。这些只是第四次工

业革命技术革新给交通行业领域带来的部分变化。

在所有变化中，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我

们必须为下一个时代做足准备。随着互联、自动导航

交通兴起，能源生产分散化，我们的交通网络正变得

日趋复杂。在 21 世纪太空竞赛的大背景下，企业逐

渐将太空纳入其业务范围，竞相打造更便捷、价格更

合理的太空旅行。与此同时，我们要继续努力解决

长期存在的交通问题，这点也非常重要。2019 年，

燃料燃烧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

24%，其中四分之三是由道路车辆产生的。

很多科研报告都表明，目前急需在各个层面采取

行动才能实现联合国制定的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目标。这显然需要全球加快进度、共同努力，才能

保护好地球和海洋，增进地球上所有生命的福祉。

鉴于此，国际标准和协调一致的技术规范发挥了

重大作用。交通运输至关重要，是经济发展增长的助

推器。但随着全球城市化进程加快，能源需求越来

越大，实现智慧移动性越发必要。标准界一直在助

力传统出行方式向更适合未来、更集成的新方式转

型。2020 年，ISO 发布了两项标准来减少全世界的

能源使用量，并减轻交通运输对环境的影响。ISO 

37161《智慧社区基础设施——运输服务节能智慧交

通指南》规定了节能运输方式，以及监管和维护措施。

而 ISO 37162《智慧社区基础设施——新兴地区的

智慧交通》能帮助新兴地区推行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可

持续交通运输服务。

移动性的未来不同以往，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

未来交通展望

The new vision of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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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国家标准化和计量局（ESMA）局长

阿卜杜拉·阿尔·麦尼（H.E. Abudullah Al Maeeni）

挑战和机遇，阿联酋国家标准化和计量局

（ESMA）从 2015 年开始每年举办国际

未来移动性会议。会议涵盖智能、清洁和

互联移动性的创新，移动性生态系统的可

持续未来等多个主题，已经成为阿联酋地

区最著名的年度会议，汇聚了该领域有影

响力的领导者。ESMA 还出台了阿拉伯国

家首个电动汽车控制方案，此方案已被海

湾合作委员会的其他国家采用。

此外，ESMA 还制定了首个针对中东

和北非地区车辆氢能和燃料电池的技术规

范。所有举措都表明了阿联酋推广低排放

车辆的坚定决心。例如，为了构建可持续

的交通基础设施，阿联酋政府启动并实施

了阿联酋国家智能出行战略、国家网络安

全战略，以及阿联酋人工智能战略。其他

激励措施还包括：阿联酋的许多组织让低

排放车辆优先停车，并免收相应停车费。

在迪拜酋长国，电动汽车可贴上萨利克

（Salik，迪拜自动收费系统）标签。最重

要的是，自 2017 年以来，阿联酋一直为

非商用电动汽车提供免费充电服务，直到

2021 年年底。

毫无疑问，创新能推动移动性的发展。

如果再结合技术进步，就能为新时代的运

输带来巨大变革。ISO 在公路车辆、航空

航天系统等领域一直发挥着协调作用，颁

布的各项标准涉及运输的方方面面，确保

安全高效的出行。要达到日益动态互联的

全球目标，并在车辆设计、制造和使用方

面实现创新发展，需要全球共同的努力。

我们非常期待为安全、可持续的运输行业

提供支撑，而未来的运输行业不仅会结合

过去的经验，还会有更好的、崭新的旅行

方式。■

交通运输至关重要，

是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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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世界标准日倒计时活动
Counting down to... 

#WorldStandardsDay2020

social feed TWITTER FACEBOOK Youtube Flickr linkedin

为呼应今年世界标准日的主题 “保护地球”，

我们推出了 ISO“# 可持续城市”全球活动，倒

计时至 10 月 14 日。

标准日倒计时

倒计时
 10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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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充满磨难的一年：新冠疫情给我们

带来了深刻的冲击。我们面临重振经济、保障生命

安全的挑战，同时要保护好地球，造福子孙后代。当

今城市面临人口过剩及交通、卫生、能源、粮食和安

全方面的压力，这为其可持续发展和韧性建设带来

了诸多机遇。

面对这一全球挑战，我们发起了世界标准日倒

计时 100 天活动，每周刊文探讨标准如何助力建设“#

可持续城市”，从而保护地球、支撑经济发展、提高

生活质量。

Counting down to... 

#WorldStandardsDay2020

ISO标准

人类改变了地球上原有 75%
的土地形态以及 66% 的
海洋生态系统。

标准日倒计时

标准日倒计时

标准日倒计时

标准日倒计时

4 评论     21 分享

专访 ISO/TC 268 主席
伯纳德·金多兹

点赞 评论 分享

智慧        可持续城市

我们想居住在什么样的城市？

2050 年世界人口
将达近 10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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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on possible  
for unmanned 

aircraft systems

在新冠疫情期间，无人机系统在运送援助

物资、监控社交距离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然而，鉴于安全、安保和空域共享等问题，

要在商业领域应用无人机还为时尚早。

文 / 安·布莱迪   by Ann Brady 

无人机系统助力完成棘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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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最初仅仅是玩具，

因而饱受非议，但它很快

发展为高价值、飞速

增长的行业。

毫
无疑问，无人机系统（UAS）

已成为现在当红的科技，从开

始时不被看好，到如今发展成

能与汽车和航空工业相媲美的产业。无人

机最初仅仅是玩具，因而饱受非议，但它

很快发展为高价值、飞速增长的行业，几

乎涵盖了物流、医疗、勘测、安保和运输

等领域，可应用于地球上的各种环境。

无人机系统存在已久，它们可以被远

程操控，但自主能力越来越完备。仅仅在

过去的五年里，技术成本已降至可接受范

围，这使得它们成为高效的商业工具，广

泛应用于诸多领域。无人机最初机型较小，

为了实现大规模商业化，体型更大更复杂

的无人机出现，它们能够运送货物，未来

还可以载人。唯有实现大规模的商业应用

才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产业，而不

是只用大量小型无人机来运载小物件。

投递服务改善了偏远地区
民众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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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的益处

无人机系统已被用于人道主义任务，以

及在紧急情况下提供应急救援。2019 年巴

黎圣母院大教堂遭遇大火，无人机在挽救教

堂主体结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亚洲时

报》报道，当时屋顶有坍塌危险，为了避免

人员伤亡，派遣了无人机勘测地面损坏和破

碎状况。该文章指出，无人机可以进行空中

测绘确定灭火方案，不用调动消防人员。

无人机系统还是重要的人道主义工具。

卢旺达等国家用无人机向偏远诊所运送血浆

和必备药物，这一点在新冠疫情期间更为重

要。据世界经济论坛议程发布的一篇博客称，

美国医疗无人机公司 Zipline 目前正通过物

资投递支援非洲抗击新冠病毒，同时也在帮

助其他国家应对疫情。Zipline 首席执行官

凯勒·里纳乌多（Keller Rinaudo）在接受

CNN 商业栏目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储

备大量抗疫物资，并立刻按需送往医院和医

疗机构。”

预计到 2025 年，无人机系统的市场规

模将超过 50 亿美元。无人机系统能够大力

提升企业等组织的生产力，因为它们不仅体

型小巧、反应灵敏，而且节能环保。《史密

森杂志》的一份报告指出，就温室气体排放

而言，通过小型无人机递送包裹比卡车运输

更为环保。

2019 年巴黎圣母院大火过后，无人机协助勘察受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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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阻挡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尽管无人机拥有诸多益处，但其发展仍面临阻碍，如安全、安保以及隐私保护等问题，

Drone Major Group 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加贝特（Robert Garbett）指出，“若没有强有力

的安全和质量标准来保障行业平稳发展，这些问题都难以解决。”

2015 年，ISO 成立了无人机系统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0/SC 16），负责制定 ISO 

21384 无人机系统产品制造、运行和无人交通管理安全和质量系列标准，以此来解决这些问

题。该标准无疑将被国际民航组织广泛引用。ISO 21384-3《无人飞机系统——第 3 部分：

操作程序》是 2019 年 12 月发布的首个无人机系统国际标准。该标准由 ISO/TC 20/SC 16

下设的操作和程序工作组（WG 3）制定，加贝特担任该工作组召集人，兼任英国标准化协会

英国无人机标准委员会主席，同时是无人机快递公司（Drone Delivery Group）创始人。

ISO/TC 20/SC 16 主席约翰·沃克（John Walker）在委员会经理克里斯·卡纳汉（Chris 

Carnahan）的支持下，负责管理分委员会发布的所有标准。他说：“在疫情期间，无人机在

全球用于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和社会服务应用软件。这些便利的应用软件颇受公众欢迎，各国

政府也逐渐意识到无人机系统能够辅助支持这些急需的服务。”他认为，这为后疫情时代扩

大无人机应用范围、造福人类创造了机会。

对沃克来说，他愿意回归到标准委员会的面对面会议。尽管工作组会议已在线上举行，但

他认为，面对面会议能激发与会者展开富有意义和活力的讨论。他说：“特别是在国际范围内，

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集聚一堂，为全球用户制定无人机系统标准。”

弗兰克·福克斯（Frank Fuchs）是国际航空法顾问兼 ISO/TC 20/SC 16 下设的 WG 1

召集人，该工作组制定了 ISO 21384-4《无人机系统——第 4 部分：词汇表》。他说：“疫

情危机为无人机系统提供了大量机遇，充分展示它们可以作为技术系统，为社会提供支持，帮

助保护人类生命。在新冠肺炎感染率高的地区使用无人机系统，是应对这类疫情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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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挑战

毫无疑问，缺少有效的规章制

度及相关安全和质量标准导致该

行业的商业化进程变缓，但这种

情况正有所改观。随着 ISO 无人

机系统标准逐渐成熟，它正在向

监管机构和倡议释放信号，正如

无人机快递公司发布的《英国无

人机行业的商业化》白皮书中呼

吁的那样。这项倡议提出构建测

试和开发领域，加速技术从概念

落实到商业运作，同时也为监管

机构和标准制定者提供重要信息。

由业内和世界各国政府提出

的此类倡议和其他正在制定中的

倡议，旨在解决无人机系统超视

距（BVLOS） 操 作 问 题。 无 人

机系统空中交通管理在此类操作

中不可或缺。无人驾驶交通管理

（UTM）系统将发挥重要作用，

而 ISO 23629 无人机交通管理

标准将有助于公平竞争。尽管该

系列标准仍在制定中，但是 UTM

标准颁布后，必将为 UTM 系统

的开发和运行提供依据，进而达

到全球公认标准的要求。

沃克说， ISO/TC 20/SC 16

正在制定 ISO 23629 UTM 相关

标准，其中包括 UTM 服务和服

务供应商的功能框架和要求。“这

些 UTM 标准将作为基础，补充

ISO 21384 系列标准中的操作程

序标准和其他满足商业化无人机

系统安全操作要求的 ISO/TC 20/

SC 16 标准。” 

疫情危机为无人机

系统提供了充分证

明自己的机会。

无人机可有效保障边境安全。

ISOfocus_143 | 11

https://www.dronedeliverygroup.org/commercialization-of-the-uk-civil-drone-industry
https://www.dronedeliverygroup.org/commercialization-of-the-uk-civil-drone-industry
https://www.iso.org/advanced-search/x/title/status/P,U/docNumber/23629/docPartNo/docType/0/langCode/ics/currentStage/true/searchAbstract/true/stage/stageDateStart/stageDateEnd/committee/sdg?browse=tc?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3-EN
https://www.iso.org/committee/5336224/x/catalogue/p/1/u/0/w/0/d/0?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3-EN


新型飞机

展望未来，沃克认为，制定 ISO 23629 系列标准与推

动全球航空航天业发展（例如雷达、全球定位系统和喷气发

动机）一样意义重大。“UTM 将确保这种新型飞机安全地

进入全球民用空域，提供运送医疗用品和物资等人道主义服

务、执法以及在城市和农村地区运输货物。” 

考虑到技术的快速发展，福克斯说，ISO 标准，特别是

这一系列标准将变得更重要。正如 ISO 发布新系列标准之

际，加贝特在《职业安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

“这些标准将使投资者对商用无人机操作的安全性、安保性

和合规性充满信心 ...... 无人机是一种变革性的全球现象，

为那些有远见卓识，采用这项技术的企业和国家提供了前所

未有的经济机遇。”

如今这一观点已被普遍认可。随着新冠疫情结束后，运

输业和航空业的复苏，航空业将拥有更加持久的发展动力。

通过 UTMs 和无人机系统的新发展，在 ISO 21384 和 ISO 

23629 系列标准支撑下，无人机将迎来飞速发展。沃克总

结道：制定和推广无人机质量标准，将为这一快速发展、引

人注目的行业的安全发展奠定基础。让我们拭目以待。■

无人机是变革性的

全球现象。

12 | ISOfocus_143

https://www.iso.org/advanced-search/x/title/status/P,U/docNumber/23629/docPartNo/docType/0/langCode/ics/currentStage/true/searchAbstract/true/stage/stageDateStart/stageDateEnd/committee/sdg?browse=tc?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3-EN
https://www.professionalsecurity.co.uk/news/transport/iso-approved-drone-standards/


带你了解无人机技术的八大酷炫应用 

航空摄影 天气预报

地理测绘

执法行动和边境管控 应急管理 

精准农业

海运和送货

野生生物监控

无人机发展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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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uncertain future
飞向            的未来不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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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航空工业将迎来

机遇，进行自我改造。

新冠疫情持续给世界各地民众和经济

造成损失，毫无疑问，它也给航空业带来

了严重的影响。塞韦林·德罗古尔（Séverin 

Drogoul）是一位在航空业拥有超过 35 年

经验的专家，他着眼于这些挑战，阐述了

该行业如何借助机遇实现可持续复苏。 

塞韦林·德罗古尔是 SD 咨询公司航空咨询服务部总裁及 ISO 飞机和空间飞行器技术委员会（ISO/TC 20）

的法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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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疫隔离措施是

恢复空中交通的

巨大障碍。

航
空业经历过动荡不安，遭受过重击，比如 9.11 事件的创伤、

2002 至 2004 年的非典疫情、2010 年冰岛埃亚菲亚德

拉火山造成的航空旅行中断等。但是，新冠疫情给整个行

业带来的冲击力度更甚于以往——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和听到“史

无前例”这个词。

随着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各国进入封锁状态，航空公司被迫

停飞，航空旅行几乎停滞。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预测，航

空公司在 2020 年的损失将创纪录，达到 840 亿美元，是全球金融

危机期间所遭受损失的 3 倍多。

航空股已出现亏损，一些航空公司已经破产，如 3 月份的英国

Flybe 航空公司，4 月份的维珍澳洲（Virgin Australia）航空公司。

国有航空公司也在遭受损失，例如，英国航空（British Airways）

所属的国际航空集团（International Airlines Group）称其客运业

务崩溃后，第二季度亏损额超过 20 亿英镑。

考虑到航空旅行低迷、经济衰退及持续的疫情影响等问题，很

难看出航空业有何能力去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复苏。塞韦林·德

罗古尔是 ISO 航空和空间飞行器技术委员会（ISO/TC 20）的法国

代表及 SD 咨询公司（SD Consulting）航空咨询服务部总裁，在

航空航天领域拥有超过 35 年的工作经验。在各国继续与病毒斗争之

际，本刊请他谈一谈航空业如何应对疫情带来的影响，找到应对挑

战的解决方案并在困境中发掘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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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 你认为航空航天和飞机制造

业如何应对新冠疫情的挑战？ 

塞韦林·德罗古尔：我们需要理解并认识到，

对疫情的响应和应对方案会因角色的不同而各

有差异。航空公司，或是空客（Airbus）和波

音（Boeing）等领先的飞机制造商，亦或是行

业相关的特定供应商，机场或民航空管等服务

提供商，都深受疫情影响。如何应对疫情影响

还取决于行业类别。例如，与直升机和军用飞

机相比，民用飞机的情况要更糟，因为边境封

锁或旅游业衰退对前者的影响较小，航空货运

同样如此。航空货运航班继续运营，确保重要

物资运输到世界各地，凸显了客运量下降情况

下保持空中交通服务持续性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随着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

此消彼长，行业的反应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特

定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应对举措。一些国家单方

面决定关闭边境，也关闭了寻找解决方法的通

道，丝毫无法减轻航空航天业的负担。具体而

言，在欧洲，所有民用航空业都得到了各自国

家的支持以渡过 2020 年的难关。然而，这在

未来两年可能还不够。 

检疫隔离措施对该行业有多大影响？有哪

些策略有助于改善局势？ 

检疫隔离措施是恢复空中交通的巨大障碍。

IATA 的一项乘客调查显示，在法国、德国和

英国，75% 至 85% 的人表示实施隔离措施后

将不会出行。据估计，在 2020 年，欧洲机场

接待的乘客量将减少 7 亿人次，比早先的预期

减少 28%。航空公司和机场管理公司被迫向政

府寻求纾困资金。例如，由于疫情影响，欧洲

的机场管理公司预计将蒙受154亿美元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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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望重启经济的政府需要一

项基于风险的替代解决方案，制定战略

将协调、全球统一的航空旅行卫生措施

与国家层面有效的疫情管控计划相结合。

各国政府必须协调一致地基于国际最佳

实践重新实现空中连接。

最为乐观的看法是，民航业有望在

2023 年年中前后完全实现复苏；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不会早于 2025 年年中。在

此期间，一些航空公司将会消失，许多

人会失业。这个行业显然需要持续的财

政和监管援助。 

例如，许多欧洲国家已经认识到航

空业的战略意义，提供了支持。大部分

的财政援助都以贷款的形式提供，这增

加了航空公司的债务负担，会削弱它们

在新服务、清洁飞机和扩大就业等方面

的投资能力。 

疫 情 对 全 球 航 空 业 有 哪 些 长 期 影

响？ 

我们需要审视疫情给客运航空公司、

货运航空公司、飞机制造公司、机场管

理公司、餐饮和其他服务供应商带来的

不同的短期或中期影响，以及它们对航

空运输量的影响，还可能由于航空公司

重组而对航空公司的飞机订单数量造成

影响。

行业和利益相关方将根据它们从疫

情中复原的状况调整其规模和范围。如

上所述，它们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能恢复到 2020 年初的状况。而涉及

到更长远的影响，比如说未来 15 年到

20 年，分析起来就更加复杂。 

在疫情爆发之前，原本预计飞机数

量以及全球航空运输量将在未来 15 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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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番。而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在未来 15 年至 20 年内，是否能够实

现新冠疫情爆发前规划的原有目标？”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了解：

人们会不会还像疫情爆发前那样想要旅行？航空交通对气候变化的真正影响

是什么？我们是否能够利用未知的颠覆性技术（如电动飞机或氢动力飞机）

来发展飞机制造业？

你认为这个行业的“新常态”会是什么样子？机遇在何方？ 

尽管目前航空业界被悲观情绪笼罩，但我认为“新常态”可能不会与新

冠疫情出现前的境况相去甚远。一旦研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即使病毒发生

变异，我们也将回到疫情之前的市场形势。客运航空公司、货运航空公司、

飞机制造公司、机场管理公司、餐饮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

能恢复元气，但他们终将会好起来。 

新冠疫情期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清洁工作

一些航空公司已经决定缩减运营规模，包括削减航班和取消经济性差的

机型。民用航空业将迎来机遇进行自我改造，通过可持续的空中交通，提高

生态效率。一些欧洲国家政府准备为颠覆性新技术的研发提供支持，特别是

为研究及技术活动提供资助。例如，法国政府将为航空业提供 40 亿至 50 亿

欧元的资金。另一个机遇则是通过研发和运营更多的“绿色飞机”和“绿色

航空运输系统”，包括机场等，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例如，2035 年前完成

氢燃料飞机发动机的研发工作。 

法国氢燃料电池协会汇集了该行业的 33 个主要团体，包括航空业的主

要利益相关方。协会要求国家在 2020 年至 2030 年间斥资近 103 亿欧元用

于该项技术的研发。该协会制定了多年度的能源计划目标：到 2023 年，业

内实现 10% 无碳氢利用，到 2028 年这一比例上升至 20% 到 40% 之间，

其终极目标是在 2020 年至 2030 年间使欧洲成为该行业的领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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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标准将如何帮助满足新需求？ 

在该领域，ISO 标准的作用是为研究领域及新型

颠覆性技术的新进展提供支持。电力和混合电力推进

技术将迅速革新汽车、船舶等各个行业的移动技术，

航空业亦不例外。在波音和空客等大型飞机公司，电

动飞行工作旨在为未来整个行业采用电力推进型动力

模式打下根基，为采用替代燃料的商业飞机及城市飞

行器获得监管部门的认可奠定基础。

针对这些挑战，ISO/TC 20 将采取哪些措施来

维持其在航空航天业中的重要地位？

现在说 ISO/TC 20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要采取

什么措施可能还为时过早。我认为，技术委员会面临

的最重要挑战将是它能否着眼于未来必然会出现的新

需求而不断革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考虑成立分委会来应对与气

候变化、生态效率及可持续性相关的航空业新挑战，

以支撑航空业，可能会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城市空中巴士“飞行出租车”于 2020 年 7 月首次实现全自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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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bersecurity  
in the driver’s seat

司机座椅上的网络安全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多亏了互联网技术，汽车不仅方便我们打电话，能告诉我们是否走错路，

最近的加油站在哪里，还能实时更新路况信息。把我们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

个地方几乎成了次要功能。然而，所有这些功能增加了我们面临的风险，从

个人信息被盗取到汽车失控冲出公路不一而足。

在各种测试车辆网络安全系统稳健性的实验中，“白帽黑客”（即故意

侵入系统以测试和评估其安全性的计算机安全专家）已经证明远程控制汽车

的可能性。例如，早在 2015 年，他们就证明了吉普车的刹车和加速系统、

仪表板等可被操控。

在对特斯拉汽车开展的一次实验中，计算机安全专家成功地欺骗了汽车

的自动驾驶软件，让车转入了逆行车道。“我们也需要适当关注其他非白帽

黑客事件，” 吉多·沙芬伯格 - 费边（Gido Scharfenberger-Fabian）博

士说，他是 ISO 道路车辆电子电气零件网络安全专家工作组（WG 11）1）的

项目负责人。

因此，网络安全是大事，尤其在涉及车辆时。据估计，2019 年全球汽车

网络安全行业的市值为 24 亿美元，到 2025 年有望增长到 60 亿美元左右。

尽管该行业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但打击黑客的斗争才刚刚开始。

随着世界互联愈加紧密，汽车也更加

互联。但互联性增加后，随之而来的数据

也增多了，它们可能会落入不法之徒手中。

汽车工程中的网络安全行业虽然正顺风扬

帆，但尚未赢得最终胜利。

1） WG 11 隶属于 ISO 道路车辆电子电气部件及通用系统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2/SC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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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的数据历史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们就开始收集汽车上的数据，

国际自动机工程师学会（SAE International）全球地面车辆标

准总监杰克·波克日瓦（Jack Pokrzywa）说。国际自动机工

程师学会是“移动性”工程专业的全球性协会，也是 ISO 的重

要合作伙伴。车辆事故数据记录仪或“黑匣子”等设备提供车

辆碰撞前后的运行相关信息等。 

当然，现在的技术能力远不止于此，它可以获取位置、天气、

交通状况等外部信息，而车辆内部的传感器可以收集乘客的相

关数据，在发生事故时提供有用的信息。“还有生物识别信息，

它可以通过追踪眼球运动来检测司机的注意力状态，确定司机

是否疲劳驾驶，”他补充说，“现在有这么多应用程序与汽车

的操作系统相连，它们具有录制汽车扬声器系统播放的通话信

息等功能。”这有助于提升安全性，但也会引发数据隐私问题。

在欧洲等司法管辖区，车辆识别代码（VIN）被视为个人身

份信息（PII），ISO 专家工作组的另一位项目负责人马库斯·切

尔西希（Markus Tschersich）博士警告说，“因此，车辆系

统生成的、与 VIN 有关的所有数据都可以被视为个人身份信息。

这些信息单独或组合使用能够用来识别、定位或联系到某个人。

如，刹车、转向系统和其他汽车部件收集的数据可用于获取司

网络安全是大事，

尤其在涉及车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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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的技能和行为信息”。只要汽车与外

部联网，就有被黑客攻击的可能。 

赶超黑客

现在的汽车装满了复杂的软件，这

种趋势在不远的未来会进一步加强。麦

肯锡管理咨询公司的报告称，当前汽车

约有 1 亿行代码，到 2030 年这一数据

将是现在的 3 倍。相比之下，一架客机

约有 1500 万行代码，而标准的个人电

脑操作系统约有 4000 万行代码。机器

越复杂，整个价值链就越容易遭受网络

攻击。

随着技术与汽车更深度的融合，汽

车行业面临着新时代的重任，即保护全

球汽车基础设施免受恶意窃取数据、控

制自动化系统的网络犯罪分子的攻击。

“网络安全措施要随着系统升级换代做

出调整，同时通过更新在系统内部进行

相应调整，”沙芬伯格 - 费边博士说，“挑

战永无止境”。

波克日瓦指出，在软件上运行的任

何设备都可能遭受黑客攻击。解决此类

问题需要实现行业内知识的高度共享，

特别是在汽车制造商与供应网络之间。

他说，美国汽车信息共享和分析中心

（Auto-ISAC）就是这么做的。通过行

业成员分享、分析车辆可能面临的风险

相关信息，从而助力加强网络安全技术。

但我们还需要一个全球适用的整体方法。

平视显示器系统是汽车技术未来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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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吁全球行动

对供应链上的流程和方法进行调整，并将其作为

妥善考量汽车系统工程中网络安全问题的基准非常重

要，沙芬伯格 - 费边博士说。“信息技术安全方面有

很多现成的国际标准（如 ISO/IEC 27xxx 系列标准）

或特定行业的安全标准（如 IEC 62443 工业控制系

统系列标准），”他说，“但它们无法满足汽车行业

的特定需求。”

为应对美国市场上的相关威胁和漏洞，国际自动

机工程师学会在 2015 年成立了车辆网络安全系统工

程委员会。一年后，该委员会发布了 SAE J3061《网

络物理车辆系统的网络安全指南》，定义了一个完整

的生命周期过程框架，将网络安全纳入网络物理车辆

系统中，它可定制并用于任何组织机构的研发过程中，

涵盖了从概念阶段到生产、运营、服务和报废的整个

过程。

一项新的国际标准正在制定中，它将借鉴 SAE

指南，构建一个综合型网络安全工具，在全球范围内

解决行业的所有需求和挑战。ISO/SAE 21434《道

路车辆——网络安全工程》预计将于 2021 年发布，

旨在解决道路车辆电子电气系统工程中的网络安全问

题。因此，使用该标准有助于制造商跟上技术和网络

攻击方法的变化。 

参与该项目工作的沙芬伯格 - 费边博士和切尔西

希博士解释说，该标准意在取代 SAE J3061 推荐的

做法。该标准将帮助组织机构制定网络安全政策和流

程，管理网络安全风险，营造网络安全文化。标准还

可用于实施网络安全管理系统，包括正确管理道路车

辆面临的网络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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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问题

对习惯分解复杂挑战并将应对措施标准化的行

业来说，网络安全是一个非标准化的异类。那么，

这项标准真的能保障网络安全吗？“根本就没有可

以标准化的‘安全技术’，” 切尔西希博士说，“所

以单靠 ISO/SAE 21434 无法保障汽车的安全。但

标准中描述的流程绝对可作为构建良好的网络安全

工程的起点，有助于行业整顿。 ”

他说，这些流程包括评估网络安全风险，找出

和调整系统适用的网络安全解决方案，并在供应链

中推广，包括道路车辆电子电气系统及其零部件和

接口的概念、开发、生产、操作、维修和报废。

这项标准为车企构建了一个网络安全框架，提

实时监控系统软件用于汽车工厂。

只要汽车与外部联网，

就有被黑客攻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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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交流和管理网络安全风险问题的通用

语言。“虽然 ISO/SAE 21434 不能直

接解决技术问题或推动技术进步，但它提

供的框架将加强行业内网络安全协作，从

而找到解决当前和未来网络安全问题更好

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它有助于在开发过

程和领域内的每一个阶段切实考虑网络安

全问题，为工程师创建检查清单，包括扫

描漏洞、提高车辆自身的网络安全防御能

力，以及对每个零件的潜在漏洞进行风险

分析。

他说，现在已经有法规需要 ISO/SAE 

21434 提供支撑。例如，联合国最近出台

的车辆网络安全相关条例要求，实施网络

安全管理系统需要参考该标准。“这归功

于 ISO/SAE 联合工作组与相关联合国工

作组之间的紧密合作，”他解释道。

为进一步加强联合国法规与标准之间

的关联性，ISO PAS 5112 公开规范已

于近期启动制定，将为网络安全工程方面

的组织审核提供指导。它将以 ISO/SAE 

21434 为基础，计划用于联合国法规规定

的网络安全管理系统的审核工作。最终目

标是在行业内日常工程实践中广泛实施该

标准，同时将标准纳入工程师培训课程，

进而提高标准意识。

“如果基于 ISO/SAE 21434 提供的

可靠原则进行产品开发，车辆安全性可能

得到进一步提升，”沙芬伯格 - 费边博士

补充说。未来的标准旨在提高整个供应链

中汽车的网络安全和风险缓解能力，涵盖

从车辆设计、车辆工程到车辆报废的整个

过程。行业内多个领域已经在制定计划，

确保标准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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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汽车行业，高科技软件被用于指导、

监控和分析供应链中的每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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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仍在持续

虽然汽车内部的网络安全威胁相对来说是个新概念，但

仍会引发人们持续担忧。因此，汽车制造商现在必须把网络

安全视为其核心业务功能和研发计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

认为我们永远也无法阻止企图破坏系统的行为，”杰克·波

克日瓦说，“但通过筑牢安全屏障，我们能降低风险。”这

也有助于控制研发和维修成本，对所有行业参与者来说都是

双赢。

除了 ISO/SAE 21434 外，汽车行业将继续制定网络安

全方面的通用标准，确保端到端的安全解决方案易于管理，

包括即将出台的网络安全工程审核标准。征程才刚刚开始，

但汽车行业致力于在每个阶段确保汽车系统的安全性，我们

驾驶的汽车会越来越安全，车轮将转动不息。■

克罗地亚的一家电动汽车开发商通过推出第二代纯电动超级跑车概念车模型突破技术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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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车辆有多达50种不同的汽车联接设备，它们都

可能遭受黑客攻击。在此列出了汽车上部分需要进

行保护的系统：

授 权 访 问

OBD

密钥卡

全球定
位系统

（GPS）

刹车系统

安全气囊

车载诊
断端口

转向系统

轮胎气压
监测

强制加速

气候控制
装置

车联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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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凯斯·洛基特  by Kath Lockett

快速、便捷地充电对纯电动汽车来说

仍然是件麻烦事，所以混合动力汽车确实

非常有意义。为此，ISO 正在制定相关标

准，为混合动力汽车提供支持。

32 | ISOfocus_143



Driving the world  
forward →

政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做法是鼓励更多人使用电动汽车。

这是因为在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交通运输行业占比大于其他行

业。各种混合动力汽车销量不断增长，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已到达一

个转折点。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首次正式生产电动和混合动力车辆以来，

这类汽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尽管取得成功的只是少数，

但自那时起，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取得了重要进步，这类汽车

更清洁、更快速、也更高效。如今，有了更成熟的技术，下一项挑

战是制定标准实现技术的协调使用并充分利用技术带来的无限可能。

电动汽车推动世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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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近期的疫情危机对全球造成的影响

远远不只被迫停工停业，还要在居家办

公的同时照顾精力无限的孩子，以及潜

在的经济不确定性等挑战。国际能源署

研究发现，与去年 3 月相比，新冠肺炎

疫情导致今年 3 月全球航空运输量缩减

一半，4 月中旬商务航班数量锐减 75%

以上。尽管前景黯淡，但好的一面是全

球二氧化碳日排放量减少了，而且研究

杂志《自然》报告称，与去年同期相比，

2020 年 4 月 初 全 球 碳 排 放 量 减 少 了

17%。

运输水平下降加之碳排放量减少，

让我们更加认识到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HEVs）的重要性。混合动力汽车兼备

内燃机和利用电池储能的电动马达二者

的优势，从而能降低汽油用量，燃油经

济性更高。ISO 正在牵头制定和发布混

合动力汽车标准，提供燃料消耗和排放

量评估的有效指南和方法。这些标准特

别实用，聚焦外部充电（ISO 23274-

2）和非外部充电（ISO 23274-1）汽车。

所以，各国政府正在制定计划和措

施，来鼓励人们购买更环保的汽车，维

持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趋势。这正需要

ISO在混合动力汽车技术方面取得进展，

并制定可供制造商和政府机构采用的标

准和方法。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认识到环保型汽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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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汽车的机遇？

我们也在这一共享之旅中发现了出人意料的数据。尽管全球传统汽车销

量急剧下滑，但在欧洲和中国，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在今年早些时候实际上

有所增长，原因之一是欧盟再度聚焦汽车和轻型商务车的二氧化碳减排标准。

欧盟将 2020 年视为实施更严格排放量标准的关键一年，即减少新型汽车每

千米行驶距离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例如，德国经济复苏计划的内容之一

是安装 100 万个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而且该国已于今年 2 月提高了电动汽

车补贴。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宣布将提供高达 7000 欧元补贴，鼓励人们购

买电动汽车。专家预计，其他国家将很快跟上德国和法国的步伐。

德国马格德堡一家宜家商场内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站。

根据彭博社新能源财经栏目报道，汽车制造商不再畏惧近期疫情带来的

不确定性，而将继续遵守欧洲和中国更为严格的法规。政府支持和激励力

度加大将促进人们购买、租赁和驾驶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彭博社估计，到

2022 年将有超过 500 种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型号可供选择。同时预计，电动

汽车的市场份额将从现在的 2.7% 增加到 2025 年的 10%，到 2040 年将达

到近 60%，而且中国和欧洲市场将一路领先。相反地，人们认为传统内燃机

汽车销量于 2017 年达到顶峰，现在已开始出现下滑趋势。

久保寺正雄（Masao Kuboera）是 ISO 道路车辆技术委员会（ISO/

TC 22）下设的电动汽车分技术委员会（SC 37）的成员。该分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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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化工作主要涉及传导式充电系统、

无线电力传输、电力推进装置和能耗。由

于久保寺曾在本田汽车公司和日本汽车研

究院任职，他对 ISO 的能力愈加欣赏，因

为 ISO 能制定针对未来需求的计划，并在

各国和相关机构制定和实施各自法规之前

明确引入相关标准。“ISO 的优势是在法

规实施之前开展工作，使我们能够基于标

准制定相关法规。这表明法规中将纳入最

新、最合适的技术和方法，”他说。

 混合动力的优势

对非汽车专家而言，制定标准和有效

衡量排放量的第一步是明确混合动力和“普

通”电动汽车的区别。“油电混合动力汽

ISO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标

准已被世界各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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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有可重复充电的能源存储系统，能够充电再放电，

使用电能驱动汽车。这种汽车依靠电动马达运行，

同时利用内燃机产生的电能。而电动汽车只能依靠

通过电网直接充电获得的电能运行，”久保寺说。

在传统的内燃机汽车中，燃料通过发动机被转

换为机械能驱动汽车。在油电混合动力汽车中，电

动马达是发电机而非制动装置；它将动能转换为电

能。它利用电能进行加速，可以减少内燃机的燃料

消耗和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尽管对环境有益，

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不是人们购买油电混合动

力汽车的唯一原因。最初，油电混合动力汽车价格

高昂，不仅被视为一种可靠的交通方式，还是炫耀

个人财富的方式，法国记者弗雷德里克·弗洛克斯

（Frédéric Filloux）在文章中写道，因为这种汽

车的成本大大超过了传统汽车，也超出了大多数人

混合动力汽车上显示燃料消耗的屏幕。

电动汽车的锂电池组和电源接头。

的购买能力。久保寺认为：“为了真正地

推广电动汽车，除了购买能力，我们需要

持续关注性能提升和测量方法改进，并确

保世界各国政府设立补贴、制定政策来鼓

励人们购买和使用电动汽车。”

世界各国都在用吗？

标准化能够为测量和性能提供保障，

从而助力电动汽车在全球获得认可。ISO

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标准已被世界各国采

用。例如，菲律宾制定了一项为期 10 年

的计划来促进生产、本地市场开拓和技术

升级，以增加本国油电混合动力汽车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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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政府报告称，该国正在与包含 11 家零部件制造商和 7 家进口商在

内的 28 家公司开展合作，ISO 23274-1（非外部充电汽车）和 ISO 

23274-2（外部充电汽车）两项标准的制定工作是其合作项目的核心

内容。

然而，据《2020 全球电动汽车展望》称，为了从内燃机汽车过渡

到电动汽车，各国政府需要有远见卓识并制定一系列完善的政策措施，

包括弥补燃料税收损失的新财政计划。该刊物是电动汽车倡议组织的旗

舰刊物，这是一家致力于加速引入和使用电动汽车的多政府政策组织。

印度目前是全球第四大内燃机汽车市场，得益于 2018 年的销售高峰，

该国的内燃机汽车购买率与全球其他国家的下降趋势逆向而行。安永的

一项技术研究表明，印度政府希望通过制定可持续汽车和旅行解决方案

来解决污染日益加重、人口需求增加和原油进口量攀升等问题。ISO 油

电混合动力汽车标准也是其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中国的带领下，欧盟电动汽车市场近几年显著增长，这主要取决

于标准和支持政策。欧盟在今年 2 月发布的白皮书中指出，国际清洁运

印度新德里可汗市场停车场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技术进步和社会变

革推动了汽车的飞

跃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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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卑尔根市附近乡村的电动汽车充电装置。

输委员会认为，中国和欧盟表现不俗，因为它们“在政府层面制定了全

面的综合政策，可以克服电动汽车负担能力、便利性和意识方面的主要

障碍”。挪威引领了欧洲的发展，该国立志到 2025 年只销售零排放汽车。

如今，该国的油电混合动力汽车占比已超过十分之一，其中一半的进口

汽车有插座，可以依靠电力运行。邻国丹麦和瑞典决心在 2030 年之后

逐步停止生产和销售内燃机汽车，英国也设定了类似的 2035 年目标。

技术进步和社会变革推动了汽车的飞跃式发展。更严格的排放量规

定、更低廉的电池成本以及更普及的充电基础设施将推动电动汽车市场

的增长。推广电动汽车的进度将取决于消费者需求和监管工作，国际标

准会提供支持。ISO 在支撑向更智能、更可持续的汽车转型方面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许多国家、政府和制造商积极参与，努力在环

保可持续的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方面建立更有成效和更安全的全球合作机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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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shipping
构筑航运业

文 / 里克·古尔德  by Rick Gould

随着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越来越多

的海运企业集中时间、精力和资源开展数

字化工作。技术进步有望使航运业和整个

供应链以更高的效率支撑全球每年 110 多

亿吨货物的海上贸易。此举将给贸易、安

全和环境带来诸多益处，ISO 标准将在其

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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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里斯本港控制塔。

ISOfocus_143 | 41



自
从人类能把圆木捆在一起做

成筏子，并利用它们由水路

运送货物以来，海运贸易就

一直蓬勃发展。历史学家认为，早在

五千年前，在阿拉伯半岛和巴基斯坦之

间就产生了第一条国际贸易路线，而到

了 18 世纪，贸易路线已覆盖全球。海上

货运和客运效率高且成本低。如今航运

业规模巨大，据国际海事组织（IMO）

称，海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 90%

以上。

虽然贸易大有裨益，但通过港口开

展贸易却非常复杂。当船舶抵港和离港

时，必须与岸上的政府部门交换货物、

船员、船舶详情等重要信息。只有获取

完整、准确的数据记录，才能在正确的

时间做出正确的决策。船舶经营人必须

提供与货物、乘客、安全、环保和报关

有关的各种记录、认证和数据。

这个过程需要多个监管机构的参与，

也涉及卸货、货物贮存和转运等企业间

的业务沟通。这反过来需要企业、船舶、

港口和监管机构等多个不同系统间的沟

通。在如此复杂的网络中进行大量的信

息和数据交换后，一艘船及其货物才能

通过港口。听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然。

码头上一艘大型运载船舶正在卸载汽车和卡车。

虽然贸易大有

裨益，但通过

港口开展贸易

却非常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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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涌现

随着技术进步和行业发展，越来越多的

海运企业集中时间、精力和资源开展数字化

工作。采用合适的数字技术能使企业在最具

挑战性的环境下保持业务连续性，包括规模

大、发展快、极其复杂的运营活动。技术持

续推动着航运业极速发展，欧盟物流业效率

预计会提高 10% 至 30%，这意味着欧洲行

业成本会降低 1000 亿至 3000 亿英镑，碳

排放量会随之减少 15% 至 30%。

国 际 海 事 组 织 秘 书 长 林 基 泽（Kitack 

Lim）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数字连接”网

络研讨会上表示，数字化、大数据和人工智

能等新技术是推动后疫情时代复苏的关键。

“航运业、港口和物流业间的合作将对提高

航运效率和可持续性发挥重要作用，进而促

进贸易便利化及经济复苏和繁荣，”林基泽说，

“数字化和新技术也将是推进标准化、提高

航运效率的关键。”

那么，如何提高贸易效率呢？“贸易便

利化需要三项活动：简化、协调统一和标准

化，”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

（UN/CEFACT）主席苏·普罗伯特（Sue 

Probert）解释说。该中心由位于日内瓦的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提供支持。

普罗伯特在贸易便利化领域有 30 年的工作

经验，为世界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和企业提

供顾问服务。他目前是 UN/CEFACT 核心

组件馆的主编，负责制定支撑无缝贸易的数

据语义系列标准。

在德国汉堡最先进的集装箱装卸码头，起重机和自动集装箱运输系统正在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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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速推进单一系统

国际海事组织便利化主管朱利安·阿布里尔

（Julian Abril）强调行业需要进行标准化，他谈及

了 2019 年 4 月起生效的国际海事组织《便利化公

约》对电子数据交换的强制性要求。目前正在讨论

强制推行海事“单一窗口”，以便通过单点提交船

舶抵港和离港的所有数据，再将其传送至相关机构。

要实现这一点所需的标准化和协调工作被记录

在《国际海事组织便利化和电子商务简编》中。该

文件为系统软件开发人员提供了一套工具，而这些

系统用于发送船舶、口岸和监管机构间必须交换的

所有记录、数据和信息等电子数据。《简编》包括

了《便利化公约》（最新修订版）要求的电子数据

交换数据集和参考模型。其目的是使参与海洋贸易

或运输的企业无论基于何种标准，都能很容易地开

发沟通软件。

“单一窗口成为贸易监管机构及向其提交信息

的企业的核心。单一窗口使企业只需与监管机构打

交道，港口社区系统（PCS）可以覆盖物流和货物

转运等诸多功能，”国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IPCSA）

秘书长理查德·莫顿（Richard Morton）指出。“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港口社区系统是原始的单一

窗口，”他补充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机构强制执行，则符合所

需五项标准的港口社区系统也可用作单一窗口。国

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成员也对数据标准有浓厚的兴

趣，该协会的核心业务是保障各种系统间无缝通信。

各利益相关方为维护和进一步优化《简编》而

开展合作、沟通和协作，并将其数据集和数据模型

拓展到《便利化公约》以外的领域。2020 年 3 月，

ISO、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海关组织和联合国欧洲

经济委员会签署的伙伴关系协定已正式纳入以上内

容。协定签署方将共同为加强海洋数字化建设提供

支撑。

这一伙伴关系协定为更新国际海事组织参考数

据模型，以及在《便利化公约》以外的领域实现数

据标准的协调统一创造了条件，例如有助于船舶即

时作业运行数据的交换。即时作业使船舶能够优化

速度，在泊位准备就绪时即可到达目的港口，从而

节约能源、降低成本、实现减排。

协议各方正在合作开发国际海事组织参考数据

模型，这是《便利化和电子商务简编》的重要内容，

涵盖《便利化公约》中规定的报告要求，为通过电

子数据交换传送、接收和答复船舶、人员及货物抵

达、停留和离开所需的信息提供支撑。这项工作确

保各个组织标准间的互操作性。

位于黑海边俄罗斯图阿普谢港，负责监控的控制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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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电子口岸通关

清关等监管要求是港口发生拥堵的首

要原因之一，因此 ISO 及其合作伙伴开始

通过 ISO 船舶和海洋技术委员会（ISO/

TC 8） 的 工 作 解 决 这 一 问 题。 该 技 术

委员会已发布两项关键标准，包括 ISO 

28005-1《供应链用安全管理体系——

电子口岸通关（EPC）——第 1 部分：报

文结构》和 ISO 28005-2《供应链用安

全管理体系——电子口岸通关（EPC）——

第 2 部分：核心数据元素》。

“ISO 28005-1 为电子口岸通关提供

了管理体系总体结构，而 ISO 28005-2

规定了对消息的详细要求，”挪威科技工

业研究院（SINTEF）高级科学家奥努尔

夫· 吕 德 塞 斯（Ørnulf Rødseth） 解 释

道。吕德塞斯在该领域有数十年的工作经

验，他所在的 ISO 工作组正在修订 ISO 

28005-2。他在国际海事组织、世界海关

组织、UN/CEFACT 和 ISO 签署协议的

制定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SINTEF 是

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重点关注海洋航

运和海洋技术。“该机构研究人员通过开

发和应用自动化系统，参与标准化工作，

从而提升港口贸易效率，”吕德赛斯补充道。

ISO 28005-2 详细介绍了电子口岸通

关所需核心数据元素，如对船舶和港口间

必须进行的报告提出要求，其中包括《便

利化公约》规定的要求、国际海事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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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求以及《国际船舶和港口设施保安规则》。

迄今为止，能有效实现贸易数字化的现有工具还未得到全面应

用。“挪威有广泛应用的国家单一窗口，涵盖停靠港物流，因此

挪威港口很少使用港口社区系统，”吕德赛斯说。这一现象也见于

数据元标准的使用。如，EDIFACT 标准是联合国规定的一套允

许两个或多个商业合作伙伴之间进行电子数据交换的全球规则。

“EDIFACT 标准已成功应用于集装箱船和其他班轮，但约 9.6 万

只运输不太复杂货物的船舶未采用该标准，”他指出，“当然，还

有其他可用的系统，但一些船主只是偶尔才会采用。”因此，标准

有极大的应用空间，行业进一步协调统一的潜力巨大，这能促使合

作伙伴达成协议。

“我们希望行业更加协调统一，更加专注发展。我们希望更多

了解标准的人参与标准制定工作，”国际港口社区系统协会的莫顿说。

而 UN/CEFACT 的普罗伯特指出：“我们有责任制定能促进全球贸

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发展的标准。”公平、监管有序、协调和标准

化的贸易本身与包容性经济增长和减贫具有一致性。“90% 的贸易

货物是通过船舶运输的，因此我们当前的工作支撑着全世界的命脉，”

吕德塞斯总结道。

这艘船的驾驶室装有最新的高科技设备。

ISO标准有望推进海洋

行业的数字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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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向新航道

全球海洋领域的从业者规模巨大且种类多样，目前约有

120 万人从事海上工作，而他们发送的邮件数量更多。“无

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海运都是支撑国际可持续贸易的重要环

节，”国际海事组织的林基泽在一次“数字连接与数据标准”

网络研讨会上表示，“这是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点

是可以肯定的，即如果没有海运，我们就无法在各大洲间运

输原材料、能源、制成品和产品。它们将是可持续复苏和增

长的根基。”

我们需要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促进经济可持续复苏，

造福全人类。正在制定中的标准将是关键。这些标准有望推

进海洋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提供全部所需工具和能力，确保

数据连续性，使利益相关方在最大程度上互联，大规模地推

进过程自动化。可以肯定的是，ISO 已准备好驶向新未来。

让我们“扬帆起航”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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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build  
a robust railway
如何建造经久耐用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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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最大的内陆

运输系统，火车通常能提

供安全、高效和舒适的客

运及货运服务。ISO 铁路

标准支撑该行业的发展，

让乘火车旅行成为未来的

首选。

ISO 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运营与服务分技术委员会

（ISO/TC 269/SC 3）主席罗伯托·普雷维亚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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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便捷和舒适的乘客体

验一直是铁路行业的工作

重点，未来将依旧如此。

但防护性以及技术在确保乘客安全方

面发挥的作用仍将是个大问题，尤其

在发生地震时。

地震对行驶中火车的影响既取决

于地震，也取决于火车。火车行驶得

越慢，地震等级越低，火车在轨道中

安全行驶的可能性就越大。而地震等

级越高，火车倾斜或脱轨的可能性就

越大。地面运动的方向也很重要。地

震会通过多种方式影响到行驶中的火

车。火车在行驶时，其底部轨道的震

动可以直接导致火车脱轨。地震还会

导致火车运行前方的铁轨偏移或损坏，

甚至在地震结束后造成火车脱轨。

我们曾目睹过地震给铁路系统造

成痛心疾首的严重损失。例如，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内陆发生的 8.9 级大

地震。基于之前在灾难和事故方面的

经验，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得以实施。

那么，我们从中吸取了什么教训？

本 刊 采 访 了 ISO 铁 路 应 用 技 术

委 员 会（ISO/TC 269） 下 设 的 运

营与服务分技术委员会（SC 3）主

席 罗 伯 托· 普 雷 维 亚 蒂（Roberto 

Previati），他负责牵头这方面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为何铁路行业能正确理解

新防震标准，以及 ISO 标准将为未来

的铁路运输业带来哪些益处——无论

是否发生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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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 目前，我们在提升铁路安全性和

效率方面采取了哪些改进措施，比如在地震发生

时？

罗伯托·普雷维亚蒂：地震会影响所有的交通

方式，但对铁路服务网络的影响最为显著。由联合

国资助的全球地震灾害评估项目是一个国际性项

目，旨在帮助各国为未来发生的地震做足准备，并

采取措施来减轻潜在危害，减少伤亡。我们首次汇

编完成了一致的全球地震带分布图。该地图由科学

家团队汇编而成，为全世界许多国家面临的地震“强

度”问题提供参考。

如何解决地震问题一直是铁路系统最为担忧的

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一难题一直受到 ISO 铁路应

用技术委员会的关注，但直到日本工业标准委员会

（JISC）提交了关于地震风险评估的新工作项目提

案才使其成为了焦点。该标准已于今年早些时候发

布，旨在为铁路网络及政府机构、基础设施管理者

和铁路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方提供帮助和支持，制

定了一系列流程，确保考虑到、评估和减少地震中

和地震后所有风险。

ISO 22888《铁路应用——地震发生时铁路

运营规划的概念和基本要求》明确了规划铁路运营

的方法和基本要求，以减少地震发生时产生的风险。

其目的是通过在地震发生时对火车运营进行有效控

制，减轻火车服务期间的损失和伤亡等不利影响，

并预测火车运营情况和缩短停工期，这些都可以通

过充分检查和早期行动来实现。

一座铁路桥上安装的防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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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近期发布的 ISO 22888 有什么看法？

尽管大多数运输系统可能会受到地震的影响，但铁路系

统由于其复杂性更为脆弱。不仅铁路服务会处于危险中，而

且高速铁路等特定服务业可能会遭遇灾难性后果。

过去 20 年来全球高速铁路的发展令人惊叹，因此必须

实施新措施或修订措施来解决地震问题。ISO 22888 的发

布正是为了满足这一需求，该标准通过评估地震活动性、地

面状况、结构状况和交通水平，将为每个铁路线路选择合适

的应对措施。

日本高速新干线 N700 列车专为在地震发生时安全运输旅客而设计。

地震对行驶中火车的影响既

取决于地震，也取决于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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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标准如何帮助克服所有的潜在障碍？

由于数字化和新型互联网络的发展，我们的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高速铁路以更快的速度

将更多乘客运送至目的地。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

表明，我们的世界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家园”。

在这个地球村里，标准化策略将带来显著益处。

从全球视角来说，标准化的积极影响众所周

知，也备受认可。作为交通创新政策的一部分，

标准推动了铁路行业从数字通信到电器化计划等

尖端、可持续技术解决方案的发展，这将在未来

几年内助力提高铁路行业的竞争力。因此，ISO

标准是消除当前及其可能长期存在的所有“障碍”

的有力手段。

ISO/TC 269 及其分委会致力于制定铁路行

业的重要标准。这些标准对建造最先进的铁路系

统，以及符合通用要求、更具竞争力的火车和铁

路基础设施至关重要。

瑞士苏黎世火车站先进的铁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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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客运和货运业都在复苏。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如何？

众所周知，包括城市交通在内的全球铁路系统投入巨资来提高铁路服务水平。值得注

意的是，欧盟委员会提出将 2021 年命名为“欧洲铁路年”，以支持《欧洲绿色协议》达

成在铁路行业的目标。该协议将推动铁路行业在 2021 年构建可持续、创新和安全的交通

模式，以此为公民、经济甚至气候带来益处。即使是航空运输比铁路流行的美国，也投入

了大量资金来完善铁路系统。

我们还要牢记铁路网络对中国当前发展发挥的作用。过去 20 年里，中国铁路运行里

程已达到 13.9 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运行里程为 3.5 万公里，比 2020 年的预期（3 万公里）

还多 5000 公里。此外，2020 年 4 月，首列全集装箱列车开始按计划在中欧之间运行。至今，

已经有 17 条中欧班列线路开行。

日本因铁路系统效率、运营能力、准时性和技术持续改进而闻名于世，而 ISO 

22888 是由日本提出的，这当然不是巧合。日本的高速列车及技术创新也驰名遐迩。例如，

东京站和新大阪站之间的第一条新干线于 1964 年开通。自此，日本的高速列车以及传统

铁路服务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国天津市铁轨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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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安全性铁路应用的未来和相关标准的发展有哪些希冀与期待？

不可否认，标准是提高铁路行业开放性和互操作性，推进其数字化和可持续发展

的强大工具，有利于该行业为消费者提供价格实惠、污染程度低以及舒适度高的服务。

ISO/TC 269 与 ISO/TC 268、ISO/TC 204 等其他 ISO 技术委员会合作，共同

促进铁路事业的发展。这些委员会正在探讨智慧城市、智能运输系统和数字化等议题，

这将有助于我们为消费者提供愈加一体化的服务。我们将携手努力，使全球铁路运输

系统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每个公民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我们着眼于计划“到 2050 年实现零气候影响”的“绿色协议”。该协议

可以利用标准化为旨在制定气候、智能汽车、零污染和替代性能源（如氢能、电池和

混合动力等）解决方案的雄伟计划提供支撑。

毫无疑问，未来的铁路将是减少能源使用和运输环境影响的一种运输方式。无论

如何发展，火车乘客都会从标准中获益。■

德国杜塞尔多夫国际机场

的悬挂式空中列车。

在波兰塔特拉山，乘坐火车是

一种绿色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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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ING ISO 9001 USERS!

FIFTY YEARS  
AND STILL SHINING

BANKING ON SAFETY

召集ISO 9001用户！

50年荣光之后，依旧闪亮

关注银行业安全问题

质量管理体系对你所在的组织机构有什么价值？为了解相关情况，负责维护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 ISO 质量管理与质量保证技术委员会（ISO/TC 176）

正在开展在线调查，以更好地了解用户对质量管理标准的需求以及他们希望该标准今后

有哪些变化。

调查提供 14 种语言版本，针对标准的适用性和需改进之处，征求 ISO 9001 用户的

意见。此外，该技术委员会一直在考虑质量的“未来概念”，并希望测试用户对在后续标

准版本中融入这些概念的接受度。

无论你是 ISO 9001 现在、以前还是未来的用户，你的反馈意见都至关重要，有助于

该标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这是你可以为世界上最知名的管理体系提供助力的绝佳机

会。请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利用几分钟时间完成在线调查。谢谢！

ISO 9001 用户调查网址：www.surveymonkey.com/r/ISO9001_User_Survey_2020

今年是加拿大标准理事会（SCC）成立 50 周年。作为

加拿大在国内和国际标准及认证领域的权威机构和顾问团队，

SCC 于近期举行了 50 周年庆祝活动。为此，该标准机构制

定了庆祝活动规划，同时发布将引领其未来 50 年发展的最

新品牌标志。

SCC 首 席 执 行 官 及 ISO 理 事 会 成 员 尚 塔 尔· 格 威

（Chantal Guay）说，SCC 为其多年来致力于提高加拿大

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经济繁荣而自豪。“今年，我们突出强调

了 SCC 以及加拿大标准化体系合作伙伴的贡献，如标准制

定机构、省级和地方政府、加拿大企业、监管机构、加拿大

专家、合格评定机构等。”

SCC 首席执行官表示最新标志能“致敬历史、反映现状

并展望未来”。特别是，令人耳目一新的 SCC 标志以互锁

的形状为特色，象征着该机构工作的两大核心主题——协作

与协调一致。

如果你对SCC的周年庆活动感兴趣，请关注#SCC50CCN。

无论你正在寻找保险箱来保存现金和重要文件，

还是储物柜来存放重要物品，银行是满足你对各种安

全解决方案需求的首个可靠选择。但并不是所有安防

产品都一样安全，不达标的设备或设施可能会威胁你

的财产安全。

ISO 认识到需要为银行业提供支持并确保最低

限度的安全要求，于近期成立了与保险箱和金库有

关的技术委员会，助力保障贵重物品的安全。ISO 金

融机构和商业机构安全设备技术委员会（ISO/TC 

332）旨在制定应对银行、金融机构和商业机构用产

品安全问题的标准。该技术委员会由全球金融领域的

物理安全专家组成，秘书处由印度标准局（BIS）承担。

ISO/TC 332 未来的标准将涵盖保险箱、现金柜、

安全存放储物柜、金库、防火电脑保险柜等一系列产

品的规范和检测方法。

请联系本国 ISO 成员来参与相关标准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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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BREAKING PHD  
WINS AWARD

毕业于伊拉斯姆斯大学鹿特丹管理学院

（RSM）的保罗·卫格曼（Paul Wiegmann）

博 士 荣 获 了 今 年 的 国 际 专 业 创 新 管 理 协 会

（ISPIM）创新管理论文奖。在以“为创新做

好准备：通过标准化平衡不同利益”为题的论文

中，卫格曼博士论证了标准如何促进创新，并推

动新技术进入市场。

参与创新的各方要面对企业与社会不同领

域利益相关方之间常常互相冲突的利益纠纷。以一项针对集中供暖行业

创新技术发展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卫格曼博士的研究表明了标准化在实

现利益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推动创新不可或缺。

RSM 标准化管理教授汉克·德弗里斯（Henk de Vries）曾是卫

格曼博士的老师。他说：“卫格曼在论文中展示了标准化与创新的相关性。

首先，这个奖项是对其工作质量的认可，但也可以视为对标准相关性的

认可。”

保罗·卫格曼是荷兰爱因霍芬科技大学工业工程与创新科学学院创

新技术创业与营销（ITEM）小组副教授，也是欧洲标准化学会（EURAS）

委员会成员。

全世界人人都会用到橡胶，如洗碗手

套、软管和用于抗震建筑物的减震器等。

ISO 橡胶产品技术委员会刚刚荣获了旨在

表彰 ISO 技术工作卓越表现的著名的劳伦

斯·艾彻奖。

ISO 橡 胶 与 橡 胶 产 品 技 术 委 员 会

（ISO/TC 45）由于其在国际标准化方面

的突出贡献从 330 个 ISO 技术委员会中

脱颖而出。选举委员会说，高超的专业技

能、强大的领导力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使

得该专家委员会成为劳伦斯奖的第一候选

者。ISO/TC 45 的秘书处由马来西亚标准

局（DSM）承担。该技术委员会体现了

ISO 的价值和工作流程，通过制定标准帮

助制造商生产出安全、适用的材料和产品，

具备快速响应市场需求的能力，因而受到

奖项推荐。

安全、质量和贸易便利化只是国际标

准为全球橡胶行业带来的部分益处。目前

已有 442 项 ISO 标准用于橡胶行业，涵

盖橡胶加工检测、硫化胶化学检测和物理

检测、化合材料规范以及橡皮管和乳胶等

各种产品检测。

查 看 获 奖 视 频， 请 点 击 gotoi.so/

TC45video。

2020 年 9 月 24 日，来自 141 个国家的约 700 名代表参加了由

ISO 组织的专题网络会议，以此代替原定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举行的 ISO 大会。

ISO 成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遇到的种种挑战和业务连续性

是本次会议探讨的两个主要议题。ISO 主席埃迪·尼约格（Eddy 

Njoroge）对所有成员的付出表示感谢，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会

摆脱疫情，比之前更强大、更具复原力。”他还敦促成员们就《ISO

战略（2021-2030）》提案是否通过进行投票，该战略将成为 ISO 的一个里程碑。

本次网络会议的一大亮点是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的报告，他表达了对该组织“有能力度

过艰难时刻”的自豪之情。随后，会议宣布了劳伦斯·艾彻奖的获奖机构，今年的奖项颁给了 ISO 橡胶与橡胶产品技术委

员会（ISO/TC 45）。

最后，大会向与会者介绍了 ISO 下一任主席候选人，来自瑞典的乌尔丽卡·弗兰克（Ulrika Francke），之后就 ISO

的未来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探讨，ISO 首届网络成员会议就此结束。

VIRTUAL SESSION BREAKS RECORDS

RUBBER STAMPED

ISPIM 创新管理论文奖揭晓
ISO 橡胶产品技术
委员会荣获劳伦斯奖

网络会议打破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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