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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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代替标准号 采标情况 建议实施日期 

1  JB/T 13676-2019 现场混装炸药
车及其辅助设
施大修与销毁
规程 

本标准规定了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辅助设施的大修
与销毁的原则与要求，大修后产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大修后产品的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辅助设施大修与
销毁的程序性要求。 

  批准后九个月 

2  JB/T 13747-2019 砂型铸造  生
产过程安全操
作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砂型铸造生产全过程的安全操作相关
的术语和定义，设备，设备维护一般规定，安全防护，设
备操作一般要求，型砂制备、造型、制芯，熔化和浇注，
清整和修整等工序安全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砂型铸造（主要指粘土砂、树脂砂、水
玻璃砂等）生产过程中的型砂制备、造型、制芯、熔炼、
浇注、清理和打磨（铸钢件、铸铁件和铸铝件）等生产过
程的安全操作及其所用主要设备的安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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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领域等情况 

本次报批的 2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制定项目 2项。其中，2013年计划 1项，2014

年计划 1项。 

2、标准报批项目的领域划分及分布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属于机械工业安全生产中的“安全生产管理”标准。 

3、报批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本次报批的 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辅助设施大修与销毁

规程》为制定项目，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中民爆产品安全生产领域核心技术，本标

准将填补行业发展中的标准空白，实现了向民爆行业各单位推广安全稳定、技术先进的

设备大修和销毁规程的目的。 

《砂型铸造  生产过程安全操作规范》的制定不仅有助于帮助生产企业完善安全生

产管理制度；有助于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的能力和安全意识。也是企业进行安全技能教育

和培训的材料，帮助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者的铸造安全的业务水平，可以有效指导安全管

理，帮助提高操作者的业务素质，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能力；有助于保证安全生产的稳

定运行，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 

4、报批项目的总体技术水平及采标情况 

本次报批没有采标项目。 

本次报批的 2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的总体技术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5、涉及的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未涉及专利。 

6、重点领域标准和标准专项情况 

(1)本次报批项目涉及重点项目及重要标准 1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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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标准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 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

辅助设施大修与销毁

规程 

本标准涉及《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十

二五”发展规划》“四、发展重点与主要任

务”中的“（三）提高本质安全水平”，第 2

条“健全风险防控体系”中建立和完善技

术保障体系中的关键核心技术，对行业具

有重大影响。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522T-JB 

(2)本次报批项目涉及标准专项 1 项，项目名称《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辅助设施大

修与销毁规程》，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颁布的《民用爆炸物品行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四、主要任务”中的“（四）提升行业安全管理水平”，第 1条“建立企业安全生

产管理长效机制”中“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活动，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

作规程，规范安全生产行为”专项。 

该标准主要涉及现场混装炸药生产设备的安全管理问题，通过对现场混装炸药主要

生产设备大修与销毁过程进行程序性规定，建立了以保证安全为目的的设备维护操作规

程，为“严格执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规范安全生产行为”奠定实施基础。 

(3)其他 1项为一般项目。 

7、强制性标准的理由及主要强制内容 

本次报批项目不涉及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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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标准批准公布后九个月实施。 

9、其他应予说明的问题 

本次报批的机械行业标准涉及延期完成2项；起草牵头单位变更1项；项目名称变更

1项；采标情况变更1项。 

二、报批项目说明 

（一）《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辅助设施大修与销毁规程》 

1、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辅助设施的大修与销毁的原则与要求，大修后产

品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大修后产品的注意事项。 

本标准适用于现场混装炸药车及其辅助设施大修与销毁的程序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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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本标准属于机械工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安全管理标准”小类，“安全生产管理”

系列。 

3、标准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 

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没有矛盾。 

4、标准与其他行业或领域的关系及跨行业、跨领域的协调情况 

与其他行业或领域没有冲突。 

5、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现场混装炸药车和地面辅助设施采用自动化控制，操作方便，安全可靠，污染小，

计量准确，装药效率高，是人工装药效率的数十倍，现已广泛应用于冶金、煤炭、建材、

有色、化工、水利等矿山采矿或工程爆破作业，是当今世界大型露天爆破的最佳设备。 

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通过规范现场混装炸药车和地面辅助设施的大修维护和销毁

程序，将多家行业单位多年来的生产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从而实现了向民爆行业各单

位推广安全稳定、技术先进的设备大修和销毁规程的目的；将有利于提高现场混装炸药

技术在国内的推广普及，减小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有利于提高和

保护民爆相关企业的整体利益；另外本标准的制定，也为设备相关维修、废物回收利用

等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6、标准与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对比分析及采用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相应的国际、国外标准，因此没有采标。 

7、标准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8、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批准延期至 2016年完成。 

（二）《砂型铸造  生产过程安全操作规范》 

1、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砂型铸造生产全过程的安全操作相关的术语和定义，设备，设备维护

一般规定，安全防护，设备操作一般要求，型砂制备、造型、制芯，熔化和浇注，清整

和修整等工序安全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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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砂型铸造（主要指粘土砂、树脂砂、水玻璃砂等）生产过程中的型砂

制备、造型、制芯、熔炼、浇注、清理和打磨（铸钢件、铸铁件和铸铝件）等生产过程

的安全操作及其所用主要设备的安全操作。 

2、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 

本标准属于机械工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安全技术标准”小类，“各类作业安全”

系列。 

3、标准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 

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没有矛盾。 

4、标准与其他行业或领域的关系及跨行业、跨领域的协调情况 

与其他行业或领域没有冲突。 

5、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的制定有助于帮助生产企业完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有助于提高企业安全生

产的能力和安全意识。随着标准的实施，可以帮助提高安全生产管理者的铸造安全的业

务水平，可以有效指导安全管理。可以帮助提高操作者的业务素质，提高自身的安全防

范能力；有助于保证安全生产的稳定运行，保护操作人员的安全。操作者可以从本规范

中找到应对铸造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机械故障、人身伤害事故等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应采取

的有效措施；本规范的实施对安全措施和规章制度的落实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 

本规范也是企业进行安全技能教育和培训的材料，可以帮助企业安全管理者从企业

的实际出发，进行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的培训，提高操作人员的安全意识，让操作者掌

握如何操作最安全，掌握安全生产的操作要领，对突发事件应该如何预防、处置等，了

知安全生产存在的最薄弱环节，有重点的进行安全技能教育和培训。通过本操作规范的

实施，通过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控制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安全状态，加强安

全管理，必将会遏制生产事故的发生，达到实现安全生产的目的。 

6、标准与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的对比分析及采用情况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相应的国际，因此没有采标。 

实际编写中参考及关注到 ASTM E 2349：2012 提及的安全事项。ASTM E 2349 涵盖

了铸造设备的设计、设备的制造、设备的安装调试，电气控制元件的设计、测试，操作

者的职业健康、安全等诸多方面的要求，已超出了铸造专业的范畴，而本标准只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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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型铸造主要工序的安全操作事项，国内铸造工艺、所用设备和国外有差异，涉及的安

全操作注意点不同，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 ASTM E 2349：2009。 

7、标准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8、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标准延期完成情况说明： 

本项目是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3年 10月下达的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机械工

业部分）（工信厅科[2013]163号文），计划完成时间是 2015年。 

本标准起草之初，由于参考的 ASTM E 2349：2012“铸造砂型制备、造型制芯熔化

浇注清理安全生产规范”标准篇幅较多，标准翻译任务量较大，标准内容所涉及的专业

范围较广，需要很多个专业领域内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技术人员共同参与才能完成，编

写标准草案花费了较长时间，其间也几易其稿。标准最初由沈阳铸造所负责编写，由于

标准内容较多，编写人员也缺少相应内容的工作经验，又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编写标准，

最初的编写人员又发生工作岗位变动，后来编写人员又经过多次变动，致使编写标准草

案的时间大大延长。此后又两度更换落实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拖了近两年的时间才形成

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的整体进度也相应延迟到 2017年底才完成。 

——标准牵头起草单位变更情况说明： 

本标准项目计划主要起草单位为沈阳铸造研究所。本标准在编写之初，沈阳铸造研

究所参加了本标准的起草，但由于编写过程中，主要起草人由于岗位调整，无法如期完

成编写任务，经商议，更换了标准负责起草单位，由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公司负

责本标准的起草，负责完成后续的标准起草任务，沈阳铸造研究所作为参加单位参与本

标准的起草。 

——标准采标信息变更情况说明： 

本标准计划修改采用 ASTM E 2349：2009，实际编写中参考及关注到 ASTM E 2349：

2012提及的安全事项。但本标准没有引用 ASTM E 2349：2012的引用文件，完全引用了

国内的相关标准；本标准第 3章的术语和 ASTM E 2349 的术语有较大幅度的删减，因其

中的好多术语已存在于国内的相关标准中。 

本标准内容涵盖了砂型铸造的主要操作过程，以铸造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操作、安全

防护为重点，而 ASTM E 2349涵盖了铸造设备的设计、设备的制造、设备的安装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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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控制元件的设计、测试，操作者的职业健康、安全等诸多方面的要求，已超出了铸

造专业的范畴，我国已有许多相关的国家标准，为保持标准间的协调性，本标准只规范

了砂型铸造主要工序的安全操作事项，国内铸造工艺、所用设备和国外有差异，涉及的

安全操作注意点不同，因此本标准没有采用 ASTM E 2349：2009。又因涉及版权问题，

本标准不再修改采用 ASTM E 2349：2009。 

——标准名称变更情况说明： 

本标准项目计划名称“铸造砂型制备、造型制芯熔化浇注清理安全生产规范”，在

征求意见阶段，按照专家的意见将标准名称修改为“砂型铸造 生产过程安全操作规范”。

修改后的名称已经包含了砂型制备、造型、制芯、熔化、浇注、清理全部工序，这些工

序已涵盖了砂型铸造生产的全过程，所以将标准名称简化为“砂型铸造 生产过程安全

操作规范”，不再重复各工序名称，既简化了标准名称，又能依标准名称即可知道标准

所涵盖的主要内容。 

标准牵头起草单位的变更、标准项目名称的变更、采标信息的变更和标准延期完成

情况说明，经全国铸造标委会通用基础分技术委员会审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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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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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 混装炸

药车 及其辅

助设 施大修

与销毁规程 

安 全

生产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矿山机械

标准化技术委

员 会

（SAC/TC88） 

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盘江民

爆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522T-JB 

2  砂 型 铸 造  

生产 过程安

全操作规范 

安 全

生产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铸造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SAC/TC54） 

安徽应流集团霍山铸造有限

公司 

ASTM E 2349-2009，

MOD 

 否 工信厅科[2013]163号 

2013-1296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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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机械工业安全生产标准体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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