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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汇总表 

报批单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建议实施日期 

1  JB/T 6444-2019 风机包装通用技术条

件 

本标准规定了风机包装的技术要求、验收规则、试验方法、标志与随机文

件、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离心和轴流式通风机、鼓风机、压缩机、罗茨鼓风机产

品和配件的包装。 

JB/T 6444-2004  批准后九个月 

2  JB/T 4355-2019 矿井离心通风机 本标准规定了矿井离心通风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质量保

证期、标志、包装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温度为-50℃—+50℃的矿井主巷道通风用离心通风机。 

JB/T 4355-2004  批准后九个月 

3  JB/T 10489-2019 隧道用射流风机 本标准规定了隧道用射流风机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和保证期。 

本标准适用于在公路、铁路隧道和城市轨道交通的纵向通风系统中使用的

射流风机。 

JB/T 10489-2004  批准后九个月 

4  JB/T 4037-2019 滚动轴承  酚醛层压

布管保持架  技术条

件 

本标准规定了滚动轴承用酚醛层压布管保持架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和检

验规则、包装、标志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保持架的制造、检验和用户验收。 

JB/T 4037-2007  批准后九个月 

5  JB/T 5302-2019 滚动轴承  外球面球

轴承座补充结构  外

形尺寸 

本标准规定了在 GB/T 7809―2017 中未规定的外球面球轴承用铸造轴承座

的结构型式及外形尺寸。 

本标准适用于高中心立式座、窄立式座、可调菱形座、悬挂式座、悬吊式

座、凸台方形座、轻型菱形座七种结构型式的外球面球轴承座的设计和选型。 

JB/T 5302-2002  批准后九个月 

6  JB/T 5303-2019 滚动轴承  带座外球

面 球 轴 承 补 充 结 构  

外形尺寸 

本标准规定了在 GB/T 7810―2017[1]中未规定的带座外球面球轴承的结构

型式及外形尺寸。 

本标准适用于 2 系列的带高中心立式座轴承、带窄立式座轴承、带可调菱

形座轴承、带悬挂式座轴承、带悬吊式座轴承、带轻型菱形座轴承和 3 系列的

带凸台方形座轴承的设计和选型。 

JB/T 5303-2002  批准后九个月 

7  JB/T 7360-2019 滚动轴承  叉车门架

用滚轮、链轮轴承  技

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叉车门架用主滚轮轴承、侧滚轮轴承和组合滚轮轴承等滚轮、

链轮轴承的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标志、防锈包装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起重量 0.5t～10t 叉车门架用滚轮、链轮轴承的生产、

检验和验收。 

JB/T 7360-2007  批准后九个月 

8  JB/T 10470-2019 滚动轴承零件  铆钉 本标准规定了滚动轴承保持架铆接用铆钉的分类、外形尺寸、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等。 

JB/T 10470-2004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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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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施日期 

本标准适用于滚动轴承浪型保持架和金属实体保持架铆接用铆钉的生产检

验和用户选型。 

9  JB/T 10531-2019 滚动轴承  汽车空调

电磁离合器用双列角

接触球轴承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空调电磁离合器用双列角接触球轴承的代号方法、外形

尺寸、技术要求、检测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防锈包装。 

本标准适用于轴承的生产、检验和验收。 

JB/T 10531-2005  批准后九个月 

10  JB/T 13610-2019 关节轴承  气缸用杆

端关节轴承 

本标准规定了最高额定压力 1MPa的气缸用杆端关节轴承的代号方法、常用

结构型式、外形尺寸、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防锈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气缸用杆端关节轴承的生产、检验和验收。 

  批准后九个月 

11  JB/T 13611-2019 关节轴承  液压缸用

杆端关节轴承 

本标准规定了最高额定压力为 35MPa 的液压缸用杆端关节轴承的代号方

法、结构类型、外形尺寸、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防锈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标准适用于液压缸用杆端关节轴承的生产、检验和用户验收。 

  批准后九个月 

12  JB/T 13623-2019 铅酸蓄电池排、滤气装

置  技术规范 

本规范规定了铅酸蓄电池排、滤气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标志、搬运和贮存等。 

本规范适用于非开口式铅酸蓄电池的判定。 

  批准后九个月 

13  JB/T 13629-2019 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

成形机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成形机的型号、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成形砂型（芯）尺寸不大于 2000mm成形机。 

  批准后九个月 

14  JB/T 6905-2019 隔膜压缩机 本标准规定了液压驱动的金属膜片隔膜压缩机的型号与基本参数、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和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排气压力不高于 25MPa的压缩各种气体介质的膜压机。 

其他用于增压的膜压机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不适用于 JB/T 12566《核电用隔膜压缩机  技术条件》所规定的膜

压机。 

JB/T 6905-2004  批准后九个月 

15  JB/T 13630-2019 全无油润滑往复活塞

氦气压缩机 

本标准规定了全无油润滑往复活塞氦气压缩机的术语和定义、规定工况、

技术性能、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吸气压力为 0.01 MPa ~0.6MPa、额定排气压力不大于 35.0 

MPa、公称容积流量不大于 300m3/h（标准状态）的用于回收提纯或工艺流程增

压的氦压机。 

吸、排气压力不在本标准范围内的氦压机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批准后九个月 

16  JB/T 13631-2019 往复活塞压缩机用铝

镁合金轴瓦 

本标准规定了往复活塞压缩机用铝镁合金轴瓦的术语和符号、分类、基本

尺寸和标记、材料及性能、尺寸及公差、表面与内部质量、检验及标志、包装

与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压缩机曲轴颈或曲柄销直径为 75mm～480mm 的铝镁合金轴

瓦。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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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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施日期 

17  JB/T 13632-2019 无油往复活塞压缩机

用填充聚四氟乙烯活

塞环 

本标准规定了无油往复活塞压缩机用填充聚四氟乙烯活塞环的分类和标

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气缸直径不大于 1000mm，进排气压差不大于 15MPa的无油往

复活塞压缩机用填充聚四氟乙烯活塞环。 

  批准后九个月 

18  JB/T 13633-2019 压缩机用空冷器 本标准规定了往复压缩机用空冷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结构、要求、检

验与试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压力不大于 70MPa、设计温度不高于 400℃的管翅式空冷

器。 

  批准后九个月 

19  JB/T 1246-2019 真空技术  滑阀真空

泵 

本标准规定了滑阀真空泵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抽样及判定方法、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牌、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单级、双级滑阀真空泵。 

JB/T 1246-2007  批准后九个月 

20  JB/T 8944-2019 单级旋片真空泵 本标准规定了单级旋片真空泵的型式与基本参数范围、技术要求、抽样及

判定方法、检验条件及项目、检验规则、标志、标识、包装、储运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单级旋片真空泵 

JB/T 8944-2010  批准后九个月 

21  JB/T 10770-2019 真空技术  液环真空

泵验收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液环真空泵验收测量条件和内容要求、装置和方法、验收测

量前的准备、测量结果的换算及测试报告的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用水或其它液体做工作介质的泵。 

JB/T 10770-2007  批准后九个月 

22  JB/T 13677-2019 真空技术  金属粉末

注射成型真空烧结炉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粉末注射成型真空烧结炉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产品合格证和客户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粉末注射成型真空烧结炉。 

  批准后九个月 

23  JB/T 10031-2019 55°密封管螺纹量规 本标准规定了 55°密封管螺纹量规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及说明、螺纹量规

的分类和标记、螺纹量规的牙型、螺纹量规工作部分的结构型式和尺寸、螺纹

量规的要求、螺纹量规的检验、标志与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检验 GB/T 7306.2-2000所规定的圆锥内螺纹和圆锥外螺纹的

量规。 

JB/T 10031-1999  批准后九个月 

24  JB/T 13686-2019 光栅编码器  加速寿

命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光栅编码器的加速寿命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加速寿命试

验方法、寿命评估等。 

本标准适用于光栅编码器的加速寿命试验。 

  批准后九个月 

25  JB/T 13687-2019 光栅编码器  可靠性

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光栅编码器可靠性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义、编码器可靠性指

标、可靠性试验方法、可靠性特征量的评定、评估结果判定等。 

本标准适用于光栅编码器的可靠性试验。 

  批准后九个月 

26  JB/T 13688-2019 光栅长度计 本标准规定了光栅长度计的术语与定义、结构型式与基本参数、功能、基

本要求、计量特性要求、环境适应性、连续运行试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与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光栅副作为检测元件，以直线移动机构导向，以轴杆移动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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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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施日期 

接触测量方式构成的光栅长度计。 

27  JB/T 4261-2019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

控制设备  辅件术语 

本标准规定了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辅件专用术语，包括一般术语、

产品名称、结构部件、性能、试验与检查等方面的术语。 

本标准适用于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辅件产品及其标准制修订、编

制技术文件、编写和翻译专业手册，供从事电气辅件专业工作的生产、科研、

使用等相关部门的人员使用。 

JB/T 4261-1999  批准后九个月 

28  JB/T 6330-2019 TG1型管状端头 本标准规定了 TG1 型管状裸端头与预绝缘端头的分类、压接工具和导线、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与包装等。 

本标准适用于（0.5～50）mm2多股圆铜绞线与接线端子连接时，在绞线端

剥去绝缘层后与铜导体部分压接的管状端头。 

JB/T 6330-1992  批准后九个月 

29  JB/T 6475-2019 光电开关 本标准规定了光电开关的术语和定义、分类、额定值、正常工作条件、结

构和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 250 V（50 Hz 或 60 Hz），或直流不超

过 60 V的工业控制回路使用的光电开关。 

JB/T 6475-1992  批准后九个月 

30  JB/T 13689-2019 集成低压无功补偿装

置 

本标准规定了集成低压无功补偿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使用条件、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相关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 1000V（或 1140V），频率不超过 1000Hz，

投切时间不大于 1s的集成低压无功补偿装置。 

  批准后九个月 

31  JB/T 13690-2019 浇注型母线槽 本标准规定了浇注型母线槽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交流不超过 1000V（包括 1140V），直流不超过 1500V

的浇注型母线槽。 

  批准后九个月 

32  JB/T 13691-2019 母线槽智能测控系统 本标准规定了母线槽智能测控系统的术语和定义、使用条件、要求、产品

资料、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遥控、遥调、遥测、遥信等智能控制功能，用于额定电

压交流不超过 1 000V，直流不超过 1 500V的母线槽用母线槽智能测控系统。 

  批准后九个月 

33  JB/T 13697-2019 电力电容器用插片式

金属防爆盖板组件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电容器用插片式金属防爆盖板组件的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电力电容器用插片式金属防爆盖板组件：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GB/T 3667.1、GB/T 3667.2)；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GB/T 18489）； 

电力电子电容器（仅适用于额定电压 1 500 V及以下）（GB/T 17702）； 

标称电压 1 000 V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自愈式并联电容器（GB/T 12747.1

和 GB/T 12747.2）。 

本标准不适用于螺栓式金属防爆盖板组件、塑料防爆盖板组件。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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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JB/T 13698-2019 电力电容器用圆形及

椭圆形铝外壳 

本标准规定了电力电容器用圆形及椭圆形铝外壳的产品分类、一般要求、

尺寸、性能、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下列电力电容器用圆形及椭圆形铝外壳： 

交流电动机电容器(GB/T 3667.1、GB/T 3667.2，不包括电动机启动用电解

电容器)； 

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放电灯线路用电容器（GB/T 18489）； 

电力电子电容器（GB/T 17702）； 

标称电压 1 000 V及以下交流电力系统用自愈式并联电容器（GB/T 12747.1

和 GB/T 12747.2）。 

本标准不适用于非固体电解质铝电容器（GB/T 5993、GB/T 25121.2）用铝

外壳 (见 SJ/T 11149)。 

  批准后九个月 

35  JB/T 13699.1-2019 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  

第 1部分：精度检验 

本部分规定了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的机床主要零部件和坐标轴的命名、使

用说明、几何精度检验、定位精度检验及加工检验。 

本部分适用于（但不限于）加工硅、锗等半导体材料的电解磨料线切割机

床 

  批准后九个月 

36  JB/T 13699.2-2019 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的术语和定义、附件和工具、安全防护、

加工和装配质量、机床运转试验、机床精度检验、标志与随机技术文件、包装

与贮存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但不限于）加工硅、锗等半导体材料的电解磨料线切割机

床。 

  批准后九个月 

37  JB/T 13700.1-2019 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

床  第 1部分：精度检

验 

本部分规定了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的机床主要零部件和坐标轴的命名、

使用说明、几何精度检验、数控轴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检验及加工检验。 

本部分适用于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 

  批准后九个月 

38  JB/T 13700.2-2019 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

床  第 2部分：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的术语和定义、附件和工具、安全防

护、加工和装配质量、机床运转试验、机床精度检验、标志与随机技术文件、

包装等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 

  批准后九个月 

39  JB/T 13701-2019 汽车变量泵烧结转子、

偏心环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汽车变量泵烧结转子、偏心环的零件分类、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标志、运输、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变量泵烧结转子、偏心环。 

  批准后九个月 

40  JB/T 6289-2019 内燃机  铸造铝活塞  

金相检验 

本标准规定了内燃机铸造共晶铝–硅合金和铝–硅–铜–镁合金活塞金相

组织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及评定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气缸直径小于或等于 200 mm的内燃机铸造共晶铝–硅合金和

铝–硅–铜–镁合金活塞经热处理后的金相组织检验。 

JB/T 6289-2005  批准后九个月 

41  JB/T 8413.8-2019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8 本部分规定了内燃机用变排量机油泵总成的术语和定义、参数名称及代号、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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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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施日期 

部分：变排量机油泵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内燃机用变排量机油泵总成。 

42  JB/T 8413.9-2019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9

部分：电控机油泵 

本部分规定了内燃机用电磁阀控制机油泵总成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内燃机用开关电磁阀控制的二级可变排量机油泵或电液比例

阀控制的多级可变排量机油泵总成。 

  批准后九个月 

43  JB/T 8413.10-2019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10部分：电动机油泵 

本部分规定了内燃机与变速器用电动机油泵总成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试验项目、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内燃机与变速器用由直流电机驱动的辅助机油泵总成。 

  批准后九个月 

44  JB/T 8413.11-2019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11部分：变速器机油泵 

本部分规定了变速器机油泵总成的术语和定义、参数名称及代号、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试验项目、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变速器油或性能相当的其他液压为工作介质的机油泵。 

  批准后九个月 

45  JB/T 9753.2-2019 内燃机  气缸盖与机

体  第 2部分：铸铁气

缸盖  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内燃机铸铁气缸盖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气缸直径小于或等于 200 mm的往复式内燃机用铸铁气缸盖。 

JB/T 9753.2-2008  批准后九个月 

46  JB/T 13714-2019 柴油机  SCR 催化转化

器耐久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柴油机 SCR催化转化器耐久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车用柴油机用的钒基 SCR催化转化器。 

  批准后九个月 

47  JB/T 13715.1-2019 柴油机  复合材料型

柴油滤清器  第 1 部

分：总成  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柴油机复合材料型柴油滤清器总成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额定体积流量为 50 L/h～800 L/h的柴油机复合材料型柴油滤

清器总成。 

  批准后九个月 

48  JB/T 13715.2-2019 柴油机  复合材料型

柴油滤清器  第 2 部

分：滤芯  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柴油机复合材料型柴油滤清器滤芯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额定体积流量为 50 L/h～800 L/h的柴油机复合材料型柴油滤

清器纸质滤芯。 

  批准后九个月 

49  JB/T 13716-2019 柴油机  高原环境性

能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柴油机高原环境性能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功率柴油机（≤560 kW），其它柴油机也可参照执行。 

  批准后九个月 

50  JB/T 13717-2019 柴油机  共振耐久试

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柴油机共振耐久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试验要求、试验方法、

试验结果评价和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陆用车辆、船舶、农用拖拉机和林业机械、工程机械、发电

机组、排灌机械用的柴油机共振耐久试验。其他用途柴油机的共振耐久测试也

可参照采用（如适用）。 

  批准后九个月 

51  JB/T 13718-2019 柴油机  加速性能试

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柴油机加速性能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功率(≤560 kW)车用柴油机，其它尚无合适标准的柴油

机也可参照执行。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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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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施日期 

52  JB/T 13719-2019 柴油机  气缸盖热疲

劳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采用电磁感应加热方式的柴油机气缸盖热疲劳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气缸直径小于或等于 300 mm的柴油机气缸盖。 

  批准后九个月 

53  JB/T 13720-2019 柴油机  全速超负荷

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功率柴油机全速超负荷试验的术语及定义、试验样机、

试验条件、工作程序、可靠性试验规范、试验结果的整理、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功率柴油机。 

  批准后九个月 

54  JB/T 13721-2019 柴油机  全速全负荷

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中小功率柴油机全速全负荷试验的术语及定义、试验样机、

试验条件、工作程序、可靠性试验规范、试验结果的整理、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功率柴油机。 

  批准后九个月 

55  JB/T 13722-2019 柴油机零部件失效评

价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柴油机零部件故障和失效有关的术语和定义、失效分析方法

和失效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柴油机零部件失效模式的评定，柴油机整机故障的分析与评

价也可参考采用。 

  批准后九个月 

56  JB/T 13723-2019 电控柴油机  性能试

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电控柴油机性能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功率（≤560 kW）电控柴油机。 

  批准后九个月 

57  JB/T 13724-2019 内燃机  废气再循环

（EGR）系统通用技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内燃机废气再循环（EGR）系统的术语与定义、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测规则、标志、包装和储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拖拉机、工程机械、发电机组及船舶等内燃机用废气

再循环（EGR）系统。其他用途的内燃机 EGR系统亦可参照执行。 

  批准后九个月 

58  JB/T 13725-2019 内燃机  废气再循环

冷却器（EGRC）  试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内燃机用废气再循环冷却器（EGRC）试验的术语和定义、试

验项目、试验装置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内燃机用废气再循环冷却器（EGRC）。 

  批准后九个月 

59  JB/T 13726.1-2019 内燃机  复合材料型

机油滤清器  第 1 部

分：总成  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内燃机全流式复合材料型机油滤清器总成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内燃机全流式复合材料型机油滤清器总成。 

  批准后九个月 

60  JB/T 13726.2-2019 内燃机  复合材料型

机油滤清器  第 2 部

分：滤芯  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内燃机全流式复合材料型机油滤清器滤芯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内燃机全流式复合材料型机油滤清器纸质滤芯。 

  批准后九个月 

61  JB/T 13727-2019 汽 油 机 涡 轮 增 压 器  

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汽油机用径流和混流式废气涡轮增压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

要求、试验项目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汽油机用内燃机涡轮增压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轴流式涡轮增压器。 

  批准后九个月 

62  JB/T 13728-2019 中大功率燃气发动机

用燃气调压阀 

本标准规定了功率等于或大于 500kW 以上的中大功率燃气发动机用燃气调

压阀的术语定义、型号、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进口压力不大于 10MPa、工作温度不超出-10 ℃～60 ℃（普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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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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施日期 

通型）或-20 ℃～60 ℃（低温型），工作介质为天然气、沼气、瓦斯、秸秆气

等燃气为燃料的固定式燃气发动机、双燃料发动机供气系统用的调压阀。 

63  JB/T 7679-2019 螺旋输送机 本标准规定了螺旋输送机的型式、基本参数、计算基本原则、技术要求、

安全防护、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水平和微倾斜（20°以下）连续输送散状物料的输送机。输

送物料温度不应大于+100℃。 

有特殊要求和特殊型式的输送机，通用部分亦可参照使用。 

JB/T 7679-2008  批准后九个月 

64  JB/T 13730-2019 带式输送机  液压拉

紧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带式输送机用液压拉紧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带式输送机用液压拉紧装置。 

  批准后九个月 

65  JB/T 13732-2019 高温电除尘器 本标准规定了高温电除尘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号表示法、设备组成、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及安装。 

本标准适用于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使用的高温电除尘器。 

  批准后九个月 

66  JB/T 13733-2019 工业有机废气蓄热催

化燃烧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有机废气蓄热催化燃烧装置（RCO）的术语和定义、分类

和型号表示方法、适用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牌、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有机废气净化用蓄热催化燃烧装置。 

  批准后九个月 

67  JB/T 13734-2019 工业有机废气蓄热热

力燃烧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有机废气蓄热热力燃烧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型号、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有机废气蓄热热力燃烧装置。 

  批准后九个月 

68  JB/T 13735-2019 管式烟气换热器  调

试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管式烟气换热器的调试工作职责和内容、调试各阶段工作要

求、调试质量验收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火力发电机组管式烟气换热器的调试工作

及调试质量验收评定。 

  批准后九个月 

69  JB/T 13736-2019 管式烟气换热器 安

装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管式烟气换热器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本体安装、辅助系统

安装、水压试验、酸洗和单体试运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火电燃煤机组管式烟气换热器系统的安装

及验收，其它管式烟气换热器可参照执行 

  批准后九个月 

70  JB/T 13737-2019 管式烟气换热器  运

行维护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管式烟气换热器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启动、运行调整、检

查维护、停运、主要故障处理和安全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火力发电机组管式烟气换热器的运行维护。 

  批准后九个月 

71  JB/T 13738-2019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

析仪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分光光度法为原理且能同时检测两个及以上水质指标的便

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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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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施日期 

72  JB/T 13739-2019 堆肥用功能性覆盖膜 本标准规定了堆肥用功能性覆盖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命名、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静态条垛堆肥系统中具有防水透湿功能的柔性复合膜。 

  批准后九个月 

73  JB/T 13740-2019 集成式模块化净水处

理设备 

本标准规定了集成式模块化净水处理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型号、使

用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型集中式饮用水模块化水处理设备。 

  批准后九个月 

74  JB/T 13741-2019 孔板式格栅除污机 本标准规定了孔板式格栅除污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型号与基本参数、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在给水、排水工程中使用的孔板式格栅除污机。 

  批准后九个月 

75  JB/T 13742-2019 双曲面搅拌机 本标准规定了双曲面搅拌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型号和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市政工程或其他行业对液体与固体、液体与液体、液体与气

体或三相混合液进行混合的搅拌机。 

  批准后九个月 

76  JB/T 13743-2019 污水处理用倒极式电

渗析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污水处理用倒极式电渗析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和结构、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污水处理用倒极式电渗析装置系列产品。 

  批准后九个月 

77  JB/T 13744-2019 污水处理预制排水泵

站 

本标准规定了污水处理预制排水泵站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型号和基本参

数、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对污水进行收集、提升和输送的泵站。 

  批准后九个月 

78  JB/T 13745-2019 斜轴式推流曝气机 本标准规定了斜轴式推流曝气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型号与基本参数、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在污水处理中使用的斜轴式推流曝气机 

  批准后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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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 

1、标准报批项目的总数及行业分布等情况 

本次报批的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共 78项，制定项目 58项，修订项目 20项。其中， 2013

年计划 6项、2014年计划 6项、2015年计划 23项、2016年计划 43项。 

2、标准报批项目的领域划分及分布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涉及机械行业 14个专业领域，分布见下表。 

序号 专  业  领  域 项数 

1  全国风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7） 3 

2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98） 8 

3  全国铅酸蓄电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69） 1 

4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7) 1 

5  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45） 5 

6  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 4 

7  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32） 4 

8  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6） 6 

9  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5） 2 

10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61） 4 

11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MIF/TC20） 1 

12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77） 23 

13  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1） 2 

14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MIF/TC7) 14 

合    计 78 

3、报批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本次报批的 7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制定项目 58项，涉及滚动轴承、铅酸蓄电池、

绿色制造技术、压缩机、真空技术、量具量仪、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电力电

容器、特种加工机床、粉末冶金制品、内燃机、连续搬运机械、环境保护机械等 13 个

专业领域。 

修订项目 20 项，涉及风机、滚动轴承、压缩机、真空技术、量具量仪、低压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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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燃机、连续搬运机械、环境保护机械等 9个专业领域。 

重点项目 25项，涉及滚动轴承、绿色制造技术、压缩机、特种加工机床、内燃机、

环境保护机械等 6个专业领域。 

公益类项目 11 项，涉及量具量仪、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内燃机等 3 个

专业领域。 

部省联动项目 2项，涉及电力电容器专业领域。 

本次报批的 78项机械行业标准对产业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科技进步的引领性作用 

《关节轴承  气缸用杆端关节轴承》等 25 项重大技术装备的重点项目，主要体现

在国家重点领域、重大专项科研成果和新技术的转化。 

例如，电解磨料线切割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的技术

装备完全能实现大尺寸超薄半导体晶圆的多线切割。高效低成本多线切割技术与装备能

有效促进切割效率，改善材料表面完整性，该技术曾获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电

解磨料线切割机床  第 1部分：精度检验》将该技术应用于标准中，填补了我国管形工

件电解成形机床技术条件、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精度检验行业标准的空白，对稳定和提

高产品质量有促进作用，对指导生产、规范市场、健全产品验收标准体系、提高产品技

术性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性作用 

《往复活塞压缩机用铝镁合金轴瓦》等 22项行业标准是促进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

规范产品性能、提升产品竞争力、保障产品品质的基础性文件。 

例如《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3223-2011）对重点地区提出了特别排放

限值，在此基础上三部委联合发文提出燃煤电厂要达到超低排放，比重点地区排放浓度

数值更低。传统的环保治理装备无法满足燃煤电厂新的排放要求，超低排放技术是改善

排放指标的有效途径。作为超低排放技术主要设备，管式烟气换热器降低除尘器前烟气

温度，提高电除尘器效率，降低系统水耗,同时提升尾部烟气温度利于烟气的抬升和扩

散，实现了节能和环保的双重效果。设备的安装、调试以及运行维护工作实施过程科学

化、标准化程度决定了调试效果的优劣，对后续管式烟气换热器安全稳定运行有重大影

响，也最终影响到烟气排放指标。《管式烟气换热器  调试技术规范》等 3 项环境保护

机械专业领域行业标准规范了管式烟气换热器调试要求，提高了调试水平，促进管式烟

气换热器在我国电力环保方面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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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便利经济贸易的公益性作用 

例如《光栅编码器  加速寿命试验方法》通过加速寿命试验可以缩短研发周期，减

低研制费用，产品可以快速的投入市场；《光栅编码器  可靠性试验方法》提升了与国

外同业的竞争力，规范和统一了试验的方法，为国内光栅编码器行业提供了可靠性试验

方法。 

再如《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辅件术语》发布距今已有 17 年时间，其中

很多术语和定义已经过时。在修订时，通过对辅件术语描述的进一步精炼和修正，对于

辅件的生产、技术沟通和应用，尤其是在低压成套设备上的应用极为重要。 

（四）规范市场秩序的支撑性作用 

例如《风机包装通用  技术条件》、《矿井离心通风机》、《隧道用射流风机》等产品

标准，通过修订增加了新技术的应用，提升了标准水平，对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 

再如《滚动轴承  酚醛层压布管保持架  技术条件》、《隔膜压缩机》、《真空技术  滑

阀真空泵》、《55°密封管螺纹量规》等产品标准是经复审确定的修订项目。近年来，随

着制造业的科研和生产发展，行业技术水平整体提升。为满足行业需求，体现新技术、

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有关专业领域及时对不适用的标准进行了修订，解决了标龄老

化和不适用的问题，提升了标准整体技术水平，促进产业技术进步。 

（五）发挥部省联动标准化的合力作用 

《电力电容器用插片式金属防爆盖板组件》、《电力电容器用圆形及椭圆形铝外壳》

2 项属于与安徽省部省联动的制定项目。通过对标准的制定，了解了企业需求，用标准

化手段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转型升级，促进了地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

业的培育打造。 

4、总体技术水平及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分析的总体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不涉及采标，技术水平均属于国内先进水平。 

5、涉及的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不涉及专利。 

6、重点领域标准情况说明 

本次报批项目有 25项涉及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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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  关节轴承   气缸用杆端

关节轴承 
近年来，我国关节轴承的出口量

猛增，气缸杆端关节轴承基本占到欧

洲进口的 80%。基于国内关节轴承研

究的深入和生产技术的良好发展趋

势，该项行标的制定将为我国再一次

提出国际标准提案并争取立项打下

坚实的基础，我国也有望通过关节轴

承标准实现在国际标准化工作中的

突破。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05T-JB 

2  关节轴承   液压缸用杆

端关节轴承 
近年来，我国关节轴承的出口量

猛增，液压缸杆端关节轴承基本占到

欧洲进口的 80%。基于国内关节轴承

研究的深入和生产技术的良好发展

趋势，该项行标的制定将为我国再一

次提出国际标准提案并争取立项打

下坚实的基础，我国也有望通过关节

轴承标准实现在国际标准化工作中

的突破。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06T-JB 

3  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成

形机 
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中节能、环

保型产品 
工信厅科[2014]236 号 
2014-1941T-JB 

4  全无油润滑往复活塞氦

气压缩机 
氦气是稀缺的重要战略物资。 
以无油润滑技术为基础，提高氦

气提纯和循环再利用的效率，改变我

国因氦气资源匮乏而对国外资源长

期依赖的现状，节约能源，提高国防

实力。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71T-JB 

5  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  
第 1 部分：精度检验 

为满足我国太阳能硅片年产

1000 亿元的加工需求，针对光伏、微

电子行业的迫切需求，高效低成本多

线切割技术与装备能有效促进切割

效率，改善材料表面完整性，该技术

曾获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目

前，电解磨料线切割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

的技术装备完全能实现大尺寸超薄

半导体晶圆的多线切割。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64T-JB 

6  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 

为满足我国太阳能硅片年产

1000 亿元的加工需求，针对光伏、微

电子行业的迫切需求，高效低成本多

线切割技术与装备能有效促进切割

效率，改善材料表面完整性，该技术

曾获瑞士日内瓦国际发明金奖。目

前，电解磨料线切割已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突破了国外技术封锁，研制出

的技术装备完全能实现大尺寸超薄

半导体晶圆的多线切割。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65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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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7  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  
第 1 部分：精度检验 

管形工件的内孔电解成形加工

已成为兵器工业的枪炮管等制造的

定性工艺和重要方法，国际上高度重

视研发枪炮管电解成形技术，国内多

家单位开展了枪炮管膛线等管形工

件电解成形技术的研究，为兵器工艺

未来技术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

时也为贯彻实施军民标准融合发展

的国家战略、促进特种加工机床装备

与加工技术的军民融合创造条件。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66T-JB 

8  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 

管形工件的内孔电解成形加工

已成为兵器工业的枪炮管等制造的

定性工艺和重要方法，国际上高度重

视研发枪炮管电解成形技术，国内多

家单位开展了枪炮管膛线等管形工

件电解成形技术的研究，为兵器工艺

未来技术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的基础，

同时也为贯彻实施军民标准融合发

展的国家战略、促进特种加工机床装

备与加工技术的军民融合创造条件。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67T-JB 

9  内 燃 机  废 气 再 循 环

（EGR）系统通用技术条

件 

项目涉及对象为《国务院关于印

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印发 “十二五”国家战

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通知》、《十大重

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进一步加强

标准化工作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

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

定》中关于节能环保、新材料等发展

要求的新兴产品 

工信厅科[2013]163 号 
2013-1319T-JB 

10  汽油机涡轮增压器   通
用技术条件 

1)汽油机涡轮增压器行业属《国

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产业

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业”；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

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办发

〔2013〕12 号）中“重点领域和任务”
里的“乘用车用发动机”、“关键部件产

业化应用” 中“汽油机增压器”关键零

部件及关键技术； 
3）发改委和工信部《2015 年产

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专项重点方向》中

规定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化-发
动机核心零部件-汽油机增压器、柴油

机可变截面涡轮增压器”，工信部《汽

车产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投资方

向（2010 年）》中“发动机”中的“非直

喷增压汽油发动机”和“汽油机增压

器”； 

工信厅科[2015] 115号 
2015-1184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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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4）属于工信部《工业节能“十二

五”规划》大力推广的废气涡轮增压

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产业。 
11  电控柴油机 性能试验方

法 
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

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办发

〔2013〕12 号）中加强“电子控制技

术”的急需标准。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69T-JB 

12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8 部

分：变排量机油泵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2)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

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中国内燃机工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键

零部件”、 “共性基础技术建设平台”
中“内燃机低摩擦技术平台”以及“重
点产品项目”中“模块集成的新型节能

冷却系统”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50T-JB 

13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9 部

分：电控机油泵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2)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

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中国内燃机工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键

零部件”、 “共性基础技术建设平台”
中“内燃机低摩擦技术平台”以及“重
点产品项目”中“模块集成的新型节能

冷却系统”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51T-JB 

14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10 部

分：电动机油泵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8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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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业”；  
2)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

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中国内燃机工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键

零部件”、 “共性基础技术建设平台”
中“内燃机低摩擦技术平台”以及“重
点产品项目”中“模块集成的新型节能

冷却系统”项目。 
15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11 部

分：变速器机油泵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2)属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

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中国内燃机工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键

零部件”、 “共性基础技术建设平台”
中“内燃机低摩擦技术平台”以及“重
点产品项目”中“模块集成的新型节能

冷却系统”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9T-JB 

16  内燃机 废气再循环冷却

器（EGRC）试验方法  
1)内燃机废气再循环冷却器行业

属《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2)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节能“十

二五”规划》推广的“排气后处理”技
术； 

3)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

内燃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办

发〔2013〕12 号）中“重点领域和任

务”里的“排气后处理装置” 中“废气

再循环系统”的急需标准；  
4)项目归属于：《中国内燃机工业

“十二五”发展规划》中重点发展产品

“各类先进的排气后处理系统、废气

再循环系统（EGR）”和重点发展技术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70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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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废气再循环（EGR）技术” 。  
17  柴油机 复合材料型柴油

滤清器 第 1 部分：总成 
技术条件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

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标准

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

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中 6.2.4 工程塑

料及合成树脂、《中国内燃机工业“十
三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
键零部件”、“科技重点项目”中“冷却、

润滑、滤清系统模块化集成技术应用

研究”、“重点产品项目”中“柴油机燃

油高效滤清系统”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3T-JB 

18  柴油机 复合材料型柴油

滤清器 第 2 部分：滤芯 
技术条件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

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标准

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

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中 6.2.4 工程塑

料及合成树脂、《中国内燃机工业“十
三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
键零部件”、“科技重点项目”中“冷却、

润滑、滤清系统模块化集成技术应用

研究”、“重点产品项目”中“柴油机燃

油高效滤清系统”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4T-JB 

19  内燃机 复合材料型机油

滤清器 第 1 部分：总成 
技术条件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6T-JB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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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标准

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

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中 6.2.4 工程塑

料及合成树脂、《中国内燃机工业“十
三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
键零部件”、“科技重点项目”中“冷却、

润滑、滤清系统模块化集成技术应用

研究”、“重点产品项目”中“柴油机燃

油高效滤清系统”项目。 
20  内燃机 复合材料型机油

滤清器 第 2 部分：滤芯 
技术条件  

1)属于《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进一步加强标准化工作意见》

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着力发展的四大

产业之一的“节能环保和新能源产

业” ；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

机工业节能减排的意见》、《国家标准

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中国制造 2025》中重点发展

技术的内燃机关键基础零部件新结

构、新材料、新工艺技术； 
3)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

品和服务指导目录》中 6.2.4 工程塑

料及合成树脂、《中国内燃机工业“十
三五”发展规划》中“重点任务”中“关
键零部件”、“科技重点项目”中“冷却、

润滑、滤清系统模块化集成技术应用

研究”、“重点产品项目”中“柴油机燃

油高效滤清系统”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7T-JB 

21  高温电除尘器 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中环保型

产品 
工信厅科[2013] 217号 
2013-2344T-JB 

22  工业有机废气蓄热催化

燃烧装置 
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中环保型

产品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509T-JB 
23  污水处理用倒极式电渗

析装置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

范畴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39T-JB 

24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

仪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

范畴 
工信厅科[2015] 115号 
2015-1131T-JB 

25  集成式模块化净水处理

设备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

范畴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479T-JB 

7、强制性标准的理由及主要强制内容 

本次报批项目未涉及强制性标准。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gg/2013gg/W0201303075924145475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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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出版单位与建议实施日期 

本次报批项目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建议批准公布后九个月实施。 

9、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涉及项目名称变更 12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涉及起草单位变

更 9 项（其中：牵头单位变更 7 项，有“计划调整申请表”；牵头单位名称变更 2 项，

在各项目的“编制说明”及各领域的“报批项目情况说明”中说明），计划项目延期变

更 7项（工信厅科[2015]160 号批复 6项，1项附“计划调整申请表”）。 

变更情况详见各专业领域《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的详细说明。 

二、各专业领域项目情况 

见各专业领域的《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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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78 项机械行业标准计划来源一览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标准 

类别 

标准

性质 

制、

修订 

完成 

年限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 
代替标准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1  风机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风机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187)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元华风机有限公

司、浙江格凌实业有限公司 

 JB/T 6444-2004 否 工信厅科[2013]217 号 

2013-2135T-JB 

2  矿井离心通风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风机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187) 

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

司 

 JB/T 4355-2004 否 工信厅科[2013]217 号 

2013-2137T-JB 

3  隧道用射流风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风机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187) 

天津中隧通风机有限公司、

浙江双阳风机有限公司、浙

江亿利达风机股份有限公

司等 

 JB/T 

10489-2004 

否 工信厅科[2013]217 号 

2013-2138T-JB 

4  滚动轴承  酚醛层压布

管保持架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洛阳

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浙江

优特轴承有限公司等 

 JB/T 4037-2007 否 工信厅科[2016] 110号 

2016-0665T-JB 

5  滚动轴承  外球面球轴

承座补充结构  外形尺

寸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东莞市 TR 轴承有限公司、

浙江新昌皮尔轴承有限公

司等 

 JB/T 5302-2002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67T-JB 

6  滚动轴承  带座外球面

球轴承补充结构  外形

尺寸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泛科轴承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新昌皮尔轴承有限公司

等 

 JB/T 5303-2002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64T-JB 

7  滚动轴承  叉车门架用

滚轮、链轮轴承  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江苏万达特种轴承有限公

司、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

司、无锡博凯轻型轴承有限

公司等 

 JB/T 7360-2007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63T-JB 

8  滚动轴承零件  铆钉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哈尔滨轴承集团公司、洛阳

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山东

聊城人和精工轴承有限公

司等 

 JB/T 

10470-2004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68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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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标准 

类别 

标准

性质 

制、

修订 

完成 

年限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 
代替标准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9  滚动轴承  汽车空调电

磁离合器用双列角接触

球轴承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上海人本集团有限公司、八

环轴承（长兴）有限公司等 

 JB/T 

10531-2005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66T-JB 

10  关节轴承  气缸用杆端

关节轴承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台州科锦轴承有限公司、福

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轴承研究所有

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05T-JB 

11  关节轴承  液压缸用杆

端关节轴承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 98） 

福建龙溪轴承（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台州科锦轴承有

限公司、洛阳轴承研究所有

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06T-JB 

12  铅酸蓄电池排、滤气装

置  技术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铅酸蓄电池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69） 

浙江虹达特种橡胶制品有

限公司、安徽理士电源技术

有限公司、艾诺斯（扬州）

华达电源系统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768T-JB 

13  数字化无模铸造精密成

形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7）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广西玉

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4]236 号 

2014-1941T-JB 

14  隔膜压缩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45） 

北京京城压缩机有限公司、

北京华英联压缩机产品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金凯威通

用机械有限公司 

 JB/T 6905-2004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791T-JB 

15  全无油润滑往复活塞氦

气压缩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45） 

安庆市佰联无油压缩机有

限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院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71T-JB 

16  往复活塞压缩机用铝镁

合金轴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45） 

沈阳申元气体压缩机有限

责任公司、台州环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大隆机器

厂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792T-JB 

17  无油往复活塞压缩机用

填充聚四氟乙烯活塞环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45）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合肥

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扬中市汇巨塑电有

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793T-JB 



22 
 

序

号 
项目名称 

标准 

类别 

标准

性质 

制、

修订 

完成 

年限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 
代替标准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18  压缩机用空冷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45） 

四川省简阳空冷器制造有

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济柴

动力总厂成都压缩机厂、四

川大学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794T-JB 

19  真空技术  滑阀真空泵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8） 

浙江真空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台州市星光真空设备制

造有限公司、合肥智海光电

技术有限公司等 

 JB/T 1246-2007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803T-JB 

20  单级旋片真空泵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8） 

浙江飞越机电有限公司、淄

博真空设备厂有限公司、合

肥智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等 

 JB/T 8944-2010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802T-JB 

21  真空技术  液环真空泵

验收规范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8） 

淄博真空设备厂有限公司、

湖南维格磁流体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智海光电技术有

限公司等 

 JB/T 

10770-2007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805T-JB 

22  真空技术  金属粉末注

射成型真空烧结炉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8） 

广东劲胜智能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顶立科技有限

公司、东莞华晶粉末冶金有

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804T-JB 

23  55°密封管螺纹量规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32） 

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

司 

 JB/T 

10031-1999 

否 工信厅科[2014] 236号 

2014-2046T-JB 

24  光栅编码器  加速寿命

试验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32）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215T-JB 

25  光栅编码器  可靠性试

验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32） 

长春禹衡光学有限公司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216T-JB 

26  光栅长度计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量具量仪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SAC/TC132） 

廊坊开发区莱格光电仪器

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412T-JB 

27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

制设备  辅件术语 

基础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266)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天津天传电控配电有

限公司、波瑞电气有限公司

等 

 JB/T 4261-1999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205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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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TG1型管状端头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266)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浙江威尔林克电气制

造有限公司、上海友邦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JB/T 6330-1992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18T-JB 

29  光电开关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266) 

天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天津天传电控配电有

限公司、天津天传电控设备

检测有限公司（国家电控配

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等 

 JB/T 6475-1992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19T-JB 

30  集成低压无功补偿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266) 

江苏现代电力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电气科学研究

院有限公司、天津天传电控

配电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20T-JB 

31  浇注型母线槽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266) 

江苏江城电气有限公司、天

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扬中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等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21T-JB 

32  母线槽智能测控系统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低压成套开关设备

和控制设备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266) 

华彤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天

津电气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扬中市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所等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22T-JB 

33  电力电容器用插片式金

属防爆盖板组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45） 

安徽江威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4]51 号 

2014-0469T-AH 

34  电力电容器用圆形及椭

圆形铝外壳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电力电容器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SAC/TC45） 

安徽江威精密制造有限公

司、厦门法拉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函[2014]628

号 

2014-1795T-AH 

35  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  

第 1部分：精度检验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6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电

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6] 110号 

2016-0564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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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电解磨料线切割机床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61）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苏州电

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6] 110号 

2016-0565T-JB 

37  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  

第 1部分：精度检验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61） 

合肥工业大学、苏州电加工

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

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是 工信厅科[2016] 110号 

2016-0566T-JB 

38  管形工件电解成形机床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61） 

合肥工业大学、苏州电加工

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

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 

  是 工信厅科[2016] 110号 

2016-0567T-JB 

39  汽车变量泵烧结转子、

偏心环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20）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

统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242T-JB 

40  内燃机   铸造铝活塞  

金相检验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上

海内燃机研究所、湖南江滨

机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等 

 JB/T 6289-2005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02T-JB 

41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8

部分：变排量机油泵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50T-JB 

42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9

部分：电控机油泵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51T-JB 

43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10

部分：电动机油泵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8T-JB 

44  内燃机  机油泵  第 11

部分：变速器机油泵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幸福摩托车有限公司、

宁波圣龙汽车动力系统股

份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9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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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内燃机  气缸盖与机体  

第 2 部分：铸铁气缸盖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常

州常瑞天力动力机械有限

公司等 

 JB/T 

9753.2-2008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429T-JB 

46  柴油机  SCR 催化转化

器耐久试验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凯龙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用

车技术中心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97T-JB 

47  柴油机  复合材料型柴

油滤清器  第 1 部分：

总成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浙江威泰汽配有限公司、安

徽美瑞尔滤清器有限公司、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43T-JB 

48  柴油机  复合材料型柴

油滤清器  第 2 部分：

滤芯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浙江威泰汽配有限公司、浙

江海德曼过滤技术有限公

司、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4T-JB 

49  柴油机  高原环境性能

试验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广

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88T-JB 

50  柴油机  共振耐久试验

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公

司、上海内燃机研究所、辽

宁工业大学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98T-JB 

51  柴油机  加速性能试验

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商用车技术中心

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89T-JB 

52  柴油机  气缸盖热疲劳

试验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北京理工大学、潍柴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内燃机研

究所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99T-JB 

53  柴油机  全速超负荷试

验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

公司、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00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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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柴油机  全速全负荷试

验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东风朝阳朝柴动力有限

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01T-JB 

55  柴油机零部件失效评价

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 

  否 工信厅科[2013]163 号 

2013-1318T-JB 

56  电控柴油机  性能试验

方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广

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等 

  是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69T-JB 

57  内燃机   废气再循环

（EGR）系统通用技术条

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无锡隆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同济大学、潍柴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3]163 号 

2013-1319T-JB 

58  内燃机  废气再循环冷

却器（EGRC）  试验方

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美联桥科技集团有

限公司、泰州市龙腾散热器

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370T-JB 

59  内燃机  复合材料型机

油滤清器  第 1 部分：

总成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浙江威泰汽配有限公司、蚌

埠市新立滤清器有限公司、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6T-JB 

60  内燃机  复合材料型机

油滤清器  第 2 部分：

滤芯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浙江威泰汽配有限公司、蚌

埠市新立滤清器有限公司、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47T-JB 

61  汽油机涡轮增压器  通

用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无

锡科博增压器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84T-JB 

62  中大功率燃气发动机用

燃气调压阀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177） 

中国石油集团济柴动力有

限公司、河北永良燃气设备

有限公司、上海内燃机研究

所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759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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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螺旋输送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1） 

芜湖起重运输机器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JB/T 7679-2008 否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452T-JB 

64  带式输送机  液压拉紧

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1） 

力博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

研究院、泰富重装集团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741T-JB 

65  高温电除尘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浙江大学、浙江菲达环保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学

能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

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3] 217号 

2013-2344T-JB 

66  工业有机废气蓄热催化

燃烧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华南理工大学、重庆科蓝环

保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菲达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509T-JB 

67  工业有机废气蓄热热力

燃烧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浙江环泰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

测院、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4] 114号 

2014-0510T-JB 

68  管式烟气换热器  调试

技术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浙江天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等 

  否 工信厅科[2015] 115号 

2015-1247T-JB 

69  管式烟气换热器 安装

技术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浙江天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等 

  否 工信厅科[2015] 115号 

2015-1246T-JB 

70  管式烟气换热器  运行

维护技术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浙江天地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等 

  否 工信厅科[2015] 115号 

2015-1248T-JB 

71  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

仪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测

院、上海仪电科学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无锡市拜沃特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31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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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堆肥用功能性覆盖膜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机科发展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机械工业有机固废生物

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天津机科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35T-JB 

73  集成式模块化净水处理

设备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净化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市质量技术监督检

测院、宜兴市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等 

  是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479T-JB 

74  孔板式格栅除污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泛湖生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

业大学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20T-JB 

75  双曲面搅拌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蓝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23T-JB 

76  污水处理用倒极式电渗

析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绍兴市质量技术监

督检测院、浙江弗莱德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39T-JB 

77  污水处理预制排水泵站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蓝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

冶华天南京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宜兴市产品质量和食

品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24T-JB 

78  斜轴式推流曝气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械

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CMIF/TC7）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泛湖生态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工

业大学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25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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