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有色金属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有色标委[2021] 59号

关于召开《铝产品用粉末涂料》等 21项轻金属标准工作会议

暨《镁及镁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等 5项国际标准 CD草案讨论会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

会下达的有关标准制修订计划的要求，兹定于 2021年 7月 27日～7月 30

日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铝产品用粉末涂料》等 21项轻金属标准工作会议

暨《镁及镁合金化学分析方法》等 5项国际标准 CD草案讨论会。现将会议

各项内容通知如下：

一、会议安排

一）7月 27日：全天报到。

二）7月 28日～7月 29日：会议。

1、会议将对 2021年我国镁及镁合金领域“ISO卓越贡献奖”获得者颁

发证书，对“镁及镁合金国际标准研制示范基地”“镁及镁合金国际标准

研制试点企业”进行授牌（中色标所字[2021] 37号）。

2、会议将对 ISO/CD 4155，CD 4177，CD 4181，CD 4188，CD 4189

等 5项国际标准草案讨论。

3、会议将对《铝产品用粉末涂料》等 15项标准进行讨论。

4、会议将对《铝电解用预焙阳极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等 6项标准

进行讨论。

三）7月 30日：早餐后返程。

请全国有色标委会以及轻金属分标委会委员参加会议；请以上项目负

责起草单位的编制组人员、参加起草单位的有关人员携带相关资料参加会



议。

具体项目名称及起草单位见附件。

二、报到地点及乘车路线

1、报到地点：盘江饭店（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 95号）。

2、乘车路线：①贵阳站：乘坐轨道交通 1号线到林城西路站下，步行

到达酒店，全程约 50分钟左右；乘出租车 19公里，约 40 分钟左右；②贵

阳北站：乘坐轨道交通 1号线到林城西路站下，步行到达酒店，全程约 30

分钟左右；乘出租车约 10km，约 25 分钟左右；③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乘

坐轨道交通 2 号线到林城西路站下，步行到达酒店，全程约 70分钟左右；

乘出租车约 28km，约 50 分钟左右。

三、会务工作

本次会议食宿统一安排，宿费自理。

四、联系方式

标委会会务组：010-62257692（缴费、发票）、meeting@cnsmq.com；

轻金属分标委秘书处：010-62275650、tc243sc1@cnsmq.com；

酒店总机：0851-88206888。

五、会议资料

请负责起草单位于 7月 15 日前将相关标准稿件（包括编制说明）发送

至轻金属分标委会秘书处邮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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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参会代表务于 2021 年 7 月 18 日前登陆有色金属会议网在线报名系

统 http://www.ysmeeting.net/注册，并完善个人信息、住房需求及单位发

票信息后报名。

mailto:tc243sc1@cnsmq.com
http://www.ysmeeting.net/


本次会议收取会议费 900 元/人，会议期间食宿统一安排，住宿费自理。

为有效保障会议用房的安排和会议资料的准备，7 月 18 日之后及现场缴费

收取 1200 元/人。（单位汇款请注明：“7 月轻标委贵阳会议”、参会代表

姓名；个人汇款请注明：“7月轻标委贵阳会议”、单位简称、参会代表姓

名）。

汇款账户信息如下：

收款单位：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户 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

账 号：0875 0812 0100 3010 18526

附件：轻金属分标委讨论的标准项目

重要提示：

(1)请参加现场会议的人员报名前向所在工作单位报备，了解出发地及会议

地具体防疫要求，经主管领导或防疫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后方可外出；

(2)疫情防控不容松懈，请参会代表于参会途中、参会期间、返程途中务必

按照相关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并配合相关部门的防疫工作；

(3)报到时，请参会代表出示健康防疫码；

(4)因处于疫情高风险地区和中风险地区而无法出席会议的代表，可提前将

反馈意见以书面形式提交至秘书处。

2021 年 7 月 1日



附件：

轻金属分标委讨论的标准项目

序

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第一组

1.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及有机聚合物膜 绝缘

性的测定

国标委发[2020]14号
20201520-T-610

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佛山市三水凤铝铝业有限公

司、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广亚铝业有限公司等
讨论

2.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及有机聚合物膜检

测方法 第 3部分：盐雾试验

国标委发[2020]6号
20200711-T-610

国合通用测试评价认证股份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

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等
讨论

3.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及有机聚合物膜检

测方法 第 4部分：耐光热性能的测定

国标委发[2020]6号
20200712-T-610

国合通用测试评价认证股份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

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等
讨论

4.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及有机聚合物膜检

测方法 第 5部分：抗破裂性的测定

国标委发[2020]6号
20200713-T-610

国合通用测试评价认证股份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

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等
讨论

5.
铝及铝合金阳极氧化膜及有机聚合物膜检

测方法 第 6部分：色差和外观质量

国标委发[2020]6号
20200715-T-610

国合通用测试评价认证股份公司、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

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等
讨论

6. 铝合金韦氏硬度试验方法 待下达计划 广东省科学院工业分析检测中心等 讨论

7. 铝及铝合金搅拌摩擦焊搅拌头选用指南
中色协科字[2020]93号

2020-033-T/CNIA
国标（北京）检验认证有限公司、燕山大学、国合通用测试评

价认证股份公司等
讨论

8. 铝产品用粉末涂料
工信厅科函[2020]263号

2020-1509T-YS

广东华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广亚

铝业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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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凤铝铝业有限公司、四川三星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兴发铝业有限公司等

讨论

9. 高纯超细球形铝及铝合金粉
工信厅科函[2021]25号

2021-0392T-YS

河南省远洋粉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研金属复材技术有限公

司、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兴荣源科技有限公

司、广东华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等

讨论

10. 铝表面粉末涂料用原料 二氧化钛颜料
中色协科字[2020]93号

2020-027-T/CNIA
佛山市涂亿装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讨论



序

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11. 铝表面粉末涂料用原料 饱和聚酯树脂
中色协科字[2020]93号

2020-028-T/CNIA
广东华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等

讨论

12. 铝表面粉末涂料用原料 铝颜料
中色协科字[2020]93号

2020-029-T/CNIA
老虎表面技术新材料（苏州）有限公司等

讨论

13.
铝表面粉末涂料用原料 聚酯粉末涂料用固

化剂

中色协科字[2020]93号
2020-030-T/CNIA

广东睿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讨论

14. 铝表面粉末涂料用原料 硫酸钡
中色协科字[2020]93号

2020-031-T/CNIA
广东睿智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

讨论

15. 铝表面粉末涂料用原料 助剂
中色协科字[2020]93号

2020-032-T/CNIA
广东华江粉末科技有限公司等

讨论

第二组

16. ISO/CD 4155, 4177, 4181, 4188, 4189 ISO/TC79/SC5

有色金属技术经济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国合通用测试评价认

证股份公司、广东省工业分析检测中心、中铝郑州有色金属研究

院有限公司、河南特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重庆大学、东北轻合

金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交通大学、中山捷豹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贵州理工学院、贵州省分析测试研究院、东莞宜安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讨论

第三组

17. 铝电解用预焙阳极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待下达计划

索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晨阳新型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索通齐力炭材料有限公司、山东创

新炭材料有限公司等

讨论

18. 铝用阴极炭块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待下达计划

山西三晋碳素股份有限公司、山西亮宇炭素有限公司、中铝郑

州有色金属研究院有限公司、太谷县腾飞炭素有限公司、山西

晋阳碳素有限公司、宁夏宁平炭素有限责任公司、中国铝业股

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等

讨论

19. 智能铝电解槽用新型碳/碳复合材料整体成 待上报计划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讨论



序

号
标准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起草单位 备注

型筑炉机器人 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康格力炭素材料有限公司、武汉

大学、云南云铝绿源慧邦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铝智能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0.
智能铝电解槽用新型碳/碳复合材料整体成

型启动及运维管理技术规范
待上报计划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分

公司、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康格力炭素材料有限公司、

贵州顺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中铝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讨论

21. 铝用炭块振动成型机组技术规范
有色标委[2021]15号

L20-11-41
洛阳震动机械有限公司

讨论

22. 铝用炭块编组、解组及清理机组技术规范
有色标委[2021]15号

L20-11-42
洛阳震动机械有限公司

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