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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信息服务产业标准化概述 

一、 日本的标准化战略 

日本经济产业省 2002年制定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明确了产业标准整体在国家

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经济产业省奖励和推进日本提出国际标准，坚持国内标准应以国

际标准为依据的方针。经济产业省领导下制定的日本工业标准（JIS），采取了根据企

业需求,以 ISO和 IEC标准为中心，灵活导入的方针。调查、研究、编制、审议信息服

务业标准化的工作主要由经济产业省下属的各个协会来进行。以下几个协会主要从事

与标准化相关的工作。 

 

二、 日本国家标准 

1、日本规格协会 JIS(日本标准协会) 

 

该协会的主要工作是普及、推进工业标准化和质量管理，并以提高社会生活为目的。

主要的工作内容： 

调查、研究、开发项目 

 

• JIS草案制作 

• 关于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 关于管理技术调查研究 

• 信息技术标准化项目 

教育培训项目 

 

• 管理技术的教育普及 

• 举办召开 JIS品质管理负责人研讨会 

• 关于品质管理、品质工学的技术指导 

• 关于品质管理体系以及环境管理体系的教育 

• 举办召开标准化和质量管理全国大会 

JIS标准等普及项目 

 

• 发行 JIS标准 

• 发行 JIS标准英文版 

• 出版单行本及 JIS手册 

• 发行月刊杂志 

• 制作 JIS相关的物品 

• JIS的普及说明会 

• 颁布海外标准 

• 开设标准图书馆 

国际标准化推动项目 

 

• 协助参加国际会议 

• 协助国内对策委员会、干事国接收业务 

• 参加 ISO理事会、ISO政策委员会 

• IEC活动推进会议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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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工业标准调查委员会 JIAC 

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apanese Industrial Standard Committee）成立于 1946

年 2 月，隶属于通商产业省工业技术院。它由总会、标准会议、部会和专门委员会组

成。 

标准会议下设 29 个部会，负责审查部会的设置与废除，协调部会间工作，负责管

理调查会的全部业务和制定综合计划。各部会负责审查在专门委员会会议上通过 JIS

标准草案。专门委员负责审查 JIS标准的实质内容。 

 

图 1：日本工业标准调查委员会组织机构图 

 

 

• 收集国际标准相关的信息 

• 运行国际标准化协议会 

• 与国外的技术合作 

审查注册等项目 

 

• 质量管理体系审查注册 

• 环境管理体系审查注册 

•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审查注册 

• 管理体系审查员评价注册 

质量管理检定（QC检定）

项目 

• 质量管理检定（QC检定） 

总会 

（由委员组成） 

① 知识基础设备特别委员会 

② 消费者政策特别委员会 

③ 人才培养政策特别委员会 

标准部会 适合性评价部会 

专业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 专业委员会 

各行业技术专业委员会 

……………（25）信息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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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日本工业规格 JIS（日本工业标准） 

日本工业标准（JIS）主要由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JISC）组织制定和审议。JIS

是日本国家级标准中最重要、最权威的标准。根据日本工业标准化法的规定，以促进日

本工业标准化为目的。 

细化分为土木建筑、电子仪器及电器机械、汽车、铁路、船舶、钢铁、非铁金属、

化学、纤维、矿山、纸浆及纸、管理系统、陶瓷、日用品、医疗安全用具、航空、信息

技术、共 26项。 

JIS的内容包括：产品标准（产品形状、尺寸、质量、性能等），方法标准（试验、

分析、检测与测量方法和操作标准等），基础标准（术语、符号、单位、优先数等）。自

1990 年以来，JIS 标准总数一直保持在 8200 个左右。其中标准约 4000 个，方法标准

1600个，基础标准 2800个。到 2008年 12月为止，已经制定 10，173项目标准。 

根据社会的需求，在国家及各个行业中选出需要标准化的课题，依据调查结果委员

会对 JIS草案进行研讨。该 JIS草案最终由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审议通过。由主任大臣

制定和修改。下表是日本各个行业 JIS标准制定的数量，以及编制及审议 JIS标准的整

个流程。09年为止的信息服务业务中的 JIS标准为 59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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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各行业的 JIS标准制定数量 

JIS标准制定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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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信息服务产业标准 

以下组织机构在日本规格协会的领导下，研究、编制、审议信息服务业的标准化草

案，并积极参与到国际标准化的活动当中。 

 

1.日本情报技术标准化中心（INSTAC） 

        INSTAC 是日本规格协会下属的组织机构。INSTAC 所实施的是信息技术领域的调

查研究以及标准化草案的制定，由于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进步速度飞快，在反应标准

化需求的同时，每年制定和实施计划。 

从 2000年开始，在 INSTAC设置了“IT标准化战略委员会”，从战略角度特定出

信息技术领域的标准化课题，并研究促进标准化活动。 

INSTAC 进行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法是根据课题来设定调查研究委员会，并综合各

委员专家的意见，该调查研究活动的协调人主要由信息产业领域的主要企业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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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度 INSTAC的主要工作及 2009年度的工作计划如下所示。 

 

• 2008年度 INSTAC标准化调查研究项目 

国家委托业务 1） 关于网格计算的标准化调查研究 

2） 关于软件产品的评价技术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3） 关于高精细画像数据交换技术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4） 关于信息可访问性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5） 关于携带用信息器械的 4方向键盘交互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6） 关于促进利用信息领域标准的标准化研究 

7） 关于信息安全的管理及评价基准的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8） 关于提高软件产品生产的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9） 关于数据库语言（SQL）JIS草案编制委员会 

财团法人 JKA 的

补助事业 

1） 为个性化信息的交换的标准化调查研究 

2） 个人化管理技术的保准化调查研究 

自主事业 1） IT标准化战略委员会 

2） 关于扩张可能的事业报告语言（XBRL）JIS草案制作委员会 

3） 面向嵌入式软件开发的标准化委员会 

 

 

• 2009年 INSTAC标准化调查研究的工作计划 

1、 国际标准共
同研究开发

项目“增强信

息领域的竞

争力” 

 

1） 关于软件的评价技术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对软件产品的品质要求和品质评价以及过程评价的标准

化，提超软件产品的信赖性。 

2） 关于高精细画像数据交换技术标准化的调查研究 

制定标准画像和高精细画像数据可交换的标准化方案，

并将其推向国际标准。 

3） 关于信息可访问性标准的调查研究 

ISO、IEC 标准 71 中“关于高龄人员、有障碍人员的标

准的制定”（JIS Z8071） 

4） 关于携带用信息器械的 4方向键盘交互的调查研究 

使用便捷、容易记忆的四方向键盘操作标准的整理，并

向国际标准提案。 

5） 关于促进信息领域标准利用标准化的研究调查 

调查研究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规格（JTC1）及日本工业

规格（JIS）的利用并促进其利用，公布调查结果，对国

内标准化提出意见，根据需求制作 JIS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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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个补助项
目 

1） 为交换个性化信息的标准化调查研究 

2） 个性管理技术的标准化调查研究 

3、 自主研究项
目 

1） IT标准化战略委员会 

2） JIS管理委员会 

 

2.社团法人 情报处理学会（信息处理协会） 

该学会是日本信息领域中最大的学会，对于日本 IT产业以及研究人才培养都是

不可或缺的存在。 

该协会的标准化工作：受日本工业标准调查会委托从事信息技术国际标准化的

业务，并编制国际标准草案、JIS草案等。作为 ISO（国际标准化机构），IEC（国际

电气标准会议）中 JTC1的成员，参与信息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的开发，并参与 JIS

与国际标准的整合工作。 

 

3.社团法人 情报处理学会 情报规格调查会 ITSC（信息标准调查会） 

进行 ISO、IEC等在信息技术相关的国际标准的审议及调查研究工作，对国内标

准也进行审议，并参与信息处理以及电子计算机的标准化的制定。 

1987年 1月 ISO和 IEC共同成立了关于信息技术领域的合同技术委员会 JTC1，

以此为契机，日本为强化与国际的接轨，将规格委员会改组为情报规格调查会，1987

年 11月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 JTC会议。ITSC的主要工作内容： 

• 技术委员会（含干事会）；JTC1以及直属的组织； 

• 第一种专业委员会：JISC1直属的各 SC（现在有 17 个 SC，其中 15 个）

以及ＷＧ、ＳＧ的对应； 

• 第二种专业委员会：为向国际提案作准备而设定； 

• 第三种专业委员会：标志国际标准 JIS草案； 

 

五、 日本信息服务产业参与国际标准的动向 

查看近期的国际标准化的动向，信息家电、电子、生物统计学、信息安全等，新技

术领域的基础技术的标准化在不断推进之外，实用、应用上的标准化工作也不断在推进

中。在信息领域中，学会、行业团体、国际财团所制定的草案也作为实际应用的标准在

普及。 

信息服务业领域的标准化的制定，不仅欧美在参与，中国、韩国也积极地参与标准

化的工作。从今后的市场拓展来看，日本打算从草案便积极参与标准的制定。 

信息领域的国际标准主要由 ISO（国际标准机构）、IEC（国际电气会议）共同技术

委员来推进 JTC1（信息技术）。JTC1中共设 17个 SC（Sub-technical Committee），推

进基本领域的标准化工作。另外，信息技术领域中，ISO的 6个 TC（Technical Committee）

也在进行审议工作。日本的 JIS标准的编制基本上与 ISO是相对应的。尽量与 ISO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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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1、日本与中国、韩国的合作关系 

• 东北亚标准合作研讨会 

该研讨会从 2003开始在地理位置相对比较近的中日韩之间举办，为各国加强标

准协会间的合作及各个领域的标准化而开展。 

• 日中标准化协作协议 

经济产业省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AQSIQ）之间于 2007年 4月缔结了

MOU，在此基础上于 2007年两国的标准化机关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将 MOU具体化并

制定实施手续。 

 

2、国际标准的参与 

日本各个信息服务协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共参与 23项标准，具体一览

表如下所示。 

 

 

 

 

表 1：信息技术专业委员会参与的 TC及 JTC1/SC一览表 

 JTC1 名称 备注 审查团体 

01 SC2 符号化文字集合 文字代码 情报处理学会 

02 SC6 通信和系统间的信息交换 互联网 情报处理学会 

03 SC7 软件技术 软件、系统 商务机械、情况

处理系统产业

协会 

04 SC17 卡片机个人识别 IC卡、e-护

照、驾照 

情报处理学会 

05 SC22 项目语言、其环境及系统软件接口 项目语言 情报处理学会 

06 SC23 信息交换及保存用数据记录再生

媒体 

DVD、MT、磁

气磁盘 

情报处理学会 

07 SC24 计算机图形学及印象处理 3DMM 情报处理学会 

08 SC25 信息机器相互连接 本地联网 情报处理学会 

09 SC27 安全技术 暗号技术、

ISMS 

情报处理学会 

10 

J

T

C

1 

SC28 办公机器 打印机、复印 商务机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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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复合机 系统产业协会 

11 SC29 声音、画像、多媒体 JPEG、MPEG 情报处理学会 

12 SC31 自动识别及数据取得技术 电子标签、二

次元符号 

情报处理学会、

电子情报技术

产业协会 

13 SC32 数据管理服务 SQL、 情报处理学会 

14 SC34 文章的处理和记录语言 XML相关、话

题地图 

情报处理学会 

15 SC35 用户接口 键盘、图标、

可访问性 

情报处理学会 

16 SC36 学习、教育、培训为目的的信息处

理 

在线学习 情报处理学会 

17 

 

SC37 生物统计学 指纹、静脉、

虹膜认证 

情报处理学会 

18 TC46 信息和信息管理 记录管理、图

书馆信息 

日本规格协会 

19 TC68 金融服务 金融业务中

所使用的信

息通信技术、

信息安全技

术 

日本银行、日本

证劵业协会 

20 TC130 印刷技术（WG2 仅） 标准画像数

据 

日本印刷产业

机械工业会 

21 TC154 行政、商业、工业用过程文书及记

录项目 

EDI 日本情报处理

开发协会 

22 TC211 地理情报 地理情报、

GIS 

日本测量调查

技术协会 

23 

I

S

O 

TC215 保健医疗情报 医疗情报 医疗情报系统

开发中心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http://www.fineprint.cn


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DSIA 

 9 

表 2：JIS与国际标准的整合状况 

 

以上为日本信息服务业标准的研究、制定、审议以及国际动向的主要内容。日本不仅

加强国内标准的制定，而且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并与中国、韩国强强联手合作。力

求在国际社会上能够拥有强有力发言权。 

 

 

编译：大连软件行业协会 

2009-8 

JIS总数 10，173项标准 

与国际标准对应的 JIS数额 5，414项标准 

与国际标准一致的（IDT） 40% 

将国际标准修改的（MOD） 56% 

与国际标准不一样的（NEQ）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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