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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标准学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乔·巴迪亚

塑造人工智能的未来

从
交通运输、医疗健康、金融服务到

机器人技术、制造业等领域，人工

智能（简称 AI）对全世界人们的

生活与工作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市

场研究公司 IDC 的数据显示，预计到 2021

年在人工智能技术上的资金投入将达到 522

亿美元，为全球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机会。

如何实现人工智能蕴含的潜力，消除人

工智能科技的应用障碍？关键在于制定全球

认可的重要自愿性共识标准。标准领域能担

此重任，开展跨行业、跨国界合作，共同推动

创新发展。

2018 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与国际

电工委员会（IEC）共同创建的信息技术联合

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专门设立了人

工智能分委会（SC 42），这是围绕整个人工

智能生态体系展开的首项标准活动。毕竟人

工智能不是一项单一技术，而是集成了各种

软件和硬件赋能技术，有望通过各种方式在

几乎所有行业得以无限应用。

作为 ISO 美国国家成员体，美国国家标

准学会（ANSI）很荣幸在 这一领域的标准

化活动中发挥引领作用，与其他国家成员体

密切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从

现在是参与人工智能

标准工作的关键时刻。

1987 年 ISO/IEC JTC 1 成立至今，ANSI 一直承担该技

术委员会的秘书处工作，并担任 ISO 和 IEC 首个且唯一

的联合技术委员会的主席职位。同时，美国还承担 SC 42

的秘书处和主席工作。

作为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的枢纽机构，SC 42 还为

ISO/IEC JTC 1 以及非信息技术领域的 ISO 和 IEC 技

术委员会提供指南，帮助它们在具体应用领域内制定人工

智能相关国际标准。该分委会已经建立了庞大、多元的业

务联系网络，不仅对接协调工作，而且应用相关标准成果。

随着行业、用户与监管者不断明确人工智能市场应用

方面所需的标准，SC 42 也在积极制定横向标准，来满足

术语、应用案例和方法等方面的需求，确保风险管理等系

统的可信性。通过将不同领域的专家和联络组织汇聚到

一起，SC 42 的“生态系统方法”不仅能满足技术要求，

提供方案，还聚焦更广泛的非技术问题，比如影响和引导

技术标准制定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美国也很高兴担任 SC 42 下设的负责大数据标准制

定的工作组召集人。大数据标准将有助于推动农业、金融

等需要海量数据集和数据处理系统的产业领域的发展。

这是一个发展迅猛的新兴技术领域，对于 IT 系统及其支

撑的外部产业都极具影响力，所以引领其发展的标准也

格外重要。目前已经发布了三项大数据领域的国际标准，

还有一项大数据参考架构标准很快也将发布。另外，该工

作组已将新工作项目“大数据分析流程管理框架”正式提

上议程。

截至目前，ISO/IEC JTC 1 已制定了 3,000 余项国

际标准，工作成效显著。美国在其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也体

现了我们在努力推动这一影响广泛的技术领域的创新发

展与有效协作。除了在 ISO 和 IEC 层面的工作，美国数

十家标准组织也在积极提供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和应用的

标准化方案，以满足其利益相关团体和行业的需求，并取

得了长足的进展。

ANSI 很自豪能通过参与和引领国际标准化活动为人

工智能技术转型提供支撑。现在是参与人工智能标准工

作的关键时刻，ANSI 很高兴能够站在领域前沿，与其他

国家标准机构携手促进全球标准工作。我们的共同努力

将有助于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和大数据系统得到更广泛的

采用，在几乎所有行业中开展下一代技术应用，为全世界

人们改变技术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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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feed FACEBOOK TWITTER googleplus Youtube linkedin

上滑

上滑

传播部的玛丽亚（Maria）

和凯蒂（Katie）报道

2019 年 ISO 周啦。▶

丽奈特·恩图里（Lynette 

Ntuli）围绕战略问题发表

精彩演讲。▶

读一读 ISO 旗舰杂志《ISOfocus》，

小憩五分钟。▾

◂ 活动结束，ISO 员工

合影留念。感谢您关注

#myisolife ！

@myisolife 展示标准

化世界的人物和特色。在

Instagram 上见啦！

◀ 本次活动由来自 # 南非标

准局（SABS）的萨齐（Sazi）

和尼奥（Neo）主持。

在 Instagram 关注我们吧！
@myisolife（我的 ISO 生活）变成了一本旅行手账！每月会

由 ISO 中央秘书处的一名新成员来记录并展示标准化世界的

幕后故事。让我们来一睹今年在南非开普敦举办的 ISO 大会

上的精彩时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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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
ing the 
power 
of tech-
nology 

驾驭科技的力量

人工智能是发展迅猛的

全新技术领域，

充满创新与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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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商业技术策略专家瓦埃勒·威廉·迪亚布（Wael William Diab）担任主席，

将制定、执行有关人工智能的标准化工作计划，为其他研发人工智能应用的

ISO 技术委员会提供指南。

设定边界

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方面，SC 42 的工作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基础术语

与定义、风险管理、人工智能系统偏差与可信性、中立网络稳健性、机器学

习系统以及伦理和社会关切等。参与这项工作计划的有 27 个成员国和 13 个

观察员国。其中，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 ICT 标准化助理教授雷·沃尔什（Ray 

Walshe），美国国家标准技术研究院（NIST）信息技术实验室数字化数据

顾问 Wo Chang，德国柏林 Neurocat 公司科学顾问、西班牙巴塞罗那电信

创新阿尔法健康公司首席行为研究官塔里克·贝佐尔德（Tarek Besold）博

士，是该技术委员会的三位关键人物。他们是否像变身为蜘蛛侠的彼得·帕

克（Peter Parker）一样，能力越强，责任越大？

贝佐尔德博士毫不胆怯，他认为：“人工智能是发展迅猛的全新领域，

充满创新与颠覆。我们需要明确人工智能机制与技术的前沿和常识定义。因

此，制定规范和标准任务重大，互操作性也非常重要，因为人工智能的关联

人工智能（AI）无处不在。人工智能可以为我

们推荐电影和餐厅、防范交通事故、预订航班、定

位出租车、识别金融诈骗以及创建播放列表。19 世

纪 50 年代，人工智能被定义为能够“智能”运行

或能够像人一样完成工作的机器。从那时起，电脑

被广泛使用，产生的数据迅猛增长，据估计现在日

均产生 2.5 万兆的海量数据。

从日常使用的移动电话、社交媒体和网络收集

而来的数据大多属于输出数据或信息数据。这些信

息被统称为“大数据”，也就是人工智能发挥作用

的领域。人工智能利用机器学习进行数据实时分析，

处理速度和规模都已超越人之所能。毫无意外，私

营领域已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并越来越多地用它来收

集更精准的信息数据，比如购买行为、金融支付、

物流、预测未来趋势。

联合国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威力并与私营领域开展

“数据慈善”合作，这样一来调查、统计和消费者资

料等信息就可以被用于公益领域。例如，研究人员可

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利用卫星遥感来预测极端天气

情况，从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农业食品生产。

鉴于此，ISO 与 IEC 共同明确了制定人工智能

标准、服务全社会的需求。两年前，ISO/IEC 联合

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设立了人工智能分

技术委员会（SC 42），现在已发布 3 项大数据标准，

另有 13 项标准项目正在制定中。该分技术委员会

毫无意外，

私营领域已采用

人工智能技术。

文 / 凯思·洛基特   by Kath Lockett

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机器人杀手？尽管有无数关

于人工智能（AI）会给社会带来威胁的言论，但有些

专家坚信人类不应惧怕人工智能。本文阐述了为何我

们可以驾驭科技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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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极广。人工智能是许多领域未来的一部分，它

是工具，而不是主导力量。”

SC 42 正“从零开始，”Chang 说。“我们

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标准的形式提供互操作性框

架和性能工具，供政府和私营企业参考使用。这些

框架设定了人工智能的‘边界条件’，可通过概率

来确定风险因素。不仅设定了边界，还为用户实施

标准提供了采用风险管理的安全网。”

监管的对象取决于全世界各国政府的意图。

雷·沃尔什认为，“公众需要了解标准化、立法与

监管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全世界 90% 的数据都

是在过去两年之内产生的。由此带来难以置信的海

量数据，结构性和非结构性数据，都需要进行存储、

聚合、搜索和关联，从而供无数提供工具和服务的

企业、政府和研究人员使用。政府和私营企业通常

将国际标准作为监管参考，确保符合产业、社会安

全及伦理关切等方面的要求。”

诱骗训练人工智能

数据安全与使用仍然是社会关心的问题，特别

是提到令人头疼的“电脑错误”的时候。数学发挥

着重要作用。贝佐尔德博士说，人工智能程序就像

“数字游戏”，研究人员通过人工智能系统进行攻

防演练，力图通过“诱骗系统”，针对他们发现的

问题制定解决方案。人工智能聚焦的问题非常明确，

就是要解决特定问题，贝佐尔德表示。“人工智能

替人们解决了耗时、无聊的程序运算过程，但仍需

要遵从人为设定的规则和方式。如果你为自动驾驶

车辆设定了安全边界，显然这项技术需要安全保护

与标准的定义。撞到老人或小孩是不是可承受的风

险？当然不是，我们希望帮助政府和行业接受并采

用我们推荐的方法。”

“风险评估中的概率是一个关键词。” Wo 

Chang 对此表示赞同，并且举了一个关于猫的非

常有说服力的例子：“如果进行图像识别，你会发

现一个有效的系统在首次遇到某种错误时，会先报

错，然后关闭。实际上这个系统处理过百万规模的

猫狗图像，以改进系统区分图像差异的能力。系统

是在条件定义规范的情况下进行训练，但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如

果遇到戴着蝴蝶领结的猫怎么办？系统显示，如果图像的一部分发

生改变，结果会完全不同。这可能是一个‘漏洞’（或戴蝴蝶领结

的猫），并不符合训练环境和系统功能，因此要设置一项安全约束，

避免失误。如果涉及更加复杂的情景，全面测试可以确定概率并关

闭系统，避免发生更加灾难性的决策或失败。”

信任数据

当人工智能应用于较为敏感的领域，比如医疗健康、监控与银

行业务，仍然存在人为偏差影响所用数据的风险。贝佐尔德博士承

认存在这种情况。“人工智能中也存在偏差，但我们可以选择参考

标准定义来消除偏差。监管者可能接受皂液器存在 5/10 的偏差，但

自动驾驶汽车绝对不能存在如此大的偏差。”

全世界90%

的数据都是在

过去两年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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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疗领域，政府和社会需要决定我们是否准

备好拥抱一个经过数据验证的世界。我们是否准备

好在真实世界（the first world）中利用大部分来自

真实世界的数据来服务真实世界？在统计尚不精准

的情况下，监管者是否接受数据只能用于数据提供

者，还是坚持数据应该服务于全世界每个人？

“以器官移植问题为例。人工智能甚至可以查

看全世界所有的医疗记录，通过各类方法来决定接

受器官移植者的优先排序，确保对接的成功率以及

更好的医疗效果。然而，如果你在排队等待，却发

现其他人比你更早得到移植治疗，那么你是否愿意

接受基于数据的决策结果？”

可信度至关重要。该委员会及这个领域的研究

人员需要了解，医疗和汽车等其他领域是如何采取

措施，赢得政府和全社会的信任。

Wo Chang 表示，新兴的机器学习技术正开始

关注发展中国家日益迫切的需求。“在非洲，乡村

地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能源使用。随着智能

手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开发出各类应用程序，能

够协助边远诊所诊断基本医疗问题，提供天气预报、

土壤质量与农业建议等初步的数据服务。”

恐惧与担忧

尽管人工智能领域取得进展，但不少公众仍然

将人工智能视为令人生畏的技术，害怕机器人会变

成施瓦辛格饰演的“终结者”那样取代人类。“我

这辈子都不会看到这种场景，”雷·沃尔什说。“千万

别误会，人工智能是颠覆性的技术，能够迅速完成

很多精密工作。这的确令人赞叹，也能节约不少人

力成本，但这只是‘狭义的智能’。人类大脑不仅

能完成这样的‘狭义’工作，也能胜任其他‘更广义’

和更复杂的任务。”机器人是人工智能领域最令人

激动的技术之一，但像“终结者”一样具备强人工

智能的机器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出现。

“人工智能目前仍然是有待开发的领域，而不

是已经达成的现实。”贝佐尔德博士赞同这个说法。

“研究方面比应用方面的进展更快。工厂机器人手

臂只能按程序操作，并没有‘智能’。如果需要改

什 么 是 人 工 智 能
人 工 智 能 概 览

定义

人工智能是通过嵌入动态

数据驱动环境的算法对人

类智能活动过程的模拟。

行动

人工智能采用机器学习来

分析实时数据，数据处理

的速度和量级远超人类。

UN SDG 9

人工智能技术有助于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9 工业、创新

和基础设施。

技术机构

ISO/IEC 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SC 42）

已发布 3 项大数据相关标准，另有 13 项标准项目正在制定中。

人工智能类型

人工智能基本分为两类：

狭义人工智能

完成具体工作，比如

我们现在使用的电脑。

广义人工智能

旨在形成认知能力，

似乎在我们有生之年

难以实现。

好处

人工智能能够迅速完成非常精密的工作任务，

节约大量时间与成本。

新兴的机器学习技术

正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

日益迫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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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操作，比如处理汽车的另外一边，这就需要人为

对程序进行调整。”

贝佐尔德博士说，人工智能开发者需要与社会

有更多互动，来提高透明度；Chang 认为该技术委

员会针对系统稳健性、数据质量与边界制定的标准

将会增强信任，提升与各类数据存储库之间互动的

能力。

这三位委员会成员都认为人工智能将给工作带

来改变，但不会取代人类。人工智能将更多从事人

力劳作以及常规工作，比如标准合同和文档，让人

有更多时间去培养涉及情感的技能、医疗护理中的

态度、伦理问题以及横向思维。由此将带来再教育

的机会，以及更多具有挑战性、有趣的工作。

“如果工作中更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导致工会运

动卷土重来，那将会多么讽刺，”贝佐尔德博士说。

“如果在学校或者医院，利用人工智能处理后勤或

日常事物、日期和数据等陈述性知识，可以减少每

周的人力时间。政府和雇主会解雇员工，还是会协

商缩短工作时间来平衡生活？这里就需要达成广泛

的共识：怎样才能使社会效益最大化？”

新的起点

人工智能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好处是解放更多人

力，Wo Chang 表示。“戴上智能眼镜检查坏掉的

洗衣机，就能迅速发现故障信息、位置并找到修理

方法。在旅游时，你看到一栋建筑，站在它前面就

能了解到它的历史、功能和提供的服务。”

除了智能眼镜，Chang 还有更远大的设想。“如果政府和

企业让市民和顾客能身处最前沿，知道如何更好地利用人工智能

技术，发挥人的能力，那么其未来将不可限量。”

雷·沃尔什表示，他非常想了解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帮助实现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是为人类和平与繁荣而发出的总动员。

“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饥饿与营养不良，

获得优质水源和卫生条件，实现教育、工作与性别平等，加快发

展中国家发展？这些重大挑战需要颠覆性的技术，也需要全球专

家的通力协作。”

不要光顾着翻看朋友圈的自拍照，我们需要做更多努力，贝

佐尔德博士表示。“未来，我希望人工智能可以应用于医疗、农

业、气候变化和科学探索等领域，提升后勤工作水平，带来更多

成效——这些重要的应用场景都将给社会带来福祉。”

如此看来，ISO/IEC JTC 1/SC 42 的工作将会非常忙碌。■

研究比应用方面的

进展要更快。

了解 SC 42 的详情，请访问 www.iso.org/

committee/679447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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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能为我
们做什么

人工智能会让世界

变得更美好吗？

更自动化

医疗保健 智慧城市 增强经济实力

智能家居

智慧农场

灾害响应

智慧气象预报

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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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发展能像人一样解决问题

的电脑科技，但远不止这些。本刊就此采

访了 ISO 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CT 1/SC 42）主席瓦埃勒·威廉·迪亚布

（Wael William Diab），请他谈谈这项新

技术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工智能（AI）是当今世界的新热词。一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服务相

对比较简单，比如 Netflix 之类平台可进行电影推荐等。而有些则扩展到对人

类影响较大的领域，比如医疗、智能出行或先进自动化。人工智能是通过创

建算法嵌入动态计算和数据驱动环境，对人类智能活动过程的模拟。简单来

说，人工智能就是想让电脑像人一样思考和行动。

尽管人们倾向于将人工智能视为自主系统，实际上，它是用于实现机器

智能形态的一系列技术的统称。其中包括机器学习和分析能力，模仿人脑识

别和学习数据模式的能力。人工智能可以支持对智能传感设备产生的数据进

行数据模式识别与数据异常检测，从而做出精准预测。对企业来说，这意味

着缩短意外宕机时间，提升运营效率，增强风险管理，以及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简而言之，人工智能代表着从收集和获取数据到推导出结论和付诸行动的一

整套“生态系统”。

下设于 ISO 和 IEC 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的人工

智能分技术委员会（SC 42）是唯一全面负责人工智能标准工作的技术机构。

本刊采访了 SC 42 主席，请他详细地介绍了这项颠覆性技术及其可能为我们

带来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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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unking 
the myths of AI
揭秘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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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人工智能

就是让电脑像人一样

思考和行动。

ISOfocus：人工智能的普及达到了什么程度？

如今的人工智能技术与三十年前相比有什么区别？

瓦埃勒·威廉·迪亚布：从传统意义上看，人工

智能技术曾经主要聚焦非常复杂、难以用传统计算方

法解决，或者发生在特定新兴领域的重大问题。现在

情况已经发生改变。如今人工智能技术正在赋能数字

化转型，将对我们的生活、工作和休闲方式产生革命

性的影响。全球一流的 IT 市场情报提供商 IDC 预计，

截至 2019 年，40% 的数字转型计划都将采用人工

智能服务，而到 2021 年，75% 的企业应用都将采

用人工智能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并非某一单项技术，而

是一系列硬件与软件技术以及广泛的应用领域。其中

涉及到无数、多元化的利益相关方，他们从商业角度，

以顾客需求、细分市场、服务、产品与监管要求为中

心，兼顾包括个体与社会福祉在内的非商业利益，共

同制定整体的人工智能系统部署方式。由此可见，从

曾经只用于具体、由科研驱动的领域到如今更广泛的

服务范围，这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重大转变。

人工智能有哪些常见用途和（或）应用场景？

在我们有生之年，人工智能将成为普惠全球的技

术，拥有横跨各个垂直领域、无穷的应用场景。例如：

·人工智能系统设计中嵌入合理的可信性措施，

可帮助专业医疗人士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治疗方案

·人工智能应用于智能制造领域，在系统设计中嵌

入相应的安全措施，可支持人与机器人协同工作提升工

作效率

·人工智能应用于金融体系，支持各类应用，如涉

及客户风险考量等因素的资产管理与减少误报的诈骗检

查等

·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用在消费者、零售商、数字

化助理与专家系统中，比如智能电网、营销清包工具、

智能交通系统、机器人与企业等

通过运用机器学习、大数据、数据分析和边缘智能

等新技术，人工智能系统将为那些不易获得的应用场景

提供“洞见”。自动化程度可能因应用情况不同而有所

差异，这些洞见才是人工智能智能的核心所在。

为什么设立 ISO/IEC JTC 1/SC 42 ？它将满足

什么需求或填补哪些空白？

尽管人工智能并非一个新的学科领域，但由于其在

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加上应用场景数字化支撑下的转

型服务需求，对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这类技术发展的需要

递增。这要求对部署此类技术的整体环境进行考虑，包

括与运营技术（OT）的融合，以及从开始就解决技术

本身带来的挑战。

这种生态系统方法让我们可以搭建整体框架并实现

横向目标成果，将非技术性要求和技术标准化工作进行

有效结合。在设立 SC 42 之前就存在这方面的需求，

且亟待满足。最终，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更加普及，产

生了将非技术性要求与互操作性标准、开源应用和自主

创新相结合的需要。最先考虑的就是监管、社会或商业

要求，以及可信性、伦理、治理、安全、隐私、透明度

与可控性问题。

SC 42 负责为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提供指南，通过

与具体应用技术委员会、技术互补组织和各类不同群体

进行联络，构建起整个生态系统。最终的结果就是能够

快速响应，制定国际标准，通过融合不同观点，与利益

相关各方达成全面共识，从最初就积极应对与人工智能

相关的技术问题，从而消除技术应用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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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备机器人的救护车有望在前往医院的途中帮助病患减缓焦虑。

ISO/IEC 联合技术委员会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SC 42）

主席 瓦埃勒·威廉·迪亚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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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国际标准的重要性如何？ ISO/IEC JTC 1/SC 42 正在制定

的标准能为行业、消费者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哪些好处？

国际标准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尽管我们可能有时候没有意识到

或表达出来，但国际标准无时无刻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支持我们所

期待和依赖的各种创新。例如，JTC 1 负责 JPEG/MPEG 图像压缩格式的

标准化工作，这是我们当今数字化生活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数字化转型正在快速重塑着我们的世界，我们目睹着 IT 与运营技术（OT）

的不断融合。因此，这类技术的使用者与提供者都期待实现超越地界的技术

协调。国际标准化，正如 ISO 开展的工作，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没有国

际标准化，不仅转型技术的普及会遭遇阻碍，创新与技术要求都会面临来自

各方面输入不足的窘境。市场与利益相关方相信人工智能等技术利在长远，

ISO 也通过 SC 42 的工作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当前，SC 42 的工作计划如何安排？未来

会面临哪些挑战？您对于关注或质疑人工智能

标准制定的人有哪些建议？

在工作安排上，SC 42 已经从构建生态系

统的方式转为更加综合性的方式，围绕着技术、

商务、社会以及伦理等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关

键领域开展工作。例如，从不同的垂直应用领

域的应用案例中总结提炼技术要求，这些技术

要求将成为日后标准项目的工作基础。反过来，

这些也为其他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 ISO 和

IEC 技术委员会提供了指南。我们的成果具备

横向适用的特征，支持人工智能在横跨不同垂

直领域的推广应用，同时也有助于应对部署方

案中的不同要求、关切与挑战。

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抱有许多不同

的期待，而 SC 42 所选择的道路，尽管困难重

重，但在我看来最终将获得成功。然而，我们

需要善于倾听和接纳支持与反对的声音，并坚

持优化工作安排来协调不同观点。这就是我们

欢迎大家参与 SC 42 并做出贡献的原因，无

论你认同哪种观点，都可以帮助我们围绕人工

智能和大数据标准化制定综合性的工作计划。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你带来启示，支持我们

的工作，甚至加入我们的技术委员会，与我们

一同开启这段激动人心的旅程。让我们期待更

好的未来！ ■

截至2019年，

40%的数字转型

计划都将采用

人工智能服务。

国际标准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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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I and big data
ecosystems

ISO/IEC JTC 1/SC 42 主要聚焦人工智能（AI）标准化，目

前正在就国际层面的人工智能使用制定一系列标准和最佳实

践。该分委会下设五个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有具体的目标。

基础标准工作组（SC 42/WG 1）

该工作组正在利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通用术语制定人工智能

框架标准，以确保人工智能所有相关用户、生产商、创新者和

监管者使用通用的语言。该工作组也在开展针对人工智能生命

周期的标准项目。

可靠性工作组（SC 42/WG 3）

该工作组的重点是探索在人工智能系统中建立信任的方式，同时对方法进行评估，以

减少威胁和风险。其中包括明确人工智能系统透明度、偏见和稳健性等问题，以及研

究如何通过风险评估标准从技术上解决这些问题。该工作组还负责收集人工智能系统

在伦理和社会因素方面的要求，将其反映到正在制定的可靠性解决方案中。

使用案例与应用工作组
（SC 42/WG 4）

该工作组的任务是从各个垂直

领域收集使用案例并提供应用

指导。该工作组不仅设计问题，

从技术角度解读数据来理解具

体要求，而且致力于将人工智能

融入新兴应用领域，为数字化转

型提供支撑。

计算方法与特点工作组
（SC 42/WG 5）

学习模式和计算技术是人工智

能系统的核心。该工作组重点关

注机器学习算法和特定人工智

能系统等技术，以理解其基础架

构和特点。它还将研究目前的行

业流程，帮助明确标准化的最佳

实践。

人工智能治理工作组（SC 42/JWG* 1）

该工作组与专门负责 IT 治理问题的 ISO/IEC 

JTC 1/SC 40 协同工作，为想要使用人工智能

技术的组织机构董事会和高管找出关键问题并提

供解决办法。虽然 SC 4 负责项目管理工作，但

平等的伙伴关系吸引了人工智能和 IT 治理两个

领域的专家。

* 联合工作组

大数据工作组（SC 42/WG 2）

大数据领域激发了行业的浓厚兴趣。这个具有革命性的

理念聚焦数据特征而非单独的计算系统，因为数据特征

能更好地预测计算系统及其生态系统的发展。该工作组

当前聚焦概况、词汇和大数据参考架构等横向项目。此外，

该工作组开展了大数据分析的业务流程管理工作。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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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在不断发展进步。现在，人工智

能技术几乎应用于各行各业，包括交通、医疗、国防、金融

和制造业。但这些技术到底是什么呢？该技术的普及度有多

高？国际标准将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

文 / 罗伯特·巴特拉姆   by Robert Bartram

如何实现人工智能的愿景

the AI promise
HOW TO UNLOCK 

随着人工智能在各行业领域的日益普及，搭建人工智能

通用术语库并研究其应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国

际标准化领域，ISO/IEC 信息技术联合技术委员会（JTC 1）1）

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SC 42）正在开展大量相关工作，给

人工智能下一个准确、可行的定义。其使用案例与应用工作组

（SC 42/WG 4）正在研究各种人工智能的使用案例及应用

情况。工作组召集人是富士通实验室的人工智能资深专家丸

山文裕（Fumihiro Maruyama）博士。

工作组目前共研究了 70 个使用案例。例如，健康就是

其中一个值得探索的有趣领域。丸山博士谈到了一个使用案

例，某个应用程序从医学领域现有的研究论文和数据库中获

取了 100 亿条信息，绘制了一幅“知识图”，然后尝试描

绘从一个已知基因突变到疾病发生的过程，而深度学习能在

基因突变时就预测到疾病发生。

1）ISO/IEC JTC 1 是由 ISO 及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设立的联合技术

     委员会，工作重点是信息技术标准化。

由于人工智能数据

处于多个领域的交叉点，

因此制定一个通用框架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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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解决方案

拉 德 万· 奥 得 瑞（Radouane 

Oudrhiri）博士是鹰基因组学公司（Eagle 

Genomics）的首席数据科学家，其工作

包括“在硅片”中进行研究——即主要由

计算机或数据驱动的创新。其中一个重点

领域是微生物组，包括人类肠道、口腔或

皮肤等处的微生物（细菌、病毒和真菌）

的所有遗传物质。不仅仅人类和其他动物

身上有微生物组，海洋、土壤和河流都存

在能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微生物群落。微

生物组数据非常复杂，维度及成分非常多。

奥得瑞博士的同事借助人工智能和机器学

习计算工具分析微生物组数据来挖掘人类

无法发现的关联。这从根本上提高了生产

力，并有可能促成革命性的发现。它能发

现具有可持续性的新成分和治疗目标，传

达更安全有效的行业实践。

人工智能技术被用来分析人类肿瘤已

经有一段时间了，但 SC 42 的加拿大成

员、手术安全技术公司人工智能部主管、

多伦多大学计算机科学副教授弗兰克·路

德维茨（Frank Rudzicz）在接受本刊采

访时指出，这只是众多应用中的一个。例

如，最近，应用程序被用于识别更多老年

患者的早发性痴呆。护理机构的老年人通

常每六个月由医生评估一次，每次 15 分

钟，老年人要按照平板电脑的要求回答一

系列问题。如有异常情况，比如病人声音

模式改变，或者病人似乎无法指出一张家

庭合照中明显的人物关系，该程序就会向

医疗团队发出警报。

奥得瑞博士还与一家公司合作开发了

一种人工智能解决方案，最初的目的是通

过收集生物力学指标来检测鞋子的使用情

况和运动表现等，让鞋子变得更加智能。这

些是靠嵌入鞋底的芯片来实现的。该应用大

获成功，随着科技进步，很快就能通过分析

一个人走路的方式来检测他是否可能罹患疾

病，如帕金森症。

万物皆人工智能

当然，SC 42 的工作在未来不只会影响

健康领域。丸山博士还举了人工智能程序使

用超声波检测风力涡轮机的例子。该程序能

检测出涡轮机可能有缺陷的部位，为人类检

测专家接下来做出明智选择扫清了障碍。关

键是该程序能进行初步检查，这样人类专家

就有时间检查更多涡轮机。

智能交通系统（ITS）是另一个非常依

赖人工智能的行业。专注于 ITS 的 Ohmio　

Automotion 公司研发主管马哈茂德·希克

梅特（Mahmood Hikmet）博士指出，激光

雷达技术可以用激光而非声音或无线电频率

测量到物体的距离。如果将几束激光叠加在

一起，并以最快的速度旋转，就会形成一个

三维的“云图”，显示出某个物体可能离我

们有多远的距离。所有这一切都以“每秒数

十或数百次”的速率发生。该程序甚至能区

分一棵草的不同叶子，可用于无人驾驶汽车。

希克梅特博士还强调了用于无人驾驶汽

车的拥堵估测人工智能，这种应用程序可预

正因为人工智能技术

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们

才更需要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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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资本对于奥得瑞博士的某些工作非常重要。有一项令人振奋的研究试图将“整

个创业过程”数字化并系统化。该研究平台通过收集整个创业生命周期的数据，识别

创新挑战并对信息进行分类，可提供针对公司业绩、发展潜力和估值的预测模型，并

形成风险状况报告，助力选择过程和整个创业进展。到目前为止，这类信息是通过收

集人类调查反馈获得的。它们在本质上更具有聚集性，不易于构建预测模型，或常常

在不知不觉中得出有偏见的结论。毕竟，公司老板当然希望他们的项目取得成功。

这些例子既巧妙又有效。然而，大部分人很可能没听说过这些特定的人工智能技

术，更不可能意识到它们的影响。目前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通常是为非常专业的应用

程序单独开发、创建的；只有当 SC 42 正在制定的水平框架等整体框架将其考虑在

内时，它们才能发挥真正作用。

标准的作用

由于各种原因，相关国际标准目前仍在制定中。奥得瑞博士提出，我们需要标准

来拨开“宣传的迷雾”，去理解、接受人们对人工智能的恐惧和厌恶，或直接驳斥那

些毫无理由的反应。很多关于人工智能应用或好或坏的激进想法经常见诸于媒体和其

他公共论坛。但正如丸山博士所指出的那样，很多想法从未通过概念验证（PoC）阶段。

我们确实需要保护消费者——不仅要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还要保护他们不受那

些打着“人工智能”的幌子推销产品，从而推高股价的公司的伤害。考虑到人工智能

数据处于软件工程、神经科学、决策制定等多个领域的交叉点，制定一个通用框架非

常重要，这样消费者、生产者和监管机构才能进行有效沟通。

这乍听起来特别荒谬，难以实现。其实不然。专家们谈到“人工智能的寒冬”，

即前几代人工智能技术达到顶峰后，由于试验失误和随后的资金撤出而逐渐衰落。同

样的事情可能会再次发生，并使当今取得的许多进步化为乌有。

实践状态

正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们才更需要国际标准。用奥得瑞博士的

话来说，他们应该关注“实践而非技术”。SC 42 已经制定了技术报告草案，标准

也在制定当中。SC 42 正与 ISO 统计方法应用技术委员会（ISO/TC 69）一起在统

计学、软件工程、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运筹学等多学科间互通有无，明确机器学习

领域的术语和概念。SC 42/WG 3 只关注可信度问题。

丸山博士认为，制定国际标准的最佳途径是围绕有限数量的替代方案并“专注于

技术已成熟的领域”。我们当前正在创建一种通用语言和标准，确保可以通过概念验

证阶段。另一重点领域是描述开发人工智能应用程序的过程和生命周期。它们也将有

助于抓住消费者的广泛需求，这就要考虑到使用案例和应用相关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第三个领域是模型验证。这在本质上具有高度技术性和统计性，但总有一天会确保程

序和机器能完成它们应该完成的工作。■

测分析从无人驾驶汽车的智能交通系统（而不是汽车本身）

中提取出的数据。这包括监控人们来回走动的摄像头，全程

定位，同时预测他们与他人互动时可能的“路线”。汽车将

这些数据收集起来，防止碰撞事故的发生。

机器学习的行为训练

YOLO（只看一眼，You Only Look Once）是一种

物体识别技术，它能区分不同物体各方面最细微的差别。

该技术在安全安保领域有很大应用潜能。在人工智能的另

一个领域——行为克隆中，机器必须通过强化训练来学习

一系列任务。希克梅特博士解释说，这是“奖励或惩罚神

经网络所做事情的一种方式”。神经网络从人类用户身上

研习奖励或惩罚信号，从而知道应该如何“表现”。

例如，健康就是其中一个

值得探索的有趣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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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具有推动所有领域发展的潜力，

小到医学领域大到拯救地球，但随着技术变得日益

复杂，信任问题出现了。

加强监管有助于重建信任，但灰色地带依然存

在。我们如何确保人工智能的可靠性同时又不阻碍

其发展呢？

在
未 经 授 权 的 情 况 下， 使 用 个 人

数 据 向 大 家 发 送 垃 圾 邮 件 诱 导

购 买 产 品 是 一 回 事， 而 试 图 用

其 操 纵 政 局 就 严 重 得 多 了。 剑 桥 分 析 公

司（Cambridge Analytica） 事 件 就 是 最

好 的 证 明， 该 公 司 将 数 百 万 美 国 选 民 的

Facebook 资料收集起来建立了一个软件系

统，向选民精准投放定制的政治广告。美国

消费者监管机构已经意识到这起事件的危险

性，并对 Facebook 处以 50 亿美元罚款，

但我们依然对各组织机构如何使用我们的数

据感到不安。这起丑闻也暴露了恶意使用人

工智能带来的影响和危险。

但人工智能将继续存在。善用人工智能

一切基于信任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It’s all about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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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

它使人与机器协同工作，还可能将人类和技术的能

力提升到超乎想象的水平。对于组织机构而言，它

能有助于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提高进入市场的

速度和改善客户关系等。《福布斯观察》杂志进行

的“各就各位：企业领导者为人工智能装备竞赛做

准备”调查显示，99％的技术高管表示其组织机构

未来将增加人工智能方面的支出。

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飞速发展，虽然它有望带来

很多好处，但也引发很多安全方面的质疑。如果要

使人工智能在决策和判断方面胜过人类，如预测疾

病爆发或驾驶列车，那么如何保证我们人类拥有控

制权？

我们相信人工智能吗？

资深行业专家认为，从一开始就确保人工智能

技术的可靠性对其广泛应用至关重要。为此，ISO

和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IEC）在信息技术联合技

术委员会（ISO/IEC JTC 1）下成立了人工智能

分技术委员会（SC 42），专门负责人工智能标

准化工作。该专家组有许多任务，其中之一是研

究对人工智能系统建立信任的不同方法。

SC 42 可信度工作组的召集人大卫·菲利普

博士（David Filip）是都柏林三一学院 ADAPT

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该研究中心主要从事数字技

术研究。他总结道：“当软件开始‘支配世界’时，

人们最关注的是软件的可信度。现在人工智能正

在支配软件，那么人们当然希望人工智能值得信

赖。”

他分析道：“但我觉得，人们出于错误的原因

而害怕人工智能。他们担心一些恶意的人工实体

会带来世界末日……我认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

缺乏透明度会使深度学习系统未经过人类检查就做出决定，而实际

上人工检查很有必要。”

当然，伤害程度取决于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音乐或餐厅推荐

工具设计不佳所造成的损害肯定小于导致癌症误诊的算法。此外，

还存在用数据操纵结果的危险，例如剑桥分析公司案件。

对信任的威胁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是致力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世界

贸易的政府间国际合作组织。据 OECD 分析，随着人工智能应用的

成本逐渐降低且更易于获取，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行为将会增多 1）。

恶意使用、个人数据泄漏和网络安全是人们不愿信任人工智能的主

要原因。

例如，发生事故的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被入侵，其相关责任信

息可能遭到篡改。用于推荐治疗方案或进行治疗诊断的患者数据系

统可能存在错误或漏洞，从而导致灾难性后果。

恶意使用、个人数据泄漏

和网络安全是人们

不愿信任人工智能的

主要原因。

美国消费者监管机构

对Facebook处以

50亿美元罚款。

1）OECD，《社会中的人工智能》. 巴黎：OECD 出版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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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风险包括数据或算法偏差的影响，

算法偏差是指在机器学习过程中作出错误假

设，最终算法做出整体的折中结果。种族主

义、偏见或其他主观行为会对一切事物产生

深远影响，小到在社交媒体中看到的内容，

大到政策体系中对罪犯的剖析，或者对移民

请求的处理。

需要访问个人信息的人工智能系统也会

带来隐私风险。例如在医疗保健方面，人工

智能有望通过某些方式使用患者数据和病历

来提供新的治疗方案，但这可能导致数据滥

用。隐私法能减少这种风险，但也限制了技

术发展。假如人工智能系统很强大、安全且

透明，虽然这个假设不太可能成立，但只有

其潜力得到蓬勃发展，我们才能充分获益。

正在做的工作

业界非常了解建立信任的必要性，现已

开发了许多技术，而且这些技术还在不断发

展，例如采用差别隐私保护技术，使数据聚

合显得更为随意，以降低重新识别的风险并

保留个人用户所作的贡献。其他例子包括同

态加密和多方计算等加密工具，允许机器学

习算法分析加密数据，这样就能保障安全。

或是使用值得信任的执行环境，这项技术用

于保护并验证合法软件的执行情况。

欧 盟（EU） 成 立 了 人 工 智 能 高 级 专 家 组（AI 

HLEG），支持欧洲在道德、法律和社会层面实施人工

智能战略。2019 年早些时候，该专家组发布了《可信

赖的人工智能政策和投资建议》，提出了可信赖人工智

能的监管和财务框架愿景。

在国际范围内，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社会合作组织

（Partnership on AI）致力于提升公众对人工智能的

认知，并为未来的技术发展制定最佳实践。该组织汇集

全球各种声音，努力“解决公平与包容、解释与透明、

安全与隐私、价值观和道德、人与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

协作、系统的互操作性及技术的可信赖性、可靠性、安

全性和稳健性等问题”，从而为人工智能研究人员和其

他主要利益相关方提供支持。

“我们是 Partnership on AI 的共同创始人，”微

软公司国际标准高级总监奥利维尔·科拉斯（Olivier 

Colas）说，他在 SC 42 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我们

努力与亚马逊公司和 Facebook 建立了行业合作伙伴

关系，使所有人都可以使用人工智能。”他断言，“随

着人工智能系统逐渐成为主流，社会有共同责任来创造

可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我们要努力在人工智能开发和

使用的原则和价值观上达成共识。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应

得到可写入国际标准的工程实践的支持。”他说，微软

已经成立了一个内部咨询委员会，以确保其产品符合这

些要求，并参与了业内关于国际标准化的讨论。

标准因素

标准是关键。菲利普博士解释道：“我们永远无法

保证一定能得到用户的信任，但通过标准化，我们可以

分析可信度的各种因素，例如透明度、强健性、弹性、

隐私、安全等等，还能推荐良好实践，使人工智能系统

发挥最佳预期作用。”

标准有助于在行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建立伙伴关

系，因为标准为监管相关隐私问题的解决及其支撑技术

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和解决方案，而且不会扼杀创新。

科拉斯认为标准将在编码工程最佳实践方面发挥重要作

人工智能标准

应提供透明度

和通用语言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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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支持人工智能的开发和使用。它们还是人

工智能相关新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补充。

“几十年来，国际标准一直用于规范风险

评估和风险管理。ISO/IEC 27000 信息安全

管理系列标准就是一个例子，它提供了网络安

全和隐私保护方法，”他说。它可以帮助组织

机构管理资产安全，如财务信息、知识产权、

员工详细信息或第三方委托的信息。“人工智

能是一种复杂的技术，”科拉斯表示，“人工

智能标准应提供透明度和通用语言，这样就可

以定义风险，找到管理风险的方法。”

就是现在

ISO/IEC JTC 1/SC 42 工作计划概述了有

关人工智能的几个主题，其可信度工作组（WG 

3）正在制定多项相关标准。这些项目包括帮

助人工智能行业利益相关方建立可信赖系统的

规范性文件。例如，未来的技术报告 ISO/IEC 

TR 24028《信息技术——人工智能（AI）——

人工智能可信度的概述》分析了可能导致人工

智能系统信任受损的因素，并详细介绍了改进

方法。该文件涵盖了所有利益相关方和人工智

能漏洞，如安全威胁、隐私、不可预测性、系

统硬件故障等等。

SC 42 尽可能与行业、政府和相关技术委

员会的人员开展更多紧密合作，以便在已有的

基础上合作，避免重复。例如，ISO/TC 262（风

险管理）制定的 ISO 31000 风险评估标准是

制定 ISO/IEC 23894《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风险管理》的基础。这项新标准将帮助

组织机构更好地评估人工智能系统的风险和威

胁，有效地将人工智能风险管理融入流程当中。

该标准还将融入其他重要技术报告，包

在标准化工作中

尽早考虑可信度

能确保人工智能

在社会中发挥

正向作用。

括 神 经 网 络 稳 健 性 评 估（ISO/IEC TR 

24029-1）、人工智能系统偏见和人工

智能辅助决策（ISO/IEC TR 24027）。

这 些 技 术 报 告 将 对 未 来 的 ISO/IEC TR 

24368 进行补充，旨在解决由人工智能引

发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请参见第 40 页的

文章）。

在标准化工作中尽早考虑可信度能确

保人工智能在社会中发挥正向作用。“从

各个层面上来说，人类都需要信任才能生

存”，菲利普博士说。这包括对技术的信任，

确保基础设施安全可靠。“我们依靠政治

家制定法律、建立体系来保护我们，依靠

周围人的善行才能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

现在，我们需要信任各种软件和数字技术。

标准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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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thicize or 
not to ethicize…

伦理决策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一种形式。随着人工

智能的能力不断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大，专家们正在探

索未知领域，制定人工智能伦理国际标准，从一开始就

应对挑战。

是否需要伦理化……

随
着算法变得愈加复杂自主，它们可能要

代表人类做出重要决定。人工智能技术

已经可以进行医疗诊断或智能制造等自

主决策，而这些通常是由人类来完成的。

汽车技术在人工智能的应用上遥遥领先。自动

驾驶汽车是人工智能的一个热门研究领域。谷歌、

优步和特斯拉等大公司一直在研究如何使用深度强

化学习（即通过反复尝试和试错）让汽车学会正确

驾驶。但自主学习机器很容易出错，从而引发伦理

方面的问题。这对传统道德责任观念提出了挑战：

谁应该对此负责？谁掌握着最佳实践的关键？

在人工智能缺乏全球标准的情况下，怎样才能

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些问题？ ISO 和 IEC 通过其人

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SC 42）推

出了一系列工作项目。在本文中，来自 SC 42 和

瑞典标准机构（SIS，ISO 瑞典国家成员体）的权

威专家米凯尔·亚尔马松（Mikael Hjalmarson）

解释了未来国际标准将如何助力构建人工智能系统

搭建和使用的伦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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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focus：人工智能等技术有望带来

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什么人工智能需要考虑

伦理和社会问题？

米凯尔·亚尔马松：人工智能使用的技

术使信息收集和处理方式更新颖、更自动化。

如今，处理数据的能力比过去大大提高——

这种潜力很容易产生伦理和社会影响。在人

工智能网络的隐藏层中管理数据时，如进行

神经或机器学习，我们就得考虑伦理和社会

问题，它们也并不总是负面的。也就是说，

以前是在系统外进行决策和考量，而现在必

须在系统内进行。还有一种可能是，不管一

个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多么善于“自我学习”，

人们在系统开发和构建时会无意中带入偏见。

我们必须了解技术的伦理和社会问题，

才能开发出可靠的系统，确保系统透明、可

解释、不带有偏见、可追溯等等，因为这些

对于未来促使人们接纳和采用人工智能至关

重要。国际标准有助于发现伦理问题，并提

供必要的框架来解决问题。

人工智能在伦理和社会层面面临的最大

挑战是什么？人们在哪些方面已达成共识？

人工智能对伦理提出了独特新挑战。主

要挑战是，利用人工智能系统可以由多个

用户以不同方式实现，跨越不同的应用领

域——从医疗到移动——需求完全不同，有

时还存在市场和地区差异。人工智能技术变

成了一个可以回答问题的“黑匣子”……但

它能告诉你为什么这种选择比那种更好吗？

它能提供替代方案吗？此外，还要考虑不同的政策、指

令和环境因素，例如如何收集和使用数据。

另一个挑战是确保义务、责任、信任、可追溯性和人

类价值等方面得到平等对待，使其能被广泛接受，即使

我们并不是在谈论创建价值体系。例如，捕获和评估一

组给定的数据在一个程序域中是允许的，而在另一个域

中则被禁止。又如，金融平台更想避免无意识的偏误而

不是“人工智能窃听”，而医疗保健平台可能会强调所

捕获数据类型的透明度。系统要有管理这些差异的能力。

SC 42 致力于制定什么类型的伦理和社会标准？

SC 42 可信度工作组（WG 3）目前正忙于一个新

批准的项目。我们的想法是收集和识别与人工智能相关

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并将其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可信度项

目联系起来。这些工作将最终体现在技术报告 ISO/IEC 

TR 24368 中，旨在强调具体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这些

国际标准有助于

发现伦理问题，并

提供必要的框架

来解决问题。

米凯尔·亚尔马松是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和瑞典标准机构的专家

Waymo 是谷歌于 2009 年启动的自动驾驶汽车项目。 新加坡樟宜机场的机器人能打扫卫生，保持机场清洁。Ph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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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关系到正在进行的可信度、风险管理

和偏见等通用项目。

从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伦理和社会问

题可能会使 SC 42 未来承担起更多工作，

并为 ISO 和 IEC 的其他技术委员会在制定

使用人工智能的特定领域的应用标准时提

供指导。

该领域存在哪些监管问题？ SC 42 打

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伦理标准面临的挑

战之一是它们往往是自愿性的，这意味着

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创造者可能不会遵守这

些标准。对于这一点您怎么看？

ISO、IEC 和 JTC 1 制定了各方面的

自愿一致标准，而不仅仅是在伦理方面。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监管机构跟不上技术变

化的速度。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各

种类型的系统和环境中，而管控它的规则

和立法也在发展，它们之间就上演起你追

我赶的猫鼠游戏。由于我们着眼于整个生

态系统，因此有不同行业共同参与我们的

工作，代表了该领域不同的观点和呼声，

包括监管要求。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汽车导航系统。人

们完全可以接受 GPS 给出从 A 地到 B 地

的最佳路线时不时出错，因为我们可能仍

然会到达目的地。但如果一个人工智能应

用程序选择给病人更有效但副作用风险更

高的药物（A），而不是有效性稍低但副

作用风险更低的药物（B），这样可以吗？

如果病人在医院监控下，有医生在场，这

可能行得通。但在养老院里这样做可能不

方便，而且有风险。假如这种药是医生开

的，人们就会问医生为什么选更有效的药

物（A），但一个只能开药物的人工智能

应用程序，可能无法回答为什么药物（A）

比药物（B）更合适。

国际标准，包括涉及伦理的国际标准，

可为监管机构开展工作提供指导。例如，

在构建能与其他新的或现有系统连接的新系

统时，国际标准将增加这些系统被广泛采用

和使用的可能性。标准就其本质而言，是为

长期发展而制定的；然而，如今往往是为了

研发目的，可能不断需要其他类型的文件。

因此，除了新的伦理项目之外，建立明确的

术语和定义的词汇表将是一项宝贵的资产，

能够确保相关各方达成共识，并为制定此类

文件提供良好的基础。

什么时候不使用人工智能是不合伦理

的 ?

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合不合伦理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人工智能的使用环境，这在不

同地区可能也有差别。例如，在疾病研究中

不使用人工智能可能被认为是不合伦理的，

因为使用人工智能可能比不使用人工智能更

快地找到治疗方法。

重要的是，要牢记人工智能可以帮助我

们解决一些重大难题，特别是当这些难题涉

及到人类安全时。但这是一个艰难的判断。

例如，一辆自动驾驶汽车每年导致很多人死

亡是否比人类开车造成死亡更“合乎伦理”？

这就是人工智能伦理的困境。■

人工智能对伦理

提出了独特新挑战。

柏林于 2019 年 8 月测试首辆无人驾驶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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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2030的道路

我们生活在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这一箴言是今年在开普敦召开的 ISO 周上所有讨论的核

心，会上标准界共同制定出 ISO 到 2030 年的战略方针。

创
新要取得成功不仅要了解当下的需求，还要

能应对未来的挑战。如果 ISO 想在未来继续

有所作为，就必须对正在改变世界、具有颠

覆性的力量作出回应。这也是在 2019 年 ISO 周期间，

于 9 月 16 日至 20 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 ISO 大会的

核心议题之一。

该会议由南非国家标准局（SABS）主办。会上，

ISO 详细阐释了其未来战略——《ISO 战略 2030》，

来自全球各地的 ISO 成员共同探讨了标准化的未来发展。

“如果没有合适的标准，我们就无法应对国际和国

家层面的诸多挑战，”南非贸易与工业部集团首席运营

官乔迪·舒尔茨（Jodi Sholtz）在开幕式致辞中说道。

“标准化为我们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应对环境变化引发

的迫切威胁，以及保障性别平等和最佳医疗条件等方面

提供了工具。”

让发展中国家参与其中

创新不单单是发达国家的议题。如果 ISO 未来继续

制定相关的全球解决方案，发展中国家就需要融入进来，

并积极参与标准制定工作。这是 2019 年 ISO 周期间召

开的发展中国家事务委员会（DEVCO）年会传递出的

重要信息。

“在今年的 ISO 周上，我们有个难得的机会来助力

《ISO 战略 2030》的制定，”DEVCO 主席莉娜·达

尔加姆（Lena Dargham）说。“我鼓励大家利用这个

机会，为这次讨论建言献策。这将为发展中国家带来重

大影响，我们需要确保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她补充

说道。

力量转移

当今世界正面临重大变化，其中的许多变化尤其会

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学人》非洲网络主管赫尔曼·沃

文 / 玛丽亚·拉萨特   by Maria Lazarte

On the path to 2030

性别行动计划

在 2019 年 ISO 周期间，ISO 通过了首个性别

行动计划。作为管理层推动性别平等的领导人之一，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成

为了 2018 年国际性别平等拥护者。ISO 致力于制

定一项宏伟的计划。该计划将于未来几年制定完成，

包含三个主要目标：

  采集标准化中的性别表征数据

  评估标准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5

   性别平等的影响

  汇总性别平等方面的最佳实践

部分 ISO 成员已经签署了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

会（UNECE）发起的《促进性别平等标准宣言》。

该宣言明确了标准在社会中的广泛性作用，并认为

标准内容为女性赋权提供了机遇。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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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Herman Warren）称我们正在经历全

球经济力量的重大转移，这一点需要在规划

ISO 等组织的未来时加以考虑。

在 1843 年《经济学人》首次出版时，

全球经济由英国、德国和法国主导，他说。

20 世纪，美国和日本崛起。“而现在，我们

看到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转移。现在最大

的两个经济体是美国和中国，到本世纪末，

我们预计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其次是

美国和印度。”

沃伦认为，当今，与技术和知识产权有

关的贸易压力可能会导致供应链方面的分

歧。“这种分歧产生了标准方面的问题，国

家和企业可能需要选择其合作对象，”他说。

联 合 国 工 业 发 展 组 织（UNIDO） 贸

易、投资与创新司司长伯纳多·卡尔萨迪

利 亚 - 萨 米 恩 托（Bernardo Calzadilla-

Sarmiento）说，“截至目前，贸易增长没

有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齐心协力确保

贸易增长惠及所有参与者，包括小国家”。

ISO 秘 书 长 塞 尔 吉 奥· 穆 希 卡（Sergio 

Mujica）对此表示赞同，他说：“我们要让

最弱的成员也变得强大起来”。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很

重要，世界银行贸易设施和边境管理专家威

廉姆·盖恩（William Gain）也回应道，但

是它们还需要更多的政策选择和经济发展助

力，以确保这些国家能持久、平等地受益。

盖恩强调，未来需要全球协作。“ISO、

世 界 贸 易 组 织（WTO） 和 世 界 海 关 组 织

（WCO）等组织机构间的国际合作尤为重要。

全球化才是解决之道。”

ISO 主 席 约 翰· 沃 尔 特（John 

Walter）还强调了凝聚力量的重要性。“我

们必须携手前进，实现我们共同的愿景和目标，并制定应对全球问题的

解决方案。此外，我们需要彼此，”他说。“ISO 成员在国际标准和解

决方案制定方面建立了长期的协作关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保持这种关系。团结起来，我们可以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实现更

多目标，”他总结说。

四大颠覆性力量

ISO 周本身就反映出国家标准机构、区域组织和伙伴组织之间的协

作，这些机构共同探讨 ISO 如何推进变革和创新，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大家一致认为，在制定《ISO 战略 2030》时需要考虑四个具有颠覆性

的力量，包括经济和贸易不确定性、不断变化的社会预期、气候变化的

影响以及数字化转型。

贸易不确定性与日俱增

对乔迪·舒尔茨而言，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环境中，标准对实现

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尤为重要。“全球化产生了大规模、创新型的生

产能力。然而，不平等不断加剧、经济集中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经济

边缘化等问题也浮现出来。因此，实现更具包容性的增长十分重要，而

且标准化也逐渐成为一项重要支撑力量，”她说。

从左至右：凯特·斯特吉斯（主持人）、赫尔曼·沃伦（《经济学人》）、威廉姆·盖恩（世界银行）、伯纳多·卡尔萨迪利亚-萨米恩托

（联合国工发组织）和 DEVCO 主席莉娜·达尔加姆共同探讨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

ISO将推进变革

和创新，应对

未来的挑战。

南非贸易与工业部

集团首席运营官

乔迪·舒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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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补充说，“很明显，经济是

变革最重要的助推器之一，它对于我们重新树立对自由

贸易和多边主义价值的信心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作用”。

贸易专家凯瑟琳·格兰特 - 马可可拉（Catherine 

Grant-Makokera）提到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保护主

义持续发酵以及人们对多边贸易体系的信心不断下滑。

近几年，贸易不确定性升级 10 倍，与此前 20 年的相

对稳定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全球

贸易不确定性指数的提高降低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水

平，”她说。

标准仍然是全球价值链构建和延续的重要影响因素

之一，她补充说。标准对于发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协定

（AfCFTA）等贸易协议的全部潜能至关重要。

社会预期不断变化

消费者和社会预期的不断变化是另一股扰乱当今世

界的力量。其中一个例子是共享经济，人们将自己的车

辆或公寓等个人资产提供给社区内的其他人使用。

这些新模式给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新的挑

战：标准可能会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共享经

济亟需标准，”南非共享汽车应用程序 Jrney 创始人马

克·阿特伍德（Mark Atwood）解释说。“在漫长旅途中，

让其他人搭车是否会影响你的安全？如果这些乘客是通

过应用程序或者个人朋友圈联系到的呢？现在，这些问

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南 非 消 费 品 委 员 会 泰 伦· 丹 尼 尔 斯（Tarryn 

Daniels）强调，我们需要标准来支撑共享经济的发展，

遏制发展过程中的破坏性因素。“在共享经济中面临损

失的往往是拒绝适应新情况、墨守成规坚守传统经营模

式的传统产业，”她说。

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

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里贾

纳·阿萨瑞澳提斯（Regina Asariotis）用全球交通运

输领域的一个具体例子突出强调了气候变化的真实影

响力。

“国际贸易极其依赖运行良好的交通运输链。特大

风暴、洪水、气温、湿度或降水量变化以及海平面上升

等环境变化将对港口等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造成严重影

响，”她解释说，同时呼吁做好风险评估和风险准备工

作，确保我们能够顺利适应气候变化。

数字化转型

最后，会议还探讨了数字化对所有人的

影响，呼吁标准界接受数字化转型。会议聚

焦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应用对企业和社会

的可能影响。比如，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来说

意味着什么？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贸易

对象和方式？以及数字技术如何推动企业的

增长和创新？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应对重大挑战，”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拜腾格·恩德莫（Bitange 

Ndemo）教授提醒说。现在，数字技术得

到了广泛应用，而且新技术进步（如自动化、

人工智能或区块链）为组织机构提供了很多

机会，帮助它们提高效率和生产力，形成竞

争优势并推动创新。但是，分析哪项技术具

有实际价值和实质作用，应该在哪方面投入

也十分重要。

拥抱未来

参加 ISO 周的代表们一致认为，经济和

贸易的不确定性、不断变化的社会预期、可

持续发展的紧迫性以及数字化转型这四种发

展趋势将成为 ISO 未来的工作重点和目标。

“当人们在高速运转的世界中寻找方向

的时候，我希望他们选择ISO。在规则不明确、

一切充满变数的时候，稳定和创新是共享成

功的关键所在，”ISO 主席说。

2019 年 ISO 周也是约翰·沃尔特作为

ISO 主席参加的最后一届 ISO 大会，他在

任期内为推广 ISO 所做的努力得到大家的诚

挚感谢。来自肯尼亚的埃迪·罗格（Eddy 

Njoroge）于 2020 年 1 月接任 ISO 主席，

他在众多重点工作中尤其强调鼓励发展中国

家参与的重要性。■

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

里贾纳·阿萨瑞澳提斯强调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力。

肯尼亚内罗毕大学拜腾格·恩德莫（Bitange Ndemo）教

授解释了数字化转型及其对企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影响。

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左）将具有象征意义的接力棒交给 ISO 侯任主席埃迪·罗格，后者于 2020 年 1 月接任主席。

2019 年 ISO 周动态

扫码查看精彩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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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jecting 
standardization 
into patient care
患者护理标准化

自动注射器、手持式注射笔、可穿戴注射设备、

吸入器和一次性注射器是在医疗保健行业中涌现出的

部分最新工具，旨在保障患者安全，使之更快痊愈。

ISO 标准是医疗保健行业的核心力量，有助于该行业

蓬勃发展，保障所有人的健康和福祉。

布
鲁 斯· 汉 森（Bruce 

Hanson）来自新西兰奥雷瓦，

现年 68 岁，40 岁时被确诊

患有二型糖尿病。自确诊后，他的生活

立马发生了变化。他得一天三次给自己

注射胰岛素，主要在腹部注射，皮肤会

出现淤青，也变得敏感了。虽然他非常

清楚自己所需的剂量，但却完全无法确

定注射的药量是否准确。

但在过去 20 年间，他把注射器束之

高阁，身体没有淤青了，再也不用瞎猜

药量了。这要归功于他使用的笔式注射

器。这种注射器用起来更方便，不那么疼，

注入的药量也更准确，但布鲁斯期待有

更高的生活质量、更长寿，减少患视力

下降和肾脏疾病等并发症的风险。

给药技术的进步惠及数百万名需定期

服药的人，布鲁斯仅是其中之一。

注射取得进展

注射是大行业，全球每年实施注射

160 多亿次 1）。20 世纪 80 年代，药物

尤其是注射液主要靠针头针管注入体内。

自那时起，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自笔

式注射器发明以来，该行业不断发展，

新技术层出不穷，自我注射变得更简单、

安全。随着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患者人数

增多，人们亟需更便捷的给药途径，如

可穿戴设备、笔式注射器、自动注射器、

无针注射器、贴片和吸入器等。

最近，随着治疗越来越多地从医院

转移到家里，大容量、预装载、数字化

连接系统等设备的使用成为新趋势。保

罗·詹森（Paul Jansen）是 ISO 医疗

产品给药设备及导管技术委员会（ISO/

TC 84）主席。他是一名工程师，在医

疗器械行业拥有 30 多年的从业经验。

他说，有了这些新设备，治疗会更安全、

精准。“人们有时要长途跋涉或在医疗

中心花大量时间接受治疗，这会增加医

疗设备成本，也会增加医护人员的负担，”

他解释道。“同时，新型数字健康技术

和大数据分析使医疗保健公司和医生能

够充分利用针对性强、更安全的个性化

疗法，提高疗效。”

近年来，已获批准及研发中的注射

类药物数量也不断增长，詹森说。“研

发中的药品数量比 2014 年多 2 至 3 倍，

目前研发中的注射类药物有三千多种。”

然而，随着新技术的出现，人们也更加

关注监管对患者安全的保障作用。

降低风险

往体内注入任何东西都伴随着传播

疾病的风险，涉及患者、医护人员及清

洁工、实验室技术人员等辅助人员，人

们关注安全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世界卫

生组织（WHO）于 2010 年发起的一项

研究估计，通过不安全注射感染乙肝、

丙肝和艾滋病的人数分别为 170 万、

31.5 万和 3.38 万 2)。对此，WHO 开展

了一系列防治项目，如“WHO 注射安

全项目”和“安全注射全球网络”等。

医疗器械行业也参与其中，开发防止重

复使用的注射器等新技术。

防止重复使用的工作原理是锁住注

射装置，二次使用时会断开。2015 年，

WHO 出台一项安全注射新政策，呼吁

国际社会到 2020 年全面使用具有安全

装置的注射器。该组织还发布了极为详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1）WHO，《注射安全简报》（pdf），修订于

2016 年 5 月 . 

2）WHO，《WHO 呼吁全球使用“智能”注射器》

    （新闻稿），2015 年 2 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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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的注射安全指南，概述了能同时保护接受注射者和实施注射

的医护人员安全的注射器所具备的一些安全特性。

由于艾滋病患病率增高，ISO/TC 84 与津巴布韦标准协会

（SAZ）共同创建了一个项目，旨在鼓励非洲国家参与安全装

置标准制定。该项目由 SAZ 主持，已制定出锐器保护特性及锐

器盒要求相关标准。

技术驱动

詹森解释道，自 20 世纪 80 年代胰岛素笔式注射器出现后，

该行业涌现出许多新技术，尤其在家庭护理方面，这些技术使

患者得到更好、更便捷的治疗，也降低了社会成本。笔式注射

器适用于多种药物，自动注射器也在许多疗法中得以应用，他

补充说。最近出现的可穿戴设备能输注高粘性药物，容量更大，

持续时间也更长。

ISO/TC 84 对这些设备的发展了如指掌。 

“第一批可穿戴设备开始销售时，该委员会起

草了对新型设备的要求，这对行业、政府部门

和用户都有益处，”詹森说。“哪里有新的技

术突破、技术特性或新型药物出现，该委员会

就出现在哪里，调整标准，确保患者得到最安

全有效的护理。”

该委员会踌躇满志，紧跟技术发展的步伐，

通常在技术进入市场时，相关标准就已准备就

绪——这并非易事，因为传统意义上标准要花

好几年才能制定完成。

患者安全至上

ISO/TC 84 已发布 30 多项国际标准和文

件，还有 11 项标准在制定中，它们凝聚着世界

各地专家们的心血。该委员会的使命与愿景是

关注患者安全，确保标准要求及时更新，为全

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注射设备审批奠定基础。

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吸引大量来自政府机构的

代表及秉持用户观点的用户或专家。来自政府

机构和用户群体的代表如儿科医生和盲人的参

与对于制定出政府适用、满足患者需求的标准

至关重要。

“因此，我们期待各方参与标准制定工

作，包括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等医

疗部门、WHO 和联合国儿童紧急救援基金会

（UNICEF）等国际组织、药品和设备制造商

及患者和医药卫生工作者等终端用户，”詹森

补充道。

全球每年实施注射

160多亿次。

从左至右：丹麦标准协会国际事务主管玛丽亚·斯库（Maria Skou）代表委员会经理比比·内勒莫斯（Bibi Nellemose）出席、ISO/

TC 84 主席保罗·詹森（Paul Jansen）、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ISO 副主席（技术管理）蔡秀菊（Sauw Kook 

Choy）和 ISO 秘书长塞尔吉奥·穆希卡（Sergio Mujica）。

标准化卓越于行

ISO 医疗产品给药设备及导管技术委员会（ISO/TC 84）成

立于 1956 年，是 ISO 最成熟的技术委员会之一。该委员会自成

立以来，已发布 30 多项业内重要标准，还有更多标准在制定中。

这些标准不仅有利于医疗器械制造商遵守法规，也为该领域的新

技术发展提供了平台。

这些标准为各种系统和流程提供了国际认可的通用语言，并提

出安全和质量方面的最低要求，为新发明和法规制定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2019 年 9 月，在南非开普敦举办的第 42 届 ISO 大会上，

ISO/TC 84 因在标准制定方面的卓越表现荣获劳伦斯·艾彻奖

（Lawrence D. Eicher Award），其辛勤工作和成就得到了认可。

ISO 主席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在宣布该奖项时，称

赞该委员会深切关注患者安全，搭建起行业内各领域沟通的桥梁，

“其工作不仅直接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3 良好健康与福祉作

出贡献，还为行业、监管者和其他相关方携手推进该领域的发展

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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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风湿性关节炎、生育激素及其他多个

治疗领域均受益于 ISO/TC 84 制定的标准所涵盖

的设备，包括针型注射器、自动注射器、可穿戴注

射器、安全针器、初级药用包装容器和针头。该委

员会还负责制定各种治疗中所需导管的多项相关标

准，这些导管通常与输液泵等其他设备结合使用。

据 ISO/TC 84 估计，过去三年，市场上 95%

的此类产品都进行自我声明或通过 ISO 标准认证，

因为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制药公司等制造商，及

WHO 和 UNICEF 等国际组织都提出要符合国际

标准的要求。

展望未来

随着技术进步，ISO/TC 84 的业务范畴也在扩

展。“ISO 11608 针型注射器系列标准最初仅包含

三个部分：笔式注射器、成品容器和针头，现在已

扩展至自动功能、机电功能和可穿戴给药设备，”

詹森说。

为避免人们在解读标准时有疑惑或困难，该委

员会在推进一个重要项目来协调现有标准，降低复

杂性，并将最近几年在该行业迅速崛起的电子和软

件纳入其中。随着标准化的发展，技术也不断进步，

营造出一个双赢的局面。

詹森总结道：“标准可为这些设备提供通用语言，

并提出安全和质量要求。有了标准的指导和支撑，

更复杂的技术将会涌现”。这些技术将让布鲁斯及世

界各地数百万依赖此类医疗器械生活的人过得更轻

松，甚至更长寿。■

安 全 注 射 七 步 法

干净的工作环境

手部卫生

具有安全装置的
无菌设备

装有药物和稀释剂的
无菌药瓶

锐器合理收集

废物恰当处理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录：www.who.in/infection-prevention/en

皮肤清洁

我们在一生中都要接受注射来维持或重获健康。

但有时，用于改善健康的注射却起到相反的作用。

当针头或针管在多人身上重复使用，

注射方式不安全，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类行为会导致危及生命的传染病的传播。

市场上95%的医疗产品

都进行自我声明

或通过ISO标准认证。

还没看最新视频？

扫码了解 ISO/TC 84
如何保障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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