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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辞
亲爱的会员和朋友们:
我很高兴给你们写信。
现在世界已经踏入新冠肺炎的第二年，希望多种疫苗的出现让我们能够成功绕过这
种全球性的病毒。 我为您们祈祷，希望您们继续保持安全和保护好您和家人。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们大多数人学会了以不同的方式履行职责，亦养成了新习惯让
我们有效率地管理新的工作环境。

虽然在家工作可以保持社交距离，但仍有很多

工种必须在外与其他人并肩作战，以维持全球经济发展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我对

这些人表示衷心的敬意，因为他们每天与同事奋力工作，努力地维护自己和他人的

人身安全。

(照片来源： KEMET)

全赖这些人以及前线医护工作者的辛勤和奉献精神，使我们在全球疫

症下也能“转危为安”，保持环球经济全面反弹所必需的稳健水平。
对于钽和铌行业，则好坏参半。 如上段所述，“在家呆/工作/学习”的风气带动了相关的移动业务，人们在家中建立
完整的办公室和学习环境。 这意味着要使用新的电脑，显示屏，路由器等....

以维持工作水平。 此外，视像会

议需求急剧增加，需要投放更多资源在5G基础设备，伺服器和记忆容量等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
始看到汽车行业的反弹，唯短期内或受到电脑芯片稀缺的限制。

此外，我们开

当然，电脑芯片需求增加意味着对我们行业的另

一个重要产品领域的增长。
相比移动业，航空业仍远远低于其载运量。

这种状态会维持到全球有足够的人接种疫苗而产生群体免疫力，并在

公众中建立足够的信心。 当大家感到安全才会再次乘飞机旅游。 随着航空业和汽车业缓慢但稳定地复苏，我们将

看到硬质合金产品的反弹。
目前国际锡供应链计划（ITSCI）稳定性的担忧已经解决，除非我们看到非洲中部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否则
该地区的钽供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成为主要问题，而铌的供应也应该一如既往保持稳定。
现在如您所知，我对整个行业的未来仍然保持乐观，尽管全球政治气氛还有待观察，但我认为随着今年的进展，它
会在多方面变得更好。
我期待9月在日内瓦的第62届会员大会与大家见面。
请注意安全，
丹尼尔·佩尔西科博士 (Daniel Persico)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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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T.I.C.
国际钽铌研究中心（T.I.C.或协会）是为钽和铌行业发声的机构。我
们的会员代表了全球各方的钽和铌行业。我们会继续为会员和行业的

利益而努力，因为我们在一起就会更加强大。
协会
•

一家国际性非营利组织，根据比利时法律于1974年成立。

•

来自30个国家约90名企业会员，涉及各方面的钽和铌行业，包括采矿，贸易，加工，回收，金属制造，电容
器制造，医疗等...

•

它由执行委员会管理，该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是由会员每年投票选举产生。

•

执行委员会由主席主持，并由专业会员提供支援。

目标
•

提高行业知名度，宣传推广各种形态的钽和铌的卓越性能。

•

解决其行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包括关键原材料和冲突矿产法规，手工和小规模采矿（ASM）
以及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的运输。

•

每年10月举办一次大会（会议），包括技术会议和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地点通常选择可以安排参观
会员企业或工业设施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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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放任何对行业有影响的信息（价格和专有信息除外）。

•

发布季度新闻通讯，期刊，以促进对行业的了解和最佳实践。

•

从成员公司收集钽和铌的统计数据（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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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第61届会员大会
第61届大会（包括2020年会员大会）于10月12日以线上形式举行。 来自
世界各地的领先钽和铌行业参与者出席了此次活动，该活动由 A ＆R
Merchants

Inc.（金牌赞助商）慷慨赞助，并与日本领先的新闻机构和

专注于金属市场的市场分析师MIRU联合举办。

TANTALUM-NIOBIUM

每年T.I.C.的大会是全球领先钽和铌行业的国际会议。 可是，由于新冠
肺炎在全球持续肆虐，原定于2020年10月11日至14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的面对面会议被推迟到2021年9月19日至22日举。

由于新冠肺炎包含了

许多不明朗因素，使我们无法有信心地在2020年举行面对面的会议。 大
家的安全是我们最重视的，所以我们在原定会议期间安排了虚拟会议。
超过150位代表参加了虚拟会议，并提供了与面对面会议相同的独家社交

INTERNATIONAL STUDY CENTER

T.I.C. 第61届会员大会
线上
与MIRU协办
2020年10月12日

机会，如预期一样T.I.C.提供了高质量演讲和行业领导者的小组讨论。

会员大会
会议期间，成员通过了以下动议：

•

通过2019年10月14日在香港举行的2019年会员周年大会的会议记
录

•

审批了七家企业会员申请和两家会员转移

•

选举出12名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

所有关于年度大会和会议的文件，演讲，以及活动照片，都可以在协会
网站的会员专区或T.I.C.办事处中获得。

执行委员会选举
在周年大会举行的执行委员会选举中，全部十位现任委员会成员应选连任。 Alex Bruno先生和Dharam Kotecha先
生是第一次当选。 而KEMET Electronics Corporation的并购高级副总裁Daniel Persico博士当选为主席。
2020-2021年执行委员会名单（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
Alex Bruno
Fabiano Costa
John Crawley
Silvana Fehling
Ronald Gilerman
David Gussack
Jiang Bin
Janny Jiang
Dharam Kotecha
Raveentiran Krishnan
Candida Owens
Dr Daniel Persico (President)

alex.bruno@hcstarcksolutions.com
fcosta@amgmineracao.com.br
jcrawley@rmmc.com.hk
silvana.fehling@taniobis.com
ronald.gilerman@armerchants.com
david@exotech.com
jiangb_nniec@otic.com.cn
jiujiang_jx@yahoo.com
dharam@halcyonmetals.com
raveentiran@msmelt.com
candida.owens@btinternet.com
danielpersico@kemet.com

下一届周年大会和执行委员会选举将于2021年9月20日在第62届大会期间举行。 T.I.C.要求执行委员会成员以个人
身份任职，而非其公司职务。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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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届（虚拟）大会
2020年10月12日
与MIRU协办

新成员

在周年大会上，有七家新的企业成员加入和两家企业成员转移。转移是从Specialty Metals Resources S.A. 转移
到Specialty Metals Resources Limited, 和从Stapleford Trading Ltd.转移到Stapleford Minerals and
Metals Ltd. T.I.C.的企业会员是开放给积极参与各种铌和钽行业的组织，从勘探公司到采矿公司，贸易商和加工
商，以及该行业商品和服务的最终用户和服务供应商。

准会员资格适用于非商业活动的组织，例如学术界，协

会，政府机构和民间团体组织等…

Auxico Resources Canada Inc.

Mister Oak Mining & Trading

地址 :

201 Notre Dame West,
Suite 500, Montreal QC,
H2Y 1T4, Canada
网站 :
www.auxicoresources.com
代表 :
Mr Christoph Ebeling
电子邮件 : christoph.ebeling@covemin.com

地址 :

Central America Nickel Inc.

Rarus Mining

地址 :

201 Notre Dame West,
Suite 500, Montreal QC,
H2Y 1T4, Canada
网站 :
www.centralamericanickeluaex.com
代表 :
Mr Christian Falk
电子邮件 : christian.falk@covemin.com

地址 :

CONDOR Minerals Bolivia Srl

TAM International LP

Calle La Plata (8 este)
No.11, Edificio Nano,
DPTO: 314, Equipetrol Santa Cruz,
Bolivia
网站 :
代表 :
Ms Candida Owens
电子邮件 : candida.owens@btinternet.com

地址 :

Padre Julio Maria Lombaerd
Avenue, 1951, Macapá City,
Amapá State, Brazil
网站 :
www.misteroak.com.br
代表 :
Mr Luis Cesar de Paiva Carvalho
电子邮件 : luis@misteroak.com.br

地址 :

Rua Vinte de Janeiro 1019,
Boa Viagem, Recife, PE
51130-120, Brazil
网站 :
www.rarusmining.com
代表 :
Ms Marina Cavalcanti
电子邮件 : marinacavalcanti@rarusmining.com
1020-606 Spadina Cr. E,
Saskatoon, SK S7K 3H1,
Canada
网站 :
www.tamintl.ca
代表 :
Mr Kevin Loyens
电子邮件 : kevin.loyens@tamintl.ca

Jiangxi Tuo Hong New Material Co., Ltd
Address:

No. 3, Chunyi Road, Yichun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Jiangxi, China
网站 :
www.jxthxc.com
代表 :
Mr He Ji
电子邮件 : jxthxc@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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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成为T.I.C.会员并了解更多关于会员福利
和申请方法，请访问 https://www.tanb.org/view/
join-today 或联络办事处以获取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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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斯古斯塔夫•埃克伯格钽奖
（The Anders Gustaf Ekeberg Tantalum Prize）

2020年得奖者
表彰能提高对钽研究和创新方面有卓越成就贡献者。

每年由T.I.C.*颁发的“安德斯古斯塔夫•埃克伯格钽奖”（简称“埃克伯格钽
奖”）， 是以表彰在钽研究和创新方面的卓越成就者。在2020年的入围名单显

示，人们对73号元素的兴趣仍如以往一样高（请参阅第182号期刊）。以技术
为主导的革新将确保钽市场的长远未来，并且仍有众多潜在新的应用或萌芽应用
的开发，这各种理由使我们对未来仍然感到乐观。2020年，埃克伯格钽奖是由英国
爱丁堡大学的杰森·洛夫（Jason.Love）所领导的一个团队以“通过溶剂萃取回收钽：
氯化物优于金属中的氟化物”而获得（并在第183号期刊中转载）。
评委的结论
由理查德·伯特（Richard Burt）领导的独立评审委员会宣布获胜者时表示，钽回收的重要性将继续提高，这不仅是
由于储存量减少，而且是因为回收对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他补充说，这项工作是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迈出的重要一
步。循环化学方面的改进，值得更多关注。获奖论文的作者是爱丁堡大学 EaStCHEM化学学院的杰森·洛夫教授
（Jason

Love），卡罗尔·莫里森教授（Carole

Morrison），卢克·金斯曼（Luke

Kinsman），罗莎·克雷维库尔

（Rosa Crevecoeur）和阿姆里塔·辛格·摩根（Amrita Singh-Morgan），以及爱丁堡大学地球科学学院的布莱恩·恩
格温亚教授（Bryne Ngwenya）。
评审委员会祝贺所有参赛者，他们的文章正在挑战目前钽的知识领域，并可能激发该元素在新的应用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

获奖团队（从左到右）：爱丁堡大学化学实验室的布莱恩·恩格温亚教授（Bryne
Ngwenya），卢克·金斯曼（Luke Kinsman），杰森·洛夫教授（Jason Love）和卡罗尔·
莫里森教授（Carole Morrison）。 罗莎·克雷维库尔（Rosa Crevecoeur）和阿姆里塔·
辛格·摩根（Amrita Singh-Morgan）无法出席。
洛夫教授教授从T.I.C.的罗兰·查瓦斯（Roland
Chavasse）領取了埃克伯格钽奖的奖牌

*

尽管T.I.C.埃克伯格钽奖同时代表和支持钽和铌，但因为 CBMM的Charles_Hatchett奖

（www.charles-hatchett.com）已经认可了铌发表的研究，因此埃克伯格钽奖的重点将放在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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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典礼

正常情况下，埃克伯格钽奖是在T.I.C.年度大会上颁发的，得奖者以荣誉嘉宾身份出席及亲自领取。

但2020年因

新冠肺炎无法举行任何实体会议， T.I.C.的罗兰·查瓦斯（Roland Chavasse）到访了爱丁堡，在适当的社交距离颁
奖典礼上颁奖。
关于埃克伯格钽奖
埃克伯格钽奖以安德斯·古斯塔夫•埃克伯格博士（Anders Gustaf Ekeberg）的名字命名，他于1802年在乌普萨拉大
学研究矿物化学时发现了钽。安德斯·古斯塔夫·埃克伯格博士生于1767年，是瑞典科学家，数学家和诗人。埃克伯
格在1802年发现了钽的氧化物，但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据埃克伯格的化学家朋友雅各布·贝泽留斯（Jacob
Berzelius）说，埃克伯格选择了“钽”这个名字部分是反映出他在将新元素与普通酸反应中遇到的困难（以“坦塔罗
斯”（Tantalus）的名字命名，他是被诅咒忍受永恒的口渴和饥饿的希腊半神；有关完整的故事，请参阅第175号期
刊）。

哈萨克斯坦造币厂用纯钽金属制成了埃克伯格钽奖章。历届埃克伯格钽奖得主是在钽电容器领域的杰出工

作者（2018，尤里·弗里曼博士“Yuri_Freeman”）和增材制造方面有杰出表现的（2019，尼古拉斯·索罗“Nicolas

Soro”等人）。
专家小组
虽然埃克伯格钽奖是由T.I.C.管理，但它是由一
个独立的专家小组负责每年选出获奖的文章。
自2018年以来，小组的主席一直是由前T.I.C.主
席理查德·伯特（Richard Burt）担任。 他在行
内拥有40多年经验，但经过三年的开创性工作，
理查德决定是时候辞去专家小组主席一职。

我

们谨代表T.I.C.全体衷心感谢理查德为该奖项和
T.I.C.所做的一切。

并祝他未来一切顺利。展

望未来，我们荣幸地宣布专家小组的新主席将是
亚历克斯·霍普博士（Axel Hoppe)。 霍普博士
拥有化学博士学位，并且在钽行业工作了多年。
他曾发表了几篇有关钽专利的论文。

理查德·伯特（Richard Burt，左）和阿克塞尔·霍普（Axel
Hoppe）博士分别是专家小组的卸任主席和即将上任的主席。

霍普博士

在H.C. Starck, 当时是拜耳的子公司（自更名为TANIOBIS）工作超过30年。 他曾在T.I.C.执行委员会任职10年
（1997年至2007年），其中包括连任两届主席（2001-2年和2006-7年）。

自2018年以来，他一直是该小组的成

员，在我们的行业中广为人知并受到尊重。
加入2021年霍普博士专家小组的有：

•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伊丽莎白·迪基教授（Elizabeth Dickey）

•

瑞典吕勒奥工业大学客席教授马格努斯·爱立信（Magnus Ericsson）

•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纳达尔·纳萨尔博士（Nedal Nassar）

•

日本东京大学工业科学研究所冈部彻教授（Toru Okabe）

•

捷克共和国欧洲无源元件研究所（EPCI）总裁汤玛斯·塞德尼切克博士（Tomáš Zedníček）

2021年安德斯·古斯塔夫·埃克伯格钽奖（Anders Gustaf Ekeberg）：
埃克伯格钽奖是开放给任何被认为有助于提高对钽认识和了解的已发表论文或专利。

为符合评选资格，论文发

表日期需在2019年9月至2021年3月之间并以英文撰写。 在2021年5月31日之前递交申请表到T.I.C.办事处。
埃克伯格钽奖的获奖者将会在协会的年度大会上接受奖项。详细内容将适时地在www.TaNb.org上发布。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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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基础设施中的钽电容器
欧洲无源元件研究所（EPCI）的汤玛斯·塞德尼切克博士（Tomáš
Zedníček）撰写的论文，是根据在T.I.C.第六十一届大会上所发表作
的演讲得出的。 本文中的所有观点和见解均属于作者而非T.I.C.
联系作者： tom@passive-components.eu
www.passive-components.eu

介绍
钽电容器在苛刻的条件下具有出色的稳定性，高能量和体积功率好，以及具有使寿命降低参数偏移小，这些特性使
其非常适合第五代（5G）电信（telecom）设备的多种应用。 预计5G电信网络将迅速成为下一个标准，为智能电

话，工业应用，自动驾驶汽车和智能城市提供更快的数据和更好的连接。
由于5G电话网络导致全球数据流量和移动数据呈指数增长，需要配合电子硬件和基础设施的支持。
多年来，前几代电信基站，切换器和其他互联网络硬件一直使用钽电容器，因为它们的寿命长，稳定性和可靠性
高，适用于各种应用，包括直流/直流转换过滤器和耦合/去耦。 该硬件的基本使用寿命为12至15年，这在体积电
容应用中大都排除了传统的铝电解电容器。

4G和5G的简短比较
5G与当前的电信系统（4G）有什么区别？

当前的设备系统称为LTE，其通信速度比上一代设备快得多，但仍可以

识别。 但是，5G有所不同。 新系统的目标与前几代的目标相似，即增加带宽，更好的连接，更高的数据处理能力
和更高的速度。 要实现这些目标，将需要更高的频率并逐步改变设备。
使用较高的频率在较小的工作范围时存在一些限制。 例如，要在最高的5G频率（6-60 GHz）上实现超高速的处
理，距离基站塔仅300米； 比4G塔的范围小得多。 因此，5G系统不仅将接管现有的4G塔，而且还将需要建造许多
较小的附加塔，以充分利用这项新技术的全部潜力创建智能城市。
据预测，由于无人驾驶汽车所产生和使用的数据远远超过智能手机的总需求，因此智能城市中的新5G系统将从根本
上改变移动数据的产生者和客户的性质。 实际上，单个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量每天可能超过4,000 GB。

4G

5G

范围
4G LTE

5G (6G以下)

5G (毫米波)

频率

2.1 GHz

2-6 GHz

6-60GHz

下载速度

1.2 Gbps

6.5 Gbps

18 Gbps

延迟

10-30ms

5-6ms

<1 ms

平均范围（从塔楼开始）

10km

1-6km

300m

每500平方公里有1百万个设

每100平方公里有1百万个设

备

备

宏基站

宏基站

设备覆盖密度
执行

每1平方公里有1百万个设备
微型基站和小型基地台

图1：4G和5G之间关键技术标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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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G以下
宏基站

毫米波

宏基站
大规模多输
入多输出系

小型基地台

统(MIMO)和
波束成形

图2：4G和5G之间的视觉比较

组件级别的结果
5G毫米波组件要求包括小尺寸，在宽工作温度和/或恶劣环境下都能保持稳定参数以及长期可靠性。 它还应具有较
小的尺寸。

电气参数的高度稳定性和长期可靠性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而另一个好处是薄型设计可以支持小型应

用。
钽电容器的主要特点

功能性

电路效益

电气参数稳定性高

恶劣环境下参数的稳定性

宽工作温度； 在各种工作条件（交流电

长期可靠性

长期可靠的运行

压，直流电压，频率）下性能稳定
细小的交换式电源（SMPS）输出过滤；

高容积效率

在薄型，小尺寸内都有高能量密度

备用电池

备用电池;高能量库/本地存储

图3：钽电容器的好处

电信设备中的钽电容器：用于5G基站的氮化镓(GaN)半导体
与下一代用于电信基站的电子设备有关的另一个挑战是从硅半导体到氮化镓（GaN）半导体的发展。

与现有技术

（硅横向扩散金属氧化物半导体（LDMOS）和砷化镓（GaAs））相比，氮化镓（GaN）设备可满足5G高频电信网络的
要求，以更小，更薄的设计提供更高的切换频率，更高的效率并提供更高的功率。这些单元使用才能够满足苛刻性
能要求的钽电容器（有关氮化镓（GaN）的更深入讨论，请参阅第175号期刊）。

图4：带有钽电容器的射频氮化镓（RFGaN）功率放大器的示例（带圆圈位置） (图片 : Cree)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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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和5G基站电路板的机架设计

由爱立信和诺基亚在2014年设计用于典型4G基站的板上分别有58个和115个钽电容器。 这包括它们在数据处理板，
系统控制电源，天线控制和通信板上的使用。

图5：带有35个D/E钽电容器的BS NOKIA 4G机架的设计（〜2014）
（照片：凯泽电力电子(Kaizer Power Electronics) YouTube频道）

尽管看起来钽电容已经在4G板上确立了良好的地位，但在2016年电信设备制造商在削减成本的过程中，钽电容的使
用量大大减少了。 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甚至创建了一个根本不包含钽电容器的版本。 在电源板上，钽电容器已由
铝电容器代替，而在中央处理器上，钽电容器已由陶瓷电容器代替。
5G电路板会使用钽电容器吗？
是的，他们很有可能会。 结合了薄型，高电容密度和在恶劣环境下的可靠性使钽电容器成为可行的设计选择。 尽管在撰写本文
时尚未公开拆解5G硬件的设计，但华为针对小型4G基站的最新设计至少包括8个薄型的“ D”钽电容器，预计第一代5G 基站将遵
循非常相似的设计。

图6：2018年的小型BS华为4G LTE，搭载至少8倍的薄型D壳钽电容器
（照片：凯泽电力电子(Kaizer Power Electronics) YouTube频道）

总结
钽电容器已经成为电信基站设计的一部分，并且有望在
未来几年保持这种状态。尽管在技术上可以创建不使用
任何钽电容器的4G基站，但是5G基站的更高运行要求意
味着它们将使用钽电容器。

随着下一代电信网络的建

设，在主电路板和氮化镓射频（GaN-RF）功率放大器
上，应用钽电容器的用量将会增加。

图7：在城市环境中的爱立信5G微基站 （照片：Ericsson)

有关此主题的参考列表和更多資料，请访问 www.passive-components.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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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锡供应链计划（ITSCI）：成功的十年
供应链尽职调查和矿产可追溯性是钽行业最重要的概念，可确保管理和处理任何与冲突有关的风险。

国际锡供应

链计划（ITSCI）在这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在经合组织针对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的矿产负责任的供
应链尽职调查指引（“指南”）框架内开展工作的，以协助具有可追溯性，尽职调查和审核要求的公司，这是从刚果
民主共和国，布隆迪，乌干达和卢旺达购买钽，锡和钨（3T）矿物产生的。 截至2019年底，ITSCI已覆盖2000多个
矿山，为约80,000名矿工提供了有偿就业机会，每月供应超过2000吨锡，钽和钨矿产; 在过去十年中，它已经走了
很长的一段路。

早期

在2000年代中期，透过联合国专家小组和民间社会的工作，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对与冲突有关的问题的认识不
断提高。 作为回应，开始了包括钽和锡行业在内的几项上游举措，以建立来自非洲中部的无冲突矿产供应链。
这些举措中最成功的是ITSCI，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09年国际锡协会成
立工作组的同时，T.I.C.也制定了关于手工和小规模采矿（ASM）的政
策。
试点。

第二年，国际检测机构（ITA）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进行了小型
2011年，国际检测机构和T.I.C.成为ITSCI的正式成员，大家携

手合作，建立了持续到今天的伙伴关系。
同时，在下游，电子行业公民联盟（EICC，现称责任商业联盟）和全球
电子可持续发展倡议（GeSI）创立了无冲突采购倡议（CFSI，自更名为
责任矿产计划），以为帮助企业获得无冲突的矿产，特别是通过审核冶

炼厂和精炼厂。有了ITSCI和CFSI

/

RMI，工厂就可以安心地购买3T材

料，并确信已报告和处理该地任何与冲突有关的风险。

图1：地图显示了ITSCI在2020年运作的地点

在2010年，经合组织首次发布了《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地区负责任的矿物的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指南”）
并通过了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第1502节），对尽职调查和矿物可追溯性进行了标准化。 要求美国公司“每年
披露这些矿物中的任何一种是否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或毗邻国家”。 实际上，后者给《指南》一个导向齿。

图2：ITSCI外勤人员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南基伍省努比市对矿工进行尽职调查培训。 2019年，超过5500人参加了在非洲中部的
ITSCI培训活动（照片：ITSCI）。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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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锡供应链计划（ITSCI）已趋成熟
如今，中非提供了来自四个中非国家的合法和合乎道德的3T矿物。此外，ITSCI是唯一完全与经合组织指南一致的行
业计划。ITSCI营运区域的面积与德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或中国四川省相近，然而面对物流方面的挑战却更大。但
是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得到了政府，企业和社区的支持。

经合组织已对ITSCI进行了评估，并确认其与指南完全一致。
ITSCI与国家和地方政府开展广泛合作，并在政府官员中扮演着明确的角色。
达政府以及大湖区国际会议（ICGLR）达成协议。

它与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卢旺

其工作主要与政府和当地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这有助于达至更

好的长期治理和稳定性以及制造更多的投资机会。
ITSCI每年跟踪130万笔商业交易，并为3T矿工提供合法的市场进入途径。 ITSCI促进矿产品出口价值达每年约3.8亿
美元，这一活动不仅为数千名矿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而且还为政府创造了可观的矿税。

ITSCI促进了3T出口，这是

布隆迪和卢旺达最重要的外汇收入。
持有矿山的社区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当地利益相关者通过当地指导委员会进行持续的汇报和缓解流程来解决事
件，这使其不断进步。

图3：自2010年以来的ITSCI资金和支出

图4：活跃矿场数量的增长

在财务上，ITSCI是自筹资金且非营利的。矿产征收的税款约占年度开支的90％，其余大部分来自会员年度订阅费。
每年绝大部分的费用都产生自区内，例如拜访矿场，培训和调查。 运行一个精简而高效的计划需要连续进行开采以
产生征税收入，这一般不是问题，尤其是在扩展计划中，但随后发生了新冠肺炎。

图5：社区的介入和参与对于可追溯性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照片：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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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中部的新冠肺炎：经合组织发出号召对3T供应链采取行动
毫无疑问，随着新冠肺炎颠覆全球经济的一年，2020年将被铭记
多年。

没有任何国家或行业能够避免因试图遏制这种可怕的传

染病所造成的破坏并使其最小化。
尤其是来自非洲中部劳动人口密集的3T矿山的供应链也不例外，
需要面临许多挑战。

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经合组织就发

出了《负责任的矿产供应链》的行动呼吁，得到了 T.I.C.，
ITSCI和其他利益者的支持。

ITSCI创造了许多正面的影响，例如：

•

改善治理和形式化

•

增加正规税收

•

公平的矿物国际价格

•

手工采矿的独特统计

•

解决安全问题的机会

•

社区的经济倍增效应

经合组织在其中指出，“深切关注过去十年在供应链尽职调查中获得的收益可能会损失”，并呼吁立即采取一致行
动，“按经合组织[指南]以维护与供应链尽职调查有关的尽职调查相关收益。” 它继续讨论了手工和小规模3T采矿和
金矿开采，并补充说：“负责任的手工采矿社区至关重要– 只有在我们不必从零开始重新启动[可追溯性计划]的情况
下，复苏才能奏效”。

图6：ITSCI派发新冠肺炎传单的情况（照片：Pact）

整个2020年T.I.C.与经合组织，负责任矿产倡议组织（RMI）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以帮助他们筹集捐
赠资金，从而使ITSCI等供应链计划能够在疫情中幸存。

如果ITSCI在新冠肺炎出现后不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摧毁

了多年来的投资和非洲中部社会结构的进步。
ITSCI和RMI发起了一项财务支持活动。

两个组织都希望利益相关

者和下游行业在此艰难时期承诺支持ITSCI的运营计划。

幸运的

是，尽管预算和现场工作都减少了，ITSCI仍可以继续运作。

展望未来

在过去的十年中，供应链尽职调查和矿物可追溯性已成为钽行业的
核心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其他金属和矿物也采用了这些概
念。

ITSCI对冶炼厂提供了重要的资讯和支持，让他们接受RMI的

负责任矿产保证程序审核，这样在降低钽行业冲突风险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
如今，钽行业是无冲突的，任何与冲突有关的风险一经出现就得到
管理和处理。这证明了T.I.C.和国际检测机构（ITA）在创建，开
发和支持ITSCI计划方面的共同成果。
图7：ITSCI使矿产品出口成为可能，为数以万计的
矿工提供了就业机会（照片：Pact）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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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检视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的运输规定
T.I.C. 在有关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的问题上，与监管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起投放了大量时间。如第180号
期刊和第182号期刊中所述，协会目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TRANSSC1）内有关豁免天
然放射性物质小组的成员。 该小组负责检查适用于运输天然放射性物质的规定。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重新
考虑如何最好地规范全球天然放射性物质的运输。

T.I.C.将努力使成员和利益相关者了解情况和提供支持的机

会，以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小组可以做出最佳决定。

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安全运输
含钽和铌的原材料（可以带天然放射性物质）的安全
运输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环境以及整个工业和社会
至关重要。

全球核工业一贯支持寻求“最低合理可

行”水平的ALARA原则，并考虑了所有社会和经济因
素。但是，如果将该原则被误解为必须努力消除由极
低剂量的辐射引起的所谓个人风险，而这个范围内的
剂量完全出于自然本底辐射水平的正常变化范围之
内，则该原则将被错误应用。
T.I.C.认为，目前运输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所需
的每克10贝克（Bq/g）的限制（豁免）水平是错误地
采用了ALARA原则将豁免水平设置为不切实际的低水
平。

过度的限制和不必要的谨慎剥夺了天然放射性

图1：天然放射性物質的安全运输对人类生命，健康和环境以及工
业至关重要。

物質可以提供的许多好处。

国际原子能机构天然放射性物质豁免小组
一年多前，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成立了天然
放射性物质豁免小组，以研究适用于天然放
射性物质运输的豁免规定。 在运输安全标准
委员会内，它是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辐射防
护（RP ）技术运输专家组（TTEG）的一部
分，由英国公共卫生部的提比里奥·卡比安卡
（Tiberio Cabianca）先生领导（在第182号
期刊中接受了采访） 2。

该小组由来自大约

十个国家监管机构和其他全球机构的技术专

家，包括T.I.C.所组成。
该小组的工作集中在检查“新的基本安全标
图2：T.I.C.团队最近一次在2019年10月参加了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面对面

准”（ 通 用 安 全 要 求 第 3 部 分 （ G S R 第 3 部

会议。 （左起）：罗兰·查瓦斯（Roland Chavasse, T.I.C.），克里斯蒂

分））和运输法规（安全标准系列6（SSR-

安·西莫里克（Christian Cymorek, TANIOBIS GmbH）和乌里克·施维拉
（Ulric Schwela, Salus Mineralis Ltd）（照片：T.I.C. )

6））的豁免规定之间的差异。

1 - TRANSSC是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关放射性运输的法规。
2

-

2018年，德国在国际海事组织（IMO）上提出了将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临界值从每克10贝克增加到每克30贝克的建议。

国际海事组织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寻求建议，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该决定委托给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TRANSSC），后者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小组来研究该问题（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180
号，第182号和第184号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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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SR第3部分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规定之一，其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规定也应与之保持一致]。该小组还在检查
运输法规（SSG-26）随附的指南中是否存在不一致之处。运输规定是独特的，并且以与新的基本安全标准不同的方
式编写。随着时间的流逝，这导致两组法规之间出现一些不一致之处，例如，GSR第3部分中有一个与天然放射性物
质（NORM）相关的特定条款，这并不适用于散装放射性物质的运输，但大多数专家却认为应该适用。

现状和前进的道路

什么是NORM？

在2020年11月的第41届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TRANSSC）(实际上是
由于爆发新冠肺炎而召开）会议上同意设立暴露评估并将其用于计

NORM代表天然存在的放射性物质。
放射性是自然现象，某些矿物原料中含有

算运输工人可能经历的放射性。
暴露评估将使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以可靠相关信息确定天然放射性

物质在运输过程中的特定值，并使人们确信自己不会被过度暴露于

痕量的钍（Th）和铀（U），使其成为天
然放射性物质（NORM）。

放射性物中。 这是检查辐射防护问题时的常用方法。 行业合作伙

其中包括一些含铌和钽的矿物，铀矿石，

伴可以通过提供有关典型工作实践的信息来支持这项工作。

用于稀土元素的独居石，锆石精矿和磷酸

预计今年稍后时间便会把来自暴露评估的数据提供给运输安全标准

盐肥料。

委员会（TRANSSC），从而得出比当前值更准确（限制更小）的数

由于加工设施通常远离矿区，因此天然放

值。

射性物质（NORM）在国际海上运输是十

随后，新的数值将需要包含在更新的运输法规中才能生效；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分普遍的。

尽管这个改变可能还需等待一段时间，但根据运输安全标准委员会

原子能机构为界定放射性和非放射性物质

经验丰富的检查员说，目前天然放射性物质豁免小组的开创性工作

设定了国际运输豁免标准，各国也经常

是“对天然放射性物质二十年来最大的一件事情”，并且可能对于未

（但并非总是）采用该标准制定其内部运

来考虑天然放射性物质运输会产生重大影响。

输法规。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重新考虑如何最好地规范全球天然放射

目前海上运输的门槛是每克10贝克，每克

性物质的运输。 T.I.C. 将努力使会员和利益相关者了解并对此提

低于10贝克的材料被视为是正常的非放射

供支持的机会，以便使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小组可以做出最佳决

性货物。

定。

每克超过10贝克的材料就必须完全符合国
际 海 事 组 织 （IMO） 国 际 海 事 危 险 货 物
（IMDG）法规制定的第7类规定来进行“放
射性”运输 （有 关 如 何计 算每 克 的贝 克含
量，请参照以下的插图）。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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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天然放射性物质
通过对钍(Th)和铀(U)浓度的分析，可以以贝克勒尔/克（贝克/克）为单位来
计算材料内放射性物质的浓度。应用的转换方式如下：
对于元素钍(Th)/铀(U)：
1％的钍(Th) = 40.6 贝克/克
1％铀(U) = 123贝克/克
对于钍(Th)/铀(U)氧化物：
1％二氧化钍(ThO2) = 35.6贝克/克
1％的八氧化三铀(U3O8) = 104贝克/克

低于10贝克/克的材料不受放射性运输（第7类）法规的限制，可以作为普通
货物运输，但高于此水平的材料必须完全符合第7类的运输要求。更高的监管
要求和相关风险可能阻止承运人或港口接受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货物，从
而导致拒绝装运（DoS）的情况。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许多航运公司的合
并，拒绝装运有所增加。T.I.C.提供了八种语言的进一步指引。

详情可与办公室联络或访问网址
www.tanb.org/view/transport-of-norm。

样例
1)
如果一种物质中含有0.04%的ThO2和0.06%的U3O8，其放射性浓度为：
(0.04% * 35.6) + (0.06% * 104) = 1.42 + 6.24 = 7.66 Bq/g

这时，该物质放射性浓度低于10 Bq/g的运输豁免水平，因此可作为一般货物运输。然而，要注意，被作为一般货物的低活性材料
依然有可能引发工业企业设施出入口的监测器或者港口和过境处执法人员使用的手持型监测器等警报，因此，在运输途中，这些
材料应时刻配有低活性证明文件。
2)
如果一个200千克的圆桶含有0.08%的ThO2和0.09%的U3O8，其放射性浓度为：
(0.08% * 35.6) + (0.09% * 104) = 2.85 + 9.36 = 12.2 Bq/g
这时，该材料放射性浓度高于10 Bq/g的豁免水平。
放射性浓度高于10

Bq/g豁免水平的材料应受运输条例约束，还需计算包装的总放射性活度。含200千克干燥物质的包裹的总放射

性活度为：
200'000 * 12.2 = 2'440'000 Bq = 2.44 MBq
注意，总放射性活度的数据可能总会是大数值，因此出于方便考虑，这些数据的单位使用MBq、GBq等。
…………………………………………………………………………………...………………………………………………………………………………...

详情可与办公室联络或访问网址 www.tanb.org/view/transport-of-norm。

免责声明:
本文件仅用于一般信息说明，不能构成或替代任何关于NORM的详细建议。关于这一问题以及如何通过T.I.C.联系NORM专家的更多信
息，请登录 www.tan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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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 年度统计报告
这些统计数据由T.I.C.的技术主任大卫·克努森(David Knudson)先生领导的统计小组撰写，并于第61届大会上发
布。 本文提供了2009至2019年的摘要。

绪言
根据本会《宪章》第3.2条的规定，收集钽（Ta）和铌（Nb）的统
计数据是T.I.C.的核心目标。每个季度，企业会员将其数据提交
给独立的第三方公司，然后会收到最新的报告。我们会把这些信
息的年度摘要在年度大会和期刊中与非会员分享有关资料。
自2017年以来，会员的数据已经增加了国际贸易数据，让会员获
得更全面的资料和对市场有广泛的了解。

数据来源和解释
会员提供的数据构成了T.I.C.的核心统计服务。自2015年起，数据100%由独立的注册会
计师Miller

Roskell

Ltd从成员里收集的。

T.I.C.工作人员无权获取个别成员的数

据，只能查看总统计数据和国际贸易数据。
会员的数据由完全独立的会计师
Miller Roskell Ltd收集

T.I.C.统计服务以会员的季度数据为基础，多年来就行业趋势提供了良好的指引。表1
显示了T.I.C.成员在2019年各数据类别中的总数。

数据集组（2019）

报告成员

公吨

钽原料：采矿产量和贸易采购量

30

Ta2O5

加工商的钽采购量

42

Ta2O5

加工商的钽产品出货量

42

包含 Ta

铌原料：开采产量和贸易采购量

32

Nb2O5

加工商的铌产品出货量

44

包含 Nb

表1：2019年按会员报告类别列出

以国际贸易数据补充会员数据
T.I.C.向全球贸易跟踪系统（GTT）购买国际贸易数据，用于填补会员报告中偶尔出现的缺漏，生成额外的图表，
并作为分析工具，为会员提供更有意义的统计报告。 所有实物国际贸易均按照世界海关组织（WCO）制定的协调制

度（HS）中界定的类别进行记录。所有主要钽和铌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国均加入该制度，并使用協調制度编码
（HS）制定其关税表。

我们也使用其他数据来源，以增加数据深度，并尽可能核实主要数据。2019年，T.I.C.统

计报告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企业会员和GTT，而其他国际贸易数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各公司的年报、新闻稿及其他
刊物；各国政府；地质研究所和国际机构（有关详情，请参阅第#176号期刊）。

关于使用国际贸易数据的一些说明
所有统计报告的数据均必须经得起验证。这意味着我们不断查证和复查可引用的统计数据以建立我们认为是最可靠
的数据库。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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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任何统计数据可以说是绝对可靠无误的，当您使用国际贸易数据时，你需要明白：

•

国际贸易数据仅记录跨境出货量，并未记录国内出货量。

•

部分協調制度编码涵盖几种产品，例如代码261590包括钽，钒和铌矿石和精矿。

•

标准的協調制度编码是6个号码的；但是许多国家/地区添加了独特的后缀数字。

•

海关数据可能以重量或货币价值等不同单位显示。

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得出含量的净重，必须对毛重、平均品位及历史市场价格做出合理的假设，以便估算所含钽或
铌的净重。考虑到这些及其他潜在的问题，在使用此类数据时必须格外小心。但这些额外的数据仍然构成了有用数
据来源，让我们有信心地报告作出以下数据。

钽原料：采矿产量和贸易采购量
2019年的产量比2018年下降了26.5％。 自2014年达到最高点以来，采矿和贸易收入同时降了61.2％。 2019年的年
产量几乎与有数据收集以来最低量吻合，这是2009年以來最低的水平。
佳以及T.I.C.此类别的会员下降。

产量的统计下降很可能反映了市场需求不

尽管某些采矿和贸易业务未有向T.I.C.报告，但T.I.C.主要的加工商会员仍准

确地报告其投入/出产量的统计数字。

图1：钽原料：开采产量和贸易采购量（吨五氧化二钽）

钽精矿比2018年下降26.6％，跌至201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其他精矿比2018年下降50.4％，跌至11年有数据以来
的最低水平。 自2012年以来一直保持全球下跌趋势的锡渣增长了12.2％。

图2：钽原料子集：（左）钽精矿； （中）其他浓缩物； （右）锡渣

加工商的钽采购量
2019年，加工商的采购量下降了18.7％，是自2009年以来的最大跌幅（见图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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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加工商的钽采购量（吨五氧化二钽）
这主要是由于包括钽化学品，如五氧化二钽（Ta2O5）和氟钽酸钾（K2TaF7）在内的二次原料以及废料采购量下降了36.3％。 尽
管二次原料造成了加工商收入的大幅下降，但与2018年相比，主要原材料的数量也下降了12.2％（见图4）。 从统计上来说，二
次原料开采量减少是异常的，主要原材料数量（包括钽铁矿，铌铁矿，钽铁金红石，锡渣和合成精矿）的变化似乎是自2012年开

始了周期性趋势的延续。

图4：钽加工商的采购量（吨 五氧化二钽Ta2O5），分为（左）主要原材料和（右）二次原料

加工商的钽产品出货量
产品的出货量与加工商的开采量趋势相同，数量下降了16.8％。这种减少几乎与加工商开采中看到的减少相同。

图5: 加工商的钽产品出货量（吨钽）
加工商出货量包括六类：钽化学品，碳化钽，电容器级钽粉，钽锭，钽磨产品和冶金级钽粉。

六类产品中有四类的出货量有所

下降：钽磨产品，碳化钽，钽化学品和电容器级钽粉。 出货量增加的有两类：钽锭和冶金级钽粉。 钽磨产品在出口量下降方面
领先，下降了71.3％，电容器级钽粉在2019年的开采量下降幅度第二（38.2％）。

钽碳化物也经历了很大幅度的下降，但该类

别只占整体钽出货量的一小部分（3％）。 钽化学品的出口量小幅下降了4.1％。 钽磨产品和电容器级粉末的销量大幅下降，占
钽市场总份额的17％。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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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损失在一定程度上被冶金级粉末（22.8％）和钽锭（7.2％）的增加所抵消，占钽总市场份额增加了17％。 但
对于出口量增加的细分市场无法抵消下降的细分市场，因为电容器级粉末是该类别中最大的单一市场。

图6：按加工商开采钽产品的出货量（吨 钽）以（i）类别分类 (i)

图7：按加工商开采钽产品的出货量（吨 钽）以（i）类别分类 (ii)

统计数据收集的稳健性
一般流程图（见图8）显示了向T.I.C报告的钽加工商的收货和装运情况。

加工商从各种渠道接收钽单元，通常以钽金属或钽氧

化物的形式接收。 钽单元在氢氟酸中消化，然后主要加工成氟钽酸钾（〜75％）或煅烧成高纯度钽氧化物（25％）。 使用钠将
氟钽酸钾还原成电容器级和冶金级粉末。

冶金级粉末用于生产钢锭和轧机产品。电容器级粉末由氟钽酸钾制成，某些高容量粉

末由高纯度钽氧化物还原而成。 氧化钽用于生产用于硬质合金工具的碳化钽。

出货量

采购量
钽铁矿，铌铁矿，钽铁金红
石等
锡渣
合成精矿
各种废料
其他源自五氧化二钽

钽加工商

电容器粉
冶金粉末
锭
氟钽酸钾，五氧化二钽，五氯
化钽
轧机产品
碳化钽

图8：整体流程图显示向T.I.C.报告的钽加工商的采购量和装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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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1年中，T.I.C.的加工商会员共采购了23302吨钽金属而有23468吨被装运。 165吨或<1％的差异可以是用交叉日历季度
和长期合同时间表来解释，因为加工过程长达45天。 监察这种差异是T.I.C.稳定性的良好指标。 报告数据的可靠性就有赖我们
会员的贡献。 2019年度正好表明了T.I.C.在收集数据过程中长期观察并延续了趋势保留会员数据至2019年。

图9: 加工商数据的统计检验

铌原料：开采产量和贸易收入
2019年，铌原料的采矿生产和贸易收入在这报告的时段达到最高点，比2018年的前一个最高点增长了16.6％（见图10）。

该类

别中增加的数量完全归因于铌精矿，因为其他含铌矿石的数量减少了5.3％，但这种减少仅27公吨。

图10：铌原料：开采产量和贸易采购量

图11：铌原料：开采产量和贸易收入分为（左）铌精矿和（右）其他含铌材料。

加工商的铌产品出货量
含铌产品快速增长主要是受到对合金铌铁（主要用于生产高强度低合金钢（HSLA）的合金化剂）的需求刺激。各种类型的高强度
低合金钢（HSLA）适用于汽车，卡车，起重机，桥梁，过山车和其他用于承受大量压力或需要良好的强度重量比的结构的生产
中。 2019年，高强度低合金钢等级的铌铁比2018年增长了17.3％，自2017年开始需求持续显着增长。 高强度低合金钢等级的铌
铁其实自2016年以来每年需求增加超过18000公吨。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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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加工商铌产品的出货量

图13: 按加工商对铌的出货量分类

尽管对铌铁的需求大幅增长，但所有其他汇报的铌产品在2019年持稳或略有下降。

最显着的是，真空级铌的出口

量比2018年下降了10.1％。 铌化学品（-0.6％） 铌合金（-2.4％）的需求量也略有下降。 纯铌金属（2.0％）是
除了高强度低合金钢（HSLA）的铌铁以外唯一在2019年的需求有所增加的。

这些铌产品的需求下降抵消了高强度

低合金钢铌铁的增长1.9％。

总结
根据T.I.C.对上述期间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果好坏参半。 尽管铌市场在高强度低合金钢级别的铌铁出货量有显
著增长，但钽市场的加工商出货量却出现惊人的下降。
这几乎完全归因于钽电容器级粉末和钽磨产品的报道，这一趋势似乎始于2018年度。 不幸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
症在2020年初开始，这种趋势可能会持续下去，并且可能也会影响铌市场。
我们在2017年将成员数据加入国际贸易数据进行比较分析和确认受到会员的好评。但是我们不会就此停在那里。
T.I.C.仍不断努力为我们的会员增值，为其提供最准确和可信赖的行业统计数据。因此，我们鼓励并欢迎所有反
馈。 我们努力透过收集会员数据和扩充数据来开发完整的市场视野； 但是，我们不对这些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或完
整性提出任何要求，故此T.I.C.不承担任何与这些统计数据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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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会员：福利和如何参加
T.I.C.以各种形式支持其会员。企业会员福利包括：
会员信息服务：
•

每月更新资讯和信息

•

钽和铌季度统计数据

•

期刊，我们印刷的时事通讯，其中包含技术论文和最
新资讯

•

我们网站的会员专区内有技术论文，专利和统计报告
T.I.C. 成员于2019年在香港举行的第60届大会上建立社

等资料
•

T.I.C.委托收集有关全球钽和铌行业的特别研究和报

交网络 。（照片：T.I.C.）

告
•

会员公司名称可以在我们《年度审查表》和综合网站上免费列出

使我们的行业受惠的服务：
•

手工和小型采矿，竞争法和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运输等关键主题的
指南

•

我们与政府和全球组织就相关主题进行合作，包括：


供应链尽职调查和其他矿物法规



天然放射性物质（NORM）的运输



关键原材料

大会：钽铌行业国际年会：
•

会员享有独家折扣参加会员年度大会

•

结合众多来自世界各地钽和铌行业领导者的网络

•

成员可以参加T.I.C.的年度股东大会，并参选成为执行委员会委员

T.I.C. 的林雅莉女士负责翻译这份
文件和其他中文刊物。

立即申请，加入全球最大的钽和铌组织！
谁可以申请？ 任何涉及钽和/或铌行业的组织均可申请成为会员。 2021/2022年的年度企业会员费用是2750欧元，准会员费用是
500欧元，真是物超所值。
怎样申 请？ 会员申请将在每年10月举行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审议，并且至少应提 前一个月提交。如欲申请， 请电邮至
info@tanb.org与办公室联络，或透过https://www.tanb.org/view/join-today填写申请表格。成员资格申请由现有成员投票表
决。您会在T.I.C.受到热烈欢迎！

加入我们的电子邮寄名单，可直接通过
电子邮件收到我们的期刊
T.I.C.每季免费发布英文期刊。本期刊旨在向全球钽铌业界提供有关我们研究领
域的新闻、信息及最新资讯。希望您能从中受益！收件人还将收到有关T.I.C.的
消息和我们的大会。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tanb.org申请订阅，以了解T.I.C.的最新消息。

© T.I.C.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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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第62届大会
（会议暨年度股东大会）将在

瑞士日内瓦举行
九月19日至22日
欢迎非会员参加此活动。 T.I.C.大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行业领袖。有关详细资料，请访问 www.tanb.org. 我
们2021年会议将探讨诸如矿物尽职调查，电容器，超合金和超导磁体等问题。

电容器类

超级合金

超导体

有关大会的任何问题或欲查询摘要提交表格的要求，请发送电子邮件至info@tanb.org给艾玛·维肯斯（Emma
Wickens）。详细资讯将在本会网站www.TaNb.org 和日后的期刊中发放。

安 德 斯 古 斯 塔 夫•埃 克 伯 格 钽 奖
Ekeberg

前 往 欧 洲 核 子 研 究 组 织

Tantalum Prize）2021. 埃克伯格钽

（CERN），这是世界领先的科

奖的获奖者将会在协会的年度大会

学研究中心之一（也是铌在超导

上接受奖项。

磁体中的主要使用者！）。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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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

Gustaf

今年，我们选定的实地考察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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