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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中方后备项目申报指南 

 

落实《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中关于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

动，联合国际标准组织成员，推动卫生等领域国际标准制定，分

享我国标准化经验以及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的部署和

要求，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相关指示，编制形成了 2022 年

度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中方后备项目申报指南。 

一、总体目标 

通过制定中医药国际标准，继续推进中医药国际标准“防疫

墙”建设及国际标准体系完善，并促进国内国际标准及人才队伍

协同发展。 

二、申报范围及内容 

1、中医药防疫标准 

与中医药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治疗和康复等相关标

准，应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工

作范围，不涉及临床疗效及诊疗技术。 

2、中药原药材（含传统加工过程）标准 

中药材质量及商品规格等级标准；中药安全性相关标准；中

药材通用性标准。 

3、中药制成品标准 

中药从原药材到产品的检测、加工（不包括传统炮制）和生



产质量与安全标准，尤其是国际应用范围广、关注度高的中药制

成品标准。还包括中药制成品安全使用和交付标准。 

4、针灸针具标准 

所有类型针灸针质量与安全标准；针刺安全使用标准（不包

括针刺临床治疗或疗效标准）；针灸针相关术语和定义标准。 

5、中医医疗器械及其他中医药设备标准 

中医诊断、治疗、康复器具和设备（不包括针灸针）及其他

中医药设备的质量、安全及安全使用标准（不包括设备或器具临

床治疗或疗效标准）。 

6、中医药术语信息标准 

其他工作组涉及的且需要规范的术语和信息标准；满足行业

和国际贸易需求的术语和信息标准。应避免与世界卫生组织标准

重复。 

7、其他符合中医药国际贸易需求项目亦可申报。 

三、申报流程 

1、申报材料。申报人（proposed project leader）根据指南支

持方向的规定内容申报，并根据指南相关申报要求，提交申报材

料，所申报项目应获申报单位支持。 

2、项目评审。ISO/TC249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在受理项目申

报后，组织开展评审工作。 

（1）首次申报项目评审。首轮评审为形式审查，评审结果

采取计分制，计入总分（形式审查条件要求见附录 1）。第二轮



评审为技术审查，需要项目申报人进行答辩，评审结果亦采取计

分制，计入总分（技术审查要点见附录 2）。根据两轮评审结果

择优选择。 

（2）快速程序项目评审。2021 年度及以前，已作为中方提

案推荐至 ISO/TC249 全体会议，但未能通过立项的项目，项目提

案人可根据项目推进需求申报，评审采用快速程序。ISO/TC249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在受理项目申报后，另行组织评审。 

4、项目提交。ISO/TC249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将遴选结果上

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批准，通过项目将作为 2022 年

度中方新工作项目提案提交至 ISO/TC249 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并

及时将评审结果反馈项目申报人。 

四、申报要求 

1、电子材料填报。请将申报材料按要求填写完成，并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 24 点前（以邮件时间为准）在中医药国际标准申报

平台（http://declare.stctcm.com/#/home）提交，同时发送至邮箱

iso_zyygjbz@126.com，逾期不予受理。 

2、纸质材料填报。请将申报材料（纸质，盖章原件一式 3

份，双面打印，用订书钉装订：其中《国际标准新工作项目提案

文件审核表》和《项目建议书》需要签字盖章，分别单独装订，

其余材料按照申报材料排序装订成套）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 17

点前（以寄出时间为准）以邮政快递（EMS）寄送至 ISO/TC249

国内技术对口单位，逾期不予受理。 



寄送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中国中医

科学院临基所。联系人：宗星煜 19800366195。 



附录 1 

2022 年度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中方后备项目申报指南 

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填写要求 

项目申报材料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准确。 

2、申报单位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项目牵头申报单位和参与单位应为我国（含

香港和澳门地区）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等，具有独

立法人资格，截止申报时成立时间超过一年，有较强的科技研发

能力和条件，具有良好国际合作基础，运行管理规范。 

（2）诚信要求。项目牵头申报单位、项目参与单位以及项

目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

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名单”记录。 

3、申报人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原则上具有我国国籍（含香港和澳门地区），

年龄不超过 65 岁，为申报单位全职聘用人员； 

（2）技术能力要求。原则上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应

具有英文一般会话的能力； 

（3）限项要求。每个项目限一位申报人，且每个申报人每

年度限申请一项中方后备项目（含系列标准项目），截止申报时

主持的在研国际标准不超过两项（含两项，批准阶段及以上阶段



不计入在研项目）； 

（4）既往工作要求。无 ISO 中方后备项目通过评审后因自

身原因未能推进的记录；且无主持在研 ISO 国际标准项目延期记

录； 

（5）其他。申报项目受理后，原则上不能更改申报单位和

负责人；符合年度后备项目指南规定的其他要求。 

形式审查评分表 

提案名称  

提案人及

国籍 
 提案单位  

评分项目 

填写要求（说明：此项为 10 分，总分 10 分。） 备注 

1. 是否符合填写要求（参见附录 1 的 1）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不符合要求： 

1）1 份及以上英文文件存在 5 处及以上错漏； 

2）1 份及以上中文文件存在 3 处及以上错漏。 

□是 □否  

申报单位资格要求（说明：每项为 5 分，总分 10 分。）  

2. 是否符合资质要求（参见附录 1 的 2（1）） □是 □否  

3. 是否符合诚信要求（参见附录 1 的 2（2）） □是 □否  

申报人资格要求（说明：每项为 5 分，总分 20 分。）   

4. 是否符合资质要求（参见附录 1 的 3（1）） □是 □否  

5. 是否符合技术能力要求（参见附录 1 的 3（2）） □是 □否  

6. 是否符合限项要求（参见附录 1 的 3（3）） □是 □否  

7. 是否符合既往工作要求（参见附录 1 的 3（4）） □是 □否  

一票否决

项目 

提交要求  

8. 是否符合提交要求？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视为不符合要求： 

1）未按时提交； 

2）提交材料缺失 1 个及以上文件。 

□是 □否  

技术内容要求  

9. 是否与已有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及在研 ISO 中

医药国际标准项目重复？（参考网址：

https://www.iso.org/committee/598435.html ；

https://www.iso.org/committee/54960.html） 

□是 □否  

总分   

 



附录 2 

2022 年度 ISO 中医药国际标准中方后备项目申报指南 

技术审查要点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技术审查要点。 

1. 战略需求。 

1) 与中医药抗疫相关项目、针灸针质量与安全相关项目优

先考虑； 

2) 鼓励国际合作，协作共赢； 

3) 类似项目择优选择项目团队。 

2. 技术水平。 

1) 全球相关性。项目涉及的标准化对象或技术内容符合全

球市场需求和全球科技发展，无市场扰乱，不会对公平

竞争造成负面影响，不会遏制创新和技术发展，所规定

的特征或要求不仅限制在特定国家或地区，而是考虑到

其他国家或地区不同的需求或利益。 

2) 项目提案。在申报指南范围内，目标陈述清晰，确认利

益相关方，具备详实的信息和文件资料供国家成员体进

行合理性评判依据，可能获得的技术效益、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等较高，且所涉及的标准化对象或

技术内容在 5 个及以上国家或地区有广泛应用。 

3) 标准草案。题目合理，对标准化对象或技术内容的规范

清晰，技术要点明确、数据详实，对于内容密切相关的



已发布的 ISO 和 IEC 国际标准合理引用，对于内容密切

相关的在研的 ISO 和 IEC 国际标准项目予以关注。 

4) 研究基础。具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基础和/或国家

重大研究基础（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药标准化

项目”、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等）的项目优先考虑。 

3. 支撑条件。 

1) 申报团队。团队成员具备英文技术交流和答辩能力，且

为全职聘用，能够长期稳定参与工作。 

2) 申报人。掌握项目内容相关行业的专业技术，并在相关

行业领域具备研究基础和一定的权威性，且为标准实际

主持制定人，具备英文技术交流和答辩能力。 

3) 申报单位。在项目所涉领域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和影响

力，能提供必要的人、财、物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