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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冠肺炎（COVID-19）疫

情让旅游业陷入了前所未

有的低谷。旅游的意义远

远超出休闲的范畴，它代表着自由、

健康和文化，同样也是促进全球财

富与就业增长的经济推动力。要应

对这一局面，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让

旅游业从业者和游客重拾信心，从

而尽快恢复到能够安全、健康地享

受旅游乐趣的状态。

在应对这个全球性挑战方面，

ISO 必 须 发 挥 重 要 作 用， 特 别 是

要通过旅游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

（ISO/TC 228）推动工作。目前，

由西班牙承担该委员会的日常运营。

ISO/TC 228 主要通过制定最佳实

践标准来改善服务，帮助游客根据

实际情况做出合理的决策。

事实上，这次危机已经彻底改

变了我们的优先事项，健康与安全

目前是我们的主要焦点。然而，我

们必须清楚，这次的疫情噩梦终将

结束，等到那天到来，我们的关注

点还将包括人民福祉在内的其他事

情。福祉的含义不仅是消除疾病，

更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涵盖了身体、

心理以及精神的健康状态。这并非

一个全新的理念，但在这次严重的

健康与经济危机过后，我们将更清

楚地看到这一理念的诸多益处。

福祉也不仅仅是拥有健康的生

活方式，注重饮食，加强锻炼或亲

近自然。我们还需关注内在，寻找

良好的健康、幸福和力量。无论其

中的关联如何，福祉的形式多种多

样，人们对其越来越关注体现了消

费 行 为 的 深 刻 变 化， 而 这 些 变 化

又 将 反 向 影 响 各 行 各 业。 根 据 全

球 健 康 研 究 所（Global Wellness 

Institute）的数据，2018 年医疗与

健康的新世界
wellnessThe new wor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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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标准化协会（UNE）主席哈维尔·加西亚（Javier García）

健康行业的产值高达 4.5 万亿美元。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ISO 经过一段时

间的工作，已经制定出与健康和福祉相关

的多项国际标准，比如医美中心服务技术

要求标准 ISO 21426。这项标准由西班

牙品质旅游研究所（ICTE）发起，着重规

范了矿物药水护理的健康特性。此外，针

对海水浴疗中心的 ISO 17680 结合了我

们在海藻护理以及海水浴方面的研究成果，

而针对健康水疗中心的 ISO 17679 则旨

在提升身心、情绪以及社会化方面的均衡。

我们也很幸运能够将传统医药与高科

技虚拟护理手段相结合，比如手机应用程

序、可穿戴技术或聊天机器人，以及其他

技术创新，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健康、孤

独或焦虑的管理。在这方面，一项新的技

术规范正在研制中，主要针对的是卫生与

健康相关应用程序的质量和可信度。

健康并非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保持

散步或运动等良好生活习惯的结果。例如，

骑行已经成为可持续城市倡导的必要交通

方式，未来的 ISO 指南将针对性地提升电

动助力自行车的安全性。而且，潜水和其

他冒险旅游活动的安全实践也是 ISO 国际

参考标准的研制对象。最后，高山滑道及

休闲漂流用品等运动设备及休闲设施的标

准也由 ISO/TC 83 组织研制。

最终，ISO 标准在管理和应对危机方

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如今这些标准一经

发布实施，必将成为安全与高品质服务的

参考规范。■

福祉的含义是一个

综合的概念，

涵盖了身体、心理

以及精神的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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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ing connected

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在社交媒体上举办应对“#COVID19（新冠肺炎）”活动，

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交媒体上保持联系，互帮互助，安全渡过难关。在过去几个

月里，我们努力保证第一时间发布新冠疫情相关信息，让大家团结一致，互相

打气，共同抵抗新冠疫情浪潮带来的冲击。

保持联络

例如，我们通过 @myisolife 的 Instagram（照

片墙）账号举办活动，展示 ISO 中央秘书处员工在

疫情期间居家办公的日常生活。在这里，你会看到

#teleworking（远程办公）人性化的一面，能看到

大家的笑容、可爱的孩子和毛茸茸的宠物！

myisolife 我们逐渐把家改造成了现在这样。客厅
既是办公室、教室、游乐场，也是健身房。

myisolife 在我开视频会议时会有一个神秘的闯入
者，它会配背景“音乐”。它就是我的可爱猫咪，
在我居家办公时一直陪伴着我。

myisolife 我和 ISO 中央秘书处的所有员工一样在
家办公。这就是我的小工作室，在这里我可以追踪疫
情进展，也与同事们保持联系。我为我爱的人、中央
秘书处的同事以及 ISO 大家庭的每个人感到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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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帮人们了解有用信息外，

我们还 重 启了 @isostandards 的 Instagram 账

号。新冠疫情还在不断发展变化，我们会继续密切

跟踪相关情况，定时分享最新动态。ISO 官网（ISO.

org）也会同步更新。

在紧急情况下帮助弱势人群

“我们知道，有些人群比其他人更
易感染新冠病毒。我们要多为这些
人着想，利用 ISO 22395 提供的
相关良好实践，使社会上每个人都
能得到帮助。”

ISO/TC 292 邓肯·萧
（Duncan Shaw）博士

防护服

医疗设备

质量和风险管理安全性能

呼吸机

用 ISO 标准来保护医护人员和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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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SET  
for summer sports
标准护航  畅享夏季运动之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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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漫长的冬季，走出家门到户外转转是保持健

康的有效方式，同时还能享受到温煦的天气。但夏季

是户外运动损伤的高发时段。ISO 有关运动及其他休闲

项目的技术委员会致力于为人们在阳光下释放活力保

驾护航。

文 / 凯斯·洛基特   by Kath Lock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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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季意味着休假和更多的休闲时光，不仅可以放松片刻，也

有机会到户外转转、享受时光、保持健康。世界卫生组织

（WHO）表示，体力运动不足是引发心脏病、癌症和糖

尿病等疾患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WHO 的研究表明，四分之一的

成年人以及八成的青少年都没有进行足够的运动。

研究表明，规律的户外活动对于人们的健康大有裨益。WHO 表

示，进行体力活动的好处远远大于发生事故及损伤的风险，能够增

进肌肉及心肺健康，改善骨骼强度，增加人的能量，有助于控制体重，

同时还能保持大脑健康。2018 年，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

一篇论文针对 120 多万名美国人的运动与健康情况进行研究，结果

显示运动对于心理健康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减少了 12% 至 22%

的治疗开支。

夏季的到来也为我们盘点安全标准提供了良机，这些标准有助

于预防严重损伤，让人们从喜爱的运动中获得最大乐趣。在国际层

面，这些标准是由 ISO 运动及其他休闲设施与设备技术委员会（ISO/

TC 83）组织制定，为防护设备及运动设施的安全性设定了基础要求。

那么，随着夏季来临，更多人选择到户外动起来，了解下 ISO 如何

为我们提供有效保护不失为一件好事。

运动对于心理健康

具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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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健身

太极是一个不错的入门级户外运动，这项运动在数百年前发源于中国，其中糅合了武术和

竞技摔跤，但对多数人而言，太极的动作缓慢而从容，有助于在运动时专注于呼吸、冥想和

保持平衡。

中国武术协会表示，练习太极只需占用很小的空间。协会的工作人员指出：“练习太极的

最佳地点是在环境优美的户外，空气清新，符合太极思想所倡导的‘自然与和谐’的理念。”

更多研究表明，太极可以帮助不同能力层次与年龄的人们改善身体的灵活性、神经系统、

免疫力、消化及心血管系统。太极还有助于预防和缓解抑郁症、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症相

关症状，已被广泛纳入运动康复和术后恢复中。

如果你想通过练习太极达到比拉伸和放松更好的效果，你还可以进阶练剑。中国武术协

会已经同 ISO 武术分技术委员会（ISO/TC 83/SC 6）共同制定了武术太极剑的国际标准

ISO 20740。这项标准规定了剑柄、剑刃及护套的材料要求及尺寸，以确保任何人在进行徒

手太极之外的练习项目时，其自身安全及所用产品的品质可以得到保证。但是切记，你必须

先掌握好练太极的基本功。

练功服如今也有了 ISO 标准。结合生产商的诉求，ISO 20739 规定了武术太极运动服

装的分类、要求以及测试方法。“服装按照传统中国民服风格设计，并作为正式竞赛或表演

场合的强制要求。这体现了人们对于太极的尊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认可，”武术协会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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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运动

从公园转到水中，对于很多人来说，

游泳是假日里不可或缺的亮点活动。为确

保泳池安全，人们引入了计算机视觉系统，

将其广泛用于公共泳池以及面积大于 150

平米的泳池。

《ISO 20380：公共泳池——泳池溺

水事故监测用计算机视觉系统——安全要

求与测试方法》规定了相应的安全技术要

求和方法，通过持续扫描泳池，利用数学

计算探测泳池底部的实体并激发警报，节

约宝贵的救护时间。

这项标准由 ISO/TC 83 技术委员会

组织制定，用于帮助救生员预防公共泳池

中的溺水等事故。“我们的研究表明，受

限于建筑设计、组织管理以及个人因素等

原因，仅靠救生员并不能完全预防溺水事

故的发生，”该技术委员会专家乔安娜·洛

朗（Joanna Laurent）表示。即便有了计

算机视觉系统，受过训练的救生员以及儿

童家长仍然要时刻警惕。洛朗指出，“该

系统只能由训练有素的专家来使用，而且

我们不能将其作为唯一的预防措施。”

“数据显示，在有救生员在场的情况

下，依然会发生溺水事故，因此游泳者有

必要接受相应的培训课程，父母要始终陪

伴着孩子，关注着他们的安全。任何系统

都不是万能的，所以有必要采用各种措施

来加强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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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漂浮

牢记安全第一，游泳将是夏季在户外玩乐和锻

炼的亮点活动。新颖的充气产品近年来风靡各地，

它们的形状、设计和用途都超出了救生衣和戏水池

的范畴。这些产品都能增加水中和水下活动的乐趣，

但同时也存在更大的事故或溺水风险。

针对“水上及水中漂浮游乐物品”，ISO 研制

了 ISO 25649 系列标准，现已完成 7 项标准的制

定，覆盖了设计、使用、稳定性和负载能力等方面

的技术要求。“我们需要对水中及水上的充气物品

进行检验，通过全面检查，寻找任何相关的潜在风

险因素。”ISO/TC 83 技术委员会专家恩里科·提

科兹（Enrico Ticozzi）说。

“通过风险分析，我们可以确保每一件产品都

依据严格的技术标准来生产，人们在使用产品时感

觉放心——确保任何产品在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从孩子们用的充气臂带、可骑跨的充气羊驼或皮

艇。”

为确保充气产品符合这些 ISO 标准的要求，每

一件物品及其包装上都印有标准编号。“标准清晰

可见，可能影响到设计形象，但不可或缺。你要尽

量避免从沙滩小贩手里购买这类充气产品，而要找

正规的零售商或在网上购买符合 ISO 质量与合规要

求的产品，” 提科兹建议。

保持安全意识，

游泳将是夏季在户外

玩乐和锻炼的亮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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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规律的户外活动

对于人们的健康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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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骑着大型充气羊驼漂浮，你都觉得不够刺激，

那么风筝冲浪可能才是你要的夏季运动。这项运动集

冲浪、帆板和滑翔伞等极限运动于一体，由手控大风

筝牵引着踏板，横渡水面。风筝冲浪相对比较新奇，

1998 年在夏威夷作为竞赛项目首次亮相后走红，计

划纳入 2024 年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中。

然而，这项新的运动项目会带来新的危险，由于

设备问题及薄弱的释放系统，日渐风靡的风筝冲浪项

目已经造成几百起事故。针对于此，ISO/TC 83 已

经发布了《ISO 21853：风筝冲浪——释放系统——

安全要求及试验方法》，规定了释放系统安全地减小

风筝拉力以及能够让人立即脱离风筝的快速释放系统

的最低标准要求。

来自全球风筝运动协会的约尔根·沃格特（Jörgen 

Vogt）曾是这项标准制定团队中的一员。他说：“这

是一项非常刺激的运动，但由于速度、水况和天气条

件等因素带来的风险，它仍被视为一项极限运动。尽

管在熟悉使用方法后，现代的风筝冲浪设备操作起来

已经很安全，但风筝本身会产生极大的力量，一旦应

对不当，就会非常危险。”

沃格特建议，参加由合格教练提供的培训课程是

最安全的途径。风筝冲浪运动的新手需要学习安全系

统和正确的操作技巧，应该先从陆地上的小风筝训练

开始。“经过适当的培训，风筝冲浪就可以成为人人

都能享受的运动项目，无论男女、孩子或者行动不便

的人。只需要经过短期的训练，任何人都可以安全地

进行风筝冲浪，享受活力十足的户外运动体验。”

走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更轻松地享受夏日乐趣，

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如果你还在寻找安全又好玩的

项目来度过你的运动时光，ISO 也制定了跑步机、睡

袋和网球拍方面的国际标准。

当炎炎夏季的烈日渐趋温和，冬季运动项目也会

受到 ISO 的密切关注。所以，无论你在哪个季节运动，

总有标准在为安全有趣的活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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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ing for life
为美好生活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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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照顾好自己，过得健康和幸福比任何时候都

重要。通勤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也给我们提

供了每天增加运动量的有效途径。幸运的是，电助力自

行车（EPACs）的数量不断增加，为人们多做运动铺平

了道路。本文详细介绍了这项新技术的方方面面，以及

ISO 如何帮助我们用最安全的方式骑行，让身体更健康。

文 / 洛葛仙妮·奥克莱瑞欧   by Roxanne Oclari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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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上最智慧的城市都意识到，骑行有助于

倡导简单、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实现可持续

的通勤。由于消费者需求增加，骑行被

视为一种环保的出行方式，因此骑行相关技术的全

球市场预计将飞速增长。这一技术在亚洲非常流行，

亚洲现有 2 亿用户，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动自行车市

场，其次是欧洲和美洲。对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言，

这个市场仍然较小，但随着越来越多人意识到电动

自行车的诸多益处，其使用率预计在未来会增长。

那么，到底什么是电助力自行车（EPAC）？它

是一种至少有两个车轮，通过骑车人蹬车的方式用肌

肉力量驱动前行，并有电动马达提供额外助力的交通

工具。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装有电动马达、充电电

池和其他小配件提供驱动力的自行车。所以，当你想

骑车，但腿或膝盖无力迎接挑战，不要烦躁！随着年

龄的增长，我们可能无法释放更多精力，但电助力自

行车能帮我们完成心愿，让我们轻松开展运动。

骑行不再汗流浃背

你是否害怕休闲骑行后会汗流浃背？别担心！骑

行时，电动马达会是你的亲密伙伴，把你带到目的地。

你一开始骑电助力自行车，电动马达就会提供额外的

动力。你可以自由地用脚来控制速度，有了马达的帮

助，你会感觉自己更有力量，加速也很容易。也许骑

行路上非常崎岖？那就要发挥电助力的优势。或者你

的目的地太远，而你不想忍受常规的交通方式？那就

选择骑行吧，骑的时候不会汗流浃背，会节约你的时

间和精力。

休闲娱乐骑行还能增强本地社区的凝聚力。它能

给予我们其他任何交通方式都无法给予的自由感。你

可以自由自在地骑行于各地，永远不用担心是否需要

加油。你可以自由地骑行到任何地方，不必置身于嘈

杂拥挤的交通之中。最重要的是，你拥有了享受乐趣

的自由！鉴于人们对这项技术的兴趣愈发浓厚，多项

研究也强调，骑行能促使人们多做运动，获得无数的

健康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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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向健康

骑行能给人们带来无数益处。因为自行

车使用方便，人们更加喜欢骑行运动。它不

仅 能 锻 炼 心 脏 和 肌 肉， 还 能 令 人 重 获 幸 福

感。 美 国 自 行 车 制 造 商 和 骑 行 者 行 业 协 会

PeopleForBikes 的一系列研究和统计显示，

在全世界的不同地区，电动自行车的使用率和

收益都在不断增长，市场也在不断扩大。

崔克自行车公司（Trek Bicycle）是美国

最大的自行车和骑行产品生产商。该公司高

级产品合规工程师斯蒂芬·柏格伦（Stefan 

Berggren）认为，这些技术并不像大众想象的

那样，它没有剥夺人力骑行的生活方式，反而

发挥了助推作用。“电助力自行车的兴起带来

了新机遇，在通勤方面给予人们更多自由。这

项革命使人们将骑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或休闲

方式，”他说。

定期骑自行车还能改善我们的免疫系统，

刺激大脑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而荷尔蒙能提

升士气，有助于保持心理健康——怪不得大家

在一次畅快淋漓的骑行后都笑容满面，虽然运

动强度很大，却是令人舒畅的有氧运动！

电助力骑行对人全身的肌肉都有好处。它

能锻炼下肢的肌肉力量，改善腿部和臀部的肌

肉，使其变得更加强壮。骑行还能培养技能和

平衡能力。此外，它通过锻炼深层的肌肉促进

血液和淋巴流通，让身体有更多精瘦肌肉而非

脂肪。

最重要的是，骑自行车能减少患严重疾病

和慢性病的风险，如糖尿病、癌症、心血管疾

病，甚至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研究显示，

骑电助力自行车能改善身体健康状态，增强幸

福感。实际上，每天一次骑行的确有助于改善

心血管、呼吸系统、神经性、肿瘤、代谢和风

湿方面的疾病，而且在坚持骑行一段时间后，

睡眠质量也会得到大大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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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安全

随着骑自行车逐渐普及成为一种竞争性运动或

消遣方式，这反映了电动自行车已发展成可持续交

通的新兴市场。波特兰州立大学（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显示，电动自行车鼓励更多人尝

试骑行，提高了原本骑行人的骑行频率，而且人们感

觉骑电助力自行车比自行车更安全。该研究还显示，

电助力自行车还在逐渐取代开车旅行。

然而，随着电助力自行车使用率提升，也产生了更

多的安全问题。根据各国对电动马达助力最大速度的规

定，电助力自行车的平均时速约为 16 到 30 公里，电

助力自行车是否比普通自行车更易发生碰撞和事故呢？

《交通研究》（Transportation Research）杂志刊登

的一项研究表明，电助力自行车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

患。仅在欧洲，每年就有 2000 人死于自行车交通事故，

主要原因是这种自行车的速度过快，而且越来越普及，

因此增加了自行车事故的风险。

那么，ISO 到底是如何降低自行车事故风险的呢？

自行车国际标准的历史悠久，首个自行车安全系列标

准——ISO 4210 系列标准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布。

该标准由 ISO 自行车技术委员会（ISO/TC 149）下

设的自行车和主要配件分技术委员会（SC 1）制定。

SC 1 主席菲利普·罗格朗（Philippe Legrand）认为，

在制定这些标准的过程中考虑了与自行车相关的所有

安全因素：“我们希望骑行者不仅有很好的骑行体验，

更重要的是获得安全体验，这样才能确保自行车有可

靠的质量制度保障，”罗格朗补充道。

制定这些标准是为了响应全世界的需求，确保单

个零部件和整个自行车都能有足够的强度和耐用性。

最终，确保生产出的自行车符合国际标准要求，对骑

行者来说既安全又实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这些标准不断得到修订以应

对消费者、政府机构、行业和城市不断变化的需求，

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如今，骑自行车逐渐发展为运

动、休闲和旅游的一种有效方式，而 ISO 的工作也

慢慢拓展到电动自行车领域，制定了新的技术规范，

ISO/TS 4210-10 规定了电助力自行车的安全要求。

骑自行车能给人

带来无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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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电助力自行车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出行方

式，让我们可以到户外去，无需花太多精

力就可以感受微风拂面，享受阳光沐浴和

内啡肽分泌带来的愉悦感受。

目前来看，骑电助力自行车带来的益

处要远远大于其风险。不论哪里有风险，

ISO 都会协助管理并减少风险。骑自行车

能给我们带来很多收获，让人更健康和幸

福，此外还能减轻压力，带来更多乐趣和

自由。我们不应该错过利用这项技术的机

会，尤其是它还能为大家带来更美好的环

境。但开始骑行需要信心和决心。现在就

选择一个目的地吧！可以确定的是：无论

你的目的地在哪里，电助力自行车都能用

有趣和健康的方式带你到达，这一点是其

他任何交通工具都无法比拟的。■

骑电助力自行车

带来的益处要

远远大于其风险。

无畏的新车轮

生活和标准化都需要适应变化。例如，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任何人都没有预料到的

方式爆发以来，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我们应该与他

人保持至少 2 米的社交距离，以减少病毒

的传播，而乘坐公共交通和拼车出行都无

法避免与他人直接接触，这在今后很长一

段时间里都可能被视为风险。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电动自行车似

乎已然是出行的更好选择，因为它更容易

操作，而且是一个人单独骑行。在综合考

量疫情前后人们对这种出行方式的看法后，

柏格伦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绝对是

一种警醒。疫情让我们重新看清了很多曾

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我们对这项技术

的看法发生了很大改变。”尽管大多数人

都选择呆在家中，以避免进一步传播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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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tep ahead 
with mobile apps
手机应用程序：先人一步聚焦
健康问题

我们都知道治病不如防病。所以，随着手机应用程序数

量激增及其功能日新月异的发展，我们有了越来越多机会改

善健康状况。但手机应用程序有哪些隐藏的危险？生产商如

何才能解决这些问题，使之更安全可靠，为我们带来健康和

美好呢？

文 / 克莱尔·奈登   by Clare Na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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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
耗和燃烧的卡路里、血压或血糖、走路步数或攀爬里程……

通过手腕上的舒适设备，我们似乎可以测量无数指标。据专

业研究咨询公司 R2G 估计，健康和保健应用程序的数量从

2017 年的约 32.5 万增加至 2019 年的 40 多万。随着我们越来越习

惯通过滑动手指来获得所需的一切，应用程序开发商正在努力满足我们

的期望，也加速了应用程序的增长趋势。

我们对健康方面信息的需求不断增加，相关技术也快速发展，对实

用性的认可度也迅速提高。例如，德国预计将于今年通过一项法律，准

许医生为患者推荐健康应用程序，其他国家也有望效仿这一做法。

那么，到底什么是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将其定义为“身体上、心理

上的完满状态以及良好的社会适应力，而不仅仅指的是没有疾病或衰弱

的状态”。托德·库伯（Todd Cooper）是以标准为基础的健康信息学

和医疗器械技术方面的国际专家，也是美国技术咨询组（US/TAG）的

主席。他认为，健康和保健应用程序数量增长的驱动因素是人们渴望更

具整体性的保健方法。

健康和保健大体上以营养和生活方式等因素为基础——这些都不属

于传统医疗的范畴。“这非常适合使用应用程序，”库伯说，“随着人

们的健康意识增强，对技术的兴趣增加，并寻找可以更好地掌控自身命

运的替代方案，健康应用程序的使用范围更大了。”

ISOfocus_141 | 21

https://research2guidance.com/hipaa-gdpr-and-connected-health-interview-with-jovan-stevovic-ceo-of-chino-io/?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1
https://research2guidance.com/hipaa-gdpr-and-connected-health-interview-with-jovan-stevovic-ceo-of-chino-io/?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1
https://healthmanagement.org/c/it/news/german-doctors-to-prescribe-health-apps-in-world-first?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1
https://www.who.int/about/who-we-are/frequently-asked-questions?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1


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

的应用程序技术。

了解应用程序

目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技术。一些应用程

序具备测量体内健康数据的内置传感器，另一些可测量体温

等外部感官信息。在医疗等领域使用的一些传感器甚至能够

比我们自己更早地感知我们健康状况的变化。它们有各种算

法，所能进行的计算是我们无法或者很难做到的，包括卡路

里计算、行走距离测量、体重指数评估，以及记录我们在体

重和运动次数方面取得的进步。

我 们 通 常 使 用 的 应 用 程 序 包 括 冥 想 应 用 程 序

Headspace、 卡 路 里 计 算 应 用 程 序 MyFitnessPal 以 及

运动轨迹跟踪应用程序 Endomondo Sports Tracker。

Endomondo Sports Tracker 可以将手机中的全球定位系

统与体力活动结合起来，以追踪运动轨迹、测量距离和卡路

里。此外，睡眠应用程序可以测量睡眠周期并在适当时候叫

醒你，有的应用程序可通过记录烟瘾发作和取得的进步来帮

助戒烟，还有的能在苹果手表上做心电图并与医生分享。

以上只是市场上众多常见应用程序中的一部分，它们能

基于我们提供的大量信息提出适合的建议。你可能会想，如

果使用得当，应用程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但这里面会不会

有什么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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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风险

当一个行业发展壮大时，潜在风险也会增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这样。库伯指出，风险分为真正的风险和

感知风险。“希望通过应用程序来找到五英里之内价格最低的汽油是一码事。如果它不能满足需求或者向我提

供虚假的指导，我会觉得没关系，也许下次运气会好些，” 他说。“但当涉及到健康时，风险就跟个人更加息

息相关，应用程序可能会带来一些小麻烦，需要呼叫紧急服务，甚至造成死亡。如果一款药物剂量应用程序因

小数点位置错误而导致剂量错误，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戈拉·达塔（Gora Datta）是电子健康和手机信

息通信技术方面的国际专家，也是 ISO 健康信息学

技术委员会（ISO/TC 215）的专家。他说，健康应

用程序能够获取翔实的用户个人可识别信息以及医疗

方面的信息，这也会带来风险。“这很显然会引发隐

私、安全、权限控制和保密性以及基础设施完备性等

方面的问题，”他认为。

“我们还需要清楚地知道如何确保数据存储和管

理、网络使用和维护，以及兼容性和互操作性等方面

的实用性。”现在有一些标准和法规可以提供帮助。

比如，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认识到健康信

息技术的许多益处，但要求开展风险评估并合理地管

理风险。

FDA 在其题为《< 食品药品管理安全与创新法

案 > 健康 IT 报告——就风险框架提出战略和建议》

的报告中写道：“全国性的健康 IT 基础设施能够为

美国公众带来诸多益处，其中包括防范医疗失误、提

高效率和医护质量、降低成本，以及提升消费者参与

度。然而，如果健康 IT 设计、发展、实施、维护或

使用不当，就会给患者带来风险。”所以，尽管手机

健康应用程序对公共健康大有裨益，但是标准和最佳

实践的确定、制定和使用是健康 IT 框架的一个重要

方面，可以推动创新并保护患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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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前景

那标准的情况如何？近几年来，许多组织机构

都在研究健康 IT 这个棘手的问题。比如，国际电

工委员会（IEC）参与了对应用程序开发商的指导。

2010 年发布的 IEC 80001-1《包含医疗设备的

IT 网络的风险管理应用——第 1 部分：作用、职责

和行为》国际标准明确了责任机构必须履行的职责，

以发现、缓解和管理与将医疗设备和系统融入 IT

网络有关的风险。

然而，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手机应用程序认证流

程来确保应用程序安全、可靠和稳固。2015 年，

ISO 成员英国标准学会（BSI）发布了 PAS 277《健

康和保健应用程序——全生命周期质量准则——操

作准则》。这一规范在英国广受欢迎，它考虑到了

健康和保健应用程序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公众对于

其质量和可靠性的关切，针对开发医疗应用程序要

了解的重要事宜提供了指导。鉴于其反响良好，我

们认为有必要吸纳国家层面的工作成果，并汇聚全

球专家的意见，在国际层面提供相应指导。为此，

ISO/TC 251 与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健康信息学技术

委员会（CEN/TC 251）合作，共同制定国际通

用的健康和保健应用程序技术规范。

此外，健康资讯交换第七级协定（HL7）于

2018 年 6 月取得了一些进展。HL7 是 ISO 成员

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认可的非营利标准制

定组织，发布了《消费者手机健康应用功能框架

（cMHAFF）》试用版，为手机健康应用程序开

发商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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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应用程序

正在制定中的技术规范 ISO/TS 82304-2《健

康软件——第 2 部分：健康和保健应用程序——质量

和可靠性》未来将与 IEC 82304-1《健康软件——

第 1 部分：产品安全性通用要求》一起使用。该标准

旨在帮助公众树立对应用程序等健康软件产品的信

心。该标准现在由 ISO/TC 251 下设的联合工作组

JWG 7 与 CEN/TC 251 共同制定。此外，该标准

聚焦“越来越多人使用健康和医疗保健方面的软件，

而它们正在逐渐融入医疗信息学，”JWG 7 联合召集

人尼古拉斯·奥提布瑞智（Nicholas Oughtibridge）

解释说。

ISO/TS 82304-2 将规定健康和保健应用程序开

发方面的要求，这些应用程序旨在满足医护人员、患

者、看护人员及广大公众的需求。“它将包含一系列

质量准则，涵盖应用程序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从开

发、检测、发布到更新。这些应用程序包括本地、混

合型和网络应用程序，与可穿戴设备和其他健康设备

有关的应用程序，以及与其他应用程序关联的应用程

序，”他具体说道。

该技术规范会产生很多潜在影响。它将为所有应

用程序开发公司提供指导，不仅适用于技术公司，还

适用于国家健康技术管理机构和政府医疗机构。库伯

补充说，使用该标准还会让消费者、消费者维权组织

以及医疗研究人员等受益。此外，该标准将直接助力

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3（良好健康与福祉）和

目标 9（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

ISO/TS 82304-2 的制定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将

于明年发布。该标准预计将成为健康领域独特的创新

平台，促进开发更安全、更有效的技术。随着老龄人

口的增长以及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慢性病患者数量不

断增加，需要尽早开发和使用得当的手机应用程序。

此外，它们将以安全性和隐私性为核心，把健康的责

任重新交回消费者手中。让我们祝福应用程序健康发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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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了解标准如何帮你变得更健康、快乐。

保持健康的 6 种方法

医疗旅游标准
（ISO/TC 228）

食品标准
（ISO/TC 34）

中医药标准
（ISO/TC 249）

个人护理

健康饮食

辅助医疗

化妆品标准
（ISO/TC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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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与休闲标准
（ISO/TC 83）

自行车标准
（ISO/TC 149）

探险旅游标准
（ISO/TC 228）

潜水标准
（ISO/TC 228）

水疗与海水浴疗标准
（ISO/TC 228）

职业健康与安全标准
（ISO/TC 283）

体育运动

水疗与健康

职场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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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s  
for medical spas
医疗型水疗发展的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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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现在感到疲惫不堪、心力交瘁，

可能需要做做面部护理，医疗型水疗会满

足你的需求。但你如何能确保其安全可靠

呢？在本文中，两位专家探讨了这个产值

达上万亿美元的行业的发展，并解释了为

什么 ISO 医疗型水疗标准是保持行业创新、

健康发展以及确保服务质量的宝贵工具。

文 / 安·布莱迪   by Ann Br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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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前的水疗仅限于指甲护理、足部护理和按摩。按摩方式有很多种，包括瑞典式按摩、运动按摩、保

健按摩、具有东方风情的古印度阿育吠陀式按摩以及热石按摩等。每一个宣称提供豪华设施的酒店

和度假胜地都提供包括上述所有种类的水疗服务。人们成群结队地来做水疗，他们身上涂抹着按摩油、

被反复拍打着，享受着这种宠溺，然后裹上蓬松的毛巾。这是他们远离快节奏、放空自己、放松心情以及舒缓

压力的地方。

随着水疗行业不断发展，治疗方法也不断增多，而且重点更多地转移到了保健和疗养上。人们开始想做按摩，

又要做面部和身体护理，为什么不做得更全面些，来个全身治疗呢？于是，医护专家与美容师和理疗师携手检查

健康状况，并就改善和保持健康状况的流程提出建议。医疗型水疗应运而生。

整体性疗法

当我们想到医疗型水疗和临床治疗的时候，首先

想到的是瑞士等国家。巴德拉格斯度假酒店（Grand 

Resort Bad Ragaz）坐落在苏黎世附近的阿尔卑斯

山麓，是一家以温泉闻名的企业。一直以来，该酒店

紧跟时代发展，被认为是欧洲一流的疗养和医疗养生

度假胜地之一。该酒店的医疗健康主管特奥·阿巴拉

诺（Teo Albarano）在酒店网站上写道：“预防对于

保持健康越来越重要，因此将医学检查和健康结合起

来非常有意义。”

位于奥地利举世闻名的梅尔诊所（Mayr clinic）

也是富人和名人推崇的度假胜地，该诊所因其“将医

疗、营养、锻炼和意识训练结合的整体性疗法”而声

名大噪。它承诺客户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身体，从

而享受“更好的身心平衡和健康状况”。

《2018 年全球健康经济监测》研究报告由全球

健康研究所发布，提供该行业的综合数据。报告显示，

越来越多的人将身体护理和个性化医疗结合起来。该

研究院称，目前健康行业在全球的市值是 4.2 万亿美

元。美国医疗型水疗协会（AmSpa）在其 2019 年发

布的《行业报告之医疗型水疗现状》中称，该行业不

仅增长迅速，而且已“发展成为全国主要的增长型行

业之一”。并且，医疗型水疗的收益一般为每年 100

万美元。

在如今的数字化时代，即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时代，技术也推动着该行业的发展。据 AmSpa 称，

技术“是当前医疗型水疗行业增长的关键所在”，因

为它在非侵入式治疗方面有很多进展，比如价格更实

惠、使用更广泛的肉毒杆菌毒素。正如 AmSpa 说：“只

要技术能使人们以简单和（相对）无痛的方式让时光

倒流，那就会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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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内心的安宁

随着世界越来越互联，人们在寻求更

健康的生活方式，医疗型水疗行业会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根据商业咨询公司 Grand 

View Research 编写的《医疗型水疗市场

规模、份额及趋势分析报告》，全球医疗

型水疗市场规模“预计到 2026 年将达到

339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为 13.8%”。“越

来越多让人变美的新方案将成为推动其发

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

对数字时代眼光敏锐的游客来说，在做

完舒缓按摩之后躺在沙滩椅上休息还远远

不够。如今，保持健康不仅仅指的是不生病，

还意味着拥有更完满的身体状态。尤安·平

托·巴博萨（João Pinto Barbosa）在欧

洲和南美的水疗和健康度假行业有 20 多年

的从业经验。他形容健康是“心理、身体

和情绪都健康和谐的一种状态。”这一点

不仅适用于老年人，年轻人也是如此。健

康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整体健康、个人

护理、健康营养、体育锻炼、旅行、友好

待客和心理健康”。

然而，无论是医疗型还是其他类型的

水疗都承诺可以让人享受到内心的安宁。

在这里，你可以抚平现代生活带来的沧桑，

消除忧虑。但对于首次考虑尝试医疗型水

疗的人来说，如何确保我们签约的治疗，

无论是整形手术、消除静脉曲张、激光脱

毛或者治疗更严重的健康问题，是由完全

合格的医疗专家负责的，让我们可以安心

地享受服务？在这一迅速发展的行业中，

如何保障信任和安全？

如今，保持健康不仅仅

意味着不生病，还要

拥有更完满的身体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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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重要作用

巴博萨认为，ISO 21426《旅游及相关服务——医疗型水疗——服

务要求》针对医疗型水疗提供了清晰的定义，在消除消费者疑虑方面发

挥了重要作用。欧洲水疗协会（ESPA）的成员包括 1400 多家医疗型水

疗和健康旅游胜地。巴博萨是 ESPA 的营销经理和执行委员会主席，还

作为专家代表 ESPA 参与 ISO 医疗型水疗工作组的工作。

他极力支持该标准，他说：“在 ISO 21426（以及 ISO 17679《旅

游及相关服务——健康水疗——服务要求》）发布之前，在欧洲和全世

界有很多关于‘水疗’的定义。现在，由于 ISO 21426 的发布，消费者

明确地知道什么是医疗型水疗，以及它们包含哪些服务。”

ISO 21426 为这个蓬勃发展的行业创造了更透明、公平的竞争环境，

巴博萨说。符合标准要求为医疗型水疗带来的益处包括流程改进、成本

下降，以及更可靠、更高质量的服务。“对任何水疗机构来说，这都是

获得消费者信任和喜爱的重要举措。我确信，通过实施 ISO 21426，医

疗型水疗机构将通过更高质量的服务使顾客更满意、产生更多经济效益，

获得更多国际声誉。”

他强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医疗型水疗面临的一大挑战是提高

人们对其诸多益处的认识，如它可作为治疗的一部分、一种预防措施或

养生项目。医疗型水疗可以提高生活品质和公民健康水平，ISO 21426

更突显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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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信心

西班牙品质旅游研究所（ICTE）技术经理马里克

鲁斯·卡迪斯（Maricruz Cádiz）曾经是 ISO 21426

医疗型水疗标准的项目经理。她也强调该标准有助于

提升消费者信心。她说，ISO 21426“规定了对法律

认可的健康机构所提供的医疗型水疗服务的要求，对

其使用的有疗效的矿物质水和其他特定的自然资源提

供医疗监督，如治疗用麻醉气和矿泥。”

她指出，从古希腊时代到现代社会，人们一直在

寻找有疗效的矿物质水的治愈作用。她继续说道，现

在，普通大众对健康和疗养产生兴趣，他们也需要卸

下日常生活中的沉重负担，这使他们对能改善健康状

况的服务尤为感兴趣，其中一些服务以水疗为基础。

但并不是所有水都有药用价值。卡迪斯说，除了

放松效果，仅仅有矿物质药用特性的水被证明对预防

和治疗一些疾病有效。例如，碳酸水能刺激食欲，有

助于身体的循环系统正常运转；重碳酸水被推荐用于

解决消化系统问题。

“所有这些都表明，评估医疗型水疗中所用矿物

质药用水的益处，以及对提供优质服务提出要求具有

重要意义。这就是制定 ISO 21426 医疗型水疗标准

的意义所在。”

除了评估和监测用于健康治疗的自然资源特性的

相关要求，卡迪斯说，ISO 21426 还规定了医疗型水

疗服务、设施和设备、卫生、清洁和维护以及提供健

康治疗的人员情况和资质等方面的要求。

尽管全球健康行业繁荣发展，但它的发展并不是

一帆风顺。巴博萨强调了其中的一些风险。比如，医

疗型水疗在欧洲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在一些国家无法

得到卫生主管部门、卫生基金和医生的认可。“医疗

型水疗行业不仅是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本

土和区域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提高欧洲公民和

政府机构对医疗型水疗行业的认识尤为重要，”他说。

风险与机遇

该行业的另一个重大风险是水疗服务的不公平竞

争，它会损害和削弱医疗型水疗行业的整体声誉。巴

博萨说：“正如我之前提到的，ISO 医疗型水疗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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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水疗标准有助于消费者了解什么是官方认可

的正规水疗机构，这一点非常重要。”

卡迪斯对此表示认同，她说 ISO 21426 可

以区分和评价矿物质药用水对于预防和治疗一

些疾病的良好效果。她把该标准视为“改善医

疗型水疗服务、基础设施和设备以满足现有顾

客期望的重要工具”，顾客见识日益增长、要

求越来越多，他们在享受治疗的益处之外，还

寻求服务的品质和细节。

那么，这两位专家从这一繁荣的行业和

ISO 21426 中学到了什么？对巴博萨来说，

ESPA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其 20 个成员国家在

医疗型水疗市场方面有诸多的法规、商业模式

和观点。正因为如此，他说，ISO 21426 是多

年工作的成果，“我从中学到的最宝贵的经验

是针对医疗型水疗核心问题在欧洲内部达成共

识，构建单一法律框架”。卡迪斯说：“在全球，

随着追求健康承载了特殊意义，这一标准有助

于所有公众都能接触到医疗型水疗服务，并推

广其益处。”

巴博萨指出，目前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

医疗型水疗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鉴于大多数

医疗型水疗所提供服务的特点，这一全方位提

升健康的生活方式能够保持领先优势，并满足

未来社会的需求。对医疗型水疗行业来说，利

用这一趋势并满足消费者期望的三大战略驱动

力是健康、创新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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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ing powers 
of the sea
大海的疗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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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的海水浴疗世界闻名，人气仅次于法国。它是如

何做到这一点的？秘诀在于实施 ISO 17680，该标准有助于

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推动经济增长。

并非只有行家或医学专家才能理解大海或海水的

益处。夏天，在任何一个沙滩，你都能看到游客在水

中欢快地嬉戏，笑容满面，神情放松，享受着好时光。

纵观历史，从古罗马到现代社会，人们借助海水

寻求健康，将自己浸在海藻浴中，身体被泥浆包裹着

进行海水浴疗，以期得到净化和抚慰，恢复元气。

波提切利（Botticelli）在其著名画作《维纳斯的

诞生》中描绘了爱与美的女神浮出海面诞生的场景。

她皮肤光洁、神态安详，踩在一个巨大的贝壳上，悠

悠地漂到岸边，她的头发富有光泽，随着微风飘舞。

她是健康的化身，看上去好像在海浴胜地待了一下午。

海水浴疗已是医疗保健行业蓬勃发展的一部分，

这不足为奇。从气候凉爽的爱尔兰到阳光普照的地中

海沙滩，越来越多人为缓解现代生活的压力，和那些

寻求缓解风湿疼痛和皮肤问题的人一起入住海浴胜

地。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哪个度假胜地的设施得当、

从业人员称职、提供的治疗优质而专业？答案就在

ISO 17680《旅游与相关服务——海水浴疗——服

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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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案例：突尼斯

突尼斯全年气候温暖，拥有大量成熟的海浴胜地，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受欢迎的疗养胜地之一。该国有不少于 60 个海浴中心，都通

过了 ISO 17680 认证，这一点颇让人自豪，也为其疗养服务和产

品质量及环保承诺提供了保障。

ISO 17680 由 ISO 旅 游 及 相 关 服 务 技 术 委 员 会（ISO/TC 

228）制定，规定了海浴中心借助海洋环境的有益因素提供服务以

达到治疗或预防疾病目的需满足的要求。该标准旨在确保正确贯彻

海水浴疗的理念，尤其是卫生和安全方面的规则，为服务质量和顾

客的舒适度提供保障。标准自 2015 年发布后，很快成为突尼斯一项

重点国家项目，以改善其水疗和康复中心。在突尼斯国家标准机构、

ISO 成员 INNORPI 的倡导下，该国一直走在实施 ISO 17680 全

球海浴中心标准的最前列。

突尼斯将最高标准贯彻到一个重点旅游活动中，打算通过提供

优质服务吸引顾客，并且做得相当出色，成功吸引了游客，并促进

了经济发展。2019 年 12 月 25 日，INNORPI 与突尼斯国家浴疗和

水疗办公室（ONTH）签署合作协议，对海浴中心进行 ISO 17680

认证，进一步拓展了相关工作。

海浴中心通过推行

ISO 17680，在世界级

度假胜地提供各种

疗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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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标杆

认证具有变革性力量，为国内外游客

在 突 尼 斯 享 受 海 浴 体 验 提 供 质 量 保 证。

ISO17680 将质量、安全和客户满意度作为

其要求的核心，保证供应方满足所需条件。

因此，该标准可被认为是商家对顾客（B2C）

型的服务标准，直接影响服务方式，同时将

用户的满意度和安全置于首要地位。因此，

该标准成为机构所有者心目中卓越的象征，

标志着他们坚持提供高质量的疗养和产品。

该标准还为这些机构提供了与业内其他

服务供应商进行比较的基准，确保竞争公

平、透明，造福消费者。海浴中心通过在

全国推行 ISO 17680，在世界级度假胜地

里提供各种疗养服务。快速浏览下猫途鹰

（TripAdvisor）网站中含有“你一定要去”“超

棒的服务”“顶级水疗馆”等评语的帖文，

你就会发现所言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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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根基

随着人们对养生旅游的需求持续增长，优质服

务的标准居高不下。现在的旅客既期望海水浴疗设

施维护良好，又密切关注海水的含量。在这方面，

ISO 17680 是一项关键工具，有助于经营者为更广

泛的人群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该标准提出了地方政府需重点关注的五个方

面：基础设施质量、设施和设备、人力资源、最佳

实践及海浴疗养中所用海水、泥浆、海藻等原材料

的运输、贮存和处理，这些材料要格外注意，以最

大程度降低健康风险。客户的安全极为重要，标准

要求制定一套最佳实践，用于管理海水浴疗活动中

的潜在风险。

海水浴疗已成为

医疗保健行业

蓬勃发展的一部分，

这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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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益处

突 尼 斯 要 保 持良 好 声 誉，ISO 17680

正为此提供助力。全国各地一致 遵循 ISO 

17680 规定的卓越标准，不论消费者选择

哪个度假胜地，服务都有保障。因此，突尼

斯珍贵的海岸线已成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游客对海水浴疗服务的认可反过来有望延

伸到该国其他旅游领域，刺激经济增长。

显然，对突尼斯来说，ISO 17680 带来

的好处具有深远的影响。凭借最先进的水

疗中心、完美的服务和高品质的疗养，该国

在医疗保健行业大放异彩。然而，情况即将

发生变化，因为今年的疫情会令各个经济

领域受到影响。

突尼斯的健康行业，跟其他地方一样，

与公众有直接、密切的接触，可能会受到疫

情影响。但希望 ISO 标准给予的质量保证

将帮助该行业重回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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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旅游在稳健增长：仅去

年，就有近 25 万患者跨境就医。

从牙科检查、整容手术到挽救生

命的手术，ISO 22525 有望带动

行业更加蓬勃发展。

医疗旅游肩负厚望
for medical tourism
High hopes

从膝盖手术到鼻部整形，近几年全球

医疗旅游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仅2019年，

其市值就高达 448 亿美元 1）。尽管市场份

额必然会受新冠疫情影响，但行业分析师

预测，该行业长远发展前景良好。

那么，医疗旅游市场为何会激增？医

疗旅游指南《跨境患者》一书报道称，医

疗旅游市场规模正在快速扩大，这归因于

人口老龄化及人们对医疗的更高期待，希

望其价格更低廉、等待时间更短、有多个

治疗时间和地点可供选择。 

患者要想在国外就医，可上网查找私

立医院、外科或专科医生、治疗和康复流程，

而无需咨询旅行社或当地的医生。ISO 认

识到这种方式存在的风险，正在努力确保

基于最佳实践的医疗流程、临床风险管理

和安全，以及患者治疗效果提升都有国际

标准可循。

ISO 旅游业及相关服务技术委员会

（ISO/TC 228）正在制定一项包含医疗

旅游服务要求的新标准：ISO 22525《旅

游及相关服务——医疗旅游——服务要

求》。

ISO 医疗旅游服务工作组（ISO/TC 228/WG 2）召集人莫妮卡·菲格罗拉·马丁博士

1） 大观研究（Grand View Research），《医疗旅游

市场规模、份额和趋势分析报告》（线上）（于 2020

年 4 月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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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对话莫妮卡·菲格罗拉·马丁（Monica Figuerola 

Martín）博士，请她谈一谈正在开展的工作及该标准如何

能拯救生命。

ISOfocus：你怎么加入 ISO/TC 228 的？

莫 妮 卡· 菲 格 罗 拉· 马 丁 博 士： 我 现 在 是 西 班 牙

Quirónsalud 医院国际业务拓展部主管，曾担任西班牙养

生旅游集团 Spaincares 总经理两年。作为旅游学博士，

我对 ISO 在医疗旅游方面的工作非常感兴趣。

首先我们要把医疗游客

与一般游客区分开来。

因为我的资质和专业能力，尤其是在国际旅游产业方面

的经验和兴趣，西班牙国家标准机构（UNE）建议我参与

相关工作。首先我们要把医疗游客与一般游客区分开来。一

个游客在旅行中可能需要计划外或紧急医疗帮助，但医疗游

客已计划好去另一个国家接受治疗，事先为旅行、住宿、手

术、治疗和康复做足了准备。

医疗旅游业有诸多利益相关者，还有更多人持续不断地

进入该行业。有些医院规模较小、名气不大，但他们在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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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

的基础设施是否达标、声誉好不好、医疗水平如何、

是否无保留地分享治疗结果？所有医疗服务的供应

商必须要遵守最佳实践和临床最优操作规范，还要

与患者分享治疗结果，继续增进信任，确保品质有

保障。

此外，我们需要约束那些不满足指南要求的供

应商，降低世界各地患者面临的风险，使他们得到

最好的护理。这是为患者提供良好体验、确保医疗

旅游业患者数量增长、提升治疗效果、在财政和健

康领域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

ISO 22525 将涵盖医疗旅游的哪些方面？

ISO 工作组关注影响患者体验的所有环节。我

们的标准包含 4 项主要内容：旅行前和治疗前的安

排、治疗过程本身（手术或非手术）、治疗后过程

和康复，以及随访策略和患者返家后的护理。这项

ISO 标准意味着，医疗旅游业中的每个养生中心和

其他医疗利益相关者都将达到能够保障优质护理和

患者安全所需的标准要求。

随着越来越多的患者在国外寻求治疗，许多国

家也看到了参与医疗旅游的潜力，这预示着额外的

创收。然而，让人担忧的是，许多患者并不了解什

么是国际标准，也不知道他们选择的供应商是否满

足这些标准。尽管患者可以获取其他患者健康结果

和满意度的调查或反馈，但只有 ISO 及其伙伴组织

的工作才能提供有效的保障措施。这些标准甚至可

以拯救生命！

目前选择出国就医和接受手术的人，主要寻求

哪方面的服务？

人们在寻找无法在自己国家获取的治疗和手术

服务，原因可能是患者病情较为罕见、缺少治疗疾

病所需的专业技能、费用问题、所需治疗不在医保

范围、漫长的等待时间。

医疗游客最常接受的治疗包括整容手术、牙科

手术、心脏手术、骨科手术（关节和脊柱）、癌症

治疗（有时是实验性的或终极手段）、生育治疗（如

体外授精），及用于减肥的胃旁路手术。还有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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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去做扫描、筛查、检查或寻求更多医疗意见。

人们也开始对水疗和养生保健产生兴趣，与此相关的旅

游业也在增长。在这方面，人们希望通过侵袭性更小的方式

变得更健康，往往采用理疗手段，较少用药物治疗。

医疗旅游未来有哪些发展趋势？

在新冠疫情期间，制定医疗旅行计划显然极具挑战性。

尽管如此，我认为对医疗游客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仍然是，他

们如何选择医疗机构以及是否愿意通过旅行获得最好的医疗

服务。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患者及医疗专业人员都会得到更多

新冠病毒防控方面的有效信息。我们也将继续寻求世界卫生

组织的指导来应对疫情。医疗机构符合 ISO 标准后，患者

将能通过了解医生的专业技能和资格水平、所需治疗费用和

其他患者的评价和评级，信心十足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中

心。有趣的是，虽然一些患者要考虑钱的问题，但我们发现，

对于许多患者来说，钱的问题没那么重要，疗效和安全才是

他们最关心的，未来依然会是这样。

ISO工作组关注影响

患者体验的所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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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 ISO 22525 有何期望？

如今，旅游标准已发展成为真正有用的工具，帮助

组织机构更好地进行市场定位，医疗旅游标准也一样。

首先，我们希望，ISO 22525 制定完成后能在全球相

关公私医疗保健领域广泛分享、传播。对于我个人而言，

我希望这个标准将成为医疗旅游业的终极标杆，被世界

上最负盛名的公私医疗机构采用。我们想让所有患者无

论去哪儿旅行，都能享受到最好的治疗服务，得到最好

的治疗结果。

最后，我认为，人们在改善健康状况、选择医疗服

务上有很多选择，世界上有许多优秀的医生、先进的创

新治疗方案。我建议大家去寻找最好的医疗解决方案，

无论要走多远。■

人们在寻找无法在自己国家

获取的治疗和手术服务。

ISOfocus_141 | 47

https://www.iso.org/standard/73387.html?utm_source=magazine&utm_medium=focus&utm_campaign=141


EMPOWERING COMMUNITIES 

VIRTUAL MEETINGS  
GET THUMBS UP

ANSI SPOTLIGHTS SANITATION

buzz

我们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近五千场会议，召集全球

专家共同制定 ISO 国际标准。自从今年 3 月新冠疫情在

全球爆发后，标准化界几乎在一夜之间转到线上了。其结

果是，在更多专家更广泛的参与下，最终制定出了更好的

标准。

ISO/IEC 人工智能分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 

1/SC 42）全体会议仅是 2000 多个在线会议中的一个。

作为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共同举办的会议，会

议日程需要进行重大调整，以解决多个工作组的跨时区问

题，适应他们不同的需求。同时还要灵活安排日程，不影

响与会人员处理其他日常工作。

迄今线上举办的 500 多场ISO 会议获得了极大肯定，

出席人数高于往常，也完成了预定目标。ISO/IEC JTC 

1/SC 42 主 席 瓦 埃 勒·威 廉 姆·迪 亚卜（Wael William 

Diab）说：“大家极富团队精神，有共同的目标，结果也显

而易见”。出人意料，网络会议竟能通过疫情的考验。

新冠肺炎使最弱势人群面临更大的风险，但很难弄清楚

究竟谁处于这种险境中。在危机关头，我们当前的挑战是确定

谁面临的风险最大，并确保他们得到所需的帮助。这就凸显出

ISO 社区复原力标准对于有效进行应急规划的重要作用。

大量实地研究表明，针对弱势群体成功地开展灾害应

急响应依赖于缜密的规划。基于这一研究结果制定的 ISO 

22395 起到了关键作用，它有助于地方政府、应急服务组织

和社区团体确定最弱势群体、了解他们的需求、使他们真正得

到帮助并学会自助。

社区复原力的构建也需要动员更多志愿者加入，如果社

区知道如何充分利用志愿者的力量，它就能更好地应对危机。

ISO 22319 有助于参与协调工作的组织机构管理志愿者动

员过程、使他们更切实地参与应急工作。危机是生活的常态，

但采用 ISO 标准提升社区复原力能帮助我们渡过危机。

ISO 美国国家成员体美国国家标准学会（ANSI）近期制作了一个视频，强调厕所及适

当卫生措施的重要性。该动画视频于世界水日（7 月 8 日）同时发布法语和汉语版本，展示

了国际标准 ISO 30500 和 ISO 24521 如何助力改善全球卫生状况，使所有社区更加

整洁，实现繁荣发展。

提起创新，我们通常先想到高科技。但国际标准不仅仅在 3D 打印和太空旅行等领域

可以发挥作用。ISO 标准也关注无下水道卫生系统等革命性技术，

以此致力于改善 40多亿无法使用像样厕所的人的健康和卫生状况。

全世界有 23 亿人没有任何卫生设施，并且每年有 2 亿吨人类

排泄物未经处理。随着人们再次重视清洁和洗手对健康的重要性，

ANSI 的动画短片及时提供了有益的信息。

网络会议获赞誉

促进社区强健发展

ANSI聚焦卫生健康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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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CE GENDER DECLARATION :  
ONE YEAR ON

BUSINESS CONTINUITY AT ISO

GOALS AND 
PRIORITIES  
FOR CHINA

2019 年 5 月 14 日，ISO 签署了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

的《促进性别平等标准和标准制定宣言》，距今已有一年。从那时起，我

们努力履行承诺，推进性别平等。《宣言》要求签署方制定和实施性别

行动计划，以支持更具性别平等和性别包容性的标准制定流程，增强标

准本身对性别的快速反应。

《宣言》签署仅仅几个月后，ISO 理事会批准了《性别行动计划

（2019-2021）》，提出支撑标准化领域性别平等的倡议和远大目标。

ISO 还推出性别问题协调网络，作为性别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这一平台

有助于在全球成员间分享知识和最佳实践，其中

48 个成员也签署了《宣言》。

为了进一步拓展去年的工作成果，我们将有

效跟踪性别行动计划中的长期目标。为此，ISO

正在努力收集标准化工作中性别相关数据，以此

为基础更好地了解这项挑战的难易程度。

“我们要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国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ISO 中国国家

成员体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SAC）

主任田世宏在 2020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会

议上发表致辞时说。他鼓励标准化工作者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

此次会议于今年年初在北京举行，中

国政府代表和标准化专家出席会议，共议

国家标准化工作。“国家标准化工作计划”

通常在这个年度会议上发布，确立未来一

年的目标和工作重点。

去年，中国在标准体系改革和标准实

施监管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而 2020 年

对于国家规划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助

于确定标准化工作的战略定位。其他重点

工作包括增强标准体系的活力、深度参与

ISO 治理，以提升中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

一致性程度。

过去几周，ISO 一直在呼吁采用新型创新工作方式保持其业务连续性。自今年 3 月新冠疫情爆发后，ISO 中央秘书处

要求所有员工在家办公，确保向 ISO 提供全方位的服务。ISO 技术会议也转到网上召开，使技术工作保持连续性。这一状况

仍会持续，直到另行通知。

我们基于 ISO 22301:2019 制定了业务连续性战略，以降低疫情对中央秘书处产品和服务、活动和资源等 ISO 工作

的影响。此外，受意大利国家成员体意大利国家标准化机构（UNI）的启发，我们在 ISO 官网（ISO.org）创建了一个网页，数

十个成员在上面分享了应对疫情的经验和最佳实践。

我们还整理了一份 ISO 标准清单，成员们可在网上免费获取。这项行动由 ISO 与其伙伴组织 IEC 联合发起，IEC 也免

费提供补充标准。ISO 中央秘书处将在接下来几个月继续审查其业务连续性战略的有效性。

相关标准链接：ISO（www.iso.org/covid19）– IEC（https://go.iec.ch/covid19faq）。

“促进性别平等”宣言签署一周年

中国的目标与工作重点

ISO 的业务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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