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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89 项行业标准名称及主要内容

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化工行业

1 HG/T 5220-2017 化工固体物料输送泵技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化工固体物料输送泵的型式、型号与基本参数、要求、

安全、试验与检验、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应用场合通过管线密闭输送高含固率、高磨蚀性

的渣浆状或膏状无腐蚀性物料的输送泵。

2 HG/T 2042-2017 纯碱包装机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纯碱包装机的基本参数与型号编制、包装机工作或计

量条件、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包装流动性良好的轻质纯碱、重质纯碱，包装材料为

涂膜塑料编织袋的电子自动定量纯碱包装机。

HG/T 2042-1991

3 HG/T 5221-2017 薄膜蒸发器 本标准规定了薄膜蒸发器的结构型式、基本参数和型号、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医药、轻工、食品、石油、环保等行业液体物

料在真空条件下的蒸发浓缩、脱气脱溶、蒸馏提纯中使用的刚性结构转

子的薄膜蒸发器。

4 HG/T 5222-2017 催化裂化用电液控制冷壁

滑阀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催化裂化用电液控制冷壁滑阀的分类、型式及型号、

设计、要求、试验及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涂饰、标志、包装及贮运。

本标准适用于炼油催化裂化装置使用的电液控制冷壁单动滑阀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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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动滑阀。

5 HG/T 5223-2017 高温硬密封单闸板切断闸

阀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高温硬密封单闸板切断闸阀的型式及型号、设计、要

求、检测及试验、检验规则、涂饰、标识、包装、贮运。

本标准适用于炼油催化裂化装置能量回收系统烟气管道上使用的高

温硬密封单闸板切断型闸阀。

6 HG/T 5224-2017 蒸汽再压缩蒸发器 本标准规定了蒸汽再压缩蒸发器的规格系列及主要工艺计算、要求、

检测与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在蒸发浓缩、蒸发结晶或低温蒸发等操作过程中产生

的二次蒸汽，经过蒸汽压缩机再压缩后，返回到加热室再持续循环利用

的蒸汽再压缩蒸发器。

本标准中涉及的蒸汽加热室适应于管壳式热交换器和板式换热器。

7 HG/T 2370-2017 不透性石墨制化工设备技

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不透性石墨制化工设备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和

验收、设备出厂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不透性石墨制化工设备及零部件。不透性炭制化工设

备和透性石墨制化工设备也可以参照使用。

HG/T 2370-2005

8 HG/T 5225-2017 抗静电无卤阻燃超高分子

量聚乙烯管材衬里专用料

本标准规定了抗静电无卤阻燃超高分子量聚乙烯（PE-UHMW）管材衬

里专用料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矿山或其它工矿环境中供排水、压风、喷浆、

瓦斯排放以及耐磨托辊等抗静电无卤阻燃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材衬里专

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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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9 HG/T 5226-2017 浮球液位计 本标准规定了浮球液位计的产品型式、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转角式浮球液位计。

10 HG/T 5227-2017 流态化催化裂化再生烟气

激光气体分析仪

本标准规定了流态化催化裂化再生烟气激光气体分析仪的要求、试

验条件、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质量保证期。

本标准适用于化工行业使用可调谐半导体激光吸收光谱技术测量流

态化催化裂化再生烟气的激光气体分析仪。

11 HG/T 5228-2017 化工装置用多点柔性铠装

热电偶

本标准规定了炼油、化工装置用多点柔性铠装热电偶的基本参数、

性能要求、试验及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及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炼油、化工装置用多点柔性铠装热电偶。

12 HG/T 5249-2017 C.I.反应黄 210 本标准规定了 C.I.反应黄 210 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C.I.反应黄 210 的产品质量控制。

13 HG/T 5250-2017 纺织染整助剂 乙二胺四

乙酸盐和二乙烯三胺五乙

酸盐的测定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气相色谱-质谱（GC/MS）法测定纺织染整助剂中

乙二胺四乙酸及其盐类（EDTA）和二乙烯三胺五乙酸及其盐类（DTPA）

含量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气相色谱-质谱法对纺织染整助剂产品中 EDTA 和 DTPA

的测定。

14 HG/T 5251-2017 纺织染整助剂 氨氮的测

定

本标准规定了氨气敏电极法测定纺织染整助剂中氨氮含量的通用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染整助剂中氨氮含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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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15 HG/T 5252-2017 纺织染整助剂 二氢化牛

脂基二甲基氯化铵的测定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LC-MS/MS）测定纺织染

整助剂中二氢化牛脂基二甲基氯化铵（DHTDMAC）残留量的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染整助剂产品中二氢化牛脂基二甲基氯化铵的测

定。

16 HG/T 5253-2017 纺织染整助剂 锦纶抗酚

黄变剂 抗酚黄变效果的

测定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染整助剂中锦纶抗酚黄变剂抗酚黄变效果的测定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锦纶抗酚黄变剂对锦纶抗酚黄变效果的测定。

17 HG/T 5254-2017 纺织染整助剂 硬挺整理

剂 硬挺效果的测定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染整助剂中硬挺整理剂（简称：硬挺剂）的硬挺

效果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纺织染整助剂中硬挺整理剂（简称：硬挺剂）硬挺效

果的测定。

18 HG/T 5255-2017 纺织染整助剂 柔软整理

剂类产品中硫酸二甲酯的

测定

本标准规定了柔软整理剂类纺织染整助剂产品中硫酸二甲酯的测定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柔软整理剂类纺织染整助剂产品中硫酸二甲酯的

测定。

19 HG/T 5256-2017 锦纶低弹丝油剂 本标准规定了锦纶低弹丝油剂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锦纶低弹丝牵伸假捻生产(DTY)工艺用油剂产品的质

量控制。

20 HG/T 5285-2017 苯胺基乙腈 本标准规定了苯胺基乙腈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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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苯胺基乙腈产品的质量控制。

21 HG/T 5286-2017 反应大红 W-R 本标准规定了反应大红 W-R 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反应大红 W-R 的产品质量控制。

22 HG/T 5287-2017 反应嫩黄 WH8G 本标准规定了反应嫩黄 WH8G 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反应嫩黄 WH8G 的产品质量控制。

23 HG/T 5288-2017 酸性棕 ERC（C.I.酸性棕

75）

本标准规定了酸性棕 ERC(C.I.酸性棕 75)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酸性棕 ERC(C.I.酸性棕 75)的产品质量控制。

24 HG/T 5289-2017 C.I.酸性红 186 本标准规定了 C.I.酸性红 186 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C.I.酸性红 186 的产品质量控制。

25 HG/T 5290-2017 C.I.酸性黄 250 本标准规定了 C.I.酸性黄 250 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C.I.酸性黄 250 的产品质量控制。

26 HG/T 5291-2017 分散黑 WXF 本标准规定了分散黑 WXF 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分散黑 WXF 的产品质量控制。

27 HG/T 5292-2017 间硝基氯苯 本标准规定了间硝基氯苯的要求、安全信息、采样、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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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间硝基氯苯的产品质量控制。

28 HG/T 5293-2017 苯乙酸 本标准规定了苯乙酸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

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苯乙酸产品的质量控制。

29 HG/T 3310-2017 邻苯二胺 本标准规定了邻苯二胺的要求、安全信息、采样、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邻苯二胺产品的质量控制。

HG/T 3310-1999

30 HG/T 5295-2017 弱酸性红 RN 本标准规定了弱酸性红 RN 产品的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弱酸性红 RN 的产品质量控制。

31 HG/T 3727-2017 荧光增白剂 220（C.I.荧

光增白剂 220）

本标准规定了荧光增白剂 220（C.I.荧光增白剂 220）产品的要求、

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荧光增白剂 220 的产品质量控制。

HG/T 3727-2010

32 HG/T 5296-2017 对氯苯胺 本标准规定了对氯苯胺的要求、安全信息、采样、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对氯苯胺产品的质量控制。

33 HG/T 5257-2017 硫化促进剂 N-叔丁基-

双（2-苯并噻唑）次磺酰

胺（TBSI）

本标准规定了硫化促进剂 N-叔丁基-双（2-苯并噻唑）次磺酰胺（简

称硫化促进剂 TBSI)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由苯并噻唑或其衍生物为主要原料与叔丁胺在催化剂

存在下制得的硫化促进剂 TB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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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34 HG/T 5258-2017 橡胶防老剂 N,N'-双（1-

甲基丙基）对苯二胺

本标准规定了橡胶防老剂 N,N’-双（1—甲基丙基）对苯二胺的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由 1,4-二氨基苯（对苯二胺）与 2-丁酮缩合烷基化反

应而制得的橡胶防老剂 N,N’-双（1—甲基丙基）对苯二胺。

35 HG/T 2097-2017 发泡剂 偶氮二甲酰胺

（ADC）

本标准规定了发泡剂偶氮二甲酰胺（简称发泡剂 ADC）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以尿素、水合联氨为原料经缩合、氧化而制得的发泡

剂 ADC。

HG/T 2097-2008

36 HG/T 5259-2017 聚醚酯消泡剂 本标准规定了聚醚酯消泡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一种或多种酯化聚醚和增效剂等物质制成的聚醚酯

消泡剂。

本标准适用于造纸湿部工序用聚醚酯消泡剂。

37 HG/T 5260-2017 硫化促进剂 二硫化四异

丁基秋兰姆（TIBTD）

本标准规定了硫化促进剂二硫化四异丁基秋兰姆（简称硫化促进剂

TIBTD）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二异丁胺、二硫化碳等为主要原料制得的硫化促进

剂 TIBTD。

38 HG/T 5261-2017 橡胶防老剂 2-巯基-4

（或 5）-甲基苯并咪唑

（MMBI）

本标准规定了橡胶防老剂 2-巯基-4（或 5）-甲基苯并咪唑（简称橡

胶防老剂 MMBI）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 3（或 4）-甲基邻苯二胺、二硫化碳等为主要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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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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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得的橡胶防老剂 MMBI。

39 HG/T 5262-2017 橡胶防老剂 2-巯基苯并

咪唑（MBI）

本标准规定了橡胶防老剂 2-巯基苯并咪唑（简称橡胶防老剂 MBI）

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邻苯二胺、二硫化碳等为主要原料制得的橡胶防老

剂 MBI。

40 HG/T 5263-2017 有机硅染色消泡剂 本标准规定了有机硅染色消泡剂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聚硅氧烷、改性聚硅氧烷、白炭黑、分散剂和稳定

剂等制成的有机硅染色消泡剂。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纺织印染工序用有机硅染色消泡剂。

41 HG/T 5264-2017 卡丁车轮胎 本标准规定了卡丁车轮胎的术语和定义、轮胎规格的表示方法、要

求、检验规则、试验方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新的卡丁车充气轮胎。

42 HG/T 5265-2017 儿童车辆轮胎 本标准规定了儿童车辆用轮胎的术语和定义、类型、要求、试验方

法、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儿童自行车、儿童三轮车、儿童推车等儿童车辆用的

充气轮胎。

本标准不适用于非充气轮胎以及 GB 3565 所规定的公路上骑行的自

行车轮胎。

43 HG/T 5266-2017 生物化学试剂 L-一水合

半胱氨酸盐酸盐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化学试剂 L-一水合半胱氨酸盐酸盐的性状、规

格、试验、检验规则和包装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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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化学试剂 L-一水合半胱氨酸盐酸盐的检验。

44 HG/T 5267-2017 生物化学试剂 L-丙氨酸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化学试剂 L-丙氨酸的性状、规格、试验、检验规

则和包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化学试剂 L-丙氨酸的检验。

45 HG/T 5268-2017 生物化学试剂 L-谷氨酸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化学试剂 L-谷氨酸的性状、规格、试验、检验规

则和包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化学试剂 L-谷氨酸的检验。

46 HG/T 5269-2017 生物化学试剂 L-丝氨酸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化学试剂 L-丝氨酸的性状、规格、试验、检验规

则和包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化学试剂 L-丝氨酸的检验。

47 HG/T 5270-2017 生物化学试剂 L-天冬氨

酸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化学试剂 L-天冬氨酸的性状、规格、试验、检验

规则和包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化学试剂 L-天冬氨酸的检验。

48 HG/T 5271-2017 生物化学试剂 硫酸铵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化学试剂 硫酸铵的性状、规格、试验、检验规则

和包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生物化学试剂 硫酸铵的检验。

49 HG/T 5272-2017 化学试剂 六水合硝酸镁

（硝酸镁）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试剂 六水合硝酸镁（硝酸镁）的性状、规格、试

验、检验规则和包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试剂 六水合硝酸镁（硝酸镁）的检验。

50 HG/T 3488-2017 化学试剂 五水合四氯化

锡（结晶四氯化锡）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试剂 五水合四氯化锡（结晶四氯化锡）的性状、

规格、试验、检验规则和包装及标志。

HG/T 3488-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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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试剂 五水合四氯化锡（结晶四氯化锡）的检验。

51 HG/T 5273-2017 化学试剂 五水合硝酸铋

（硝酸铋）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试剂 五水合硝酸铋(硝酸铋)的性状、规格、试验、

检验规则和包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试剂 五水合硝酸铋(硝酸铋)的检验。

52 HG/T 3470-2017 化学试剂 硝酸铅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试剂 硝酸铅的性状、规格、试验、检验规则和包

装及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试剂 硝酸铅的检验。

HG/T 3470-2000

53 HG/T 5274-2017 4-氯-3,5-二甲基苯酚 本标准规定了 4-氯-3,5-二甲基苯酚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以 3,5-二甲基苯酚为原料用氯化法生产的 4-氯-3,5-

二甲基苯酚。

54 HG/T 5275-2017 工业用乙二醛水溶液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乙二醛水溶液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

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乙二醇经气相氧化而制备的工业用乙二醛水溶液。

55 HG/T 5276-2017 工业用 L-八氢吲哚-2-羧

酸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 L-八氢吲哚-2-羧酸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 S-吲哚啉-2-羧酸为主要原料经氢化反应制得的工

业用 L-八氢吲哚-2-羧酸。

56 HG/T 5277-2017 工业用丙二醇单丁醚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丙二醇单丁醚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以正丁醇、环氧丙烷为原料经催化反应制得的工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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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丙二醇单丁醚（1-丁氧基-2-丙醇）。

57 HG/T 5278-2017 对氯三氟甲苯 本标准规定了对氯三氟甲苯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以对氯甲苯、氯气、无水氟化氢等为原料，精制而得

的对氯三氟甲苯。

58 HG/T 2027-2017 工业用氯化苄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氯化苄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

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甲苯经氯化、精馏提纯而制得的工业用氯化苄。

HG/T 2027-1991

59 HG/T 5279-2017 三氟乙酸（TFA） 本标准规定了三氟乙酸（简称为 TFA）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安全。

本标准适用于以 1,1,1-三氯三氟乙烷（CFC-113a）为原料，经三氧

化硫（SO3）氧化水解后精制而得的三氟乙酸(TFA)。

60 HG/T 2309-2017 工业用新戊二醇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新戊二醇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异丁醛、甲醛为原料，经歧化工艺或加氢工艺制得

的工业用新戊二醇。

HG/T 2309-1992

61 HG/T 5280-2017 工业用吲哚-2-甲酸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用吲哚-2-甲酸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邻硝基甲苯和草酸二乙脂为主要原料制得的的工业用

吲哚-2-甲酸。

62 HG/T 5281-2017 甲基封端烯丙醇聚醚 本标准规定了甲基封端烯丙醇聚醚的结构式、命名、技术要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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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由烯丙醇与环氧乙烷、环氧丙烷聚合生成烯丙醇聚醚

后，再用甲基取代末端羟基活泼氢后而成的产品，主要用于聚氨酯泡沫

匀泡剂、纺织助剂、油田破乳剂、乳化剂等。

63 HG/T 5282-2017 分散剂 IW 本标准规定了分散剂 IW 的技术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由十六到十八脂肪醇与环氧乙烷经缩合而制得的分散

剂 IW。该产品主要用于印染行业，亦可作为强分散剂，以制备各种有机

物乳化液。

64 HG/T 5283-2017 匀染剂 TAN 本标准规定了匀染剂 TAN 的技术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十二烷基二甲基叔胺与氯化苄反应而制得的匀染剂

TAN。主要作为阳离子染料对腈纶纤维染色时的匀染剂。

65 HG/T 5284-2017 静电防止剂 P 本标准规定了静电防止剂 P 的技术要求、采样、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八到十碳脂肪醇与五氧化二磷生成的酯化物，经中和

而制得的静电防止剂 P。主要作为合成纤维工业锦纶油剂中抗静电的重

要组份之一。

冶金行业

66 YB/T 060-2017 炼钢转炉用耐火砖形状尺

寸

本标准规定了炼钢转炉工作衬用耐火砖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尺寸

砖号、尺寸规格及尺寸特征以及双楔形砖砖环和球底砖环计算方法。

YB/T 06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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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炼钢转炉工作衬用耐火砖形状尺寸及计算方法，电炉

工作衬也可参照使用。

67 YB/T 165-2017 铝镁碳砖和镁铝碳砖 本标准规定了铝镁碳砖与镁铝碳砖的术语和定义、牌号、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质量评定程序、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钢包用铝镁碳砖和镁铝碳砖。

YB/T 165-1999

68 YB/T 2217-2017 球顶耐火砖形状尺寸 本标准规定了球顶耐火砖（或球底砖）的术语和定义、尺寸砖号表

示方法、尺寸规格表示方法、尺寸和尺寸特征以及球顶（或球底）砖的

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电炉、热风炉、转炉和铁水罐等工业炉窑球顶（或底）

砌砖。

YB/T 2217-1999

69 YB/T 4120-2017 中间包用挡渣堰 本标准规定了中间包用挡渣堰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质量

评定程序、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中间包用挡渣堰。

YB/T 4120-2004

70 YB/T 4121-2017 中间包用碱性涂料 本标准规定了中间包用碱性涂料的分类和牌号、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质量评定程序、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中间包用碱性涂抹料和喷涂料。

YB/T 4121-2004

71 YB/T 4162-2017 钢筋混凝土用加工成型钢

筋

本标准规定了钢筋混凝土用加工成型钢筋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订

货内容、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质量技术文件、

储运及配送。

本标准适用于混凝土用加工成型按设计要求所需要的钢筋加工成型

单件制品和组合成型钢筋制品。

YB/T 416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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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不适用于钢筋焊接网。

72 YB/T 4190-2017 工程用机编钢丝网及组合

体

本标准规定了工程用机编钢丝网及组合体的术语和定义、产品标记

及示例、生产企业及原材料钢丝要求、成品网面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交货内容及包装、标志、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岩土工程、水土保持、堤岸防护等工程建设领域

的柔性安全防护系统用机编六边形双绞合钢丝网及组合体。

YB/T 4190-2009

73 YB/T 4636-2017 高炉热风管系用耐火材料 本标准规定了高炉热风管系用耐火材料的分类与牌号、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质量评定程序、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高炉及热风炉热风管系用定形耐火制品。

74 YB/T 4637-2017 莫来石质流钢砖 本标准规定了莫来石质流钢砖的术语和定义、牌号及形状尺寸、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质量评定程序、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证

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冶金铸造用莫来石质流钢砖。

75 YB/T 4638-2017 顶燃式热风炉用耐火材料

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顶燃式热风炉用耐火材料的术语和定义、选择和配置、

砌筑与验收、使用与维护。

本标准适用于顶燃式热风炉。

76 YB/T 4639-2017 热风炉用红柱石砖 本标准规定了热风炉用红柱石砖的定义、牌号及形状尺寸、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质量评定程序、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行业热风炉用红柱石砖。

77 YB/T 4640-2017 中间包、感应炉用耐火干

式料

本标准规定了中间包、感应炉用耐火干式料的分类、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质量评定程序、包装、标志、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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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主要适用于中间包、感应炉用振动（或捣打）的耐火干式料。

78 YB/T 4641-2017 液化天然气储罐用低温钢

筋

本标准规定了液化天然气（LNG）储罐用钢筋的定义、牌号、订货内

容、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志和质量证明书等。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液化天然气储罐用直径不大于 50mm 的低温钢筋。

79 YB/T 4642-2017 笔头用易切削不锈钢丝 本标准规定了笔头用易切削不锈钢丝的术语和定义、订货内容、尺

寸、外形及重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和质量

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圆珠笔头用易切削不锈钢丝。

80 YB/T 4643-2017 制绳用异形钢丝 本标准规定了制绳用异形钢丝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尺寸、

外形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包装标志及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密封钢丝绳所用异形截面的光面和镀层钢丝。

81 YB/T 4644-2017 测井电缆加强用镀锌钢丝 本标准规定了测井电缆加强用镀锌钢丝的分类和标记，订货内容，

尺寸、外形、长度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

标志和质量证明书，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测井电缆加强用镀锌圆形碳素钢丝。

82 YB/T 5137-2017 高压用热轧和锻制无缝钢

管圆管坯

本标准规定了高压用热轧和锻制无缝钢管圆管坯的订货内容、尺寸、

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

和质量证明书。

本标准适用于制造高压无缝钢管用公称直径 50mm～400mm 的热轧圆

管坯和公称直径 60mm～1000mm 锻制圆管坯，直接制管的钢锭也可参照本

YB/T 513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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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标准。

轻工行业

83 QB/T 5217-2017 医用环境空气净化器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医用环境的空气净化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标

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常温条件下工作的具有医用及类似用途的室内空气净

化器。

84 QB/T 5218-2017 罐藏食品工业术语 本标准规定了罐藏食品工业的一般术语、原料术语、容器术语、工

艺术语、包装术语和质量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罐藏食品工业生产、科研、教学及其他相关领域。

85 QB/T 5219-2017 牙膏中薁磺酸钠含量的测

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本标准规定了牙膏中薁磺酸钠含量测定方法的测定原理、试剂和材

料、仪器与设备、分析步骤、结果计算、检出限、回收率和允许差。

本标准适用于牙膏中添加薁磺酸钠的含量的测定。

本标准薁磺酸钠检出浓度为 0.15mg/L,定量浓度为 0.5mg/L；当取样

量为 0.5g 时，本方法的检出限为 30mg/kg，定量限为 100mg/kg。

86 QB/T 5220-2017 口腔护理用品中精氨酸含

量的测定方法 高效液相

色谱法

本标准规定了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牙膏中精氨酸的方法要点、试剂

与标准物质、仪器、分析步骤、结果计算、回收率、标准偏差和允许差。

本标准适用于牙膏、漱口水、牙粉和精氨酸碳酸氢盐原料中精氨酸

含量的测定。

本标准精氨酸的方法检出浓度为 0.5mg/L，定量浓度为 2mg/L；若取

样品 0.2g，检出限为 250mg/kg，定量限为 1000mg/kg。

87 QB/T 5221-2017 牙膏中胡椒碱含量的测定 本标准规定了检测牙膏中胡椒碱含量方法的方法原理、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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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

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精密度、准确度和检出限。

本标准适用于添加功效原料成分胡椒碱的牙膏产品测定。

本标准胡椒碱检出限为 74ng/mL。

88 QB/T 5222-2017 口腔清洁护理用品 牙膏

用植酸钠（肌醇磷酸钠）

本标准规定了植酸钠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划、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和保质期。

本标准适于以用于米糠、玉米等植物为原料，用物理和化学方法提

取、纯化、浓缩而成的牙膏用植酸钠固态和液体产品。该产品包括肌醇

1-6 磷酸钠，在口腔清洁护理用品行业主要用作美白剂、除垢剂、杀菌

剂等。

89 QB/T 5223-2017 圆珠笔用低黏度油墨 本标准规定了圆珠笔用低黏度油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圆珠笔用低黏度油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