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国际组
原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中文名称

标准英文名称

标准参与单位

地方

织
Plastics - Polycarbonate (PC)
调整 12 ISO/TC61/SC9

ISO 21305-1:2019

塑料-聚碳酸酯（PC）模 moulding and extrusion

中蓝晨光成都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珠海

塑和挤出材料-第 1 部分: materials - Part 1:

市远康企业有限公司、上海金发科技发 四川

命名系统和分类基础

Designation system and basis 展有限公司
for specification

调整 28 ISO/TC249

ISO 22212:2019

中医药 -- 天麻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Gastrodia elata tuber

昆明理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中国中
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好医生药业集 云南
团有限公司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金瑞铭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设计院有

调整 49 ISO/TC31

ISO 20910:2019

轮胎用射频识别（RFID） Coading for Radio frequency
电子标签编码

identification(RFID)tyre tags

限公司、三角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赛轮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力轮胎股份有限 山东
公司、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金宇轮胎有限公司、米其林（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倍耐力轮胎有限公司

软控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橡胶工业研究
设计院有限公司、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
调整 50 ISO/TC31

ISO 20909:2019

轮胎用射频识别（RFID） Radio frequency
电子标签

identification(RFID)tyre tags

司、深圳市金瑞铭科技有限公司、万力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三角轮胎股份有限 山东
公司、山东金宇轮胎有限公司、山东玲
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倍耐力轮胎有限
公司、米其林（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调整 52 ISO/TC137

ISO 9407:2019

鞋号 世界鞋号的标识和
标记

Footwear sizing —
Mondopoint system of sizing
and marking

中国皮革制鞋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大
学、安踏（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

宁波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冶金工
Iron ores- Determination of 业信息标准研究院、上海海关工业品与
调整 53

ISO/TC102/SC2 ISO/TS 2597-4:2019

铁矿石 全铁测定 第 4 部 total iron content- Part 4: 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宝钢钢铁股份有
分：电位滴定法

Potentiometric titration

限公司中央研究院（技术中心）、武汉

method

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广州海关技术

浙江

中心
桂林电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省
合肥汽车锻件有限责任公司、华中科技
调整 61 ISO/TC29/SC8

ISO 21223:2019

冲模

术语

Tools for pressing —
Vocabulary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宁波合力模
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工商职业技 广西
术学院、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司、昆山
嘉华电子有限公司、广东省东莞市质量
监督检测中心

Cleanrooms and associated
调整 70 ISO/TC209

ISO 14644-16:2019

提升洁净室及空气净化
装置的能效

controlled environments —
Part 16: Energy efficiency in
cleanrooms and separative
devices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标
准化协会、南京天加空调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
苏州工业园区嘉合环境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苏州市计量测试院等。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广东大哥大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国华体育健身器材有限公

增加 84 ISO/TC 83/SC 6 ISO 20739:2019

武术太极服 技术要求及
检验方法

Martial arts — Wushu Taiji

司、武极堂体育（北京）有限公司、河

clothing — Requirements

北山人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and test methods

体育器材有限公司、福建省伟志兴体育

山东泰山 北京

用品有限公司、吴江中服纺织有限公
司 、上海劲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山东国华体育健身
器材有限公司、山东泰山体育器材有限
增加 85 ISO/TC 83/SC 6 ISO 20740:2019

武术太极剑 技术要求及
检验方法

Martial arts — Wushu Taiji

公司 、福建省伟志兴体育用品有限公

sword — Requirements and

司、广东大哥大集团有限公司、武极堂 北京

test method

体育（北京）有限公司、河北山人体育
器材有限公司、吴江中服纺织有限公
司 、上海劲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太阳能-集热器部件与材
增加 86 ISO/TC180

ISO 22975-5:2019

料-第 5 部分：绝热材料
耐久性和性能

增加 87 ISO/TC108/SC6 ISO 6070:2019

振动台附加台面设备特
性的描述方法

Solar energy — Collector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标
Part 5: Insulation material

准化研究院

北京

durability and performance
Auxiliary tables for vibration
generators — Methods of
describing equipment

北京强度环境研究所、北京航天希尔测
试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

characteristics

Methods for the calibration of
振动与冲击传感器校准
增加 88 ISO/TC108

vibration and shock

ISO 16063-34:2019 方法 第 34 部分：固定温 transducers — Part 34:
度灵敏度测试

北京航天计量测试技术研究所

北京

煤炭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

国际小水电中心

浙江

国际小水电中心

浙江

Testing of sensitivity at
fixed temperatures

增加 89 ISO/TC27/SC5

ISO 15585:2019

硬煤-粘结指数测定

Hard Coal -- Determination of
caking index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增加 90 ISO

ISO IWA 33-1

小水电技术导则 第 1 部 development of small
分：术语

hydropower plants — Part 1:
Vocabulary
Technical guidelines for the

增加 91 ISO

ISO IWA 33-2

小水电技术导则 第 2 部 development of small
分：选点规划

hydropower plants — Part 2:
Site selection plan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