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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物流标准化的未来

物

流业属于创新型动态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德国是全球出口大国，因此物流业对于德国
工业发展具有高度的战略意义。没有物流领域的高效运转，就不可能有“德国制造”的
成功！在 280 万人组成的强大物流网络的支持下，每年重达 43 亿吨的货物通过德国的

公路、铁路和水路运往各地。2016 年，德国物流业产值总额高达 2,580 亿欧元，超过电子行业与
机械制造业，成为仅次于汽车制造和贸易的第三大产业。仅在欧洲，物流业估值就超过万亿欧元。
物流业将所有其他行业有机整合，攸关整个交付链上大量不同环节的交接，具有与众不同的特征。
对于物流业如此复杂且互相关联的经济结构，标准化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标准化的效益也显而易
见：标准为全球货物交易提供基础支撑。标准消除贸易壁垒，改进物流流程，为所有市场参与方提
供了共通的技术语言。
对全球的标准制定组织而言，物流业标准化并非新的话题。ISO 集装箱国际标准（ISO 9897）
和欧洲物流托盘标准（EN 13382）都是物流业标准的经典成功案例。事实上，这些标准大大推动
了过去 60 年国际贸易的巨大发展。但当前物流标准化所面临的挑战与环境已不同往昔。全球化与
数字化加速了全球范围内的货物流通，不同环节间的对接更加繁多，生产与消费环节之间的货物运
输流程也更加复杂。新商业模型、新商业参与方和新技术共同促进了创新周期缩短，推动了物流领
域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同时，这也对跨领域的视野和全球性的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海阔凭鱼跃，全球的标准组织可以在这个领域展现真正的实力。在国家乃至国际层面，他们通
过与其他技术规则制定方合作，以论坛或联盟的形式将必要的专业知识汇集并投入这些综合性复杂
领域的标准化工作。与产业界、政策制定方等通力合作共同描绘发展路线图可以指明前进的方向，
为标准用户提供安全与信赖的解决方案。

物流业在维持和改进世
界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流通
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技术进步正在改变物流企

但速度是其中的制胜关键。海量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现。好的想法是否能够成功实现
取决于其市场化的周期长短。这促使国际社会不断审视现有流程，不断优化和改进标准化工作。作
为服务提供方，我们必须始终与产业界、社会各界合作伙伴的需求保持一致，尽早发现技术发展的
新动向，相关领域中间环节的缺失、疏漏与重复，以及必要的合作机会。我们必须及时、全面地协
调这些情况。
从目前来看，我们携手必将成功，我对此充满信心。在担任德国标准化协会（DIN）执行委员
会主席的第一年里，我一直在深入地学习和了解我们机构的历史，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要庆祝

业运营的方方面面。随着物
流企业面临的服务质量与成
本压力越来越大，它们竞相
提升水平，开创运输业的未
Photo : Christian Kruppa
德国标准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夫·温特哈特

来。

DIN 成立百年纪念。我从中发现，自工业化进程开始到现在，标准为我们所创造的整体经济与社会“增
值价值”巨大无比。在整个标准化历程中，全球标准制定者在应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挑战时所体现
的奉献与坚毅，值得我们给予最深切的敬意。
在与诸多同仁的真诚交谈中，我也真正感受到了我所坚信的一点：携起手来，我们可以共创未来。
我们基本认同应该提前做些“功课”，期待与大家相聚柏林 ISO 大会，共同探讨这些议题。我们已
经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整个国际标准化领域比此前更加密切团结。更好的变化即将到来。
今年 ISO 大会的主题“开放思想，迎接变革（Open-minded. Open for change.）”已在我们的
许多组织中播下思想的种子。让我们共同培育这粒种子——期待甲木参天，结出硕果。■
孙加顺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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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ART
farming
# 智慧农业

影响力榜单
Top 8：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 @UNGeneva
拜耳作物科学公司 @Bayer4Crops
联合国粮农组织 - 气候变化 @FAOclimate
微软印度公司 @MicrosoftIndia

我们如何以环境可持续发展和成

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 @AIAspeaks

本低效益高的方式来供养爆炸式增长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UNRISD

的世界人口？答案是智慧农业，依托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 @UNECE

无人机、废水回收利用、滴灌或物联
网等技术。但是，这些解决方案要实

TWITTER
数字来说话

本周的亮点是 TweetChat，
即推特话题聊天，聚集不同背景

339名用户

的利益相关方就同一话题进行开

发送641条推文

用智慧农业解决现代农业挑战各

阅读人数为

1,984,471人

放性讨论。参与者们针对如何利

抒 己 见， 包 括 西 班 牙 标 准 化 和
认 证 协 会（UNE） 等 ISO 成 员
及 FAO 和拜耳生物科学公司等
Twitter 大咖。

总阅读量高达

6,251,320次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standards

金英果 / 译

现更好的发展，就必须以标准作为支
撑。这就是 2017 年 9 月 5 日至 9 日“#
智慧农业”社交活动传递的信息。

详见： storify.com/isostandards/the-future-of-farming

包晗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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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intelligent supply chains
will rule the world
智能供应链将风靡全球

文 / 伊丽莎白·加西洛夫斯基 - 丹尼斯 by Elizabeth Gasiorowsk-Denis

国际货运是物资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运输网络方面
的新需求带来了关于数据的新挑战。运输企业在应对这些新
形势的过程中，取得了哪些进展？本文介绍了围绕标准而建
立的、适应性很强的智能供应链是如何促进创新和推动变革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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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货物
贸易总值约为

设

想一下，有这样一个先进、互联的货运网络，可安全、

16万亿美元。

新的需求
随着货运业进入互联时代，效率变得更高，数据的
表现方式也体现出了其他的特点。目前，系统无法处理
不同格式交织在一起的数据。以普通供应链为例，货物

快速地连接货物，节约成本，使不同的运输方式使用

承运人及分包商在任何时刻都同时使用着几百个 GPS 装

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方便，同时提供可靠、可预测、

置。这就要求先把运输商的数据和分包商的数据统一起

可访问的信息，使产品从甲地运到乙地，最终到达目的地。

来，然后分发给相关客户。

当今世界拥堵不堪，大多数人都认为，与货物运输相关的电

如今，货运业还需处理海量出入数据，以及随之而

子物流业不断发展而且会继续增长。企业都在寻找更快更好的方

来的数据互联性的问题。供应链可以使用联合国管理、

式将产品投放市场、摆上货架或者让消费者买回家。同时，许多

商务及运输用电子数据交换（UN/EDIFACT）, SMDG,

企业认为，运输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常常不能满足需求。很少有

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LOGINK）, 国际物品编码

企业没有经历过偶发的承载差异、货物运输速度慢、运输费用高

协会（GS1）和开放应用软件集团（OAGi）等多种类型

等情况。

的标准，但总体上由于衔接不畅，效率低下，船运及送
货成本不断上涨，复杂性不断增加，使全球制造商面临

全球增长

的利润压力越来越大。
“在运输业和物流业已有很多标准，今后很长一段

借助高效、安全、快速的运输，我们家里和办公室的每个产

时间内会出现更多的标准，”业内领先的独立物流运输

品有时是从同一个城市，有时从世界各地通过铁路、空运、路运

公 司 Marlo 公 司 总 裁 贾 恩· 托 雷· 彼 得 森（Jan Tore

等多种方式到达商店的货架上。货物的运输方式以有史以来最快

Pedersen）说，“因此，为实现高效的互用性，国际标

的速度发生改变，有些方式是过去几代人几乎无法想象的。

准在连通性和信息交换方面非常重要。”

为更好地理解全球货运的影响，看看下面的实例。通过日益

了解这些趋势对于重新彻底思考货物及适用于未来

互联互依的国际货运供应链，货运业每年在世界各地往返运送价

的多式联运至关重要。随着鹿特丹港口的“欧洲网关服务”

值数万亿美元的货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

及安特卫普港口的公共预订平台等项目的实施，彼得森

的最新分析报告《2016 年国际贸易关键数据与发展趋势》显示，

提到的事情可能会改变，可以想象的是多式联运与洲际

2015 年世界货物贸易总值约为 16 万亿美元。每个港口、机场都

集装箱的装载日益相关。他说，“由于可用性和使用频

与公路网、铁路网连接，停留时间也呈现多式性，反映了大多数

率增加、成本降低，当这些服务进一步实施之后，可能

货运多式联运的特点。

会吸引那些通常使用路运的货物。”

随着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量不断增加，
预计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国际国内船运仍会持续快速增长。日益

标准创新

拥堵的交通、环境破坏及相关的经济损失等问题将带来货运量（运
输货物重量，以吨计）和货物运输距离等其他方面的要求。

针对这些挑战，业内已经开始许多创新的尝试。数

毋庸置疑，如今的货运业与过去大不相同，因为无论是本地

据传输的想法并非科学幻想。例如，ISO 智能运输系统

送货还是跨国送货，速度和安全被赋予更高的价值。货物什么时

技术委员会（ISO/TC 204）主要负责处理国际供应链中

候送达？现在在什么地方？处于什么运送状态？货车为什么中途

数据交换需求，包括与各种运输模式连接所需的数据，

临时停车？企业对实时数据的要求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

这对运输信息和控制系统来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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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SO/TS 24533:2012《智能运输系统——电子信息交换促进货物运输

显而易见

（UN/CEFACT）以及世界海关组织（WCO）之间建

与多式联运》为例。该规范关注的是供应链上的传送机传输接口，或专门处
理运输信息关键部分的数据项，这些信息对于将货物迅速送到市场、数据及

长期的愿景是实现
协调的多式联运，
促进经济增长。

然而，企业对该标准的发布有何看法呢？商业运输

时共享至关重要。因此，接口模式的数据结构与格式必须相互兼容，以确保

公司由于诸多原因在采用更先进的技术上一直踌躇不定，

端到端的效率和安全性。

而且普遍不清楚采用哪些措施将对公司利润和整体组织

ISO/TS 24533 的目标是通过供应链伙伴间的多对多关系实现电子数据

性能产生最大影响。

共享，这将有助于为其他标准提供支撑。多对多关系也保证了其他合作伙伴

Marlo 公司认为，国际标准在现在和未来对物流业

可访问第一个合作伙伴创建的数据，还有助于海关部门尽早读取供应链中的

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想实现多式联运的增长，”佩

货物数据。

德森说，“国际标准组织需要继续进行自我完善，更重

虽然该技术规范帮助突破了数据交换的瓶颈，但开启数据交换潮流的却
是通用商业语言（UBL）。ISO/IEC 19845 是一种通用的数据交换语言，允
许不同的业务应用程序和贸易团体使用通用格式在其供应链上交换信息。

立密切协作关系。各自为政已不可行，尤其是在全球多
式联运货运市场急剧增长的情况下。
MarketsandMarkets1） 研究咨询公司预计到 2019
年全球多式联运市场总值会增长至 261.9 亿美元。据估
计，2014 年到 2019 年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16.4%。
在目前的情况下，北美洲将是在多式联运市场的支
出和采购方面最大的市场。

要的是要支持互操作性，相互协作而不是竞争。”
协作确实是关键。为了实现共同目标，需与其他
标准组织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发展新的工作方式。为
此，ISO/IEC 204 提 出 在 ISO 技 术 委 员 会、OASIS、

10 | #ISOfocus_124

IATA、IEC、CEN、联合国贸易便利化和电子商务中心

1）MarketsandMarkets的分析师来自全球著名的出版社和市场调研公
司，他们从2.2万多条新闻和信息来源搜集信息，这些信息由10万个重
要行业参与者提供。他们还与全球900多个市场调研公司有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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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式联运各环节对接的
信息交换

各方将货物
从起始点运输到最终
收货人过程中

原始国内
托运人

各个环节的信息交换。
最终国内
收货人

中间承运人
/ 收货人

由于全球多式联运运输业繁荣发展，标准的需求量

展望未来

也急剧上升。加之如今安全问题受到高度重视，货运业
正急需新的方法来应对全球货物运输带来的挑战，所以

如今的货运系统不仅要把货箱装上卡车、火车、轮

当下货运业比任何一个行业都更能诠释“适逢其时”这

船和飞机，还要处理危机并了解相关技术。新的挑战越

个词。

来越严峻：在全球范围内实时追踪货物；保证及时送达

美 国 C3 咨 询 公 司 总 裁 迈 克 尔· 安 德（Michael
Onder）针对这些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当今

的同时实现成本效率；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制定后备
计划。

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急需多式联运系统，以满足行业对

在现今的科技和信息条件下，以前看来不可能的事

效率和可靠性以及政府对可持续性的期望。”他说，“毫

情在今天极有可能实现。打造完善的未来运输系统意味

无疑问，运输是一个非常复杂和多样化的系统，有着复

着克服一系列的挑战，更不用说解决标准体系和互用性

杂的运输网络。但大家认可、接受的国际标准对于建立

等问题了。ISO 制定的多模态数据交换标准将有助于把

一个连接系统是必不可少的。”

港口与铁路枢纽、航空货运和陆运连接起来，使货物运

安 德 还 是 ISO/TS 24533 项 目 的 负 责 人， 他 说，

进 / 出口海关
信息交换节点

输更高效。

“ 我 们 希 望 ISO/TS 24533 是 个 互 用 性 标 准， 它 将 使

展望未来，长期的愿景是实现协调的多式联运，促

ISO/IEC 19845 框架下建立的信息与其他系统（如 UN/

进经济增长。这种多式联运适应力强、节能而且可持续。

EDIFACT，GS1，LOGINK）实现互用。这将降低运营

ISO 标准可以作为解决方案吗？如果设计和前瞻性技术

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可靠性增强，因为在物流链的决

作为驱动因素，那么一切将大有可为。■

策过程中有更强的可预测性。

国际边界

原始国际
托运人
在使用 ISO/TS 24533:2012 的基础
上，这条线路可以被全面推广，来应
对国际供应链上不同的运输方式以及
加强各环节对接的信息交换。

最终国际
收货人
金英果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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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

航空运输

worldwide freight

2016年货物量为

5200万公吨

全球货运数据
过去十年国际贸易商品总值

ISO航空航天器技术委员会（ISO/TC 20）：655项标准

公路运输

至2016年，全球最大的五个国际货运市场
（以吨计）

地面货运
（包括公路和铁路）

2005 | 10万亿美元

2050

美国

10 054 000

83万亿吨公里

中国

5 639 000

阿联酋

4 974 000

德国

4 763 000

中国香港

4 648 000

预计占全球货运
总需求量的25%

2014 | 18.5万亿美元

2015 | 16万亿美元

www

2015
铁路运输

5%

公路运输

8%

航空运输

w

32万亿吨公里

0.1 %

ISO公路车辆技术委员会（ISO/TC 22）：843项标准
ISO工业用卡车技术委员会（ISO/TC 110）：70项标准

国际货运中各运输方式
货运量占比
（单位：吨公里）

集装箱运输

目前
15 %

海洋运输
海洋运输
仍是长途贸易中主要的运输方式，
占比超过70%

铁路运输

国际铁路货运量中，

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占比近80%

2014

海洋运输

85 %

2015年全球货运量86.96亿吨
全球货运周转量85,674.66亿吨公里

ISO铁路应用技术委员会（ISO/TC 269）： 4项标准
ISO铁轨、紧固件、车轮和轮对分技术委员会（ISO/TC 17/SC 15）：14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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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

2014年港口集装箱货运：
679,264,658.406 TEU
（20英尺标准箱）
集装箱贸易：
2014年上涨5.6%，
目前在全球海上贸易中占比15%

ISO船舶及海洋技术委员会（ISO/TC 8）：307项标准
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国际铁路联合会（UIC），
联合国贸易暨发展会议（UNCTAD），
世界银行

ISO集装箱技术委员会（ISO/TC 104）：46项标准
金英果 / 译
#ISOfocus_124 | 15

Building

标准促进海上丝绸之路
船舶技术发展与合作

China’s Silk Road
文 / 李强 欧阳涛 by Li Qiang and Ouyang Tao

中国现在是海事活动的重
要中心。随着海上贸易路线复
苏，中国期望通过国际标准来
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船舶技术发
展，这必将引领海上合作的新
时代。

16 | #ISOfocus_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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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与“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
共谋合作。

中

国从事海上活动和贸易，探索海洋的历史可以追溯至

过去的“海上丝绸之路”指的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

唐朝和明朝。中国政府意识到海洋对国民经济的重要

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该路线始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

作用，所以开展了繁荣兴旺的海上贸易和业务，规模

南半岛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最终抵达东非和欧洲。

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海上贸易成为比肩陆地丝绸之路的收入来源。

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与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
道，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多年来，中国造船企业建造出
大量远洋轮船，引领海上贸易的发展。

创新协作
Photo : CSSC-SWS

发展至今，中国作为船运和造船大国适时提出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并称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设想。
这个发展战略支撑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开展海事合作，协调各国
的制造能力。
中国要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走绿色发展之路，共
创依海繁荣之路，共筑安全保障之路，共建智慧创新之路，共谋
合作治理之路。该倡议的重点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促进海上互
联互通，在国际公约框架下加强国际海运、航行安全、海上执法、
海洋科学研究与技术、智慧海洋应用平台等方面开展合作。船舶
与海洋工程装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载体，而海上丝绸之路带
来的潜在机遇引发了对海洋装备及技术的巨大需求。
21 世纪以来，中国海洋工程装备及船舶制造业取得了长足
发展：2010 年以来，中国造船三大指标连续六年保持世界第一；
2014 年，中国海洋油气工程装备新接订单数量及总额列居世界
第一。

开拓市场
中国在海洋可再生资源开发装备、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海
洋观测、海洋生物开发等方面的装备也取得了显著进展。
未来，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来满
足该行业各方面的发展需要，包括：
·开通极地航道
·对极地、深海等资源的开发需求不断增强
·海洋食品、能源和采矿等新兴行业不断成为经济新锐领域
·海事安全与环保要求日益严格
·海洋权益维护形势日益紧迫

18 | #ISOfocus_124

#ISOfocus_124 | 19

国际视野

预计到 2020 年，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的全
球市场需求将增加至 1700 亿美元，到 2025 年市场需求
将增加至 2600 亿美元。面临如此良好机遇，中国的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以全球视野、

舶工业本身要实现跨越式发展，需要在发展先进制造技

国际标准提升科学中心集中度和显示度。目前

术的同时，建立与之匹配的标准规范体系。

中国正在逐步将船舶工业先进技术提升为国际
标准，包括船用起重机、船舶系泊拖带装置等

达成共识

通用产品标准、生物可溶性矿物棉等环保材料
Photo : CSSC-SWS

以及液态天然气（LNG）船用低温阀等高技术

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的文化差异也带来了挑战。

船舶产品标准。

因此，这些国家需要考虑如何实现求同存异，即如何凝

作为全球造船大国之一，中国致力于使更

聚共识、开放合作和包容发展。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是
摒弃逐利争霸的旧模式，走以制度、规则和标准来协调
关系和利益的新道路。
船舶产品的生产和使用在技术、营运、管理、安全
和环保方面，必须突破国界，采用国际统一标准，同时
符合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安全与环保要求。
目前，船舶工业相关的 ISO 标准大约有 400 项，
相关国际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包括 ISO 船舶与海洋技
术技术委员会（ISO/TC 8）、ISO 小艇技术委员会（ISO/
TC 188）和 ISO 涂覆涂料前钢材表面处理分技术委员
会（ISO/TC 35/SC 12）。其标准化对象主要涉及海
洋船舶、大型游艇及小艇的设计、救生、消防、环保、
机械、管系、舾装、导航和通信等。
多年来，ISO 船舶国际标准为世界各国船舶的设计、
建造和运营提供了满足国际海事公约要求的实用依据，
也为船舶市场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标准、机械隔振系统设计方法等通用设计标准，

提供了技术支撑，大幅提高了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
力；另一方面基于相关国际标准帮助中国建立起自己的
船舶行业标准体系，统一并规范了船舶的设计和建造。
随着船舶工业的长足发展，中国参与国际标准化工
作的程度逐渐深入。目前中国承担了 ISO/TC 8 和 ISO
舾装与甲板机械分技术委员会（ISO/TC 8/SC 4）的秘
书处工作，并由中国专家担任 ISO/TC 8 和 ISO/TC 8/
SC 4 的主席。迄今为止，由中国船舶行业主导制定的
ISO 标准总数为 66 项，其中 40 项已发布，26 项正在
制定中。

预计到2020年，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的
全球市场需求将增加至
1700亿美元。

多的丝绸之路国家了解和使用 ISO 标准，并
进一步参与 ISO 标准的制定。
此外，在传统设计建造技术标准的基础上，
中国正在制定和推动船舶标准向高端、智能和
绿色等方向发展，从而带动沿线国家船舶领域
的合作；设法考虑所有相关方的利益，以实现
产业发展和国际海事安全、环保和节能最佳实
践方面的互利。中国希望以此充分发挥各国相
对优势并推动全面切实合作。■
靳吉丽 / 译

国际标准的有效实施打破了国外技术壁垒，有力提
高了产品市场竞争力，为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提供了
中国船舶优质产品和技术。例如 ISO 14409《船舶下水
用气囊》和 ISO 17682《船舶气囊下水工艺》两项国际
标准，使中国独创的气囊下水技术以及中国气囊产品在
国际上得到广泛的认可。

获得收益
积极采用适用的 ISO 国际标准，为中国船舶工业带
来巨大利益。通过采用国际标准，中国造船企业得以迅
速成长，尤其是中小企业。标准一方面为中国船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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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囊下水以其省工、省时、机动灵活、安全可靠、
综合经济效益高等优点，逐渐成为国内外中小型船厂用
于船舶下水的首选。目前，随着这两项标准的推广应用，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关注气囊下水的方法和产品，中
国气囊远销新加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李强，欧阳涛，来自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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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ing
绿色海运业

文 / 玛利亚·拉扎特 by Maria Lazarte

the deep blue

在过去的几年里，海运业不
断发展变化。该行业在推行更安
全、更智能和更环保的高能效海
洋运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
些举措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而
且推动了造船业服务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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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压力巨大

其他货物运输方式相比，船运长期以来被视为一种价格更低、更绿色环保的运输方式。船运
承载着近 90% 的全球贸易，在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尽管船运
业获得了很多经济效益，不断增长的运输需求却给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今年年初，业内顶

国际海事组织（IMO）不断要求提高新造船舶的燃料效率。这一要求很合理，但

尖专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严厉警告，称全世界仅有三年时间来阻止气候变化。久经考验的船运

有哪些实用的解决方案呢？实现目标的方法之一是提高船体和螺旋桨的性能，你听到

业会挺身而出迎接挑战吗？希望就在眼前：新标准正在制定当中，不仅会使船运业更绿色环保，还将重

这个可能会感到很惊讶。

新定义该行业的运作模式。

“船体的一部分直接与水接触，”奥夫戴尔解释说。“船只在水里行进时，需要

“谁能想到，一项标准能改变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这真的太神奇了。”挪威船舶涂料制造商佐敦

使用能源来克服浸水部分船体的摩擦力。使用的能源量取决于浸水船体的表面。假如

集团业务发展总监盖尔·阿克塞尔·奥夫戴尔（Geir Axel Oftedahl）在谈论 ISO 19030 时说道。该标

表面光滑，效率会更高，所需能量也比粗糙的表面更少。类似的原则适用于螺旋桨。

准是 ISO 船舶和海洋技术技术委员会（ISO/TC 8）新发布的环保船舶标准之一。那么，这项船体和螺

摩擦力占船只以期望速度行进时产生阻力的 80%，也占能源使用总量的 80%。”

旋桨性能标准的作用是什么？涂料是如何成为关键元素的呢？“与很多其他行业一样，船运业在环保足

“然而，水下环境很严酷，船体和螺旋桨会出现机械损伤，也会受到淤泥、海草

迹方面最大的‘敌人’之一是温室气体，”ISO 海洋环境保护分技术委员会（ISO/TC 8/SC 2）主席

或藤壶等附着在船表面的海洋生物体产生生物污垢的影响。令人吃惊的是，这很容易

Koichi Yoshida 说。这与能源效率直接相关，所以运输业在提高燃料性能方面压力巨大。2012 年，船

增加阻力，导致能源消耗增加 60% 以上，”奥夫戴尔说。

运业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1%，但随着越来越多货物采用海运方式进行运输，该行业的二氧化碳

如果需要制定标准，
ISO是正确的选择。

清洁船运联盟（CSC）是唯一一个关注船运问题的国际环保组织。据其统计，

排放量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船体和螺旋桨性能退化约占全球船舶能源消耗和碳排放总量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每
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约 0.3%。即使很小的摩擦阻力变化
也能对以匀速行驶的轮船能耗量造成巨大的影响。
船主和运营商对此了然于心，所以他们每隔三五年都会对轮船进行保养，对船体
和螺旋桨进行清洗和重新喷漆。船体涂料的选择尤为重要，因为涂料能保护船体不被
损坏并隔离海洋生物体。但现在还很难分辨涂料体系的好坏。“船主通常不了解技术

船舶及其所处环境

和化学，所以他们不太关心涂料对轮船的影响。他们只想花最少的钱来买涂料！”奥
夫德尔说。“所以全世界大多数船舶在航行时一直附着着很多生物淤积，消耗的燃料

在整个生命周期内，从建造、运行、退役到回收利用，船舶与其所在环境（水和空气）联

也远超所需。”

系十分紧密。全球的船舶规模不断壮大，因此环境友好型船舶尤为重要。

形势转变
ISO 19030 标准致力于扭转该领域的形势。该标准包括三部分，提供了一个创

北极
NOX，SOX，颗粒物

新方法：利用传感器间接测量水下船体和螺旋桨性能的变化并根据实际情况预示摩擦

温室气体，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力的增加。通过采用 ISO 19030 标准，船运业能采集大量实时数据来获取船体和螺
船舶回收

旋桨退化程度的精确平均值，因此船主能更积极主动地应对各种问题。
制定该标准的动力源于多年前，当时佐敦集团刚开始研发船体和螺旋桨涂料产

冷烫

品性能测量方法。虽然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佐敦很快就意识到其研究成果在公共领域
的价值。因此，佐敦集团联合贝罗娜基金会（非政府环保组织）和清洁船运联盟，向
抗淤积系统

压舱水

IMO 表达了对通用方法的需求。“当时房间里有人举手发言说，如果需要制定标准，
ISO 是正确的选择，”奥夫戴尔回忆道。

水下噪音

石油、化学制品（燃料 / 货物）

不负众望
佐敦集团已经采用标准为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在收费方面，该公司承诺根据

垃圾、废品和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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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9030-2 标准来提供指定性能等级的产品。假如其产品不能达到预期性能，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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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规则

敦将减少收费或者承诺根据商业模式返还现金。这是该行业从以产品为主到
以性能为主的决定性转变。
换句话说，ISO 19030 引领了涂料产品向服务化转变，这也改变了造

自古代起，船舶就被用来运输货物。如今，超过 5 万艘商轮参与国际贸易，

船商的思维方式。当有人想买一艘新船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造船厂根据技

运输各种各样的货物。没有它们，我们将无法达到现在的产品进出口水平，也正

术规范来选择。但在今年年初，有个造船厂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仅仅关注船

是这些价格低廉的产品构成了现代经济和生活方式。

体所用技术，而且参照 ISO 19030 标准要求预期性能。
“如果我们继续努力，

国际海事组织（IMO）负责规范国际海运业，包括限制排放量及减少对海洋

ISO 19030 将改变整个行业的运行模式，”奥夫戴尔总结道。

环境的影响。ISO 船舶和海洋技术技术委员会（ISO/TC 8）与 IMO 开展密切合作，
确保 ISO 标准遵循并符合 IMO 规范。本文中，我们采访了 IMO 海洋环境部门

与 ISO 19030 一样，其他 ISO 标准也能帮助船运业更好地进行决策。

主任斯蒂芬·米卡莱夫（Stefan Micallef）。

举个例子，防污垢涂料含有破坏海洋环境的化学制品。所以 ISO 制定了一
个风险评估标准，来评估具有杀灭生物性能的防污垢涂料的负面影响；ISO
目前正在研究在可控条件下筛选这类产品的检验方法。“了解如何测量和 /
或数据取样非常重要。知识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ISO/TC 8/SC 2 秘书
凯洛琳·于内曼博士（Dr Carolyn Junemann）说。

ISO 19030将改变
整个行业的运行模式。

海洋技术和海运业面临的最大环境挑战是什么？
可持续性。我们需要确保海运业可持续发展和安全运行。这意味着要积极地
采用海洋技术来保护海洋环境。技术还能引领低碳海运业的发展，帮助减缓气候
变化。

融入高科技
IMO 在环境保护方面主要有哪些规范？
出人意料的是，最严重的一些生态危害来自于自然本身。例如，生物污
垢不仅会影响船舶的能耗，还给海洋环境带来风险。附着在船体的生物被带
到新的栖息地，可能在那里生长繁殖，像害虫一样与当地生物展开竞争。

IMO 规范最重要的目的是防止事故发生，从而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改变和损
坏。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MARPOL）包括船舶建造规范及船舶能效规范。
据国际船主污染联盟统计，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IMO 的相关措施已成功使
石油泄漏减少 90%。

类似的情况还有压舱水。压舱水储存在船舱容器内，在运输时增加轮船

IMO 规范旨在减少运营污染，例如限制船舶含油废物的排放或者禁止向海

的稳定性。当排出压舱水时，很可能会把侵入性非本地生物带到当地环境当

洋丢弃塑料制品。当然，我们还制定了准备、响应和合作方面的措施，来确保防

中。“ISO 正在制定压舱水取样标准，以便轮船能具备对排出压舱水进行检

护工作失败时快速有效应对。

测的能力，从而减轻生物迁移带来的风险，”于内曼博士解释道。于内曼还
担任 ISO 水生危害生物工作组的召集人。
因为 ISO 响应行业和社会需求，所以这些标准带来了经济和环境效益。
“令人激动的是，该技术委员会已经开始制定轴功率校准和测量标准。轴承

ISO 标准如何发挥作用？
ISO 标准通过提供一致、统一的设备和产品标准为 IMO 监管体系提供支撑。
例如，某个 IMO 性能标准可能参考了现行的 ISO 标准。有时，ISO 会告知 IMO
它正在制定一项新标准；而 IMO 有时也会要求 ISO 制定或者修订某项国际标准。

力决定了船舶的速度，也是决定效能的关键因素。这项标准可能会再一次给
行业带来改变，”于内曼博士说。
随着货物运往海外的需求增加，采取环保行动的时间越来越紧迫，海运
业会继续依赖 ISO 提供的该行业需要的技术规范和测量方法。■

IMO 颁布了极地航行准则。为什么这一准则如此重要？
全球变暖导致极地冰川融化。统计数据显示，极地船运不断增加，人们对生
态旅游的兴趣日渐浓厚，而且赴南北极地区旅游的游客也不断增多。
寒冷、冰冻的温度会让泄漏或排污管理更困难，例如，石油很容易在冰下冻
住。而极地航行准则能确保建造完成的船只能适应严酷的环境，防止事故发生，
从而保障船只和船员的安全。ISO 也已经着手制定极地船舶装备方面的标准了。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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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智慧城市论坛将在
巴塞罗那召开

国际标准让世界正常运转。标准通过提升质量、提高安全性，为电力、电子设备等与人们生

这就是为什么今年世界标准日的主题被确定为“标准让城市更智慧”。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据世界经济论坛近期发布的白皮书
称，区块链，即分布式账本技术，标志着

界智慧城市论坛，助力城市各利益相关方建设更智慧的城市。

一个由价值而非信息定义的互联网新时代

活动参加的话，一定要选这个！会议当天各国城市领袖、公共部门领导、

界各地专家在制定自愿性技术协议并将其发布为国际标准中所做的努力。
为此，IEC、ISO 和 ITU 协同组织了一场主题竞赛：通过制作视频或海报展示国际标准在
构建智慧城市中的作用，参赛者最高可获得 1500 瑞士法郎奖金。获奖者是来自伊朗的 Reza

World Standards Day
14 O c t o b e r 2 017

Rahimian，他在参赛作品中将智慧（大脑图案）与城市标志相结合，该作品也被用于世界标准
日的庆祝中。

来创造价值、实现价值交易，使互联网迎
来新一轮变革，从信息网络时代跨进价值

到那些对城市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人做案例分析。

网络新时代。推动变革的关键是各利益相

在去年新加坡世界智慧城市论坛成功举办的基础上，今年的论坛

关方需就以下几方面达成共识：技术运作

上 200 多名最具创造力与影响力的智慧城市策划者将相聚巴塞罗那，

方式、当前和潜在应用方法以及成功所需

共享知识、分享想法，重点探讨如何建设高效、有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

的管理、文化和组织条件。

该论坛是向全球最智慧城市学习的大好时机。为加强互动，该论

AT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
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推动
ISO 50001 修订
峻挑战之一，最近召开的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CEM8）推动了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标
准的修订。CEM8 是推动全球清洁能源运用的
高级别国际论坛。

HOW STANDARDS

MAKE CITIES SMARTER
标准如何让城市更智慧

在中国北京举行的 CEM8 会议上，能源部

今年 6 月，400 多名嘉宾出席了在青岛召开的 2017 年国际

长、高层决策者、技术专家和企业家齐聚一堂，

标准化论坛，分享了国际标准化领域的前沿思想、最新研究、深

共同讨论如何扩大可再生能源利用，提高清洁

刻见解及独特视角。

能源利用效率和展开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会

该论坛为期三天，活动期间举行了国际标准化培训基地（青岛）

议期间，主办方组织了“加强能源节约与管理

揭牌仪式，旨在加强中国在国际标准化工作中的参与力度。该基

助推绿色消费国际研讨会”等一系列周边会议、

地将根据《ISO 发展中国家行动计划》承办国际和区域培训活动。

论坛和研讨会，凸显了 ISO 50001 标准的益处。

以“标准让城市更智慧”为主题，本次论坛涵盖智能制造标准、

负责制定 ISO 50001 的专家参加了在北

城市可持续发展、船舶标准化及海洋产业标准化等多个专题论坛。

京召开的 ISO 能源管理与节约能源技术委员会

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青岛市市长孟凡利、ISO 主席张晓刚、

（ISO/TC 301）年会。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之

IEC 秘书长及首席执行官弗朗兹·乌维斯维克、ITU-T 主任李在

一是在 ISO 50001 标准发布六年后对其进行修

摄在开幕致辞中提及了这些产业中的标准化问题。

订，以确保该项标准一直是全球各类企业和组
织的有益工具。
会 议 取 得 的 进 展 及 达 成 的 共 识 促 使 ISO

将该技术发展到更高水平，规划了未来标
准化工作的方向。今年年初 ,ISO 区块链、

旨在利用标准搭建智慧发展平台，帮助各个城市尽早建成智慧城市，取

电子分布式账本技术技术委员会（ISO/TC

得更大成果。

307）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第一次会议，

如何助力城市发展的信息，详见：www.worldsmartcity.org
图／刘燚 中国标准化杂志社

目前，ISO 新成立的技术委员会承诺

坛将组织 20 个圆桌会议，邀请关键部门探讨切实改变现状的重要决策，

随后我们会推出更多的论坛日程及报名信息。了解更多关于标准

鉴于能源问题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最严

区块链为全社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

共同面临的挑战寻找解决方案。你可以了解到城市当局的独到见解，听

展的城市。

ISO 50001 HIGHLIGHTED

的开端。

行业专家和投资商及标准化工作者齐聚一堂，相互学习、交流，为全球

Designed by Reza Rahimian - Iran
Format A2 (ISO 216)

了解更多信息和如何参与相关活动，详见 www.iso.org/world-standards-day.html

挖掘区块链的潜能

牙巴塞罗那拉开帷幕。IEC、ISO 和 ITU 将于大会期间组织第二届世
为什么参加智慧城市论坛？如果要在智慧城市博览会中选择一个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与国际电信联盟（ITU）于每年 10 月 14 日共同组织庆祝活动，表彰世

OF BLOCKCHAIN

2017 年 11 月 15 日，智慧城市博览会将在西班

活息息相关的基本服务提供基础，使城市良好运行。不仅如此，标准也为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铺桥
搭路，支撑节能建筑、智能交通、优化废物管理、信息安全等各方面发展让城市更“智慧”。

REALIZING
THE POTENTIAL

BSI CELEBRATES

ISO’S 70TH BIRTHDAY
英国标准协会庆祝 ISO 成立 70 周年
今年，全球 ISO 成员都在庆祝 ISO 成立 70 周年。ISO 于 1947
年成立，其目的是促进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协调和统一。

来自 30 多个国家的专家参会，制定该领
域的标准化工作路线。
ISO/TC 307 主席克雷格·邓恩说，
未来该领域标准化工作的目标是借助全球
认可的工作方式、提升互通性、提高接受度、
加强应用创新，使新技术的发展更上一层
楼。该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设立在澳大利
亚标准协会。

英国标准协会（BSI）总裁、ISO 副主席（政策）斯考特·斯蒂德

今年 11 月将召开下一届会议，就未来

曼（Scott Steedman）在回顾 ISO 历史时说，1946 年底，BSI 发起

标准制定达成一致意见，研究小组在筹备

了在伦敦召开的会议，ISO 由此应运而生。

大会报告时将考虑一些重点领域。如有兴

世界各地的国家标准化机构参加了这次会议。斯考特说，“实际
上，我们还保存着那次会议的很多原始文献”。其中一张照片记录了参

趣参与区块链标准化工作，请与本国 ISO
成员联系。

会人员在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楼前台阶上的合影，让人印象深刻。作为
ISO 的一员，BSI 深感自豪 , 在同一地点重新拍了一张合影，以此庆祝
ISO 成立 70 周年。ISO，70 岁生日快乐！

金英果 / 译

演讲嘉宾的主题包括国际合作的必要性、青岛在实施“标准
化 +”战略中的先导作用、ISO 基于信任和透明构建的特有模式，
以及城市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50001 标准进入国际标准草案（DIS）阶段。

该论坛由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指导，有望成为讨论和

ISO 50001 的最新版本预计将于 2018 年 11 至

协商国际标准化领域热门问题的定期会议，进一步彰显中国参与

12 月出版。

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决心及为此所做的努力。
包晗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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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standards are the anchor

growth
for sustainable

标准支撑可持续发展

新加坡港口布拉尼集装箱码头高耸的升降机。

在新加坡标准生产力和创新局（SPRING Singapore，ISO

标准建立信心。

新加坡成员体）的支持下，早在二十多年前，新加坡就一直引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新加坡一直是船舶加油标
准 方 面 的 标 杆。 太 平 船 务
有限公司（PIL）船长 Yoon
Peng Kwan 认 为， 参 与 标
准制定是个长期过程，在不
断变化的海洋工作中增加信
任、提高透明度和稳定性。
30 | #ISOfocus_124

船舶加油标准的制定工作。如今，作为全球最繁忙的港口和大型
加油中心，新加坡必须努力保持其在全球海运业的领导地位。之
所以遥遥领先，是因为新加坡在基础设施上大力投资，为太平船
务（PLA）等跨国公司提供保障，通过标准和认证保障船舶加油
在透明的方式下进行。实际上，业内人士都认为新加坡对企业发
展有利的环境是其成功的一大关键因素。
太平船务在全球约有 1.8 万名员工，年收益高达 37 亿美元，
持有并运营 163 艘现代船舶。该公司在全球集装箱船运营公司中
排名第九，并形成了供应链管理等多元化的物流业务。太平船务
希望通过为用户提供优质、可靠的服务，成为海运业的领导者。
太平船务船队部总经理 Yoon Peng Kwan 船长认为，设立国际
基准不仅能保证行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液化天然气），
还能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这些都有利于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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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 船舶加油标准如何帮助太平船务应对运营和业务发展
方面的挑战？
Yoon Peng Kwan 船长：船舶加油标准能帮助船运公司以安全、
可持续的方式对船只进行加油。通过采用新加坡燃料舱质量流测量技术
规范（TR 48）等标准，太平船务能更好地控制船用燃料供应链，实现
更高的透明度和生产力。该标准使包括我们在内的用户对承接加油订单、

船舶加油标准能帮助

增强燃料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信任都充满信心（见 34 页）。由于装卸

船运公司以安全、可持续的
方式对船只进行加油。

设定国际基准

时间加快，生产力得到提升，原来长达 12 个小时的加油时间现在缩短

对于促进公平贸易

了 3 个小时。这是使用质量流测量（MFM）技术规范的结果，很多流

十分重要。

程得以缩减，例如采用传统方法时要求在之前和之后进行声波探测和计
算。这大大提高了船舶公司的运营效率，因为现在船舶的加油时间更短，
我们就能把更多精力用在其他重要活动上以促进业务发展。

太平船务如何参与新加坡船舶加油标准制定？公司及整个船用燃
料行业如何从参与标准制定中获益？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太平船务就开始参与标准制定工作。我们
代表新加坡海运协会（SSA），成为新加坡船舶加油技术委员会的成员。
我们全面参与了 CP 60：1996《船舶加油实践法规》的制修订工作，
该法规最后成为了新加坡标准 SS 600：2014。最近，我们作为船舶
技术委员会的员参与了 TR 48：2015 的制定。标准制定过程需要整个
船舶燃料供应链上的众多利益相关方展开讨论，包括新加坡监管机构、
当地及国际协会和公司。举个例子，制定 TR 48 的工作组包括海洋业
专家、装备制造商、船舶燃料供应商、船舶燃料调研公司、新加坡海运
协会、国际船舶燃料工业协会（IBIA）以及新加坡海运与港口局等政府
机构。行业与公共部门之间坚实的伙伴关系使新加坡的质量和标准基础
得到良好发展，这是在当地船舶燃料行业建立信任和透明度的重要基础。
要制定实用、稳健的标准，行业利益相关方必须共同制定解决方案。
标准化流程还能确保标准定期更新，包括纳入技术革新及日积月累的经
验。通过参与标准制定，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该体系，学习了新知识。

太平船务是东南亚最大的船舶公司，运营业务覆盖全球。船舶加油
标准如何帮助太平船务及整个国际船用燃料行业提高透明度、信任、效
率和生产力？
船舶加油标准能增强船用燃料购买方的信心，因为标准能缩减船舶
的停航时间并保证购买燃料的数量和质量。对太平船务来说，实施 TR
Photo : SPRING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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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轮

炼油厂

认证

24 艘船舶加油。由于加油过程可以节约 10 到 12 个小时，所以太平船务每艘船的收益可提高 25%。生

认证检查服务确保对港口多方人员运送燃料实施保护，

产力提升非常显著，因为太平船务 80% 的燃料是由新加坡国内供应的。

最大程度地减少船舶加油运营时的争议
官方认证证书确保公司有能力建立完整的过程链对港

全球船用燃料行业都使用 ISO 13739《石油产品——船用燃料传输到船上的程序》，该标准参考了

口供应船舶燃油的质量进行管控
由SAC认可的校准实验室根据ISO/IEC 17025对质量

新加坡标准 SS 600。该行业也越来越多地采用 TR 48，因为其他港口愿意采用质量流测量技术规范。

流量计进行校准，确保产生数据和结果的准确性

质量流测量体系

货船

近期，将 TR 48 转化成 ISO 标准的提议已获批准，标准制定工作即将启动。我们坚信，设定统一规范、
流程和程序的国际基准对于促进公平贸易，使全球船用燃料行业获益十分重要。

转运仓库
驳船

标准

海运业正在采用液化天然气船用燃料及解决方案、无人船舶等新技术。如何看待标准在支撑这些新

规范

型领域中发挥的作用？
规范安全实践对海运业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亚洲在近期才开始使用液化天然气。ISO 20519《船

•

标准化的船舶加油程序能提高透明度，减少

商船

规范加强诚信，为船舶加油提供更好保障

争议，从而提高船舶加油的运营效率

新加坡重量测量方案批准使用质量流测量

船舶加油质量流测量技术规范支持采用技术和创新

新加坡海运与港口局批准使用质量流测量体系

来提高行业生产力

舶及海运技术——液化天然气加注船装载燃料规范》以及新加坡液化天然气装载燃料技术规范（TR
56）对支撑液化天然气燃料行业的发展必不可少。它们在帮助当地液化天然气燃料行业遵循统一的良好
实践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提高效率、安全性和透明度。而且，这些标准支持采用液化天然气作
为船用材料，以满足环境可持续性方面的国际要求。

建立强健的质量和标准基础
推动新加坡成为世界领先的船舶加油港口

船舶加油的益处
几十年来，对从加油舱到受油船的燃料的传统测量方法一直是手动在油舱中浸尺量油。但传统的油
舱测量方法带来很多挑战：
手动测量耗时长，对合约方来说不透明

不论在何地进行船舶加油，标准能保证船上所
有人对一整套通用要求了然于心。在加注液化天然
气燃料时，船运商可以为船长制定清晰明了的指南。

燃料舱声波测量易受海洋环境影响。在海面波涛起伏的情况下，声波测量读取数的准确性会受影响。
驳船或船舶吃水差和船体倾斜也会造成测量数据不精确
过时的测量设备可能无法提供期望的精确度
手动或者声波测量针对的是油舱内燃料的体积，而计价方法是以加注燃料的质量为基础。通过声波
测量燃料的深度来计算油舱内燃料的体积可能存在人工误差
加油过程中燃料会夹带空气，燃油发泡形成“卡布奇诺”效应，气泡使油舱内燃油水平线升高，而
这时进行声波或手动测量也会产生误差
一项针对大型航运公司的研究发现，采用传统声波测量的供应商送油量与船只加油量的差距，平均
是船只加油量的 1.5%，船只加油量少于购买量。该研究的数字依据是，1300 万吨船用燃料和 1.2 万个
龙骨要花费 70 亿美元。

船舶加油
通常在港口为船舶提供燃油、润滑油或饮用水。也

在整个行业内的信任度极低
恶劣的天气情况会影响测量准确度

船舶加油术语表

除了采用新科技，您认为船舶加油标准的未来
发展方向是什么？
随着越来越多商业合同和当地法规中纳入 ISO
标准内容，我们预测船舶加油标准会被新加坡以外
的其他国家逐渐采用。船舶加油中心将竭尽全力保
持领先地位，用标准来提高质量和可靠性。■

可以在海上完成，但不常发生。
燃料舱声波测量或手动测量
手动燃油测量用于检查燃料舱里的液体水平。最终
的水深测量值即为船舶燃料舱里液体（石油、舱底
污水、淤泥或水）的总量，以立方米为单位。
质量流测量
自动燃油测量用于计算加注的燃油量。自动化和完
全校准系统降低了人为错误的风险，杜绝不断变化
的环境条件带来的潜在影响。
船舶纵倾

TR 48 中的质量流测量体系提供了极大的准确性和透明度，从而减轻了轮机长与驳船运营者之间的

船首吃水与船尾吃水相差的数值称为船舶纵倾。测

分歧和议价。使用质量流测量体系的大量试验表明，使用流量计测量船舶加油量，其在送油量与流量读

量燃料舱里燃油的深度很具有挑战性。除船舶纵倾

数之间的误差小于 0.5%。从船用燃料购买方的角度来量化其对太平船务的影响，以现在每公吨船用燃

之外，船只易受海洋波动的影响。进行声波测量时，

料 300 美元计算的话，减少 1% 的误差就可节省 350 万美元。

船只很小的倾斜度都会影响对燃油水平面的测量。
曹欣欣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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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ABOARD

for quality
rail !
全面提升铁路质量

在铁路行业进一步发展
质量管理可以实现唯一的目
标：更好和更安全的火车。
ISO 最近发布的一项技术规
范有望确保全球火车准时有
序，以实现高效和可持续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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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Kaufmann）说，“渐渐地，许多大型铁路公司都要求全球供
应商通过这项标准认证。”
他补充说：“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确保该标准继续发展，甚至使用范
围越来越广，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信任。所以我们决定采取进一步措施，使
之成为 ISO 国际标准。”

快速追踪质量
因此，标准制定程序开始启动，包括阿尔斯通（Alstom）、庞巴迪
（Bombardier）、西门子、法莱丽（Faiveley ）、克诺尔（Knorr-Bremse）、
纳博特斯克（Nabtesco）、福伊特（Voith）、德国联邦铁路（DB）、中
国铁路、瑞士联邦铁路（SBB）和法国国营铁路（SNCF）等许多国际最
大的火车制造商、系统集成商和运营商以及各类铁路研究机构都参与了标准
制定。但是，ISO 9001:2008 修订在即，现行的 IRIS 认证即将过期，我们
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我们选择一个可以在更短时间内制定出来的技术
规范，目的是将其打造成为一个步入正轨的完整标准，”考夫曼解释说。
所以，ISO/TS 22163《铁路设施——质量管理体系——铁路机构业务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管理体系要求：ISO 9001:2015 和铁路设施特别要求》由 ISO 铁路设施技
术委员会（ISO/TC 269）制定。该技术委员会的秘书处设在德国标准化协会，

自

19 世纪初诞生以来，铁路行业一直在改变我们

因此，UNIFE 及其成员“还参与了互操作性标准的制定以

的世界——从工业革命期间拖着载煤车厢穿越

及欧盟投资的铁路系统技术融合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

整个英格兰的普芬·比利（Puffing Billy）蒸

汽火车，到日本 2015 年测试运行时速达到 603 千米、造

铁路标准化

型优美的超速磁悬浮列车。火车是目前全球运送乘客和货
物的主要方式之一。尽管它们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

对 UNIFE 来说，有针对性的标准化行动是大大提升创

变，但是这方面的技术比法国高速列车发展得更快，预计

新或工业所有权经济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从这方面来说，

到 2020 年现代火车的速度将是现在的三倍，达到 800 千

标准化还是创新政策的要素。很明显，制定创新型和可持

米 / 小时。

续的铁路行业技术解决方案将有助于提高数字通信和电器

与其他行业一样，铁路也必须不断适应并融入快速变

化计划等方面的竞争力。

化和日益互联的世界。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我们必须

但如何确保铁路的质量呢？随着铁路行业的规模和范

制定战略和措施来提高铁路的业务绩效。为应对由此带来

围不断扩大，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需要重点关注供应链每

的挑战，欧洲铁路行业协会（UNIFE）积极推动“铁路市

个阶段的质量。十几年来，在国际铁路行业标准（IRIS）

场向可持续运输发展”，目的是驱动创新和建立可互操作

的支撑下，UNIFE 基于 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和高效的欧洲铁路系统。

要求》制定了欧洲的标准，该标准提供了有保证的质量指南。

在如今的智能技术新时代，UNIFE 及其成员专注于“提
供最佳技术来应对不断增长的运输量以及可持续和环境友
好型运输的需求”。
标准化助力经济发展和创新，是不可或缺的战略工具。

IRIS 认证体系自 2006 年实施以来发展迅速。据最新
数据显示，全球 50 个国家已经通过了 1,500 多份认证。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该项认证已经在全球范围内
大有名气，”常驻 UNIFE 的 IRIS 总经理伯纳德·考夫曼

自诞生以来，
铁路行业一直在
改变我们的世界。

35 家铁路企业和 11 个国家的标准化专家参与了该技术委员会的相关工作。
ISO/TS 22163 和 IRIS 前一版技术规范的主要区别在于：对安全和项
目管理的关注力度大大加强。“火车制造商近来主要依据各自的规范——没
有两列相同的火车为同一客户服务。同时，每列火车都存在较大的区别来满
足以文化、地域和客户为主导的要求和需要。因此，铁路行业主要是一种‘项
目经营’，把安全性视为关键。所以，该技术规范的制定主要考虑了这一点。”

供应链终端
法 国 铁 路 标 准 化 机 构 BNF 局 长 吉 尔 斯· 萧 邦 - 吉 鲁 姆（Gilles
Chopard-Guillaumot）积极参与 ISO/TC 269 的工作并主导了新标准项
目，他说，该标准的另一个主要益处是降低成本。“（铁路行业）机构通过
ISO/TS 22613 认证可以避免额外的评估，包括购买商开展的评估和针对
ISO 9001 的评估，这意味着更高的质量和更低认证成本带来的更多自信。”
这对供应链中的所有参与方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更不要说供应链终端的乘
客了。
“该技术规范最初发布了英语和法语版本，而更多语种的版本不久也
会发布。行业广泛使用该技术规范将积极影响火车和互联网的安全性和可靠
性，”萧邦 - 吉鲁姆补充说，他也参与了已经开始的标准修订工作。“在
更多国家行业专家的帮助下，我们会将其发布为完整的国际标准。”■
靳吉丽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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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ing clever
How standardization
built a global economy
智慧装箱
标准化如何助力全球经济
文 / 巴纳比·路易斯 by Barnaby Lewis

伊利亚·卡赞 1954 年执导的电影《码
头风云》最为人所知的台词是“我本可以
成为一个上进的人”。马龙·白兰度精准
地演绎出了特里（码头工人 1） 和失败的拳
击手）身上曾经有、或本来应该有的这种
品质。尽管该电影现在仍是现代电影中最
成功的影片之一，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与
电影同名的码头却被 20 世纪最具影响力的
发明所击垮。

1）也叫做码头装卸工，负责往船上装货物和从船上往下卸货物。这些货物可能是形状各不相同的大包裹、箱
子、钢筋盘条，木桶等，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进行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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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发明有着令人惊叹的竞争者

单独搬运的话，那将无法想象，而船运集装箱直到 20 世

名单：比如 20 世纪初的汽车、无线电广播

纪 60 年代中期才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使用。那么，为

和世纪末的互联网。20 世纪中期，抗生素被

什么过了这么久它们才流行起来呢？

发明出来。但出于世世代代同情和支持弱者的习惯，我

降低集装箱复杂度

要为地位不那么高的船运集装箱辩护一下。
正是集装箱终结了码头上像特里一样的码头工人的
体力劳动。尽管不利的一面是技术进步导致了就业流失，

答案是标准化，更确切地说是缺乏标准化。自 1961

但是没有人怀念用人力把货物从轮船运到码头的日子。

年 成 立 至 今，ISO 货 运 集 装 箱 技 术 委 员 会（ISO/TC
104）已对集装箱各个方面进行标准化，从集装箱的外形
尺寸到如何堆叠集装箱和把集装箱牢牢地固定到轮船甲

这项发明比肩20世纪
最伟大的创新技术。

板或货运拖挂车的扭锁，再到用来描述它们的术语。
虽然第一个集装箱国际标准 ISO 668《货运集装
箱 系 列 1—— 类 型、 外 部 尺 寸 和 额 定 值》 已 经 发 布 了
近 40 年，但是 ISO/TC 104 主席迪克·施纳克（Dick
Schnacke）解释说，在该领域一直有制定新标准的需求。
“用集装箱进行船运是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船运
成本得以大大降低，而且之前脱离全球贸易的许多国家
也将产品投放到国际市场中。如今消费者的数量不断增
加，需要运送的货物也更多，这意味着 ISO/TC 104 一
直很忙碌。”
我们正步入一个电子商务常态化、更加虚拟的世界，
将网络购物车与现实家庭、业务联系起来的异常错综复
杂的有形网络很容易被人们遗忘。通过这种较为廉价的
方式将商品运往全球各地，同一产品的最终成本大大降
低。在大多数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全胜的赢家。与以往
相比，他们有更好的选择，而且花同样的钱可以买到更
多东西。事实上，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消费者选择的
是邮寄 - 货运 - 集装箱的理念。

从温室英雄到家庭挚爱
举个例子。如果你要参观英国任何一栋维护良好、
18 世纪建造的豪华住宅，你可能毫不费力就能在房子内
部的装饰上找到菠萝图案。楼梯柱上雕刻的或陶瓷制品
那种工作艰苦繁重，薪水微薄，且工作环境肮脏、危险；

上的菠萝图案都是奢侈的象征。那时，几乎没人吃过菠萝，

这一代人之后，很难再找到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了。

它象征着异国情调和巨大的财富，类似于现在的私人飞

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是如何改变货运情况，进而改

机。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会把全国最优秀的、专职种菠

变世界的呢？毕竟，把货物装进箱子或袋子可以更高效

萝的园艺师种出的菠萝献给宴会嘉宾来博得他们的称赞。

地移动它们。如果搬家或者去超市购物，每样东西都要

每个果实必须在专门设计的玻璃暖房里培育至成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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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消耗超乎寻常的劳力、时间和养料。

货物联网

如今，人们上网花几美元就可以买一个菠萝。在热带种植菠
萝需要的专业知识并不比其他任何作物多，当然也不需要供暖。

如今，技术进步更为缓慢，正如施纳克所说：“该行业处于

还未完全成熟的菠萝被采摘下来后将开启陆地和海洋之旅。当数

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下，盈利微薄，其中一些企业甚至处于亏损经

公顷的土地都种植菠萝时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加之低成本的高效

营的状态。结果是，尽管新技术能带来显著的效益，但企业已没

集装箱船运，这个香甜的奢侈品对每个人来说都触手可及。

有足够的能力投入到研发。”在某种意义上，该行业因早期对标
准的热情而成为受害者。施纳克补充说：“快速发展的标准化奠

规格的确定

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几乎没有必要再作改变了。”
但相关技术不断发展向前，迪克·施纳克后在 ISO 担任了第

在集装箱实现标准化前的艰难历史中菠萝也发挥过直接的作

二个职务，成为 ISO 智能运输系统技术委员会（ISO/TC 204）主席，

用。马克·莱文森（Marc Levinson）是运输专家，著有《货箱——

没有人能比他更能看清大局。“大多数货运集装箱经公路运输最终

船运集装箱是如何缩小世界距离并扩大世界经贸的》，他说，“现

到达目的地，所以两个技术委员会的工作有所交叉。ISO/TC 204

在标准集装箱是 40 英尺（12.192 米）长，但开始的时候不是这

主要负责制定统一的方法让货运集装箱在未来的运输系统中持续

样”。谈到白手起家的集装箱化先驱马尔科姆·麦克林（Malcom

发挥作用。”

McLean），莱文森指出“麦克林最初研发的集装箱是 33 英尺长
2）

”，主要是为了方便集装箱在狭窄弯曲的路上移动，将其运往新

泽西总部。接着，麦克林研发了 35 英尺长的第二代集装箱
同时，拉丁美洲的竞争者更喜欢 17 英尺长

4）

3）

。

该技术委员会最重要的一项成果是目前正在制定中的技术规
范 ISO/TS 18625《货运集装箱——集装箱跟踪和监测系统》。该
标准将成为最早的集装箱跟踪和监测系统标准之一，最终目标是

的集装箱，适用

统一包括无线射频识别（RFID）在内的不同技术，加强运输途中

于山区运输，而西海岸最大的竞争者美森（Matson）研发了一款

货物的跟踪和监测。实时连接的实现将为整个行业带来益处，包括：

24 英尺长

5）

的集装箱。最终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主要货物菠

运送高价值货物的公司（和保险公司），在货物运送途中管理车

萝的特点决定的。“从夏威夷运来的大集装箱，如果装满罐装菠萝，

间库存的供应商，需要不间断冷链运输的疫苗或食品，以及收集

会特别沉，而提不起来。所以你没有必要用更大的集装箱，因为

和处理安全信息的海关和边境机构。

完全用不了！”莱文森解释说。
如果不同型号的集装箱之间缺乏兼容性的话，每个船运公司

行业趋势

不得不针对集装箱的专有设计各自安装装卸设备。这意味着一项
业务或一个港口必须匹配特定制造商的设计。这样降低了确定性
而且压制了竞争。
莱文森这样描述集装箱未标准化的问题：“工作完全失去效
率。这不是一个网络，而是各个公司单独行事。对托运人来说，

船运集装箱没有停留在特里的时代，而是跟上了发展的步伐，
甚至与物联网连接起来。简言之，船运集装箱的最新进展就是：
联网。
货运集装箱的简单性发生了变化，一个能够处理前所未有巨

这样并不方便，也不省钱。那么问题来了：如何将这些标准化呢？”

量货物的全球网络形成。集装箱把我们和最遥远的港口连接起来，

这时正需要国际标准来解决问题。

为我们带来新的食物、快速变化的时尚品、实惠的技术以及全球

麦克林发明的专利供 ISO 免费使用；从一开始，该行业就看

公民意识。从比利时安特卫普到中国深圳，全球货运处理能力和

到了标准化带来的效益。最初的专利采用速度非常快，催生了船

配送能力的巨大提升只能通过一件事来解释——那就是货运集装

运行业的繁荣，也带来了国际港口和装卸设备的大量增长。

箱标准化。这项发明比肩 20 世纪最伟大的创新技术。■
靳吉丽 / 译

2）33英尺约为10米。
3）35英尺约为10.67米。
4）17英尺约为5.18米。
5）24英尺约为7.3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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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welcomes

its new
Secretary-General

ISO 迎来新任秘书长

ISO 宣 布 新 任 秘 书 长 塞 尔 吉 奥· 穆 希 卡
（Sergio Mujica）自今年七月起正式就任。本
文向大家介绍一下穆希卡先生。

自 2017 年 7 月起，塞尔吉奥·穆希卡正式就任 ISO 秘书长。ISO 秘书长相当于商业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职位。近七年来，穆希卡先生在世界海关组织担任副秘书长，此前十五年间他先
后在智利农业部、经济事务部任职，还担任过智利国家海关局主任。

Photo : David Plas

塞尔吉奥·穆希卡在日内瓦 ISO 总部就任后，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本文中，这位新任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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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长分享了他的目标和对 ISO 的期望，以及他打算如何带领 ISO 创造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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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 请您介绍一下自己。
塞尔吉奥·穆希卡：我来自智利，一个坐落在南美洲面积不大但美好的国度，对此我深感自豪。我

此外，我认为有三大要素对任何国际组织包括 ISO 的成功来说都必不
可少。首先，我们应该保持相关性甚至是不可或缺性。如我之前所说，
“ISO”

在美国生活过两年（1997- 1999），过去七年生活在欧洲。我是一名律师，拥有国际法硕士学位和管

的品牌驰名全球，我们的核心业务即制定高质量、全球适用的标准以保持相

理学学历。

关性。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从而将核心业务与经济社会

我和妻子已经结婚 23 年了，育有六子一女，小女儿现在 12 岁。

发展战略计划相结合。这不仅要通过数字来展现我们对经济增长、就业和创
新等方面的贡献。还包括要与政府领导者、相关行业、标准用户及民间团体

您第一次接触标准是什么时候？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高度管制的领域，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是这些领域必不可少的成功要素，

建立必要的联系和协作，确保标准化成为他们国家战略性计划的核心内容。
其次，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瞬息万变，我们必须高瞻远瞩。虽然 ISO

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生存的必需。对农林业、渔业甚至是我过去 11 年从事的海关行业而言，都是如此。

是个技术组织，但我们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每天面临着新的挑战，包括技

这些业务活动都与国际贸易紧密相关，而国际贸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在我看来，没有高质量、协

术进步、社会发展以及用户期望的变化。ISO 必须具有及时、有效地了解甚

调一致和实施到位的标准，国际贸易就不会存在。

至预期这些变化的能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足准备来主动地满足客户的

在国际海关组织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我访问了全球很多国家并与之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很多发展中
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我认为，这段经历使我对全球社会有了深入的了解，而这是 ISO 这类国际组织的核心。

需求，适应这个快节奏、变化莫测的世界，实现繁荣发展。
最后，作为以成员为本的国际性组织，ISO 必须为成员提供支撑，满
足其需求并兑现承诺。成员们不仅期望秘书长具有领导力，还希望组织机制

基于您在世界海关组织的经历和背景，您认为通过什么方法能使标准有助克服运输业和商品流通面
临的挑战？标准在多大程度上能助力未来经济增长？
从海关的角度来看，运输业和商品流通面临的大多数挑战是必须推动合法贸易，集中提高对高风险
寄售物品的管控和执法能力。应对这种挑战最有效的方法是在高质量标准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多

能清晰具体，这样不论成员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如何，都能参与、投入国
际标准化工作并带来影响力。我衷心地希望能为 ISO 这个多元、包容的大
家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曹欣欣 / 译

层级风险管理系统。
正如我之前所说，标准是国际贸易系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还应该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核

我由衷地认为ISO

心。

是个伟大的组织，
ISO 秘书长这个职位的吸引力在哪里？

能被委任为ISO

我由衷地认为 ISO 是一个伟大的组织，能被委任为 ISO 秘书长我深感自豪和荣幸。领导像 ISO 这
样的组织也是一次机遇，能为全世界数百万计人的福祉做贡献。正因如此，机遇也转变成一种责任。如

秘书长我深感自豪

果我们相信 ISO 能促进国际贸易，改善人们的安全性，并为国际合作提供独一无二的平台，那么，我们

和荣幸。

大家都有责任来竭尽全力让这个伟大的组织变得更好。
ISO 的另一特色是其成员的多样性。有的成员来自公共领域，有的来自私营领域，还有的是半公共
性质。这种多样性使 ISO 的视角非常丰富，它最能代表公共和私营领域，共同竭诚协作来制定协调一致
的标准。当然，多样性随之而来的是复杂性。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但这也使 ISO 变
得非常特别。我期待能与所有成员开展建设性探讨。
最后，我想说“ISO”的品牌在全球家喻户晓，能有幸领导这样一个声名远播的组织让我倍感荣幸。

ISO 有一个清晰明了、结构鲜明并充满雄心壮志的战略计划，所以我的工作重点将是全力实施该计
划，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尤其是 ISO 成员最大程度地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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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对 ISO 有愿景吗？有没有想重点开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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