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批 准 发 布 公 告

!""#$"%&’&"(#)*&+,-!../#0&1*2(3#"2,4(2"12/15
#)67879:3"2

;<<<年第=;号（总第;>号）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以下!"#项国家标准，现予以公布。
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序号 国家标准编号 国 家 标 准 名 称 代替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 $%／&""’(’)*"+++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铁粉中盐酸不溶物的测定
,-./0123045/-675898:89;27203740:，2.--98:18990;&/-1-.-467:8<
.70:03/;1405/904758571*7:209=>9-50:.-:.03740:?0@1-42

$%／&""’(’)*!AB) "+++*!+*"C "++!*+A*+!

" $%／&""’(#B*"+++
钢铁及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姜黄素直接光度法测定硼含量
,-./0123045/-675898:89;27203740:，2.--98:18990;D=45=67:2?-5<
.40?/0.06-.4756-./01304./-1-.-467:8.70:03>040:50:.-:.

"+++*!+*"C "++!*+A*+!

’ $%／&"’’*"+++
金属材料 顶锻试验方法
,-.8997568.-47892*E04F7:F.-2. $%／&"’’*!AB" "+++*!!*!# "++!*+G*+!

) $%"C"*"+++
轻柴油
H7F/.17-2-93=-92 $%"C"*!AA) "+++*!+*"# "++"*+!*+!

C $%／&"#)*"+++
滚动轴承 倒角尺寸最大值
I0997:F>-847:F2*D/863-4176-:270:*,8J76=6K89=-2 $%／&"#)*!AA! "+++*!+*!# "++!*+C*+!

G $%／&’+A*"+++
滚动轴承 滚针
I0997:F>-847:F2**L--19-4099-42 $%／&’+A*!AB) "+++*!+*!# "++!*+C*+!

# $%／&’"C*"+++
包装容器 钢桶
M85N7:F50:.87:-42**O.--914=6 $%／&’"C*!AB! "+++*!+*’+ "++!*+C*+!

B $%／&#!)*"+++
桥梁用结构钢
O.4=5.=4892.--9304>471F- $%／&#!)*!AGC "+++*!+*"C "++!*+A*+!

A $%／&!"AA*"+++
合金工具钢
P990;.0092.--92 $%／&!"AA*!ABC "+++*!+*"C "++!*+A*+!

!+ $%!))C*"+++
绵白糖
Q/7.-203.2=F84

$%!))C(!*!AA!，
$%／&!))C("*!AA! "+++*!!*"! "++!*!+*+!

!! $%／&"C"+*"+++
冷轧电镀锡薄钢板
D091*4-1=5-1-9-5.409;.75.7:?98.- $%／&"C"+*!ABB "+++*!+*"C "++!*+A*+!

!" $%／&"AA#*"+++
致密定形耐火制品 体积密度、显气孔率和真气孔率试验方法
&-2.6-./01304>=9N1-:27.;，8??84-:.?04027.;8:1.4=-?04027.;03
1-:2-2/8?-14-3485.04;?401=5.2

$%／&"AA#*!AB# "+++*!!*!# "++!*+G*+!

!’ $%／&’++!*"+++
定形耐火制品常温抗折强度试验方法
O/8?-14-3485.04;?401=5.2*R-.-467:8.70:03601=9=2034=?.=4-8.
86>7-:..-6?-48.=4-

$%／&’++!*!AB" "+++*!!*!# "++!*+G*+!

!) $%／&’+A+*"+++
不锈钢小直径无缝钢管
O.87:9-222.--9268991786-.-42-869-222.--9.=>-2 $%／&’+A+*!AB" "+++*!+*"C "++!*+A*+!

!C $%／&’+A)*"+++
冷拔异型钢管
D091148@:2/8?-12.--9.=>-2 $%／&’+A)*!AB’ "+++*!+*"C "++!*+A*+!

!G $%／&’"B#*"+++
可锻铸铁管路连接件
,899-8>9-582.740:?7?-37..7:F2

$%／&’"B#!’"BA*
!AB" "+++*!!*"! "++!*+C*+!

!# $%／&’’G#(!*"+++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柴油机零部件名词
$902284;03.-4623044879@8;905060.7K-L86-203506?0:-:.?84.2
30417-2-9-:F7:-

$%／&’’G#(!*!AB" "+++*!+*"C "++!*+B*+!

!B $%／&’’G#("*"+++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液力传动系统零部件名词
$902284;03.-4623044879@8;905060.7K-L86-203506?0:-:.?84.2
304/;148=975.48:2672270:2;2.-6

$%／&’’G#("*!AB" "+++*!+*"C "++!*+B*+!

!A $%／&’’G#(’*"+++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内燃机车辅助装置零部件名词
$902284;03.-463044879@8;905060.7K-L86-203506?0:-:.?84.2304
17-2-9905060.7K-8=J79784;1-K75-

$%／&’’G#(’*!AB" "+++*!+*"C "++!*+B*+!

"+ $%／&’’G#()*"+++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内燃机车车体和转向架零部件名词
$902284;03.-4623044879@8;905060.7K-L86-203506?0:-:.?84.2
30417-2-9905060.7K->01;8:1>0F7-

$%／&’’G#()*!AB" "+++*!+*"C "++!*+B*+!

"! $%／&’’G#(C*"+++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空气制动装置零部件名词
$902284;03.-4623044879@8;905060.7K-L86-203506?0:-:.?84.2
304874>48N--S=7?6-:.

$%／&’’G#(C*!AB" "+++*!+*"C "++!*+B*+!

"" $%／&’’G#(G*"+++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内燃机车术语
$902284;03.-4623044879@8;905060.7K-&-4620317-2-9905060.7K- $%／&’’G#(G*!AB" "+++*!+*"C "++!*+B*+!

"’ $%／&’’G#(#*"+++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柴油机术语
$902284;03.-4623044879@8;905060.7K-&-4620317-2-9-:F7:- $%／&’’G#(#*!AB" "+++*!+*"C "++!*+B*+!

") $%／&’’G#(B*"+++
铁道机车名词术语 液力传动术语
$902284;03.-4623044879@8;905060.7K-&-46203/;148=975.48:2672<
270:

$%／&’’G#(B*!AB" "+++*!+*"C "++!*+B*+!

"C $%／&’G’A*"+++
冷拔或冷轧精密无缝钢管
D091*148@:045091*4099-1?4-57270:2-869-222.--9.=>-2 $%／&’G’A*!AB’ "+++*!+*"C "++!*+A*+!

"G $%／&’GCC*"+++
用爱泼斯坦方圈测量电工钢片（带）磁性能的方法
,-./012036-82=4-6-:.03./-68F:-.75?40?-4.7-203-9-5.475892.--9
2/--.8:12.47?>;6-8:2038:T?2.-7:3486-

$%／&’GCC*!AA" "+++*!+*"C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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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热塑性塑料熔体质量流动速率和熔体体积流动速率的测定
+,-,./012-03134-5,/,6-/277)4638.2-,（9:;）21<-5,/,6-=36>
?/,)4638.2-,（9@;）34-5,./3A627-0B7

#$／%&’(!)CD(& !***)C*)!" !**C)*E)*C

!( #$／%FC"C)!***
高耐候结构钢
G?A,.03.2-/37A5,.0BB3..37031.,707-01H7-.?B-?.267-,,6 #$／%FC"C)CD(F !***)C*)!E !**C)*D)*C

!D #$／%FC"!)!***
焊接结构用耐候钢
I-/37A5,.0BB3..37031.,707-01H7-,,643.8,6<,<7-.?B-?., #$／%FC"!)CD(F !***)C*)!E !**C)*D)*C

&* #$／%F&&FJC)!***
不锈钢C*K草酸浸蚀试验方法
9,-53<34C*A,.B,1-3L260B2B0<,-B5-,7-43.7-2016,777-,,67 #$／%F&&FJC)CD(F !***)C*)!E !**C)*D)*C

&C #$／%F&&FJ!)!***
不锈钢硫酸 硫酸铁腐蚀试验方法
9,-53<344,..0B7?642-,)7?64?.0B2B0<-,7-43.7-2016,777-,,67 #$／%F&&FJ!)CD(F !***)C*)!E !**C)*D)*C

&! #$／%F&&FJ&)!***
不锈钢’EK硝酸腐蚀试验方法
9,-53<34’EA,.B,1-10-.0B2B0<-,7-43.7-2016,777-,,67 #$／%F&&FJ&)CD(F !***)C*)!E !**C)*D)*C

&& #$／%F&&FJF)!***
不锈钢硝酸 氢氟酸腐蚀试验方法
9,-53<3410-.0B)5M<.346?3.0B2B0<-,7-43.7-2016,777-,,67 #$／%F&&FJF)CD(F !***)C*)!E !**C)*D)*C

&F #$／%F&&FJE)!***
不锈钢硫酸 硫酸铜腐蚀试验方法
9,-53<34B3AA,.7?642-,)7?64?.0B2B0<-,7-43.7-2016,777-,,67 #$／%F&&FJE)CDD* !***)C*)!E !**C)*D)*C

&E #$／%F&&FJ’)!***
不锈钢EK硫酸腐蚀试验方法
9,-53<34EA,.B,1-7?64?.0B2B0<-,7-43.7-2016,777-,,67 #$／%F&&FJ’)CD(F !***)C*)!E !**C)*D)*C

&’ #$／%FEC&)!***
不定形耐火材料分类
N6277040B2-03134?1752A,<.,4.2B-3.M/2-,.0267 #$／%FEC&)CD(F !***)CC)C" !**C)*’)*C

&" #$／%E*EC)!***
刨花铺装机通用技术条件
#,1,.26-,B510B26B31<0-031743.-5,A2.-0B6,43./01H/2B501,

#$／%E*EC!E*E!)
CD(E !***)C!)*F !**C)*F)*C

&( #$／%’CD")!***
辊筒式单板干燥机
@,1,,..366,.<.M,.

#$／%’CD"!’CD()
CD(’，#$／% ’!*C)
CD(’

!***)C!)*F !**C)*F)*C

&D #$／%’CDD)!***
网带式单板干燥机
@,1,,.1,-)O,6-<.M,.

#$／%’CDD!’!*C)
CD(’ !***)C!)*F !**C)*F)*C

F* #$／%’!*!)!***
宽带式砂光机通用技术条件
#,1,.267A,B040B2-031743.80<,O,6-721<,.7

#$／%’!*!!’!*&)
CD(’，#$／%C**CF)
CD((

!***)C!)*F !**C)*F)*C

FC #$／%’&D()!***
金属材料疲劳裂纹扩展速率试验方法
G-21<2.<-,7-/,-53<43.42-0H?,B.2BPH.38-5.2-,734/,-2660B/2-,>
.0267

#$／%’&D()CD(’ !***)CC)C" !**C)*’)*C

F! #$’F"D)!***
高压化肥设备用无缝钢管
G,2/6,777-,,6-?O,743.50H5)A.,77?.,B5,/0B264,.-060Q,.,R?0A/,1-7#$’F"D)CD(’ !***)C*)!E !**C)*D)*C

F& #$／%’E(()!***

半导体器件 分立器件 第&部分：信号（包括开关）和调整二极管
第一篇 信号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和可控雪崩二极管空白详细规
范
G,/0B31<?B-3.<,=0B,7+07B.,-,<,=0B,7S2.-&：G0H126（01B6?<01H
780-B501H）21<.,H?62-3.<03<,7G,B-031T1,)$621P<,-2067A,B040B2>
-03143.70H126<03<,7，780-B501H<03<,721<B31-.366,<)2=2621B5,
<03<,7

#$／%’E(()CD(’ !***)C*)C" !**C)C*)*C

FF #$／%’"*!)!***
萘酸洗比色试验方法
U2A5-526,1,7?6A5?.0B2B0<-,7- #$／%’"*!)CD(’ !***)CC)C" !**C)*’)*C

FE #$／%’"’D)!***
机车司机室布置规则
;,H?62-0317H3=,.101H-5,62M3?-34<.0=,.’7N2O73463B3/3-0=,7 #$／%’"’D)CD(’ !***)C*)!E !**C)*()*C

F’ #$／%"!D&)!***
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V粉
:,,<2<<0-0=,@0-2/01VA38<,. #$／%"!D&)CD(" !***)C*)!F !**C)*F)*C

F" #$／%"&!*JC)!***
耐火材料热膨胀试验方法（顶杆法）
;,4.2B-3.M/2-,.0267)+,-,./012-03134-5,./26,LA217031（S?75.3<
/,-53<）

#$／%"&!*)CD("
部分 !***)CC)C" !**C)*’)*C

F( #$／%"&!*J!)!***
耐火材料热膨胀试验方法（望远镜法）
;,4.2B-3.M/2-,.0267)+,-,./012-03134-5,./26,LA217031（%,6,7B3A,
/,-53<）

#$／%"&!*)CD("
部分 !***)CC)C" !**C)*’)*C

FD #$／%""&*JE)!***

锰铁及高炉锰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碳含量
9,-53<743.B5,/0B262126M707344,..3/21H21,7,21<O627-4?.12B,
4,..3/21H21,7,%5,014.2.,<2O73.A-031/,-53<43.-5,<,-,./012-031
34B2.O31B31-,1-

#$／%""&*JE)CD(( !***)CC)C" !**C)*’)*C

E* #$／%""&*J()!***

锰铁及高炉锰铁化学分析方法 红外线吸收法测定硫含量
9,-53<743.B5,/0B262126M707344,..3/21H21,7,21<O627-4?.12B,
4,..3/21H21,7,%5,014.2.,<2O73.A-031/,-53<43.-5,<,-,./012-031
347?64?.B31-,1-

#$／%""&*J()CD(( !***)CC)C" !**C)*’)*C

EC #$／%D&FC)!***
塑料弯曲性能试验方法
S627-0B7)+,-,./012-0313446,L?.26A.3A,.-0,7 #$／%D&FC)CD(( !***)C*)!" !**C)*E)*C

E! #$／%DFEF)!***
饲料添加剂 维生素V（原料）
:,,<2<<0-0=,@0-2/01V #$／%DFEF)CD(( !***)C*)!F !**C)*F)*C

E& #$／%D(C&)!***
微型计算机通用规范
#,1,.0B7A,B040B2-03143./0B.3B3/A?-,.7 #$／%D(C&)CD(( !***)C*)C" !**C)*()*C

EF #$DD(E)!***
手洗餐具用洗涤剂
+,-,.H,1-743.521<<075827501H

#$DD(E)CD((，#$／%
DD(’)CD(( !***)CC)!C !**C)C*)*C

EE #$C*E*C)!***
多菌灵原药
N2.O,1<2Q0/-,B510B26 #$C*E*C)CD(D !***)C*)!" !**C)*E)*C

E’ #$／%CCF’*)!***
信息技术 汉字字型数据的检测方法
W143./2-031-,B51363HM)%,7-/,-53<34-5,B501,7,0<,3H.2/7431-
<2-2

#$／%CCF’*)CD(D !***)C*)C" !**C)C*)*C

E" #$／%C!*!’)!***
热封型双向拉伸聚丙烯薄膜
$02L0266M3.0,1-,<A36MA.3AM6,1,406/43.5,2-)7,26 #$／%C!*!’)CD(D !***)CC)!C !**C)*E)*C

E( #$C&EFF)!***
烧结多孔砖
:0.,<A,.43.2-,<O.0BP7 #$C&EFF)CDD! !***)C*)!" !**C)*E)*C

ED #$／%C&’’&)!***
给水用聚乙烯（SV）管材
S36M,-5M6,1,A0A,743.82-,.7?AA6M #$／%C&’’&)CDD! !***)CC)!C !**C)*E)*C

’* #$／%C&’"*)!***
铁道车辆乘客及乘务员所承受的振动的测量与分析
9,B5210B26=0O.2-031)9,27?.,/,1-21<2126M70734=0O.2-031-3
850B5A277,1H,.721<B.,82.,,LA37,<01.20682M=,50B6,7

#$／%C&’"*)CDD! !***)C*)!E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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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冷轧带肋钢筋
+,-./,--0./1220.3400-51/0367.26/3 #$"%&’’("88) )***("*()9 )**"(*8(*"

!) #$／:";%&*()***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
<7=>,/6?0，?/1@67.=,A@-0/B,/@/034/03317?407.,73 #$／:";%&*("88% )***(""("& )**"(*9(*"

!% #$
／: ";’*9C; (

)***

用于行政、商业和运输业电子数据交换的应用级语法规则（语法
版本号：;）第;部分：批式电子数据交换语法和服务报告报文

（报文类型为+DE:FG）
H-0=4/,71=.6461740/=>67?0B,/6.I17134/641,7，=,II0/=067.4/673J
@,/4（HKLM<+:）(<@@-1=641,7-0N0-3O746P/A-03（QO746PN0/31,7
7AI20/：;）R6/4;：QO746P67.30/N1=0/0@,/4I0336?0B,/264=>HKL

（S0336?04O@0(+DE:FG）

)***("*("& )**"(*’(*"

!; #$
／: "98&*C) (

)***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应力腐蚀试验 第)部分：弯梁试样的制备和
应用
+,//,31,7,BI046-367.6--,O3(Q4/033=,//,31,7403417?(R6/4)：
R/0@6/641,767.A30,B2074(206I3@0=1I073

)***("*()9 )**"(*8(*"

!9 #$
／: "98&*C; (

)***

金属和合金的腐蚀 应力腐蚀试验 第;部分：单轴加载拉伸试样
的制备和应用
+,//,31,7,BI046-367.6--,O3(Q4/033=,//,31,7403417?(R6/4;：
R/0@6/641,767.A30,BA716P16--O-,6.0.40731,73@0=1I073

)***("*()9 )**"(*8(*"

!! #$
／: "!!;8C& (

)***

识别卡 带触点的集成电路卡 第&部分：用于结构化卡查询语言
（Q+TG）的行业间命令
L.0741B1=641,7=6/.3((L740?/640.=1/=A14（3）=6/.3514>=,746=43(
R6/4&：L740/17.A34/O=,II67.3B,/34/A=4A/0.+6/.UA0/O-67?A6?0

（Q+TG）

)***("*("& )**"("*(*"

!& #$
／: "&99%C) (

)***

识别卡 无触点集成电路卡 第)部分：耦合区域的尺寸和位置
L.0741B1=641,7=6/.3((+,746=4-0331740?/640.=1/=A14（3）=6/.3R6/4)：
K1I0731,7367.-,=641,7,B=,A@-17?6/063

)***("*("& )**"("*(*"

!’ #$
／: "&99%C% (

)***

识别卡 无触点集成电路卡 第%部分：电信号和复位规程
L.0741B1=641,7=6/.3(+,746=4-0331740?/640.=1/=A14（3）=6/.3R6/4%：
H-0=4/,71=31?76-367./0304@/,=0.A/0

)***("*("& )**"("*(*"

!8 #$
／: "&8""C& (

)***
耐火陶瓷纤维制品 回弹性试验方法
F0B/6=4,/O=0/6I1=B12/0@/,.A=43(K040/I17641,7,B/031-107=0 )***(""("& )**"(*!(*"

&* #$
／: "&8&9C8 (

)***

信息技术 运动图象及其伴音信息的通用编码 第8部分：系统解
码器的实时接口扩展
L7B,/I641,740=>7,-,?O(#070/1==,.17?,BI,N17?@1=4A/0367.633,J
=1640.6A.1,17B,/I641,7R6/48：HP40731,7B,//06-41I01740/B6=0B,/
3O340I3.0=,.0/3

)***("*("& )**"("*(*"

&" #$／:"’)"8()***
信息技术 数据管理参考模型
L7B,/I641,740=>7,-,?O(F0B0/07=0I,.0-,B.646I676?0I074 )***("*("& )**"("*(*"

&) #$／:"’))*()***
手持式个人信息处理设备通用规范
#070/6-3@0=1B1=641,7B,/>67.@0/3,76-17B,/I641,7@/,=033A714 )***("*("& )**"("*(*"

&% #$／:"’))"()***

信息技术 程序设计语言 环境与系统软件接口 独立于语言的数
据类型
L7B,/I641,740=>7,-,?O(R/,?/6II17?-67?A6?03，4>01/07N1/,7I0743
67.3O340I3,B456/01740/B6=03(G67?A6?0(17.0@07.074.6464O@03

)***("*("& )**"("*(*"

&; #$／:"’))8()*** +<K工程制图规则
FA-0,B+<K07?1700/17?./6517? )***("*("& )**"(*9(*"

&9 #$
／: "’)%*C" (

)***

栓接结构用大六角头螺栓螺纹长度按#$／:%"*! +级’C’和
"*C8级
V0P6?,72,-43B,/>1?>(34/07?4>34/A=4A/6-2,-417?514>-6/?051.4>
6=/,33B-643（4>/06.-07?4>36==,/.17?4,#$／:%"*!）(R/,.A=4?/6.0
+(R/,@0/4O=-63303’C’67."*C8

)***("*("& )**"(*9(*"

&! #$
／: "’)%*C) (

)***

栓接结构用大六角头螺栓 短螺纹长度 +级’C’和"*C8级
V0P6?,72,-43B,/>1?>(34/07?4>34/A=4A/6-2,-417?514>-6/?051.4>
6=/,33B-643（3>,/44>/06.-07?4>）(R/,.A=4?/6.0+(R/,@0/4O=-63303
’C’67."*C8

)***("*("& )**"(*9(*"

&& #$
／: "’)%*C% (

)***

栓接结构用大六角螺母 $级 ’和"*级
V0P6?,77A43B,/>1?>(34/07?4>34/A=4A/6-2,-417?514>-6/?051.4>
6=/,33B-643(R/,.A=4?/6.0$(R/,@0/4O=-63303’67."*

)***("*("& )**"(*9(*"

&’ #$
／: "’)%*C; (

)***

栓接结构用"型大六角螺母$级"*级
V0P6?,77A43B,/34/A=4A/6-2,-417?514>-6/?051.4>6=/,33B-643，34O-0
"(R/,.A=4?/6.0$(R/,@0/4O=-633"*

)***("*("& )**"(*9(*"

&8 #$
／: "’)%*C9 (

)***

栓接结构用平垫圈 淬火并回火
R-617563>0/3B,/>1?>(34/07?4>34/A=4A/6-2,-417?>6/.070.67.
40I@0/0.

)***("*("& )**"(*9(*"

’* #$
／: "’)%*C! (

)***

栓接结构用"型六角螺母 热浸镀锌（加大攻丝尺寸）<和$级
9、!和’级
V0P6?,77A43B,/34/A=4A/6-2,-417?34O-0">,4(.1@?6-N671W0.（,N0/J
31W046@@0.）(R/,.A=4?/6.03<67.$(R/,@0/4O=-633039，!67.’

)***("*("& )**"(*9(*"

’" #$
／: "’)%*C& (

)***

栓接结构用)型六角螺母 热浸镀锌（加大攻丝尺寸）<级 8级
V0P6?,77A43B,/34/A=4A/6-2,-417?(34O-0)，>,4(.1@?6-N671W0.

（,N0/31W046@@0.）(R/,.A=4?/6.0<(R/,@0/4O=-6338
)***("*("& )**"(*9(*"

’) #$／:"’)%"()***
信息技术 低层安全模型
L7B,/I641,740=>7,-,?O(G,50/-6O0/330=A/14OI,.0- )***("*("& )**"(*’(*"

’% #$／:"’)%)()***
信息技术 计算机图形和图像处理 图形项的登记规程
L7B,/I641,740=>7,-,?O(+,I@A40/?/6@>1=367.1I6?0@/,=03317?(
R/,=0.A/03B,//0?134/641,7,B?/6@>1=6-140I3

)***("*("& )**"(*’(*"

’; #$／:"’)%%()***
信息技术 用户建筑群的通用布缆
L7B,/I641,740=>7,-,?O(#070/1==62-17?B,/=A34,I0/@/0I1303 )***("*("& )**"(*’(*"

’9 #$／:"’)%;()***
信息技术+<QH工具的评价与选择指南
L7B,/I641,740=>7,-,?O(#A1.0-170B,/4>00N6-A641,767.30-0=41,7,B
+<QH4,,-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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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标准编号 国 家 标 准 名 称 代替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 #$
／% &!’()*& +

’,,,

信息技术 高性能并行接口 第&部分：机械、电气及信号协议规范
（-.//.+/-）
.0123456720689:02;2<=-7<:+/8312345098>535;;8;706831598/536&：
?89:50795;，8;8963795;50@A7<05;70<>326292;A>89717956720（-.//.+
/-）

’,,,+&,+&B ’,,&+,!+,&

!B #$
／% &!’("*& +

’,,,

信息技术 系统间远程通信和信息交换 局域网和城域网 公共规
范 第&部分：媒体访问控制（?CD）服务定义
.0123456720689:02;2<=+%8;89244E07956720A50@701234567208FG
9:50<8H86I880A=A684A+J295;50@48632>2;76505385086I23KA+
D24420A>89717956720A/536&：?8@7E45998AA920632;（?CD）A83L798
@817076720

’,,,+&,+&B ’,,&+,!+,&

!! #$
／% &!’(B*& +

’,,,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通用高层安全 第&部分：概述、模型和
记法
.0123456720689:02;2<=+M>80A=A684A706839200896720+#808379E>G
>83;5=83AA89E376=/536&：ML83L78I，42@8;A50@02656720

’,,,+&,+&B ’,,&+,!+,&

!N #$
／% &!’(B*’ +

’,,,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通用高层安全 第’部分：安全交换服务
元素（OPOP）服务定义
.0123456720689:02;2<=+M>80A=A684A706839200896720+#808379E>G
>83;5=83AA89E376=/536’：O89E376=8F9:50<8A83L7988;84806（OPOP）
A83L798@817076720

’,,,+&,+&B ’,,&+,!+,&

N, #$
／% &!’(B*( +

’,,,

信息技术 开放系统互连 通用高层安全 第(部分：安全交换服务
元素（OPOP）协议规范
.0123456720689:02;2<=+M>80A=A684A706839200896720+#808379E>G
>83;5=83AA89E376=/536(：O89E376=8F9:50<8A83L7988;84806（OPOP）

>326292;A>89717956720

’,,,+&,+&B ’,,&+,!+,&

N& #$
／% &!’(!*& +

’,,,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散列函数 第&部分：概述
.0123456720689:02;2<=+O89E376=689:07QE8A+-5A:+1E096720+
/536&：#80835;

’,,,+&,+&B ’,,&+,!+,&

N’ #$／%&!’(N+’,,,
集成电路（.D）卡读写机通用规范
#808379A>897179567201237068<3568@9739E76953@385@83 ’,,,+&,+&B ’,,&+,!+,&

N( #$／%&!’R,+’,,,
电子收款机通用规范
#80835;A>897179567201238;8963207995A:38<7A683 ’,,,+&,+&B ’,,&+,!+,&

NR #$
／% &!’R&*’ +

’,,,
橡胶衬里 第二部分 磨机衬里
SEHH83;7070</536’：J7070<123<370@70<47;;A ’,,,+&,+’B ’,,&+,)+,&

N) #$
／% &!’R&*( +

’,,,
橡胶衬里 第三部分：浮选机衬里
SEHH83J7070</536(：J7070<1231;25656720459:708 ’,,,+&,+’B ’,,&+,)+,&

N" #$&!’R’+’,,,
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O6=3808HE65@7808A6=3808（O$O）42@7178@H76E4702EAA:8864568375;A ’,,,+&,+’B ’,,&+,)+,&

NB #$&!’R(+’,,,
塑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C659679>2;=>32>=;808（C//）42@7178@H76E4702EAA:8864568375;A ’,,,+&,+’B ’,,&+,)+,&

N! #$／%&!’RR+’,,,
建筑防水材料老化试验方法
%8A6486:2@A12338A7A6509862I856:8370<21HE7;@70<I5683>322170<
4568375;A

’,,,+&,+’B ’,,&+,)+,&

NN #$&!’R)+’,,,
烟草加工系统 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O5186=38<E;56720123@EA68F>;2A72070>3298AA70<62H5992A=A684 ’,,,+&,+’B ’,,&+,)+,&

&,,#$／%&!’R"+’,,,
饲料中氨基酸的测定
T8683470567202154702597@A70188@A ’,,,+&’+’R ’,,&+,R+,&

&,&#$
／% &!’RB*& +

’,,,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部分：鲜切花
/32@E96<35@812345U23230548065;>;506A/536&：DE61;2I83A ’,,,+&&+&" ’,,&+,R+,&

&,’#$
／% &!’RB*’ +

’,,,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部分：盆花
/32@E96<35@812345U23230548065;>;506A/536’：V;2I8370<>2668@
>;506A

’,,,+&&+&" ’,,&+,R+,&

&,(#$
／% &!’RB*( +

’,,,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部分：盆栽观叶植物等级
/32@E96<35@812345U23230548065;>;506A/536(：V2;75<8>2668@
>;506A

’,,,+&&+&" ’,,&+,R+,&

&,R#$
／% &!’RB*R +

’,,,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R部分：花卉种子
/32@E96<35@812345U23230548065;>;506A/536R：V;2I83A88@A ’,,,+&&+&" ’,,&+,R+,&

&,)#$
／% &!’RB*) +

’,,,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部分：花卉种苗
/32@E96<35@812345U23230548065;>;506A/536)：W2E0<>;506A ’,,,+&&+&" ’,,&+,R+,&

&,"#$
／% &!’RB*" +

’,,,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部分：花卉种球
/32@E96<35@812345U23230548065;>;506A/536"：V;2I83HE;HA ’,,,+&&+&" ’,,&+,R+,&

&,B#$
／% &!’RB*B +

’,,,
主要花卉产品等级 第B部分：草坪
/32@E96<35@812345U23230548065;>;506A/536B：%E31 ’,,,+&&+&" ’,,&+,R+,&

&,!#$&!’R!+’,,,
气瓶用无缝钢管
O854;8AAA688;6EH8A123<5A9=;70@83 ’,,,+&,+’) ’,,&+,N+,&

&,N#$／%&!’RN+’,,,
检查铁合金取样和制样偏差的试验方法
V83325;;2=A+PF>83748065;486:2@A1239:89K70<6:8H75A21A54>;70<
50@A54>;8>38>5356720

’,,,+&,+’) ’,,&+,N+,&

&&,#$／%&!’),+’,,,
建筑幕墙平面内变形性能检测方法
%8A6486:2@123>831234509870>;508@8123456720219E36570I5;;’A ’,,,+&&+&B ’,,&+,)+,&

&&&#$／%&!’)&+’,,,
聚烯烃管材、管件和混配料中颜料或炭黑分散的测定方法
?86:2@1236:85AA8AA480621>7<480623953H20H;59K@7A>83A72070
>2;=2;8170>7>8A，176670<A50@924>2E0@A

’,,,+&&+’& ’,,&+,)+,&

&&’#$／%&!’)’+’,,,

塑料管道系统 用外推法对热塑性塑料管材长期静液压强度的测
定
/;5A679A>7>70<50@@E9670<A=A684A+T868347056720216:8;20<+
6834:=@32A65679A6380<6:216:8342>;5A679A4568375;A70>7>81234H=
8F635>2;56720

’,,,+&&+’& ’,,&+,)+,&

&&(#$／%&!’)(+’,,,
钢及钢产品 检验文件的类型
O688;50@A688;>32@E96A+%=>8A2170A>896720@29E4806A ’,,,+&&+&B ’,,&+,"+,&

&&R#$／%&!’)R+’,,,
高碳铬轴承钢
-7<:+953H209:3247E4H85370<A688; ’,,,+&&+&B ’,,&+,"+,&

&&)#$／%&!’))+’,,,
焦化粘油类产品馏程的测定
D2K70<L7A92EA27;>32@E96A+T86834705672021@7A67;;56720350<8 ’,,,+&&+&B ’,,&+,"+,&

标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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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标准编号 国 家 标 准 名 称 代替标准号 批准日期 实施日期

!!"#$／%!&’(")’***

焊接钢管（埋弧焊除外）)用于确认水压密实性的超声波检测方
法
+,-.,./0,,-012,/（,34,50/126,78,.974):,-.,.）);-079/<=>4
0,/0>=8?<7@,7>?>490><=<?AB.791->4-,9C)0>8A0=,//

’***)!!)!D ’**!)*")*!

!!D#$／%!&’(D)’***
回转窑用耐火砖热面标记
E,?7940<7B27>4C/?<71/,>=7<097BC>-=/)F<0)?94,>.,=0>?>490><=
697C>=8

’***)!!)!D ’**!)*")*!

!!&#$／%!&’(&)’***
阻尼材料 阻尼性能测试方法
G965>=8690,7>9-/%,/06,0A<.?<7.965>=857<5,70>,/ ’***)!!)’! ’**!)*D)*!

!!H#$／%!&’(H)’***
人造板及其表面装饰术语
+<<.)29/,.59=,-9=.>0//17?94,.,4<790><=)%,76/ ’***)!’)*I ’**!)*I)*!

!’*#$／%!&’"*)’***
木材防腐剂 对白蚁毒效实验室试验方法
J92<790<7B0,/06,0A<./?<7:<<.57,/,7@90>@,/<?.,0,76>=>=80A,
57<0,40>@,,??,40>@,=,//<?57,/,7@90>@,/989>=/00,76>0/

’***)!’)*I ’**!)*I)*!

!’!#$／%!&’"!)’***
防霉剂防治木材霉菌及蓝变菌的试验方法
%,/0>=86,0A<./?<79=0>)6<1-.4A,6>49-/>=4<=07<-->=86<1-.9=.
2-1,/09>=?1=8><=:<<.

’***)!’)*I ’**!)*I)*!

!’’#$／%!&’"’)’***
人造板机械 通用技术条件
#,=,79-/5,4>?>490><=/?<7:<<.)29/,.59=,-694A>=,7B ’***)!’)*I ’**!)*I)*!

!’K#$／%!&’"K)’***
人造板机械 热压机术语
+<<.)29/,.59=,-694A>=,/)F<057,//,/?<7?-90/17?94,/)%,76>L
=<-<8B

’***)!’)*I ’**!)*I)*!

!’I#$／%!&’"I)’***
刨花板生产线验收通则
M44,509=4,8,=,79->0B<?0A,5970>4-,2<97.57<.140><=->=, ’***)!’)*I ’**!)*I)*!

!’(#$!&’"()’***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开业条件和技术要求
N5,790><=4<=.>0><=/9=.0,4A=>49-7,O1>7,6,=0/?<7,=0,757>/,/A9=L
.->=8.9=8,7<1/4A,6>49-/21/>=,//

’***)!’)*( ’**!)*()*!

!’"#$
／% !&’""P! )

’***

体育场所等级的划分 第一部分：保龄球馆星级的划分及评定
E9=C>=8/09=.97.?<78B6=9/>169=.5-9B87<1=.)Q970!：R097)
790>=8/09=.97.?<72<:->=85-9B87<1=.

’***)!’)*( ’**!)*()*!

!’D#$!&’"D)’***
山羊绒
S9/A6,7, ’***)!’)*( ’**!)!’)*!

备注：自即日起，以下标准废止：
序
号

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 #$II()!HDD 重柴油

’ #$／%IHD)!HDD 标准正庚烷

K #$／%(’()!H"( 平型胶带物理机械性能试验方法

I #$／%((*)!H&I 铸钢锚链

( #$／%((!)!H&* 锚链铸造双链转环

" #$／%""&)!HD& 化学试剂 硝酸钙

D #$／%"HD)!HDD 化学试剂 盐酸联氨（盐酸肼）

& #$／%"H&)!HDD 化学试剂 硫酸联氨（硫酸肼）

H #$／%D"!)!H"(
三相 异 步 电 动 机 额 定 功 率、电 压 及 转 速

（功率自*P"至!**千瓦）

!* #$／%!’&I)!HDD 化学试剂 硝酸镉

!! #$／%!KH&)!HD& 化学试剂 溴化汞

!’ #$／%!IH’)!HDH 电话机试验方法

!K #$／%!"&K)!H&!
硫化橡胶恒定形变压缩永久变形的测定方
法

!I #$／%!D!I)!HDH 颜料水分测定法

!( #$／%!&*H)!HDH 棉针织内衣物理性能试验方法

!" #$／%!&!K)!HDH 棉针织内衣绒布织物厚度试验方法

!D #$／%!H&’)!H&*
声频功率放大器（扩音机）基本参数与一
般技术要求

!& #$／%’*HI)!H&*
纵横制长、市话交换设备灯色及警铃信号
标志

!H #$／%’K(")!H&* 电话参考当量标准系统

’* #$／%’K(D)!H&* 电话参考当量测量方法

’! #$／%’K"I)!H&*
工业有机产品中的铁含量测定法（’，’’)
联吡啶法）

’’ #$／%’I(H)!H&! 硫铁矿和硫精矿检验规则

’K #$／%’ID’)!H&! 电子设备用固定式电容器工作电压系列

’I #$／%’IDK)!H&!
电子设备用矩形金属外壳电容器外形尺寸
系列

’( #$／%’IDI)!H&!
电子设备用圆形金属外壳电容器外形尺寸
系列

’" #$／%’(!D)!H&! 一般结构用热连轧钢板和钢带

’D #$／%’(!H)!H&! 热连轧钢板和钢带品种

’& #$／%’D*I)!H&! 厚膜、薄膜集成电路型号命名方法

’H #$／%’&H")!H&’ 聚苯乙烯树脂中甲醇可溶物的测定

序
号

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K* #$／%’H"K)!H&’ 工业合成苯酚 水分测定

K! #$／%’H"I)!H&’ 工业合成苯酚 干燥后凝固点测定

K’ #$／%K!D&)!H&’ MJ#NJ语言基本符号的硬件表示法

KK #$KI’K)!H&’ 金刚石岩心钻探用无缝钢管

KI #$／%KIK’P!)!H&H
半导 体 集 成 电 路%%J电 路 系 列 和 品 种
(I／DI系列的品种

K( #$／%KIK’P’)!H&H
半导 体 集 成 电 路%%J电 路 系 列 和 品 种
(I／DIF系列的品种

K" #$／%KIK’PK)!H&H
半导 体 集 成 电 路%%J电 路 系 列 和 品 种
(I／DIR系列的品种

KD #$／%KIKK)!H&’ 半导体集成电路F%J电路系列和品种

K& #$／%KIKD)!H&’ 半导体集成电路TNR存储器系列和品种

KH #$／%KIK&)!H&’ 半导体集成电路双极型存储器系列和品种

I* #$／%K""I)!H&" 电容器非线性测量方法

I! #$／%KD’I)!H&K 甲胺磷原油分析方法

I’ #$／%K&!D)!H&K
集装箱箱门搭扣件、固货栓和施封护罩的
技术要求

IK #$／%K&K()!H&K 半导体集成电路接口电路系列和品种

II #$／%K&DI)!H&K 电子计算机系统设备的性能表示

I( #$KHD!P!)!H&K 国家通信网自动电话编号

I" #$／%I!’*P!)!H&K
工业液体氯代甲烷色度（铂)钴标度）的
测定

ID #$／%I!’*P’)!H&K 工业液体氯代甲烷密度的测定 密度计法

I& #$／%I’H*)!H&I 集装箱运输状态代码

IH #$／%IKD&)!H&I
半导体集成电路 S1"&**／S1"&*H微处理
机电路系列和品种

(* #$／%IKDH)!H&I
半导体集成电路 S1&*&*／S1&*&(微处理
机电路系列和品种

(! #$／%II!!)!H&I 话路传真（二类机）在电话网中的传输

(’ #$／%IID!)!H&I
化工产品试验方法精密度室间试验重复性
和再现性的确定

(K #$／%I(DK)!H&I 模拟通信网中相对功率电平的测试方法

(I #$I"’I)!H&I 电容器油

(( #$／%I"HHP()!H&& 硅铬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库仑法测定碳量

(" #$／%ID**P")!H&& 硅钙合金化学分析方法 库仑法测定碳量

标准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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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 #$／%&"’()*+(*,, 钛铁化学分析方法 库仑法测定碳量

!, #$／% &"’-)(! +
(*,,

金属铬化学分析方法 库仑法测定碳量

!* #$／%&"((+(*,& 羊毛单纤维断裂强力和伸长试验方法

.’ #$／%&"!&+(**&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 #$／%&""’)(+(*,&
明线三路载波电话设备主要性能的测试方
法

.- #$／%&""’)-+(*,&
明线(-路载波电话设备主要性能的测试
方法

./ #$／%&""’)/+(*,&
对称电缆.’路载波电话设备主要性能的
测试方法

.& #$／%&,-,+(*,& !’波特调频音频电报传输要求

.! #$／%&,.’+(*,& 核反应堆仪器仪表一般特性

.. #$／%&*/,+(*,! 半导体分立器件接收和可靠性

." #$／%!’!*),+(*,, 钼铁化学分析方法 库仑法测定碳量

., #$／%!’*,+(*,! 钢轨用高强度接头螺栓、螺母

.* #$／%!/--+(*,!
纵横制用户电话交换机技术要求和试验方
法

"’ #$／%!/."+(*,! 载波系统超群变频级基本技术要求

"( #$／%!&&!+(*,!
明线高(-路晶体管载波电话设备技术要
求

"- #$／%!&&.+(*,! 明线(-路晶体管载波电话设备技术要求

"/ #$／%!!.-+(*,! 胶管胶层物理试验方法

"& #$／%!,--)/+(*,.
铁路柴油机车柴油机油换油指标 总碱值
和01值测定方法

"! #$／%.((-+(*,!
热塑性塑料管材和管件耐冲击性能的测定
方法（落锤法）

". #$／%./.-+(*,. 电话机频率响应

"" #$／%.!!!+(*,. 明线/路载波电话设备技术要求

", #$／%.!*(+(*,. 电子设备用电容器和电阻器名词术语

"* #$／%.!*.+(*,.
膜渗透压法测定聚苯乙烯标准样品的数均
分子量

,’ #$／%.!*"+(*,.
蒸汽压渗透法测定聚苯乙烯标准样品的数
均分子量

,( #$／%..&"+(*,.
半导体集成电路&位微型机电路系列和品
种

,- #$／%..&*+(*,. 半导体集成电路外壳总规范

,/ #$／%."/-+(*,. 普通凡士林

,& #$."/&+(*,. 成包合成生胶取样

,! #$."/!+(*,. 合成橡胶试样制备

,. #$／%."!"+(*,. 输送带贮存和搬运通则

," #$／%.,((+(*,.
半导体集成非线性电路系列和品种 数字／
模拟转换器和模拟／数字转换器的品种

,, #$.,!-+(*,. 21基准试剂 氢氧化钙

,* #$.,!!+(*,. 21基准试剂 四草酸钾

*’ #$.,!,+(*,. 21基准试剂 酒石酸氢钾

*( #$／%.,./+(*,. 活塞式压力计

*- #$／%.,",+(*,. 纵横制市内电话交换机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 #$／%.**(+(*,. 电子元器件可靠性数据表示方法

*& #$"’’(+(*,. 灯具外壳防护等级分类

*! #$／%"-.&+(*," 投影式电视广播接收机测量方法

*. #$／%"&-’+(*,"
信息处理 从信息处理交换用七位编码字
符集中派生四位字符集的导则

*" #$／%"&/(+(*,"
纵横制市内自动电话交换局传输特性指标
及其测试方法

*, #$／%"&/"+(*,"
公用模拟长途电话自动交换网传输性能指
标

** #$／%"!’&+(*,"
半导体集成微型计算机电路系列和品种
-*’’系列的品种

(’’#$／%"!’!+(*,"
半导体集成微型计算机电路系列和品种
.,’’’系列的品种

(’(#$／%"!’.+(*,"
半导体集成微型计算机电路系列和品种
,’,.系列的品种

(’-#$／%"!’"+(*,"
半导体集成微型计算机电路3!,’,’4型
,位微处理器功能验证方法

(’/#$／%"!’,+(*,"
半导体集成微型计算机电路3!.,-(型外
围接口转接器功能验证方法

(’&#$／%".’,+(*," 拖拉机柴油机润滑油换油指标

(’!#$／%""-’+(*,"
长途电话半自动对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
方法

序
号

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
／% ""/()(( +

(*,,
钨铁化学分析方法 库仑法测定碳量

(’"#$／%""&/+(*," 工业用碳酸钠包装

(’,#$,-"&+(*," 食品添加剂 固定化葡萄糖异构酶制剂

(’*#$／%,!"!+(*,, 复混肥料中游离水含量测定 真空干燥法

((’#$／%,.!&)*+(*,, 金属锰化学分析方法 库仑法测定碳量

(((#$／%*’-&+(*,,
印制板用频率低于/516的连接器总则和
制订详细规范的导则

((-#$／%*’&&)(+(*,, 农村用户环路载波设备技术要求

((/#$／%*’&&)-+(*,, 农村用户环路载波设备测试方法

((&#$／%*’!(+(*,,
模拟微波接力通信系统-#16频段微波收
发信机技术条件

((!#$／%*’**+(*,, 粘胶白坯帘子布

((.#$／%*(’’+(*,, 粘胶浸胶帘子布

(("#$／%*/.’+(*,, 出口精梳涤棉混纺色织布

((,#$／%*&’.+(*,,
长距离地面模拟微波接力系统*.’路电
话调制机技术要求

((*#$／%*&’"+(*,,
长距离地面模拟微波接力系统*.’路电
话解调机技术要求

(-’#$／%*!"(+(*,,
橡胶塑料软管静态条件下耐臭氧性能的评
定

(-(#$／%*!,&+(*,, 电压调谐磁控管电性能测试方法

(--#$／%*.’(+(*,, 脉冲磁控管电性能测试方法

(-/#$／%*.’/+(*,, 充气微波开关管电性能测试方法

(-&#$／%*.!!+(*,, 信息处理设备 汉字字间距和行间距

(-!#$／%*"&"+(*,, 航空轮胎动力模拟试验方法

(-.#$／%**/*+(*,, 化纤化肥工业用汽轮机油 换油指标

(-"#$
／% (’(*,)( +

(*,,
传真机技术要求 一类文件传真机

(-,#$
／% (’(*,)- +

(*,,
传真机技术要求 二类文件传真机

(-*#$／%(’-*(+(*,, 仪器推车基本尺寸系列

(/’#$／%(’/-&+(*,, 耐火制品的分型定义

(/(#$
／% (’!’!)( +

(*,* /4分子筛抗压碎强度测定方法

(/-#$／%((’!!+(*,*
长途电话全自动对端设备技术要求和测试
方法

(//#$
／% ((/-.)/ +

(*,*
聚烯烃绝缘铝+聚烯烃粘结护套高频农村
通信电缆 铝芯非填充电缆

(/&#$
／% ((/-.)! +

(*,*
聚烯烃绝缘铝+聚烯烃粘结护套高频农村
通信电缆 铝芯填充电缆

(/!#$
／% ((/-.). +

(*,*
聚烯烃绝缘铝+聚烯烃粘结护套高频农村
通信电缆 自承式电缆

(/.#$／%((/-,+(*,* ()-／-)&77综合同轴电缆高频线对-&路
载波电话终端设备技术条件

(/"#$／%((/-*+(*,* 载波系统线群分路设备基本技术要求

(/,#$／%((//’+(*,*
载波系统超群链路附加均衡设备基本技术
要求

(/*#$
／% ((&&/)- +

(*,*
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总技术要求 第二部
分：频分多路复用／调频载波通道

(&’#$
／% ((&&/)/ +

(*,*
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总技术要求 第三部
分：单路每载波通道

(&(#$
／% ((&&&)( +

(*,*

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发射、接收和地面通
信设备技术要求 第一部分：频分多路复
用／调频设备

(&-#$
／% ((&&&)- +

(*,*

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发射、接收和地面通
信设备技术要求 第二部分：单路每载波
设备

(&/#$
／% ((&&!)( +

(*,*
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终端设备技术要求
第一部分：频分多路复用终端设备

(&&#$
／% ((&&!)- +

(*,*
国内卫星通信地球站终端设备技术要求
第二部分：单路每载波终端设备

(&!#$／%((&,"+(*,* 捷变频脉冲磁控管电性能测试方法

(&.#$／%((&*/+(*,* 半导体集成电路外壳空白详细规范

(&"#$／%(-(-(+(*,* 包装容器质量保证体系

(&,#$／%(-(--+(*,* 产品包装质量保证体系

(&*#$／%(--"’+(**’
射频同轴连接器电气试验和测试程序 屏
蔽效率

(!’#$／%(--"(+(**’ 射频同轴连接器射频插入损耗测试方法

(!(#$／%(-."!+(**’ 微型货车出厂检验方法

(!-#$
／% (-.,,)" +

(**’
工业用苯乙烯中阻聚剂（对+特丁基邻苯
二酚）含量的测定 比色法

标准公告

中国标准化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