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有色金属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有色标委[2017] 14 号

 

 

关于召开《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等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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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3日～5月 25 日在湖北省赤壁市

召开有色金属标准工作会议。会议将对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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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电子围栏导体用铝合金线

材》等 9项轻金属标准进行审定、预审和讨论。 

2、会议将对《液压元件用铜合金棒、型材》、《耐磨黄铜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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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锆合金管材表面

氟离子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等 8项稀有金属标准进行审定和讨论。 

4、会议将对《钨舟》、《烧结金属多孔材料 疲劳性能的测定》等 6项

粉末冶金标准进行预审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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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与以上项目相关

的会员单位（1名）参加会议；请以上项目负责起草单位的编制组人员（1～

2 名）和参加起草单位的有关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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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3 日全天。 

2、报到地点：赤壁华美达广场酒店（赤壁市瑞通大道 300 号）。 



3、乘车路线：①赤壁高铁站：步行至新领地公交站，乘坐赤壁 10 长

线，至赤壁印象站下车，步行约 440 米到达酒店，全程约 4 公里；②赤壁

火车站：步行 10 分钟至酒店，全程约 88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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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壁华美达广场酒店总机：0715-526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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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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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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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附件 1-1：                           

轻金属分标委会审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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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形铝及铝合金化学成分 
国标委综合[2016]80号 

20161866-T-610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西南铝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讨论 

2.  电子围栏导体用铝合金线材 
国标委综合[2015]73号 

20153649-T-610 
杭州坤利焊接材料有限公司等 讨论 

3.  变形铝及铝合金圆铸锭 
工信厅科函〔2015〕429号 

2015-0336T-YS 

山东兖矿轻合金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东

北轻合金有限公司、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铝西

北铝加工分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南山铝业集团、广

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广东华昌铝厂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平铝

业有限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坚美铝业

有限公司、广西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4.  变形铝及铝合金扁铸锭 
工信厅科函[2015]429号 

2015-0335T-YS 

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西南铝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中铝瑞

闽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银海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东阳

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高登铝业有限公司、龙口市丛林铝

材有限公司、辽宁忠旺集团有限公司、广西南南铝加工有限公

司、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5.  铝合金变质用合金线材 已报行标计划，待批 

河北四通新型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祥鑫股份有限公

司、一汽铸造有限公司、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立中有

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保定市立中车轮制造有限公司、国标（北

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等 

讨论 



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6.  变形铝及铝合金用熔剂 已报行标计划，待批 

郑州西盛铝业有限公司、广东新合铝业有限公司、哈尔滨东盛

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广东华昌铝业有限公司、河北四通新型金

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高登铝业有限公司、东北轻合金有

限责任公司、山东创新金属、福建麦特新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广东伟业铝厂有限公司、上海铝冠再

生资源有限公司、北京有色院、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四川广汉三星铝业有限公司、广东华昌铝业

有限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兖矿轻合金有限公司、南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南山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南平铝业有限公司、中铝瑞闽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等 

讨论 

第二组 

7.  
高纯铝锭 

（修订 YS/T 275-2008） 

工信厅科函[2016]58号 

2016-0296T-YS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山东兖矿轻合金加工厂、

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等 

审定 

8.  
重熔用精铝锭 

（修订 YS/T 665-2009） 

工信厅科函[2016]58号 

2016-0332T-YS 

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铝业有限公司、东北轻合金有限

责任公司、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厦门厦顺铝箔有限公司

等 

审定 

9.  
建筑用铝合金木纹型材 

（修订 YS/T 730-2010） 

工信厅科函[2016]58号 

2016-0299T-YS 

广东新合铝业有限公司、广东耀银山铝业有限公司、广东高登

铝业有限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华南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广东华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佛

山市涂亿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戴克罗建材（上海）有限公

司等 

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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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及相关单位 备注 

第一组 

1.  液压元件用铜合金棒、型材 
国标委综合〔2015〕59号

20152297-T-610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泛洲中越合金有限公司、绍兴市质

量技术监督检测院、宁波正元铜合金有限公司 

预审 

2.  耐磨黄铜棒 
国标委综合〔2015〕59号

20152293-T-610 

宁波金田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海亮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泛洲中越合金有限公司、宁波长

振铜业有限公司、宁波正元铜合金有限公司 

预审 

3.  铜中含氧量的显微镜偏光检验方法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268T-YS 

聊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国家铜铝冶炼及加工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中铝洛阳铜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冶金产品质量检

验站有限公司、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院 

预审 

4.  热模锻用铜合金棒 
国标委综合〔2016〕80号

20161865-T-610 
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浙江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讨论 

5.  接触线和绞线用铜及铜合金线坯 
工信厅科〔2016〕58 号

2016-0300T-YS 
浙江天宁合金材料有限公司、浙江冶金研究院有限公司 讨论 

第二组 

6.  有色金属选矿用生石灰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31T-YS 

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铜陵有色金属公司、

北方铜业股份公司、云南铜业股份公司等 
预审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ZT0424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YSCPZT04212016


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及相关单位 备注 

7.  异丁铵黑药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123T-YS 
铁岭选矿药剂厂、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等 预审 

8.  异丙钠黑药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24T-YS 
铁岭选矿药剂厂、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等 预审 

9.  N 烯丙基 O异丁基硫代氨基甲酸酯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288T-YS 

沈阳有研矿物有限公司、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铁岭选矿药剂有限

公司 
预审 

10.  异戊基黄原酸丙烯酯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25T-YS 

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北京矿冶研究总院、沈阳有研矿物有限

公司 
预审 

11.  有色金属选矿用巯基乙酸钠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30T-YS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铁岭选矿药剂有限公司、沈阳有研矿物有限

公司 
预审 

12.  乙钠黑药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18T-YS 
铁岭选矿药剂厂、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等 讨论 

13.  锑精矿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311T-YS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公司、湖南渣滓溪矿业有限公司等 讨论 

 

 

 

 

 

 

 



附件 1-3： 

稀有金属分标委会审定和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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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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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定 

3.  
锆合金管材表面氟离子含量的测定 分光光

度法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81T-YS 

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西部新锆核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讨论 

4.  锆及锆合金管材 环向拉伸试验方法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82T-YS 

国核宝钛锆业股份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

究院 
讨论 

5.  
铪化学分析方法 杂质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85T-YS 

西部金属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宁夏东方钽

业股份有限公司 
讨论 

6.  
钨镧合金中三氧化二镧量的测定 氧化还原

滴定法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11T-YS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等 讨论 

7.  

海绵钛、钛及钛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多元素

含量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

谱法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086T-YS 

宝钛集团有限公司、宝鸡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西部金属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

司、遵义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金堆城

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湖南金天钛业科技

有限公司 

讨论 

8.  旋压钼坩埚 
工 信 厅 科 [2016]58 号

2016-0316T-YS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厦门虹鹭钨钼工业有限公司、安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天龙钨钼科技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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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计划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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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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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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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审 

4.  
镍钴锰酸锂电化学性能测试-放电平台容量

比率及循环寿命测试方法 

国标委综合[2016]39号 

20160771-T-610 

济宁市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贵州中伟正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讨论 

5.  
镍钴锰酸锂电化学性能测试-首次比容量及

首次充放电效率测试方法 

国标委综合[2016]39号 

20160768-T-610 

济宁市无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当升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中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贵州中伟正源新材料有限公司 
讨论 

6.  钴铬钨（CoCrW）系合金粉末 
工信厅科[2016]58号 

2016-0297T-YS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等 讨论 

 

  



附件 2： 

参会回执(赤壁) 
(请于 5 月 16日以前发邮件或传真至会议部) 

 

标委会会议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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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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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到时间：5月 23日全天 

23日上午（      ）   23日下午（      ）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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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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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