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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

标准化

“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现实问题或
潜在问题制定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的活动”

标准化包括标准的编制、发布和应用的过程。

标准化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了其预期目的改进产品、

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并促进技术合

作。



基本概念

标准

“为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经协商
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共同使用和

重复使用的一种规范性文件”

标准宜以科学、技术和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

础，以促进最佳的共同效益为目的。



基本概念

按标准化对象的类型划分：

产品标准 过程标准 服务标准

试验标准
符号标准

术语标准接口标准



基本概念

适用性

“产品、过程或服务在具体条件下适合规定
用途的能力”
包括：——可用性； ——品种控制；

——兼容性； ——互换性；

——健康； ——安全；

——产品防护；——环境保护；

——相互理解等等。



一、标准化对象的确定

农产品生产加工

工业产品和工艺

管理体系

服务

社会公共管理



一、标准化对象的确定

从制定标准的目的考虑必要性

——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

——提升生活水平；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改善贸易条件。



一、标准化对象的确定

帮助界定标准化对象的范围

——国际标准分类号和中国标准分类号；

——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与相关标准的关系；

——与国际国外相关标准的异同；

——在认证体系中的位置。



一、标准化对象的确定

选择标准化对象的时机

萌芽 成长 成熟 衰退
生命周期

市场成熟度

标准化的
最佳时期

图：技术或产品的不同发展阶段



二、标准制定原则

1.目的性

为促进贸易与交流，

——在其范围所规定的界限内，按需要力求完整；

——清楚和准确；

——充分考虑最新技术水平；

——为未来技术发展提供框架；

——能被未参加标准编制的专业人员所理解。



二、标准制定原则

2.统一性

一项标准、分部分发布的标准、系列标准

在如下方面的统一。

——文本结构；

——术语及其定义；

——文体和表述。



二、标准制定原则

3.协调性

基础标准

——技术通用术语； ——极限与配合；

——量、单位及其符号；——尺寸公差；

——通用试验方法； ——优先数；

——图形符号； ——统计方法；

…… ……



二、标准制定原则

4.适用性

适用标准的应用范围，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同时考虑与更广泛应用范围标准的比对，

——国际标准；

——区域标准和其他国家的标准；

——“事实上的国际标准”。



三、标准的结构

1.部分的划分

划分部分的原因：

——标准篇幅过长；

——后续的内容相互关联；

——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被法规引用；

——标准的某些内容拟用于认证。



三、标准的结构

1.部分的划分

不同相关方关注的不同方面：

——健康和安全要求；

——性能要求；

——维修和服务要求；

——安装规则；

——质量评定。



三、标准的结构

1.部分的划分

划分方式：

——按标准化对象的特定方面(要求、试验方法);

示例1：

第1部分：词汇

第2部分：要求

第3部分：试验方法

第4部分：……



三、标准的结构

1.部分的划分

划分方式：

——按标准化对象的通用和特殊两个方面。

示例2：

第1部分：一般要求

第2部分：热学要求

第3部分：空气纯净度要求

第4部分：声学要求



三、标准的结构

2.单独标准结构层次的划分——章

章是标准内容划分的基本单元，是标准或部

分中划分出的第一层次。

章的编号应从“范围”一章使用阿拉伯数字从1
开始编写，编号一直连续到附录之前。

附录中章的编号。

每一章都应有标题。



三、标准的结构

2.单独标准结构层次的划分——条
同一层次中有两个以上（含两个）的条时才

可设条。

条可以再细分下一层次的条，最多分5层。

第1层宜给标题；每层有无标题应统一。

避免对无标题条再分条；对于无标题的条，
如果需要强调某些关键的术语或短语，在国际标
准中可使用不同字体突出显示条文开始的关键术
语或短语，以便引起对相关主题的注意。



三、标准的结构

2.单独标准结构层次的划分——段
不编号；章标题或条标题与下一层次条之间不宜有段。



三、标准的结构

2.单独标准结构层次的划分——列项

列项是“段”中的一个子层次，它可以在
章或条中的任意段里出现。

列项应由一段后跟冒号的文字引出。

列项符号用破折号还是圆点在同一层次
应统一。

列项还可用小写字母标示。还可再分层



三、标准的结构

2.单独标准结构层次的划分——附录
附录在正文中必提及，并按提及的顺序编排。

附录的编号 附录 A 

附录性质 (规范性) 或 (资料性)

附录的标题

附录的章、条、图、表和数学公式的编号

——图 B.1
——表 B.1



三、标准的结构

层 次 编号示例

部分 ××××.1

章 5

条 5.1

条 5.1.1

段 [无编号]

列项 列项符号；字母编号a)、b) 和下一
层次的数字编号1)、2)

附录 附录A



三、标准的结构

3.单独标准内容性质的划分

——规范性要素

应用标准必不可少的条款要素。

——资料性要素

有助于理解和应用标准的附加信息。



三、标准的结构

3.单独标准内容性质的划分

规范性一般要素(名称、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

规范性技术要素(术语、符号、要求、规范性附录)；

资料性一般要素(封面、目次、前言、引言) ；

资料性补充要素(资料性附录、参考文献、索引)；

其他资料性要素(表现为正文中的注、脚注、示例)。



三、标准的结构



三、标准的结构

3.单独标准内容性质的划分

——必备要素
在标准中必须存在的要素。标准中的必备要

素有：封面、前言、名称、范围。

——可选要素
在标准中不是必须存在的要素，其存在与否

视标准条款的具体需求而定。标准中除了“封面、
前言、名称、范围”这四个要素之外，其他要素都
是可选要素。



四、规范性一般要素

1.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应简练并明确表示出标准的主题，使
之与其他标准相区分。

标准名称最多包含三个要素，由一般到特殊：

——引导要素，表示标准所属领域；

——主体要素，表示上述领域内标准所涉及的主
要对象；

——补充要素，表示上述主要对象的特定方面。



四、规范性一般要素

1.标准名称

每个标准的名称都应有主体要素，在任何

情况下，主体要素都不应省略。

标准名称中是否有引导要素和补充要素则

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四、规范性一般要素

1.标准名称

选择引导要素

正确：农业机械和设备 散装物料机械 装载尺寸

不正确： 散装物料机械 装载尺寸

省略引导要素

正 确： 散装牛奶冷藏罐 技术条件

不正确：畜牧机械与设备 散装牛奶冷藏罐 技术条件



四、规范性一般要素

1.标准名称
选择补充要素

滚动轴承 分类

塑料 吸水性的测定

省略补充要素

正 确：咖啡研磨机

不正确：咖啡研磨机 术语、符号、材料、尺寸、机械性

能、额定值、试验方法、包装



四、规范性一般要素

1.标准名称

分部分的标准名称使用分段式。应有补充
要素，并且每个部分保持不同。在补充要素之
前需要加上“第×部分：”。每个部分的主体要素
应保持相同。如果有引导要素，则引导要素也
应相同。

机械安全 进入机器和工业设备的固定设施 第1部分:
进入两级平面之间的固定设施的选择

机械安全 进入机器和工业设备的固定设施 第2部分:
工作平台和通道



四、规范性一般要素

2.范围

范围应明确界定标准化对象和所涉及的

各个方面，并由此指明标准的适用界限。

“本标准规定了……”

“本标准适用于……”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1.确定原则

——目的性原则

基本目的：保证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

还可细分：促进相互理解和交流，保障健康和
安全，保护环境，促进资源合理利
用，实现互换性和兼容性，品种控
制等。

围绕标准制定目的选择内容，力求完整。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1.确定原则

——性能原则

尽量用性能特性表达要求，而不用设计和

描述特性来表达。

确保主要性能特性不要遗漏。

一般不规定生产工艺的要求，而是代之以

成品试验的内容。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1.确定原则

——可证实性原则
标准中应只列入那些能被证实的要求。

标准中的要求应定量并使用明确的数值
表示，不应仅使用定性的表述。

每一个要求都需要配以试验方法。

如果没有一种试验方法能在较短的时间
内检验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或寿命是否合
格，则不应规定这些要求。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2.术语和定义

标准中仅给出为理解标准所必需的术语和定义。

应只定义标准中所使用的概念，以及有助于

理解这些定义的附加概念。

查找其他标准中为该概念已经建立的术语和

定义，宜引用该术语和定义，不必重复定义。

应避免给商品名、旧称和俗称下定义。

定义不应包含要求。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2.术语和定义

定义新的术语，参考

GB/T 10112-1999 术语工作 原则与方法。

编制术语标准，参考

GB/T 20001.1-2001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

术语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3.要求

——给出产品、过程或服务的所有特性；

——给出可量化特性所要求的极限值；

——针对每个要求，给出试验方法。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3.要求

对于某些用途，有必要规定极限值[最大值
和（或）最小值]。通常一个特性规定一个极限
值。但有多个广泛使用的类型或等级时，则需
要规定多个极限值。

对于某些用途，特别是品种控制和某些接
口的用途，可选择多个数值或数系。适合时，
数值或数系应按照GB/T 321给出的优先数系，
模数制或其他决定性因素进行选择。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3.要求

如果允许产品存在多样化，则产品的某些
特性值可不必做出规定。标准中可列出全部由
供方自行选择的特性，其值由供方确定，可以
采用多种形式陈述特性值。

对于大多数复杂产品，只要标准中规定了
相应的试验方法，则由供方提供一份性能数据
一览表。

对于健康和安全要求，标准应规定其特性
值，不允许采用由供方确定特性值的做法。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3.不应在标准中规定的要求

合同条款 法律法规条款

——索赔； ——行政管理措施；

——担保； ——法律责任；

——费用结算等。 ——罚则等。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4.抽样和试验方法

抽样

规定抽样(取样、采样)的条件和方法，

以及样品的保存方法。

不规定抽样方案，这属于检验规则的内

容，与认证有关。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4.抽样和试验方法

每一技术要求都应配以试验方法。

尽量选择已有的通用的试验方法。

制定成本合理、耗时不长的试验方法。

如果一种试验方法可以用于不只一种产
品，宜将这一试验方法制定成单独的一个标准
或一个部分。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4.抽样和试验方法

试验方法给出的内容及其顺序：

a)原理； e)程序；

b)试剂或材料； f)结果的表述(计算方法等)；

c)装置； g)试验报告。

d)试样的制备和保存；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5.检验规则

规定的内容：

——检验项目；
——组批规则和抽样方案；
——采样方法；
——判定规则和复验规则。
检验规则的实施可能是市场行为，也可能

是政府行为。

PZ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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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6.标志、标签和包装

规定的内容：

——产品型式、型号的标记；
——危险警示；
——搬运说明的标记；
标志和标签不应涉及认证标志的规定。

应规定这些标志标签的表示方法。对于特
性值由供方提供的产品，标准应规定在标志、
标签、包装或随行文件如何表述这些特性值。



五、规范性技术要素的确定

6.标志、标签和包装

此要素可规定对产品随行文件(使用说明书、

试验报告、装箱单、安装图等)的要求。



六、要素的表述

1.标准中的条款类型

条款是规范性文件内容的表述方式。一般分为：

——要求型条款；

——推荐型条款；

——陈述型条款。



六、要素的表述

1.标准中的条款类型

要求型条款句式分：

——表示“结果”的句式
“特性”按“证实方法”测定“应”符合“特性的量值”
“甲醛含量按4.5测定应不大于20mg/kg。”
——表示“过程”的句式，“谁”“应”“怎么做”
“在限速路段，驾驶员应按限速标志规定的车速
行使。”
能用结果控制的要求就不要用过程控制。



六、要素的表述

2.标准中条款类型的助动词

要求——应、不应；

推荐——宜，不宜；

允许——可，不必；

能力——能，不能；

可能性——可能，不可能。



六、要素的表述

3.要素的表述形式

——条文；

——条文的注、示例和脚注；

——图；

——表；

——公式。



六、要素的表述

3.要素的表述形式

条文的注和示例：

在注和示例中应仅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用

标准的附加信息，不应包含要求或对于标准的

应用是必不可少的信息。



六、要素的表述

3.要素的表述形式

条文的脚注：

3.要素的表述形式——表

条文的脚注应尽量少用。用于提供附加

信息，不应包含要求或对于标准的应用是必

不可少的信息。



六、要素的表述

3.要素的表述形式——图

图在条文中应明确提及。

图的绘制应符合相应制图标准。

图注不应包含要求或对于标准的应用是

必不可少的信息。

图的脚注可以包含要求。



六、要素的表述

表在条文中应明确提及。

表头用于表明各量和量的单位。

表注不应包含要求或对于标准的应用是

必不可少的信息。

表的脚注可以包含要求。



六、要素的表述

3.要素的表述形式——公式

公式应以正确的数学形式表示，由字母

表示的变量，应随公式对其含义进行解释。

在公式中应尽量避免使用多于一个层次

的上标或下标符号，还应避免使用多于两行

的表示形式。



六、要素的表述

3.要素的表述形式——各表述形式编号规则
条文以章、条顺序编号，“范围”为第1章，附录单编；
条文的注、示例 ——在同一条或同一章(不分条)有

多个时，在本条或章的范围内

连续编号；

条文的脚注 ——从前言开始全文连续编号；
图、表和公式 ——从引言到附录之前连续编号；
附录的图、表和公式——在本附录内连续编号(加附录

代号)；

图和表的注或脚注 ——在本图或本表内连续编号



七、对其他文件的引用

1.引用性质

——规范性引用；

被引用的内容构成了本标准的一部分。

——资料性引用。

仅提供参考信息。



七、对其他文件的引用

2.引用方式

——注日期引用；

引用指定版本，用发布年号表示。

引用其他文件具体章、条、附录、图或表。

——不注日期引用。

不注发布年号。接受被引用文件未来所有的
变化。



七、对其他文件的引用

3.引用其他文件时的表述

表述——用助动词和句式区分不同性质的引用。

“成品钢材、连铸坯、钢坯的化学成分允许偏差应符合
GB/T222—2006中表1的规定。”

“试验结果至少应保留两位有效数字，修约方法按GB/T 
8170执行。”



七、对其他文件的引用

4.引用文件的汇集

规范性引用文件汇集到——“规范性引用文件”一章；

引导语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
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

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资料性引用文件汇集到——“参考文献”。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1.封面

封面应给出信息：
标准名称； 备案号(不适用于国家标准)；

标准名称英文译名； 发布日期；

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标识(如果有)； 实施日期；

表明标准层次字样及标志； 发布机构。

标准编号；

被代替标准编号(如果有)；

国际标准分类号(ICS号)；
中国标准分类号；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2.目次

目次所列各项内容和顺序如下：
a) 前言； h) 参考文献；

b) 引言； i)  索引；

c) 章； j)  图*；

d) 带有标题的条*； k) 表*。

e) 附录；

f) 附录中的章*；

g) 附录中带有标题的条*；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3.前言

视标准的具体情况给出下列内容：
a) 标准结构的说明；

b) 标准所依据的起草规则(提及GB/T1.1)；
c) 标准所代替的文件的说明；

d) 与国际文件、国外文件关系的说明；

e) 有关专利的说明；

f) 标准的提出信息或归口信息；

g) 标准的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h) 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4.引言

给出标准技术内容的特殊信息或说明，以

及编制该标准的原因。

引言不编号。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5.资料性附录

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用标准的附加信息。

除了为给出可选的要求以外，该要素不应包含要求。

表明附录的资料性的性质，可通过：

——条文中提及时的措辞方式，例如“参见附录B”；

——目次中和附录编号下方标明“资料性附录”字样。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6.参考文献

如果有参考文献，则应置于最后一个附录之后。

文献清单中所列的项目，文献的排列顺序以

及在线文献的引用等均应符合6.2.3的相关规定。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7.索引

如果有索引，则应作为标准的最后一个

要素。电子文本的索引宜自动生成。



八、资料性要素的编排

8.正文中资料性要素的表现形式

——条文的注、脚注；

——条文的示例；

——图的注、脚注；

——表的注、脚注。



九、其他规则

1.全称、简称和缩略语
标准中使用的组织机构的全称和简称(或英文缩写) 

应与这些组织机构所使用的全称和简称(或英文缩写)相
同。
如果在标准中某个词语需要使用简称，则在条文中

第一次出现该词语时，应在其后的圆括号中给出简称，
以后则应使用该简称。
一般的原则为，缩略语由大写字母组成，每个字母

后面没有下脚点(例如：DNA) 。如果标准中未给出缩略
语清单，则在标准的条文中第一次出现某缩略语时，应
先给出完整的中文词语或术语，在其后的圆括号中给出
缩略语，以后则使用该缩略语。



九、其他规则
2.商品名

应给出产品的正确名称或描述，而不应给出产品
的商品名(品牌名) 。如果在特殊情况下，不能避免使
用商品名，则应指明其性质，例如，用注册商标符号
®注明(见示例) 。
示例：最好用“聚四氟乙烯(PTFE) ”，而不用“特氟纶®”。
如果适用某标准的产品目前只有一种，则在该标

准的条文中可以给出该产品的商品名，但应附上脚注
说明并不意味着认可这种产品。

如果由于产品特性难以详细描述，而有必要给出
适用某标准的市售产品的一个或多个实例，但应附上
脚注说明并不意味着认可这种产品。



九、其他规则

3.标准化项目标记

标准化项目可分为：

——有形项目(例如材料、成品)；
——无形项目(例如过程或系统、试验方

法、字符集、标志、交货
要求)。



九、其他规则

3.标准化项目标记

用简短标记代替对项目冗长的描述，可用在：

——标准；

——目录；

——信函；

——科技文献；

——货物、材料和设备的订单。



九、其他规则

3.标准化项目标记

标记体系适用的标准如下：

——提供某一特性的多种选择的标准；

——术语标准或符号标准；

——产品标准或材料标准。



九、其他规则

3.标准化项目标记

标记有描述段和识别段组成

描述段 标准代号和顺序号段 特性段

由TC指定，
取自ICS主
题词。

分部分的标准，其
相应部分的编号标
在特性段中。

由TC确定，代
码的含义由标准
提供。



九、其他规则

3.标准化项目标记

示例：

开槽盘头螺钉GB/T 67-M5×20-4,8

M5-螺纹规格

20-公称长度为20mm

4.8-性能等级



九、其他规则

4.专利

——专利披露原则

——必要的专利原则

——专利使用合理无歧视原则



九、其他规则

4.专利

所有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的封面显著位置应有如下
说明：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
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如果标准编制过程中没有识别出标准的内容涉及专
利，标准的前言中应有如下内容：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
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九、其他规则

4.专利

如果标准编制过程中已经识别出标准的某些

内容涉及专利，标准的引言中应有如下内容：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提请注意，声明符合本文件时，
可能涉及到……[条]……与……[内容] ……相关的专
利的使用。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对于该专利的真实性、有效性和
范围无任何立场。



九、其他规则

该专利持有人已向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保证，他愿
意同任何申请人在合理且无歧视的条款和条件下，就
专利授权许可进行谈判。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已在本
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可以通过以下联系方
式获得：

专利持有人姓名：……

地址：……

请注意除上述专利外，本文件的某些内容仍可能
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
责任。”



十、标准编写模版

自动安装

运行环境：

——Word 2000；

——Word 2003；

——Word 2007。

反馈意见至jichusuo@cnis.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