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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其他语言与内容资源技术委员会（ISO/TC37）
标准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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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调研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术语、其他语言与内容资
源技术委员会”
（ISO/TC37）的研究范围与组织架构，并对 ISO/TC37 各分技术委员会的研究内容和研制的具体标准做了介绍，
为术语及语言交换标准的研究者们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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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bcommittees and Working groups of ISO/TC37(Terminology and other language and content resources) were
investigated. The research scopes and all the developed standards of ISO/TC37 were introdu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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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于 1947 年 2 月 23 日。ISO 负
责除电工、电子领域和军工、石油、船舶制造之外的
很多重要领域的标准化活动。ISO 现有 117 个成员，包
括 117 个国家和地区。ISO 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
的“全体大会”，其日常办事机构是中央秘书处，设在
瑞士日内瓦。ISO 的宗旨是“在世界上促进标准化及其
相关活动的发展，以便于商品和服务的国际交换，在
智力、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开展合作 ”。ISO 通过它
的 2 856 个技术机构开展技术活动，其中 分技术委员
会（简称 SC）611 个，工作组（WG）2 022 个，特别工
作组 38 个。中国于 1978 年加入 ISO，在 2008 年 10 月
的第 31 届国际化标准组织大会上，中国正式成为 ISO
[1]
的常任理事国 。
“术语、其他语言与内容资源技术委员会”
（ Terminology and other language and content
resources,ISO/TC37）成立于 1947 年，是 ISO 确定的对
整个标准化工作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指导的 9 个技术
委员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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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ISO/TC37 的研究范围与组织架构
从 ISO/TC37 的名称可看出，其工作范围包括语言、

内容和知识领域。主要内容包括对语言本地化、翻译、
基于计算机和网络的语言学习、语言查询、语言资源
[2]

管理 等 方 面进 行 标 准化 。 在该技术委员会下直接设 10
个分技术委员会或工作组，其中 4 个分技术委员会下又设工
作组，具体架构见图 1。
2

ISO/TC37 各分技术委员会标准研制情况
ISO/TC37 目前有 4 个分技术委员会有具体标准的研
[2]

制 。
2.1 TC37/SC1 原则与方法
该分技术委员会研究范围包括在当今信息社会单语种
与多语种背景下，与术语、语言资源、术语政策相关的原则
和方法的标准化以及与知识组织相关的原则和方法的标准
化。发布的标准如下：
2.1.1 ISO 704:2009 术语工作-原则和方法 该标准确立
了准备和编制标准化内外框架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且表述
了对象、概念以及术语表示之间的联系。
2.1.2 ISO 860:2007 术语工作-概念与术语的统一 该标
准详细说明了有关概念、概念系统、定义和术语之间的统一
方法。
2.1.3 ISO/DIS 1087 术语工作-词汇；ISO 1087-1:2000
术语工作-词汇-第一部分：理论与应用
2.1.4 ISO/TR 22134:2007 社会术语学实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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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ISO/TR 24156:2008 术语工作中使用 UML 符号的准
则 该标准制定了使用统一建模语言（UML）子集的准则，
用于表示术语概念分析的结果。
2.1.6 ISO 29383:2010 术语政策-制定和实施 该标准为
政府、行政管理、非营利和商业机构制定政策方针，为某项
术语规划和管理的综合政策或战略提供制定与实施方法。

图 1 术语、其他语言与内容资源技术委员会

2.2 TC37/SC2 术语词典和一般词典编纂工作方法
该分技术委员会研究范围包括术语词典和一般词典工
作方法、程序、编码系统、工作流以及文化差异管理的标准
化以及相关的认证方案。发布的标准有：
2.2.1 ISO 639-1:2002 语言名称表示代码-第一部分：α-2
代码
2.2.2 ISO 639-2:1998 语言名称表示代码-第二部分：α-3
代码
2.2.3 ISO 639-3:2007 语言名称表示代码-第三部分：用
于语言全面覆盖的 α-3 代码
2.2.4 ISO 639-4:2010 语言名称表示代码-第四部分：用
于语言名称表示和相关实体名称编码的一般原则，以及应用
指南
2.2.5 ISO 639-5:2008 语言名称表示代码-第五部分：用
于语系和语群的 α-3 代码
2.2.6 ISO 639-6:2009 语言名称表示代码-第六部分：用
于语言变体全面覆盖的 α-4 代码
以上标准提供了多种代码，用于不同情况下的字母语言
表示，并提供了使用代码进行语言编码的一般原则和相关的
层级框架，以利于代码的兼容。
2.2.7 ISO 1951:2007 词典中词目表达/表示方式-要求、
建议和信息 该标准具体说明了一个独立于出版传媒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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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通用结构，并且提出了目前印刷体和电子版词典中词目的
表达方法。
2.2.8 ISO 10241-1:2011 标准术语词目-第一部分：一般
要求和表达举例 该标准指定了起草和构架术语词目的要
求，并以 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和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
文件中的术语词目举例说明解释。
2.2.9 ISO 12199:2000 用拉丁字母表示的多语言术语和辞
典编纂数据的字母顺序
2.2.10 ISO 12615:2004 用于术语工作的书目参考文献和
源标识符 该标准适用于术语工作和术语编纂中书目源信
息的记录、保存和交换，详细说明术语工作中书目参考文献
所包括的数据要素。
2.2.11 ISO 12616:2002 面向翻译的术语编纂
2.2.12 ISO 15188:2001 术语标准化项目管理指南
2.2.13 ISO 22128:2008 术语产品和服务-概述和指导 该
标准确立并描述了一个广泛的术语产品和服务范围，以便这
些产品和服务的供应商以及它们的客户可达成共识并且在
交付中达到共同期望。
2.2.14 ISO 23185:2009 术语资源的评估和基准评价-—般
概念、原则和要求 该标准介绍了与术语数据有效利用相关
的基本概念，为适用于各种术语资源的某个模型提供了一般
原则。
2.3 TC37/SC3 管理术语、知识和内容的系统
该分技术委员会研究范围包括与语义交互相关的术语、
知识和内容管理系统的技术规范和建模原则的标准化。发布
的标准如下：
2.3.1 ISO 12200:1999 计算机应用术语—机器可读术语交
换格式（MARTIF）协商交换
2.3.2 ISO 12620:2009 术语、其他语言和内容资源—语言
资源数据类别和数据分类登记系统管理规范 该标准提供
的指导方针是约束所有类型的语言资源，如术语、辞典编纂、
基于语料库和机器翻译等的数据分类登记（DCR）的实施。
2.3.3 ISO 16642:2003 计算机在术语方面应用—术语标记
框架 该标准指定了一个框架，它的设计是为记录在术语数
据集合里的表达数据提供基本指导原则。
2.3.4 ISO 30042:2008 用于术语、知识和内容的管理系统
-术语库电子交换（TBX） 该标准是为涉及到术语数据的各
类程序提供支持，包括在不同计算机环境下的分析、描述性
表达、传播以及交换。
2.4 TC37/SC4 语言资源管理
该分技术委员会研究范围包括计算机辅助语言资源管
理技术规范的标准化。发布的标准如下：
2.4.1 ISO 24610-1:2006 语言资源管理-特征结构-第 1 部
分：特征结构表示法 该标准提供了一个用于特征结构表
达、存储和交换的格式，是针对自然语言应用中语言数据注
释、产生或分析的。
2.4.2 ISO 24613:2008 语言资源管理-词汇标记框架（LMF）
该标准建立了一种元模型，用以表达单语和多语计算机应用
中所使用的词汇数据库中的数据。
2.4.3 ISO 24614-1:2010 语言资源管理-书面文本的字分
割法-第 1 部分：基本概念和一般原则 该标准提出了字分
割法的基本概念和一般原则，并提供了语言无关性准则，以
一种具有可靠性和重复性的方式，将书面文本分割成字分单
位（WSU）。
2.4.4 ISO 24615:2010 语 言 资 源 管 理 - 语 法 注 释 框 架
（SYNAF） 该标准为语法表示及参考数据类别提供了一个
元模型，用于表达句子或其他具有可比性的发声和音段的组
别信息和从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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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 ISO 24619:2011 语言资源管理-持久性识别和可持
续性获得（PISA） 该标准为持久性标识符（PID）框架和
在文献中以及在语言资源本身中作为语言资源参考和引用
的 PID 指定了要求。
3 结语
[3]
术语是“在特定专业领域中一般概念的词语指称” 。
作为知识单元，术语反映了科学研究的成果，是人类进步历
程中知识语言的结晶。术语的规范对于促进科技的发展和文
化的传承，对于国际交流和合作，对于促进行业的发展等方
面都有重要的意义。
术语标准是标准体系中的基础性标准，是领域标准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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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先行者，通过协调领域各技术标准在概念上的统一，指
导各项专业标准的修订。术语、其他语言与内容资源标准化
工作通过统一的术语标准、语言标准、翻译标准等的建立，
促进术语在多语言间以及人机交换中的交流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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