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色标委[2017] 5 号

关于召开《有色金属冶炼产品编码规则与条码标识》等 49项

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的通知

各位委员、各会员单位、各起草单位：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的有关标准制修

订计划的文件精神，兹定于 2017年 3月 27日～3月 29日在江西省宜春市

召开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会议将对 49项有色金属标准进行审定、预

审和讨论。现将会议各项内容通知如下：

一、会议内容

1、会议将对《船用铝合金板材》、《铝合金预拉伸板》等 14项轻金

属标准进行审定、预审和讨论。

2、会议将对《有色金属冶炼产品编码规则与条码标识》、《锂离子电

池用压延铜箔》等 13 项重金属标准进行审定和讨论。

3、会议将对《锆-铜-镍-铝-银-钇非晶合金棒材》、《锆铌中间合金》

、《装饰用钛板材》等 16项稀有金属、粉末冶金标准进行预审和讨论。

4、会议将对《铱粉》、《铑粉》、等 6项贵金属标准进行审定和讨论。

    具体项目名称及起草单位见附件 1。

请全国有色标委会以及各分标委会委员参加会议；请以上项目的负责

起草单位编制组人员（1～2名）和参加起草单位有关人员（1名）携带相

关资料参加会议。

二、报到时间、地点及乘车路线

1、报到时间：2017 年 3月 27日。



2、报到地点：宜春迎宾馆（宜春市袁州区宜阳新区卢洲北路 669号，

近宜春市行政中心）。

3、乘车路线：①宜春高铁站或汽车西站：全程约 5.5公里，预计打车

费用 20元；②宜春明月山机场：全程约 13公里，预计打车费用 50元。

三、联系电话

标委会会务组：010-62228797、010-62540727

轻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549233

重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423606

粉末冶金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2231

稀有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574192

贵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3848

宜春迎宾馆总机：0552-3836666

四、会务工作

本次会议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本次会议由上海期货交易所协办。

五、会议资料

请各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于 3月 20日前将相关标准稿件（包括编制说明）

发送至标委会秘书处邮箱（cnsm88@163.com），由秘书处挂网征求意见。

相关单位可在有色金属标准信息网（www.cnsmq.com）“标准制定工作站”

栏目下载会议资料。

六、参会回执

为方便安排住宿及准备会议资料，务请各位代表将参会回执填妥，于

3 月 20日前发邮件至标委会会务组邮箱（cnsm-bzzl@163.com）或传真

（010-62241898）,并请电话至会务组确认。

附件 1：轻金属、重金属、稀有金属、粉末冶金、贵金属分标委审定、

预审、讨论的标准项目

附件 2：参会回执

二 O 一七年三月六日



附件 1-1：                          
轻金属分标委审定、预审和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第一组

1. 船用铝合金板材 已报国标计划，待批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中铝瑞闽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广

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丛林凯瓦铝合金船舶

有限公司、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广东省工业

分析测试中心

讨论

2. 铝合金预拉伸板 已报国标计划，待批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

司、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广东省工业分析测试中心

讨论

3. 一般工业用铝及铝合金拉制棒材 已报行标计划，待批
西北铝加工厂、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西南铝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讨论

第二组

4.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1部分：微量元素含量的测定—电感

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6〕76 号

20161642-T-61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等 审定

5.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6部分：氧化钾含量的测定

国标委综合[2015]73 号

20153642-T-61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中铝山东有限公司、

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长

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

审定

6.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12部分：氧化锌含量的测定—火焰原

子吸收光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5]73 号

20153641-T-61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

院、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中铝山东有限公司等

审定

7.

氧化铝化学分析方法和物理性能测定方法

—第 19部分：氧化锂含量的测定—火焰原

子吸收光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5]73 号

20153640-T-61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研究院、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

院、洛阳香江万基铝业有限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分公司等

审定

8.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第 1部分：汞

含量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光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5]73 号

20153639-T-610

中国铝业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有色金属研

究院、国家重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南株冶火炬
审定



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长沙矿冶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昆明冶金研究院等

9.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第 2部分：砷

含量的测定—钼蓝分光光度法

国标委综合[2015]73 号

20153638-T-610

中国铝业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有色金属研

究院、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长沙矿冶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昆明冶金研究院

等

审定

10.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第 11部分：铅

含量的测定—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5]73 号

20153637-T-610

中国铝业郑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研究院、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标准计量质量研究所、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昆明冶金研究院等

审定

11.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28部分：钴

含量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6〕76 号

20161674-T-61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质检中心、河北四通、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等
预审

12.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29部分：钼

含量的测定 硫氰酸盐分光光度法

国标委综合〔2016〕76 号

20161675-T-610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质检中心、河北四通、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等
预审

13.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30部分：氢

含量的测定 加热提取热导法

国标委综合〔2016〕76 号

20161676-T-610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南山铝业、有色金属技术经济

研究院、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预审

14.
铝及铝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第 31部分：磷

含量的测定

国标委综合〔2016〕76 号

20161677-T-610

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

院、郑州轻金属研究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
预审



附件 1-2：
重金属分标委会审定和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号 起草单位及相关单位 备注

第一组

1. 铜-钢复合薄板和带材

国标委综合

〔2015〕52 号

20152296-T-610

宁波宇能复合铜带有限公司、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绍

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审定

2. 锂离子电池用压延铜箔

国标委综合

〔2015〕59 号

20152292-T-610

菏泽广源铜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中

色奥博特铜铝业有限公司、绍兴市力博电气有限公司、苏州有色

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

审定

3. 建筑装饰用铜及铜合金带材

国标委综合

〔2015〕73 号 

20153650-T-610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公司、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铜陵金

威铜业有限公司
讨论

4.

数控机床用单向走丝电火花工加用黄铜

线

国标委综合

〔2016〕80 号

20161863-T-610

宁波博德高科有限公司、芜湖楚江合金铜材有限公司 讨论

5.
有色金属材料 比热容试验 差示扫描量

热法

工信厅科函

〔2015〕429 号 2015-

1125T-YS

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理

工大学、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耐驰科学仪器商贸（上海）有限

公司

讨论

6.
有色金属材料 熔化和结晶热焓试验 差

示扫描量热法

工信厅科函

〔2015〕429 号 2015-

1126T-YS

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理

工大学、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耐驰科学仪器商贸（上海）有限

公司

讨论

7.
有色金属材料 熔融和结晶温度试验 热

分析方法

工信厅科函

〔2015〕429 号 2015-

1127T-YS

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北京理

工大学、苏州有色金属研究院、耐驰科学仪器商贸（上海）有限

公司

讨论

第二组

8. 铋黄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64T-YS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号 起草单位及相关单位 备注

9. 高纯二氧化锡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80T-YS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10. 铬靶材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84T-YS
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11. 草酸镍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65T-YS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有限公司等 讨论

12. 粗氢氧化镍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70T-YS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第三组

13. 有色金属冶炼产品编码规则与条码标识
工信厅科[2016]152 号

2016-1434T-YS
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等 审定



附件 1-3：

稀有金属分标委会预审和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号 起草单位 备注

1. 锆-铜-镍-铝-银-钇非晶合金棒材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13T-YS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预审

2. 锆-铜-镍-铝-银-钇非晶合金锭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14T-YS

东莞宜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沈阳金属研究所 预审

3. 锆铌中间合金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83T-YS

西部新锆核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部

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宝钛

集团有限公司

讨论

4. 装饰用钛板材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28T-YS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西安赛特思迈

钛业有限公司、西部钛业有限公司
讨论

5. 超高纯钛锭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199T-YS
宁波创润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讨论

6. 高纯铪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00T-YS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

讨论

7. 铬钼合金（CrMo）靶材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01T-YS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8. 铼片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02T-YS

中铼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讨论

9. 钼钛合金（MoTi）靶材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03T-YS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10. 超塑性 TC4板材显微组织检验方法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15T-YS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附件 1-4：

粉末冶金分标委会预审和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相关单位 备注

1. 球形氢氧化镍
国标委综合〔2015〕30 号

20150506-T-610
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2. 稀土锆酸盐粉末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14T-YS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广东东方锆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部新锆核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等

讨论

3. 硬质合金复合片基体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

0326T-YS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注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等
讨论

4.
烧结金属材料和硬质合金电

阻率的测定

国标委综合〔2015〕30 号

20150406-T-610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

预审

5. 硬质合金焊接刀片
工信厅科[2015]429 号

2015-0350T

自贡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注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金鹭特种合金有限公司、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

司、国家钨材料工程技术中心、南昌硬质合金有限公司等

预审

6.
难熔金属板材和棒材  高温

拉伸性能试验方法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91T
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等 预审



附件 1-5：

贵金属分标委审定和讨论的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1.

铱粉化学分析方法 银、金、钯、铑、钌、

铅、铂、镍、铜、铁、锡、锌、镁、锰、铝、

硅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5〕30 号

20150505-T-610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南京质检

站、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贵研资源

（易门）有限责任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紫金矿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制定

2. 铱粉 GB/T 1422-2004
国标委综合〔2014〕67 号

20140966-T-610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

术经济研究院
修订

3. 铑粉 GB/T 1421-2004
国标委综合〔2014〕67 号

20140945-T-610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

术经济研究院
修订

4.

纯铑化学分析方法 铂、钌、铱、钯、金、

银、铜、铁、镍、铝、铅、锰、镁、锡、锌、

硅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4〕67 号

20140931-T-610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贵研检测

科技(云南)有限公司、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金川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质检院

制定

5.
高纯银化学分析方法 痕量杂质元素的测定 

辉光放电质谱法

国标委综合〔2014〕89 号

20142685-T-610

国家有色金属及电子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安徽华晶微电子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金川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

峨嵋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制定

6. 银冶炼安全生产规范

工信厅科函

〔2015〕429 号

2015-0334T-YS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有色金

属技术经济研究院、铜陵有色集团公司、山东招金金银精炼公

司、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银有

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制定



附件 2：

参会回执(宜春)
(请于 3月 20日以前发邮件或传真至会务组)

标委会会务组：莫子璇、王淑英       

联系方式：010-62228797、010-62540727

邮箱：cnsm-bzzl@163.com     传真：010-62241898

轻金属（  
）

重金属（  ） 稀有金属（  
）

粉末冶金（  
）

贵金属（  ）

单位名称  

代表姓名 性别 部  门 手机号码 邮    箱
用房要求
（请在相应括

号内打√）

 
合住（   ）
单住（   ）
不住（   ）
合住（   ）
单住（   ）
不住（   ）

到达酒店时间

（请在相应括号内打√）

26日（      ）  
27日上午（      ）  27日下午（      ）
27日 20:00后（      ）

注意事项：

1、参会代表享受会议优惠房价，如需合住，请在会前或报到现场自行联系参会代表合
住。

3、因住宿房间紧张，为保证已回执代表的正常住宿和资料发放，若会务组在 3月
20日前未收到本回执，会议酒店将按照市场价收取住宿费，且不能够保证可以在会议
酒店住宿及领取会议资料。 

各分标委会秘书处电话：

轻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549233

重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423606

粉末冶金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2231

稀有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574192

贵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3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