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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
致力服务全球社会需求，ASTM 国际标准组织积极影响公共卫生与安全、消费
者信心和整体生活质量。我们的标准是由来自各国 的技术专家作为自愿参与会
员共同制定出来的，我们将一致性标准和创新服务结合在一起，从而提高生活质
量……优化世界运转。

全球30,000
会员

全球90,000
客户

服务提供商 消费者学术界

实验室

制造商

政府



“  您想加入享誉全球的技术委员会并
参与标准制定活动吗？您是否需要
与标准相关的产品或服务？您是否
正在寻找合作伙伴来支持贵国的标
准化或行业创新？我们随时准备竭
诚为您服务。”

Katharine Morgan 
ASTM 国际标准组织
总裁

关注 ASTM 国际标
准组织引领的行业

成为 ASTM 国际标
准组织 的合作伙伴

使用与标准相关的产
品及服务

成为会员并参与制
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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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以下内容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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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150 个国家的 30,000 多名会员
通过 ASTM 国际标准组织（世界上最
受认可的标准制定机构之一）制定和
修订标准。
ASTM  标准的高品质来自于代表各
行业、政府、学术界、贸易团体、消费
者和其他领域会员的专业知识和判
断力。正是他们所做的贡献，才使得 
ASTM 标准在众多行业中以高品质和
高市场相关性而著称（见第10页）。
大约有 150 个技术委员会（2000 多个
分委会）利用电子投票工具和在线协
作工具通过现场和虚拟会议的方式共
同制定标准。 正是他们所做的贡献，
才使得 ASTM 标准在众多行业中以高
质量和较高市场相关性而著称（见第
10页）。

除了委员会会议，ASTM还举办研讨会
和座谈会，为会员和其他相关人员提
供在其领域内交流新思想和知识的独
特机会。

ASTM 国际标准组织恪守世界
贸易组织规定的国际标准制定
原则：
 - 透明性
 - 开放性
 - 公平性和一致性
 - 有效性和相关性
 - 连贯性
 - 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

成为会员。 
影响国际标准。

标准类型：
 - 规范
 - 规格
 - 指南
 - 惯例
 - 分类
 - 术语 



为什么要加入ASTM？
1    影响业界标准
2    与同行和客户建立人脉网络
3    紧随行业前沿
4    培养领导技能
5    发展职业生涯

会员福利（75美元/年）
 - 委员会参与
 - 访问在线工具
 - 免费获赠一卷《ASTM 标准年鉴》

(Annual Book of ASTM Standards)
 - 《 标准化新闻》杂志和 电子新闻

月刊
 - 优惠购买ASTM出版物并享有优惠

的会议注册费
 - 参与多方实验室比对项目等

团体会员（400美元/年）还将收到：
 - 团体会员名录
 - 名牌

学生会员（免费）
 - 奖学金
 - 资助机会

了解更多会员资格信息，请访问 
memserv@astm.org  |  www.astm.org/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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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针
ASTM 的旗舰产品 指南针
（Compass） 是一个在线订阅平台，
可帮助管理变更并提高员工的工作效
通过 Compass 可访问最新的标准和
研究报告，还可使用各种工具用于共
享、比较版本和注释
培训和学习管理系统 
根据 ASTM International 标准制定专
家贡献的内容开发了 200 多门电子学
习课程，可帮助员工了解并遵循这些标
准。公司可通过该系统跟踪员工学习
进度。还提供认证项目和现场培训。

实验室能力验证项目
与其他实验室相比，我们有 50 多个项
目可帮助实验室评估、改进和记录其
执行检测方法的能力。全球 5000 多
名参与者参与了这些统计质量保证项
目，以帮助实验室满足认证要求。
通过实验室检验和实验室能力验证标
准样品项目，水泥和混凝土标样实验
室对所使用的标准提供操作指导和试
验说明。

ASTM 标准集成器
此协作管理工具可帮助企业轻松应对
各种变化。用户根据需要制定和修订
企业内部的标准、规范和法规，整合 
ASTM  标准。

 
认证
通过安全设备协会及与其合作的第三
方实验室，SEI可对产品和人员进行合
规认证，包括但不限于 ASTM  标准。

世界领先的标准相关产
品及服务



按需解决方案
– 30,000 多名 Compass 用户
– 75 个国家引用的 7,500 多项标准
–  5,000 多名能力测试项目参与者
– 6,000 多项产品认证
– 2,000 多项人员认证
– 250 多门培训课程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ervice@astm.org  |  电话：+1.877.909.A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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谅解备忘录项目
ASTM 国际标准组织对希望为全球公
认标准作出贡献和从中受益的国家提
供支持。 
全球有超过 100 个谅解备忘录合作伙
伴（国家和地区标准组织使用ASTM 
在线工具、接受培训并获得ASTM的
实用性帮助。来自备忘录签署国的技
术专家可免费参与成为会员，并在标
准制定过程中进行投票。

谅解备忘录项目促进：
 - 标准组织之间的交流
 - 对标准化体系的认识
 - 国家标准的制定
 - 减少重复工作
 - 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工作
www.astm.org/MOU

战略关系
ASTM 国际标准组织与众多组织和
行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这些包括 
Compass 的平台共享协议、合作备忘
录、合作团体等等。

部分合作伙伴包括：
 - 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 

等）
 - AATCC（纺织品）
 - America Makes（美国制造）
 -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美国混凝土协会）
 -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美国石油协会）
 - International Code Council 

（国际规范委员会） 
 - NCSL International（全国标准实验

室协会）
 - NSF International（美国国家卫生

基金会）
 - Open Geospatial Consortium 

（开放地理空间联盟）
 - Parenteral Drug Association 

（美国注射用药物协会）
 - Program Operator Consortium 

（项目运营商联盟）（环保声明）
 - SpaceTEC
 - Standards Council of Canada 

（加拿大标准委员会）
 - 3MF Consortium（3MF 联盟）

（3D打印）
 - 更多其他合作伙伴……

世界各国和机构值得信赖的
合作伙伴



哥伦比亚工程师协会 (SCI) 会长 Diana Espinosa 
Bula（左），与 ASTM 国际标组织 总裁 Katharine 
Morgan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10

ASTM 国际标准组织引领全球约 150 
个主要行业。
A01 钢、不锈钢及相关合金 
A04 铁铸件
A05 镀层钢铁制品
A06 磁性材料
—
B01 电导体 
B02 有色金属及合金 
B05 铜及铜合金 
B07 轻金属及合金 
B08 金属和无机涂料 
B09 金属粉末和金属粉末制品 
B10 活性金属和耐熔金属及合金 
—
C01 水泥 
C03 耐化学腐蚀的非金属材料 
C07 石灰与石灰石 
C08 耐火材料 
C09 混凝土和混凝土骨料
C11 石膏及相关建材和系统 
C12  块体砌筑用灰浆和水泥浆 
C13 混凝管 
C14 玻璃和玻璃制品 
C15 预制水泥砌块 
C16 隔热 
C17 纤维增强水泥制品 
C18 规格石料 
C21 卫生陶瓷及相关制品 
C24 建筑密封和密封剂 
C26 餐饮服务设备 

C27 预制混凝土制品 
C28 高级陶瓷 
—
D01 油漆和相关涂料、材料及应用 
D02 石油产品、液体燃料与润滑油 
D03 气体燃料 
D04 道路和铺路材料 
D05 煤和焦炭 
D07 木材 
D08 屋顶及防水 
D09 电气和电子绝缘材料 
D10 包装 
D11 橡胶和橡胶状材料 
D12 肥皂及其它洗涤剂 
D13 纺织品 
D14 增材制造 
D15 发动机冷却液和相关液体 
D16 芳香烃类及相关化学品 
D18 土壤和岩石 
D19 水 
D20 塑料 
D21 抛光剂 
D22 空气质量
D24 碳黑 
D26 卤化有机溶剂和灭火剂 
D27 电绝缘液体和气体 
D28 活性炭 
D30 复合材料 
D31 皮革 

D32 催化剂 
D33 发电设备防护涂层和内衬装置 
D34 废弃物管理 
D35 土工合成材料 
D36 再生碳黑 (rCB) 
D37 医用大麻 
—
E01 金属、矿石及相关材料的分析化学 
E04 金相学 
E05 消防标准 
E06 建筑物性能 
E07 无损检测 
E08 疲劳与断裂 
E10 核技术及应用 
E11 质量与统计 
E12 颜色和外观 
E13 分子光谱和分离科学 
E17 车辆——铺路系统  
E18 感官评价 
E20 温度测量 
E21 空间技术的空间模拟与应用 
E27 化学品的潜在危险 
E28 机械测试 
E29 颗粒和喷雾特性 
E30 法医学 
E31 卫生保健信息学 
E33 建筑和环境声学 
E34 职业健康与安全 
E35 杀虫剂、抗菌剂和其他替代控制剂 



E36 认可及认证 
E37 热测量 
E41 实验室设备 
E42 表面分析 
E43 国际单位制惯例 
E44 太阳能、地热能和其他替代能源 
E48 生物质能源和生物质工业化学品 
E50 环境评估、风险管理和纠正措施 
E52 司法鉴定心理学 
E53 资产管理 
E54 国土安全应用 
E55 制药和生物制药产品制造 
E56 纳米技术 
E57 3D维成像系统 
E58 法医工程 
E60 可持续发展 
E61 辐射加工 
E62 工业生物技术 
E63 人力资源管理 
—
F01 电子学 
F02 阻隔性软包装材料 
F03 密合垫 
F04 医用和外科材料和器械 
F05 商用成像产品 
F06 回弹地板覆盖物 
F07 航空航天 
F08 运动器材、运动场地与设施 
F09 轮胎 

F10 家畜、肉和家禽评估系统 
F11 真空清洁设备 
F12 安全系统和设备 
F13 行人/人行道安全和鞋类 
F14 防护栅栏 
F15 消费品 
F16 紧固件 
F17 塑料管道系统 
F18 工人用电气防护设备 
F20 危险物质和溢油应急响应 
F23 个体防护服和防护设备 
F24 游乐设施和设备 
F25 船舶和航海技术 
F26 食品服务设备 
F27 滑雪 
F30 紧急医疗服务 
F32 搜索与营救 
F33 拘留所和监狱用设施 
F34 滚动体轴承 
F36 技术和地下管线设施 
F37 轻型运动飞机 
F38 无人驾驶飞行器系统 
F39 飞行器系统  
F40 材料中应申报物质 
F41 海上无人驾驶系统 (UMVS)
F42 添加剂制造技术 
F43 语言服务与产品 
F44 通用航空飞机 
F45 无人驾驶自动导引工业用车 

F46 宇航员 
F47 商业太空飞行 
F48 外骨骼和外骨骼机器衣
—
G01 金属腐蚀 
G02 磨损和腐蚀 
G03 废弃物管理 
G04 富氧环境中材料的兼容性和敏感度 
—

粗体字表示拥有 500 名以上会员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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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ASTMinternational

@ASTMintl

www.youtube.com/ASTMintl

www.linkedin.com/company/astm-international

ASTM International 总部 
100 Barr Harbor Drive 
P.O.Box C700 
West Conshohocken, PA 
19428-2959 USA 
电话：+1.610.832.9500

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Jeffrey Grove 
电话：+1.202.223.8505 
jgrove@astm.org

加拿大渥太华 
Diane Thompson 
电话：+1.613.751.3409 
dthompson@astm.org

比利时布鲁塞尔 
Sara Gobbi 
电话：+32.0.28.939.724 
sgobbi@astm.org

拉丁美洲 
Maria Isabel Barrios 
电话：+51.1.205.5502 
astmlatinamerica@astm.
org

中国北京 
胡亚楠  
电话：+86.10.5109.6033 
nhu@astm.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