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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二、国家标准立项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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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例分析

五、几点建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评估依据：

1、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

（国发[2015]13号）

2、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办法（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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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委2016年第1号公告（2016年3月28日）

3、国家标准委关于印发《2017年国家标准项目立项指南
》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17〕22号）

(2017年2月27日）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1、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发[2015]13号）

（三）优化完善推荐性标准。在标准体系上，进一步优化推荐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体系结构，推动向政府职责范围内的公益类

标准过渡，逐步缩减现有推荐性标准的数量和规模。在标准范围上，

合理界定各层级、各领域推荐性标准的制定范围，推荐性国家标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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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制定基础通用、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的标准；推荐性行业标准重

点制定本行业领域的重要产品、工程技术、服务和行业管理标准；推

荐性地方标准可制定满足地方自然条件、民族风俗习惯的特殊技术要

求。在标准管理上，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地

方政府标准化主管部门分别负责统筹管理推荐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2、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办法（试行）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加强推荐

性国家标准立项管理，提高标准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协调性，从源头

上确保标准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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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是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家标准委”）组织专家对申报国家标准项目的必要性、可行

性等方面进行评估的过程。

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由国家标准委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以下

简称“审评中心”）负责具体实施。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三条 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采取随时申报，定期评估的

方式。评估结果作为批准标准立项的主要依据。

第二章 项目类型

第四条 根据标准化对象和重要程度，推荐性国家标准项

目分为重大项目、基础通用项目和一般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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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分为重大项目、基础通用项目和一般性项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五条 重大项目包括：

（一）列入国家产业政策、规划、专项等国家重点支持发展
的标准项目；

（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引导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关键核
心技术标准项目；

（三）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的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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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强制性国家标准配套的标准项目；

（四）拟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标准项目；

（五）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标准项目；

（六）具有显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标准项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六条 基础通用项目包括：

（一）基础术语、图形符号、统计方法、分类编码等标准项

目；

（二）通用方法、通用技术和通用管理（含社会管理和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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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用方法、通用技术和通用管理（含社会管理和公共

服务）标准项目；

（三）跨行业跨领域使用、量大面广的基础件、原材料、设

备等产品标准项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七条 一般性项目是指其他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的标准

项目。

第八条 项目类型由申报单位提出，经专家评估后报国家标

准委确定。项目类型作为分配项目经费及实施相应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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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委确定。项目类型作为分配项目经费及实施相应管理措施

的重要依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三章 评估内容

第九条 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本批次申

报项目的总体情况和每个项目情况。

第十条 总体情况包括：

（一）所在领域标准体系现状及缺失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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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在领域标准体系现状及缺失标准情况；

（二）所在领域对口国际标准的转化情况；

（三）申报单位国家标准计划执行情况、项目完成率，技术

委员会日常工作等保障项目实施的基础情况；

（四）本批申报项目总数、领域及项目类型分布等情况。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十一条 每个项目情况包括：

（一）该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适用范围，拟要解决的主
要问题等；

（二）该项目的先进性、创新性和产业化情况；

（三）该项目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同步制定为国际标
准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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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可行性；

（四）该项目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
协调配套情况；

（五）该项目的类型建议、理由及经费预算的合理性；

（六）该项目的预期作用和效益；

（七）该项目全体委员表决情况；

（八）修订项目需说明拟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四章 评估程序和要求

第十二条 审评中心对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建议书、标准草

案等申报材料的规范性、完整性和是否重复等进行初核。不

符合要求的，提出意见并退回申报单位。符合要求的提交专

家评估。

第十三条 审评中心组织专家评估组，开展推荐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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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审评中心组织专家评估组，开展推荐性国家标准

立项评估会。评估组一般不少于五名专家，设组长一名，评

估会由组长主持。

第十四条 审评中心负责建立专家数据库。专家应熟悉标准

化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国家产业政策、规划，具有丰富标

准化工作经验。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第十五条 评估会议专家从专家数据库中随机产生。专家应全程参与评估

工作，如果发现与本人存在利益关系的项目，应主动提出回避。

第十六条 项目申报单位按评估内容准备材料，指派人员参加评估会，介

绍项目情况，回答专家评估组的质询。

第十七条 项目申报单位无故不参加评估会，按弃权处理，项目退回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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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项目申报单位无故不参加评估会，按弃权处理，项目退回申报

单位。

第十八条 专家评估组按要求形成项目的评估结果。评估结果分为通过、

不通过两种情况。评估结果为不通过的应说明原因。审评中心将评估结

果报国家标准委。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3、 2017年国家标准立项指南

一、立项原则

（一）落实改革，优化体系。围绕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和推荐性标准集

中复审结论，持续推进标准制修订工作，不断优化国家标准体系结构。

（二）准确定位，明确范围。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限定在安全、健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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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准确定位，明确范围。强制性国家标准严格限定在安全、健康和

环保的范围内。推荐性国家标准重点制定基础通用、与强制性标准配套

的标准，确保新立项标准属于政府职责范围内，突出公益属性，减少一

般性产品标准。

（三）突出重点，服务需求。紧密围绕国家产业转型发展、科技创新和

社会事业发展急需，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积极响应社会关切。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二、立项范围

（一）深化标准化改革任务相关项目

基于2016年形成的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和推荐性标准集中复审结论，

2017年应持续推进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1、强制性国家标准：重点支持《关于印发强制性标准整合精简结论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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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委综合函〔2017〕4号）中需整合、修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国务院

各有关部门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尽快提出相关项目的立项申

请。除此之外的其他急需的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在符合《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

方案》精神的前提下，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充分论证后提出。

2. 推荐性国家标准：重点支持集中复审结论为修订的推荐性国家标准项目，

归口单位应结合工作实际情况做好项目申报工作。



二、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二）支撑国家重大规划及其它重要项目

具体包括：

1. 《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重点领域

和重大工程涉及的项目。

2.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提出的工业基础、智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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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和绿色制造标准项目，以及十大重点领域标准项目。

3. 《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年）》中提出的重点

领域标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消费品标准项目。

4. 《2017年标准化工作要点》中涉及的标准项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5. 《关于开展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

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产权交易服务、新型城市建设、城镇化布局和形态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领域标准项目。

6. 《生活性服务业标准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中10大重点任务涉

及的相关项目，以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涉及的相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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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相关项目，以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涉及的相关项目。

7. 采用国际标准、国际国内同步推进的标准项目。

8. 政府履行职能所需的基础公益类标准项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三）国家外文版项目

重点支持《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5-2017）》以及国

际产能合作所需国家标准的外文版，支持中国产品、技术、装备走出去

的外文版项目。鼓励重要国家标准的中、外文版同步制定。采用国际标

准的，不列入国家标准外文版翻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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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不列入国家标准外文版翻译计划。

（四）国家标准样品项目

重点满足科研和产业发展需要的研复制标准样品。优先支持《国家标

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中节能减排、新材料等重点

领域涉及的标准样品项目。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三、立项要求

（一）强制性国家标准项目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根据职责提出，可委托

有关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开展起草和技术审查工作。

整合精简结论为“转化为推荐性”的强制性国家标准，国家标准委将

一次性下达转化计划，由原归口单位负责修改标准强制条款并形成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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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下达转化计划，由原归口单位负责修改标准强制条款并形成新的

推荐性国家标准报批。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二）推荐性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集团公司，各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各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项目

的征集、遴选和申报工作。省级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的项目，应提

前与相关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进行沟通协调。

各行业部门、省级标准化主管部门和技术委员会应采取公开透明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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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部门、省级标准化主管部门和技术委员会应采取公开透明的方

式，广泛征集各界需求，特别是新产业新业态对标准的需求；认真评估

项目提案，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择优遴选项目牵头单位，注重吸收中小

企业和创新型企业代表参与标准起草，促进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标准制修

订工作。

在研项目数量过多的技术委员会应主动减少新项目申报，并尽快完成

已下达的计划。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三）国家标准项目制修订周期应控制在24个月之内（从下达计划至完

成报批）。超过24个月的项目建议先期开展预研工作，完善标准草案后

再行申报。

（四）国家标准采取随时申报项目、定期下达计划的方式，一般每季度

下达一次。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将采取分类评估的方式，制定项目仍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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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达一次。推荐性国家标准立项将采取分类评估的方式，制定项目仍采

取现场答辩（网络视频答辩）、专家评估的形式，修订项目和采用国际

标准项目将采取专家会议评估的方式，申报单位原则上无需到场答辩。

专家评估会议将于今年3月、5月、7月、9月、11月中旬由国家标准技

术审评中心组织进行。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五）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予立项：

——未提交2016年度推荐性国家标准集中复审结论的；

——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项目完成率低于67%；

——项目申报未通过技术委员会委员投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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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未通过技术委员会委员投票程序；

——技术委员会未提交2016年年报。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四、申报材料

（一）国家标准项目

国家标准项目需网上申报，同时提交相关书面材料。

1．网上申报要求。

申报国家标准项目须通过“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填报电子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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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材料应包括：

（1）项目建议书。项目建议书应填写完整、详实。省级标准化行政主部门申报

的项目，应在“备注”栏中说明与相关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沟通协调的情况。

（2）标准草案。申报单位应认真准备标准草案，标准草案应明确提出主要章节

及各章节所规定主要技术内容。对于修订项目，应重点说明拟修订的主要内容和

理由。

2．书面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公文和国家标准项目汇总表。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二）国家标准外文版项目

按照《国家标准外文版管理办法》，推荐性国家标准外文版项目由技

术委员会或技术归口单位提出，强制性国家标准外文版由国务院有关部

门提出。各单位可通过“国家标准制修订管理工作管理信息系统”申报

，相应申报公文通过系统上传，无需寄送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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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申报公文通过系统上传，无需寄送纸质材料。

（三）标准样品项目

申报样品研制项目，需提交项目申报公文、国家标准样品研复制计划

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申报样品复制项目，只需提交项目申报

公文和项目建议书。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五、项目管理

（一）项目下达后，各有关单位要强化标准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做好

标准制修订进度、资金使用、公开征求意见等关键环节的监督检查。

（二）国家标准项目下达后，项目名称（范围）、完成时间、归口单位

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应通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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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不得随意变更。确需变更的，技术委员会或归口单位应通过“国

家标准制修订工作管理信息系统”提交申请，经行业主管部门和国家标

准委批准同意后再行调整。项目延期申请应在原定完成时间半年之前提

出。



一、国家标准立项评估要求

五、项目管理

（三）技术委员会应严格规范标准制修订经费的使用和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的公开性、透明度。严禁通过摊派、有偿署

名、按出资排序等方式收取不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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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按出资排序等方式收取不合理费用。



二、国家标准立项注意事项

1、要经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讨论通过，按程序报送。

2、项目建议书填写要完整、详实、规范、准确、重点突

出。各省报送的项目应在备注中说明与有关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沟通协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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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沟通协调情况，

3、提交的国家标准草案应提出主要章节及主要内容，修

订项目应重点说明修订的主要内容。



二、国家标准立项注意事项

4、标准制定周期不超过24个月。

5、计划完成率不能低于67 ％。

6、重点项目要说明依据。

7、标准化对象要明确，标准名称要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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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标准化对象要明确，标准名称要规范。

8、标准项目要在国家标准范围内。

9、标准体系要层次清晰，标准项目要在标准体系内

10、答辩时要重点突出、思路清晰、说普通话。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1、标准项目不在国家标准范围内

国家标准范围：强制性标准、与强制性标准配套的标准；

基础、通用标准项目；跨行业跨领域使用、量大面广的基

础件、原材料、设备等产品标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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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件、原材料、设备等产品标准；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

消费品标准项目；国家及有关部门鼓励发展的高新技术等

标准项目；服务业标准项目。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2、项目建议书填写内容不完整、不准确，不能太简

单，更不能有错误。如：立项的必要性、采标情况、代

替标准情况、涉及专利情况等要准确。

3、标准化对象不明确，标准名称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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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标准化对象不明确，标准名称不准确。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标准名称应包含的要素：引导要素+主体要素+补充要素
。即：范围、对象、内容。

一段式：只有主体要素，例如“手术无影灯”；

两段式：引导要素+主体要素，例如“化学试剂 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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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式：引导要素+主体要素，例如“化学试剂 苯”；

主体要素+补充要素，例如“工业用过硼酸钠 容积密度
测定”；

三段式：引导要素+主体要素+补充要素，例如“叉车 钩式
叉臂 术语”。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4、制定标准时机不成熟

产品、技术、方法等还处于研制（究）阶段，还没有产业

化或应用，或独家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宜制定国家标准。

5、标准适用范围窄、使用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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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准适用范围窄、使用方较少

有些在本行业或本领域使用的标准不宜制定国家标准。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6、标准体系层次不清晰、项目不在标准体系内

有些项目谁含盖谁说不清楚，容易造成标准项目不在体系

内。

7、项目划分过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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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划分过细

可以制定一项标准拆分为几个标准。

8、项目不属于技术委员会工作范围

项目超出了本技术委员会工作范围。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9、标准草案太简单或没有标准草案

有些标准草案就是一个提纲，有的就没有标准草案。

10、修订项目修订内容不明确

有些修订项目说不清楚到底修订什么内容。

Page  34

有些修订项目说不清楚到底修订什么内容。

11、重点项目依据不充分

重点项目要说清楚依据，不要冒用。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重点项目：

（一）列入国家产业政策、规划、专项等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标准项目；

（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引导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标准项目；

（三）《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的农产品

安全、消费品安全、节能减排、基本公共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和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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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升级、新型城镇化、现代物流等领域标准；

（四）中国制造2025中提出标准化项目，《装备制造业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

中“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工业基础”三大工程及《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

》中确定的标准项目。

（五）《关于开展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确定的重点领域

标准项目，《生活性服务业标准化发展“十三五”规划》中10大重点任务涉及

的相关项目，以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涉及的相关项目。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答辩要求：

1、按评估办法规定的内容介绍情况

总体情况：

——本领域标准体系现状及缺失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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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对口国际标准的转化情况；

——本领域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完成情况，近三年项目完成率；

——本批申报项目总数、领域分布及类型分布（重点、基础通用和一

般）等情况；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具体项目情况：

——必要性和可行性；

——项目类别及理由；

——标准适用范围；

——标准预期的作用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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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预期的作用和效益；

——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

——技术的先进性、创新性和产业化情况；

——国际国外标准现状及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分析；

——成为国际标准的可行性；

——修订标准需说明拟主要修订的技术内容。

——申报项目技术委员会全体委员表决情况。



三、国家标准立项评估中的主要问题

2、可以介绍一下项目背景情况，如：行业及生产企业现状、产品图片

、国内外技术发展情况等。

3、情况介绍应简洁明了、重点突出。

4、由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派人介绍，起草单位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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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列分析

1、标准化对象不明确

如：胶管用钢丝绳 ：胶管范围太大，没有说明什么胶管。

循环经济实践技术指南 铜冶炼行业：内容太空泛。

公共纺织品洗涤节水技术规范：什么是公共纺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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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纺织品洗涤节水技术规范：什么是公共纺织品？

洗涤节水？公共洗衣房节水技术规范！



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列分析

2、标准名称不准确

如：高性能混凝土技术条件：什么是高性能混凝土？

钢筋机械连接件：机械连接件是什么？

矿井高压智能电网技术标准：技术要求？

3、制定标准时机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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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标准时机不成熟

如：高温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渣类试样熔点测试方法：该方法正在研究阶

段，标准名称不规范。

自走式农机导航系统性能要求：还没有应用。



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列分析

4、专用产品生产工艺及应用不宜制定国家标准

如：钢铁渣粉生产工艺技术规范：属于专用产品生产工艺。

钢铁渣在海岸应用技术规范：属于钢铁渣应用，对象也

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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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化学分析 辉光放电质谱 使用介绍：国内相关使用

方太少，属于产品说明书内容。



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列分析

5、标准体系框架不清晰，项目划分过细

如：风冷型永磁涡流柔性调速器

水冷型永磁涡流柔性调速器

标准型永磁涡流柔性联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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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型永磁涡流柔性联轴器

离合型永磁涡流柔性联轴器

延迟型永磁涡流柔性联轴器

限矩型永磁涡流柔性联轴器



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列分析

6、一般（专用）产品不宜制定国家标准

如：建筑门窗用集成材技术条件：一般产品，对象不明确

建筑用纱门窗技术条件：一般产品

舰船用铜镍合金无逢管：专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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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船用铜镍合金无逢管：专用产品

民用飞机用炭盘：专用产品

7、行标转化为国标理由不充分

如：混凝土试验用搅拌机：适用范围窄。



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列分析

8、项目内容单一，必要性不充分。

如：坐便器冲洗噪声测量方法：没有必要制定标准

煤炭测硫仪性能验收导则：适用范围窄，不宜制定

生物气溶胶测量术语：内容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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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气溶胶测量术语：内容单一。

9、已有国家标准，细化属于企业标准范围

如：游乐设施生产单位质量管理规范：项目内容无特殊性，

可直接使用GB/T 19000系列标准。



四、国家标准立项评估案列分析

10、国家已有规定

如：仓储设备防爆技术规范：项目未同国家安监局的相关要

求进行调研对比，国家已有规定。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检测设备质量控制规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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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机构内部管理内容（计量认证）。

此外，还有一些项目因立项必要性不充分、未经技术委员会

表决、没有实质修订内容、重复立项、计划完成率不高、标

准草案及申报材料不符合要求等而没有通过评估。



五、几点建议

1、认真准备。

2、掌握国家政策。

3、熟悉行业或专业领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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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礼有节，不要与专家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