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报到时间、地点及乘车路线 

1、报到时间：2017年 4 月 25 日全天。 

2、报到地点：扬州会议中心（扬州市邗江区七里甸路 1号）。 

3、乘车路线：①扬州火车站：全程约 3.3 公里，预计打车费用 9 元；

②扬州泰州机场：机场大巴至丰乐上街 1 号（友好会馆南）城市候机楼，

再转公交至酒店，全程约 50 公里，预计打车费用 120元。 

 

三、联系电话 

标委会会务组：010-62540727、010-62228797 

轻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549233 

重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423606 

稀有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574192 

粉末冶金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2231 

贵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3848 

扬州会议中心总机：0514-87802588 

 

四、会务工作 

本次会议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五、会议资料 

请各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于 4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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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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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附件 1-1：                           

轻金属分标委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1.  
铝及铝合金术语 第 1 部分：产品及加工处

理工艺(2018) 

国标委综合[2015]73号 

20153645-T-610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讨论 

2.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检测方法  第 1 部

分：耐磨性的测定 
已报国标计划，待批 

国家有色金属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芜湖精塑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广东坚美铝型材厂（集团）有限

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广东豪美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广亚

铝业有限公司 

讨论 

3.  
铝型材截面几何参数算法及计算机程序要

求 

工信厅科函[2015]429号 

2015-0346T-YS 

泰诺风保泰隔热材料有限公司、亚松聚氨酯（上海）有限公

司 
讨论 

4.  铝合金热挤压模具 2016-005-T/CNIA 

中国有色金属加工工业协会、北科大、豪美、江苏豪然、丛

林、兖矿、凤铝、兴发、华昌、华南质检、坚美、广亚、三

星、南平、固美、新合、伟业、南山、力尔、华建、上海交

大、西南铝、江顺、恒威等 

讨论 

5.  高速动车组用铝合金材料性能测试方法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大学、丛林铝业、

南山铝业、兖矿轻合金、南南铝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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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铝合金力学熔点测试方法  讨论 

 

 

 

 



附件 1-2： 

重金属分标委会审定、预审和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号 起草单位及相关单位 备注 

第一组 

1.  导电用铜棒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37T-YS 

佛山市华鸿铜管有限公司、海亮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祥瑞铜材有

限公司、山东天圆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宁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绍兴市力博电气有限公司 

预审 

2.  铜及铜合金挤制棒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313T-YS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芜湖恒鑫

铜业有限公司、浙江天宁合金材料有限公司、绍兴市力博电气有

限公司、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 

讨论 

3.  铜及铜合金挤制管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314T-YS 

中铝洛阳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天宁

合金材料有限公司 
讨论 

4.  卫生洁具用黄铜管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48T-YS 

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苏州富瑞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同诚

合金铜管有限公司 
讨论 

5.  铜碲合金棒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07T-YS 
四川鑫矩矿业资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上虞市金鹰铜业有限公司 讨论 

6.  电极材料用铬、锆青铜棒材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93T-YS 
沈阳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7.  电真空器件结构材料用铜镍合金棒 
国标委综合〔2016〕80号

20161864-T-610 

沈阳有色金属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

究所、南京三乐集团有限公司 
讨论 

第二组 

8.  冶炼副产品 铅铊合金锭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122T-YS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审定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XT0405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XT0406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XT0407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XT04042016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号 起草单位及相关单位 备注 

9.  超高纯锌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12T-YS 
峨嵋半导体研究所、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等 审定 

10.  硒化镉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18T-YS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等 审定 

11.  氧化镉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19T-YS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等 审定 

12.  粗碲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66T-YS 
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中条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等 审定 

13.  碲化铜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292T-YS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稀贵分公司、阳谷祥光铜业有限

公司、广东先导稀材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14.  粗锌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289T-YS 
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韶关冶炼厂等。 讨论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ZT0453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ZT04382016


附件 1-3： 

稀有金属分标委会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号 起草单位 备注 

1.  
镍钴铝酸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 1 部分：镍量

的测定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93T-YS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四川天齐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北京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讨论 

2.  
镍钴铝酸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 2 部分：钴量

的测定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94T-YS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四川天齐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北京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讨论 

3.  
镍钴铝酸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 3 部分：锂量

的测定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95T-YS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四川天齐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北京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讨论 

4.  
镍钴铝酸锂化学分析方法 第 4 部分：铝、

铁、钙、镁、铜、锌、硅、钠、锰量的测定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96T-YS 

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赣州有色冶金研究所、四川天齐

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有色金

属研究总院、北京当升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讨论 

5.  铷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97T-YS 
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讨论 

6.  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02T-YS 
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公司、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等 讨论 

7.  无水碘化锂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13T-YS 
新疆有色金属研究所等 讨论 

8.  氟化铯 
工 信 厅 科 [2016]58 号

2016-0295T-YS 
江西东鹏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等 讨论 

9.  硅酸锂 
工 信 厅 科 [2016]58 号

2016-0298T-YS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10.  硫酸锂 
工 信 厅 科 [2016]58 号

2016-0304T-YS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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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号 起草单位 备注 

1.  钨舟 
工 信 厅 科 [2016]58 号

2016-0315T-YS 
西安瑞福莱钨钼有限公司等 讨论 

2.  烧结金属多孔材料 疲劳性能的测定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03T-YS 

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西安塞隆金属有限责任公司、西部宝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钢铁研究总院 
讨论 

3.  轨道交通用铁镍铝复合金属板材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15T-YS 

深圳先进储能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益阳市菲特新

材料有限公司 
讨论 

4.  金属注射成形材料成分及性能要求 
工 信 厅 科 [2016]58 号

2016-0301T-YS 
深圳市注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等 讨论 

5.  
金属及其化合物粉末 比表面积和粒度测定 

空气透过法 

国标委综合〔2014〕89号

20142690-T-610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西部宝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钢

铁研究总院、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

限公司 

讨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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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审 

 

  



附件 1-5： 

贵金属分标委预审的标准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号 起草单位 备注 

1.  
贵金属及其合金的金相试样制备方法 

YS/T 370-2006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252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2.  
贵金属及其合金板、带材 

YS/T 201-2007 
工信厅科函〔2015〕429号 2015-0344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3.  乙酰丙酮钯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19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4.  乙酰丙酮铂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20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5.  乙酰丙酮铑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21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6.  乙酰丙酮钌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22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7.  乙酰丙酮铱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23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8.  二碘二氨合铂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77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9.  硫酸四氨钯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87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10.  硫酸乙二胺钯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88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11.  六羟基铂酸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89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12.  氯铂酸钾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090T-YS 贵研铂业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13.  1,1'-二(二苯膦基)二茂铁二氯化钯二氯甲烷络合物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286T-YS 西安凯立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预审 



附件 2： 

参会回执(扬州) 
(请于 4 月 17日以前发邮件或传真至会务组) 

 

标委会会务组：王淑英、莫子璇       

联系方式：010-62540727、010-6222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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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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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      ）   

25日上午（      ）   25日下午（      ）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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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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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稀有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574192 

粉末冶金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2231 

贵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6238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