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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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11项 

1  
JB/T 13705-2019 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泵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泵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使用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电机型式为永磁无刷同步电机的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

泵。 

  批准后

九个月 

2  
JB/T 13692-2019 工业车辆  排气消声器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车辆排气消声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车辆用排气消声器。 

  批准后

九个月 

3  
JB/T 13696-2019 无人驾驶工业车辆 本标准规定了无人驾驶工业车辆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作业安全性不取决于操作者，可自动运行的机动工业

车辆。 

本标准不适用于由纯机械方式（如轨道、导向装置等）导引的和遥

控控制的工业车辆。 

  批准后

九个月 

4  
JB/T 6275-2019 甘蔗联合收割机 本标准规定了甘蔗联合收割机的术语、定义、型号编制规则、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轮式和履带自走式甘蔗联合收割机，其他型式甘蔗收割

机可参照使用 

JB/T 6275-2007  批准后

九个月 

5  
JB/T 13756-2019 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型号、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铭牌、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处理牛、猪、鸡等粪便的固液分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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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JB/T 13712-201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噪声测量方法及限值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噪声的测量方法，操作者位置噪

声限值及机外发射噪声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 GB/T 18576 和 GB/T 23577 定义的机器，其他派生的

机器可参照执行，主要包括： 

基础施工机械设备； 

混凝土机械设备；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建筑物拆除与废混凝土处理机械设备； 

混凝土制品加工机械设备； 

钢筋加工机械设备； 

装修机械。 

本标准不适用于电动工具类的机器，也不适用于在本标准规定的噪

声限值实施前制造的机器。 

  批准后

九个月 

7  
JB/T 10500.1-2019 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  

第 1部分：一般规定、测

量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部分规定了电机专用埋置式 WZPD、WZCD系列铂、铜热电阻的一般

规定、测量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电机绕组及电机铁心测温用铂、铜热电阻，也适用于

有类似测温要求的其他机械装置。 

JB/T 10500.1-2005  批准后

九个月 

8  
JB/T 10500.2-2019 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  

第 2部分：铂热电阻技术

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 WZPD、WZPDA 系列电机用埋置式铂热电阻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 JB/T 10500.1规定的铂热电阻。 

JB/T 10500.2-2005  批准后

九个月 

9  
JB/T 10500.3-2019 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  

第 3部分：铜热电阻技术

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 WZCD系列电机用埋置式铜热电阻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 JB/T10500.1规定的铜热电阻。 

JB/T 10500.3-2005  批准后

九个月 

10  
JB/T 13770-2019 YXKK 系列高压高效率三

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机座号 710～1120） 

本标准规定了 YXKK 系列高压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710～

1120）的型式、基本参数与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志、包装及保用期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YXKK 系列高压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710～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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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JB/T 13771-2019 YXKS 系列高压高效率三

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机座号 710～1120） 

本标准规定了 YXKS 系列高压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710～

1120）的型式、基本参数与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

识、包装及保用期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YXKS 系列高压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机座号 710～

1120）。 

  批准后

九个月 

中国制造 2025标准专项 2项 

12  
JB/T 13695-2019 工业车辆  制动器 本标准规定了安装在下述工业车辆上的制动器的术语、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额定起重量为 10 000 kg及其以下的叉车； 

——额定牵引力不大于 80 000 N的牵引车； 

——载运车。 

本标准适用于液压驱动、气压驱动或气液综合驱动的制动系统的鼓

式制动器、钳盘式制动器。 

  批准后

九个月 

13  
JB/T 13707-2019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复

合式盾构机 

本标准规定了复合式盾构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参数与型号、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随行文件、标志、包装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圆形断面的复合式盾构机。 

  批准后

九个月 

一般项目 26项 

14  
JB/T 6912-2019 泵产品零件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本标准规定了泵产品零件的干、湿磁粉（包括荧光和非荧光）检测方

法及质量等级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检查铁磁性材料制造的泵产品零件的表面及近表面缺

陷。 

JB/T6912-2008  批准后

九个月 

15  
JB/T 13693-2019 工业车辆  司机座椅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车辆司机座椅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车辆用司机座椅。 

  批准后

九个月 

16  
JB/T 13694-2019 叉车属具  推拉器 本标准规定了叉车属具推拉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配装在叉车上的推拉器。 

  批准后

九个月 

17  
JB/T 13702.1-2019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1

部分：高、低温试验 

本部分规定了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等产品的高、低温试验

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照相镜头、照相器材

等产品可参照使用。 

JB/T 8250.5-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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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JB/T 13702.2-2019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振动试验 

本部分规定了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等产品的正弦振动试验。 

本部分适用于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照相镜头、照相器材

等产品可参照使用。 

JB/T 8250.6-1999  批准后

九个月 

19  
JB/T 13702.3-2019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3

部分：冲击试验 

本部分规定了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等产品的冲击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照相镜头、照相器材

等产品也可参照使用。 

JB/T 8250.8-1999  批准后

九个月 

20  
JB/T 13702.4-2019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4

部分：碰撞试验 

本部分规定了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等产品的碰撞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照相镜头、照相器材

等产品也可参照使用。 

JB/T 8250.9-1999  批准后

九个月 

21  
JB/T 13702.5-2019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5

部分：自由跌落试验 

本部分规定了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等产品的自由跌落试验

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银盐胶片照相机、数码照相机，照相镜头、照相器材

等产品也可参照使用。 

JB/T 8250.4-1999  批准后

九个月 

22  
JB/T 13703-2019 数码照相机  动态影像

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数码照相机动态影像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带有动态影像录制功能的数码照相机。 

  批准后

九个月 

23  
JB/T 13704-2019 数码照相机镜头 本标准规定了数码照相机镜头的术语、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使用

说明、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可更换镜头的数码照相机镜头。 

  批准后

九个月 

24  
JB/T 13706-201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正反循环工程钻机 

本标准规定了正反循环工程钻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钻孔直径不小于0.6 m的正反循环工程钻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石油钻机、矿产地质勘探钻机及冲击式工程钻机、

潜水钻机。 

  批准后

九个月 

25  
JB/T 13708-201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冷拔机 

本标准规定了钢筋冷拔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参数及型号、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使用说明书、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冷拉、冷拔建筑用直径 6.5mm～12mm 光圆钢筋的冷拔

机。 

  批准后

九个月 

26  
JB/T 13709-201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螺纹成型机 

本标准规定了钢筋螺纹成型机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使用说明书以及标志、包装、贮存、运输等。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用 12mm～50mm钢筋端头外螺纹加工的螺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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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JB/T 13710-201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网成型机 

本标准规定了钢筋网成型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参数及型号、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使用说明书及标志、包装、贮存、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加工钢筋混凝土、隔离栅用焊接网和部分镀锌电焊网

的焊网机，其它焊网机可参照使用。 

  批准后

九个月 

28  
JB/T 13711-2019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水泥混凝土路缘石

滑模摊铺机 

本标准规定了水泥混凝土路缘石滑模摊铺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及

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使用说明书与标志以及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附属工程用的自行式水泥混凝土路缘石滑模摊铺

机。 

  批准后

九个月 

29  
JB/T 13713-2019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室内沥青混合料生

产线 

本标准规定了室内沥青混合料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组成及主参

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供应的

成套性等。 

本标准适用于室内沥青混合料生产线。 

  批准后

九个月 

30  
JB/T 13731-2019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融雪剂撒布机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融雪剂撒布机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车载式融雪剂撒布机。 

  批准后

九个月 

31  
JB/T 10854-2019 水平连续铸造铸铁型材 本标准规定了水平连续铸造灰铸铁型材和球墨铸铁型材的分类与牌

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质量证明书、包装、储存和

运输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水平连续铸造方法生产的 Φ25mm～Φ400mm 及相

应尺寸方、矩形和异形截面的铸铁型材。 

JB/T 10854-2008  批准后

九个月 

32  
JB/T 13746-2019 铜艺术铸件铸造缺陷补

焊修正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对铜艺术铸件中表面铸造缺陷的分类、缺陷修正、补焊

方法、补焊后修正施工和处理以及检查验收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以铜和铜合金为主要材料，用铸造方法加工而成

的各类铜艺术铸件。 

  批准后

九个月 

33  
JB/T 13759-2019 转炉炼钢用氧枪 本标准规定了转炉炼钢用氧枪的分类、结构示意图及型号标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钢铁冶炼企业的公称容量是 30t～350t 转炉使用的三

层钢管氧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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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JB/T 13754-2019 桁架式液压顶升工作平

台 

本标准规定了桁架式液压顶升工作平台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型号、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安装与顶升、

使用检查。 

本标准适用于电力建设工程冷却塔及烟囱施工用桁架式液压顶升工

作平台。 

本标准不适用于： 

——齿轮齿条驱动、曳引机驱动、卷扬机驱动的工作平台； 

——导架爬升式工作平台。 

  批准后

九个月 

35  
JB/T 2900-2019 汽轮机涂装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汽轮机产品涂装的技术要求、涂装前表面处理、工艺

要求、防护涂料体系及涂层质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式汽轮机产品的主机、辅机及调节等设备的涂装。 

JB/T 2900-1992  批准后

九个月 

36  
JB/T 3077-2019 汽轮机图形符号 本标准规定了汽轮机用图形符号和图形符号的文字标志。 

本标准适用于绘制汽轮机系统原理图，包括热力系统图、疏水系统

图、调节保安润滑油系统图、测点布置图和电液调节电气系统图等。 

JB/T 3077-1991  批准后

九个月 

37  
JB/T 13760-2019 核电汽轮机承压铸钢件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核电汽轮机承压铸钢件（包括汽缸、阀壳、喷嘴室等）

的制造、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和试验方法、标识、质量证明书和验收等。 

本标准适用于核电汽轮机承压铸钢件的订货、制造、检查和验收。 

  批准后

九个月 

38  
JB/T 13761-2019 汽轮机储运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汽轮机产品的装卸、堆码、运输及仓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轮机产品的储运。 

  批准后

九个月 

39  
JB/T 10415.2-2019 发电机液体内冷空心导

线  第 2部分：不锈钢空

心导线 

本部分规定了发电机定子线棒液体内冷不锈钢空心导线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发电机用液体内冷不锈钢拉制无缝矩形空心导线。 

JB/T 10415.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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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项，制定项目 25 项，修订项目 14 项。

其中，2013 年计划 3 项、2014 年计划 5 项、2015 年计划 14 项、2016 年计划 8

项、2017年计划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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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个专业领域，分布见下表。 

序号 专业领域 项数 

1  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1） 2 

2  全国工业车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2） 5 

3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07) 7 

4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1) 2 

5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28） 9 

6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4） 2 

7  全国喷射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93） 1 

8  全国升降工作平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35） 1 

9  全国汽轮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72） 4 

10  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11） 6 

合计 39 

3、报批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本次报批的 39项机械行业标准中制定项目 25项，涉及泵、工业车辆、照相

机械、农业机械、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铸造、喷射设备、升降工作平台、汽轮

机、大型发电机等 10个专业领域。 

修订项目 14 项，涉及泵、照相机械、农业机械、铸造、汽轮机、大型发电

机等 6个专业领域。 

重点项目 4项，涉及泵、农业机械、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等 3个专业领域。 

公益类项目 3项，涉及泵、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汽轮机等 3个专业领域。 



9 
 

部省联动项目 1项，涉及铸造专业领域。 

标准专项 13 项，涉及泵、工业车辆、农业机械、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大

型发电机等 5个专业领域。 

本次报批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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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蔗联合收割机》等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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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联合收割机》在修订时，增加了甘蔗联合收割机的全面技术要

求和检测判定原则，充分纳入和反映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

果，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使用性、先进性，为甘蔗联合收割机的推广应用提供技

术支撑，为提高产品转型升级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支持。 

（二）标准专项促进产业发展作用 

《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泵》等 13 项标准专项项目分别涉及《装备制造业标

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和《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重点领域项目，对产业发展

的作用详见本章第 6条。 

（三）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性作用 

例如：《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室内沥青混合料生产线》统一了室内沥

青混合料生产设备的质量要求和性能检验，有利于规范和指导室内沥青混合料生

产设备的设计、制造和使用，对于稳定室内沥青混合料生产设备的质量、提高使

用安全性、保证公路施工与养护的质量有重要作用。 

（四）便利经济贸易的公益性作用 

例如：《汽轮机图形符号》将体现新技术，对管路、管路连接、控制元件、

阀类、主辅机的图形符号进行了规定，同时也对用于电气元件、液压系统的图形

符号进行了规定。解决标龄老化问题，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更加规范

汽轮机系统原理图所用图形符号及文字标志，便于汽轮机制造厂家和用户沟通交

流。 

（五）发挥部省联动标准化的合力作用 

《铜艺术铸件铸造缺陷补焊修正技术规范》属于工信部与安徽省联动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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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通过对标准的制定，解决了铜艺术铸件生产和验收过程中对铸造缺陷的判

断和处理问题，通过对产品和缺陷的分类，对铜艺术铸件的铸造缺陷分类、缺陷

修正、补焊方法、补焊后修正施工和处理以及验收做出了切实可行的规范性指导

意见，对艺术铸造企业的生产经营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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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报批的 39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没有采标项目，标准的总体技术水平为

国内先进水平。 

5、涉及的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不涉及专利。 

6、重点领域标准和标准专项情况说明 

（1）重点领域标准情况说明 

本次报批项目有 4项涉及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  智能热水循环

屏蔽电泵 
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中节能环保、智

能型产品 
工信厅科[2017] 70 号 
2017-0495T-JB 

2  甘蔗联合收割

机 
《中国制造 2025》重点发展的十大

领域之一。 
甘蔗种植全程农业机械化已经成为

为国家“十三五”期间重点推进作物之一。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54T-JB 

3  畜禽粪便固液

分离机 
2012 年 1 月 13 日，国务院发布了《全

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 年)》（国

发〔2012〕4 号），指出了要加快规模养

殖场粪污处理利用，治理和控制农业面源

污染。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作为规模化养

殖场粪污处理的关键设备，在治理和控制

农业面源污染方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工信厅科[2013]163 号 
2013-1355T-JB 

4  全断面隧道掘

进机复合式盾

构机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范畴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617T-JB 

（2）标准专项分类情况 

本次报批的 39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一般项目 26 项；标准专项项目 13

项，涉及《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标准专项 11 项，涉及《中国制

造 2025》标准专项 2项。 

https://baike.so.com/doc/5635033-58476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35033-5847658.html
https://baike.so.com/doc/5635033-5847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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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11项： 

——《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泵》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重要任务“智能装备/产品关键核心技术标准研制”标准专项。 

标准的制定符合实施智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要求。标准规定了智能

热水循环屏蔽电泵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将智能控制技术融合进屏蔽电机技术

中，再与离心泵技术结合进而构成一体。三种技术相互结合，相辅相成，共同实

现产品运行的柔性智能控制，保证了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泵产品的标准化、系列

化和通用化，对提升产品的质量与档次，与国际接轨，逐步占领国际市场具有非

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促进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泵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工业车辆  排气消声器》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满足轻量化、无害化、节能降噪、资源节约、易拆解、易回收、高可靠性和长

寿命等要求的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的标准专项。 

随着工业车辆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工业车辆驾驶

的舒适性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噪声已成为衡量工业车辆性能优劣的重要因素

之一，噪声污染首当其冲的成为了重点关注对象，因此，如何有效的降低噪声污

染是一项紧迫的任务。随着激烈市场竞争和新技术的不断推陈出新，作为降噪重

要部件的排气消声器，更加需要相关标准的规范和约束，以促进其品质的不断提

升，达到降噪的目的。通过对消声器的技术要求及检验方法进行规定，对提高消

声器的可靠性、耐久性等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了绿色制造的不断向前发展。 

——《无人驾驶工业车辆》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智

能物流与仓储装备”标准专项。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以无人驾驶工业车辆为主的物

流仓储系统市场需求成为物流仓储产业的主要增长点和技术发展趋势。基于无人

驾驶工业车辆布局灵活、适应范围广、准确高效等特性，广泛用于物流仓储产业

等领域，而且成为这些领域不可缺少的关键设备。标准对无人驾驶工业车辆的术

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等进行规定，有利于制造商规范生产，同时便利

于生产商、经销商、消费者、质检、工商等相关机构的检验。标准的制定，填补

了标准体系的空白，对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规范市场、推动无人驾驶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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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新技术的发展、减少无人驾驶工业车辆安全事故的发生、促进产品出口贸易

具有重要作用。 

——《甘蔗联合收割机》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农业机

械装备重点领域标准专项。 

甘蔗联合收割机为国家“十三五”期间重点推进项目，通过本次标准的修

订，主要解决甘蔗收割机仅有试验方法而长期没有技术条件的问题，填补了甘蔗

收获机械技术要求标准的空白，引领行业的技术发展和创新，保证甘蔗联合收割

机的作业质量，保护用户的切身利益。标准修订时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成果，体现新技术、解决标龄老化，为推动甘蔗联合收割机

制造技术快速发展、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标

准修订，保证了时效性、适用性、先进性，为甘蔗联合收割机的推广应用提供技

术支撑，为加快产品转型升级提供了统一的技术支持。 

——《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农

业机械装备重点领域标准专项。 

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是规模化养殖场粪污处理的关键设备，标准的制定在加

快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治理和控制农业养殖污染和改良土壤方面具有重要

意义。标准的制定充分纳入和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

果，经过了较充分的试验验证，填补了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没有行业标准的空白，

反映了行业现状和产品水平，为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依

据，为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畜

禽粪便固液分离机的设计、制造、选型、性能试验、产品验收提供了依据，有利

于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升。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噪声测量方法及限值》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

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关键共性技术研

究标准专项。 

标准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噪声的测量方法，操作者位置噪声限值及机

外发射噪声限值，解决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用噪声测量方法标准滞后（水平不

一致）的问题，保证了该领域产品质量统一评判，规范统一了行业产品的噪声测

量方法及限值，能够优化标准体系，提升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保护公民健康和

https://baike.so.com/doc/5635033-58476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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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安宁。 

——《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等 3部分标准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

提升规划》中“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核心基础零部件标准专项。 

埋置式热电阻是电机中温度识别和传感的最直接和核心的零部件，其产品质

量对智能制造所需的关键特征如可靠性、实时性、安全性等十分重要，其技术及

试验要求的标准化是电机行业发展的基础。电机测温元件一直以来大量依赖进

口，其技术和标准话语权一直在国外，严重影响了我国电机行业的发展和企业的

产品成本竞争力。标准的制定有利于电机行业的测温元件技术及试验等要求的统

一标准化，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达到并引领国际高水平产品标准技术要求。 

建立工业基础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技术标准，可以使企业更加容易、稳定地

实施和应用新的技术和产品，并带来创新、保护创新，提高系统的可靠性、设备

的安全性等，提供支持企业及行业的智能制造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如标准规定的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绝缘电阻要求，在电机内部最高达

20000V的的电压下，其绝缘电阻的高要求确保了温度的高精度测量。抗振性要求

确保了测温元件在电机内部最高达几百Hz的振动频率下的元器件仍能正常工作。

整体性能及结构上都要求了测温元件的稳定性及长寿命性，如安装于核电发电机

内部的测温元件，其稳定性和寿命要求都高于一般工业。 

——《YXKK系列高压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 710～1120）》

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

程”中的“推进节能减排标准化”高效电机标准专项。 

标准中规定的电动机机座号为 710～1120，防护等级为IP44、IP54或IP55，

冷却方法为IC 611、IC 616 或IC 666，安装型式为IM B3、IM 1001、IM 7211

或IM 7212，也可由用户与制造厂协议。额定频率为 50Hz，额定电压 6 kV、10 kV，

额定功率为 1000 kW—25000 kW。 

以YXKK710-4 极 4000kW10kV产品为例，中心高为 710、效率值为 96.3%。以

往生产的同功率 4000kW，4极、10kV的电动机都是在机座号 800上制造的，效率

值为 96.1%。两者相比较在同功率时电机降低一个中心高而效率值有所提升。 

对于电机制造厂来说，在降低中心高的同时，电机重量也随之减轻，降低了

制造厂的生产成本，增加了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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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机用户来说，同样功率，普通电机损耗为 4162kW，高效率电机损耗

为 4154kW，平均每年节约成本 49056 元，提升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同时，电机

重量的降低使得电机运输的成本也随之降低。 

——《YXKS系列高压高效率三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机座号 710～1120）》

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

程”中的“推进节能减排标准化”高效电机标准专项。 

标准中规定的电动机机座号为 710～1120，防护等级为IP44、IP54或IP55，

冷却方法为IC 611、IC 616 或IC 666，安装型式为IM B3、IM 1001、IM 7211

或IM 7212，也可由用户与制造厂协议。额定频率为 50Hz，额定电压 6 kV、10 kV，

额定功率为 1000 kW—25000 kW。 

以YXKS710-4极 5000kW10kV产品为例，机座号为H710、效率值为 96.9%，与

以往生产的 5000kW，4极、10kV电动机对比，该功率是在机座号 800中心高上生

产，效率值为 96.3%。两者相比较在同功率时降低电动机中心高，效率值提升。 

对于电机制造厂来说，在降低中心高的同时，电机重量也随之减轻，降低了

制造厂的生产成本，增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对于电机用户来说，同样功率，普通电机损耗为 5192kW，高效率电机损耗

为 5160kW，平均每年节约成本 196224元，提升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同时，电机

重量的降低使得电机运输的成本也随之降低。 

2）中国制造 2025标准专项 2项： 

——《工业车辆  制动器》属于《中国制造 2025》中“安全生产”标准专

项。 

制动器是车辆重要的主动安全零件之一，对车辆的安全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因此，制定车辆制动器相关标准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车辆制造企业和广大

用户的广泛关注。随着车辆制动系统产品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国内汽车、货车、

客车和工程机械都制订了相应的制动器标准并进行不断地修订和补充，但工业车

辆行业一直没有适用的专业标准，所有的试验均是参照工程机械制动器标准或货

车、客车制动器台架试验方法，相关试验参数均与工业车辆实际使用过程中的参

数不符，因此制定工业车辆制动器专用标准对提升本行业产品的技术、试验水平

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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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复合式盾构机》属于《中国制造 2025》“高端装

备创新工程”标准专项。 

复合盾构是在国家 863计划项目支持下形成的成果。本标准是基础设施建设

领域和重大装备制造领域中使用的高端、创新型的产品标准。标准规定了复合式

盾构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参数与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随行

文件、标志、包装和运输，填补了复合式盾构这一产品标准的空白，为隧道设计

单位、设备生产企业和隧道施工单位开展设备选型、设计、制造、检测、使用等

相关工作提供统一依据，对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和重大装备制造领域具有普遍指导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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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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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项（其中：牵头单位变更 5项，有“计划调整申请表”；牵头单

位名称变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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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项（工信厅科[2015]160号批复 2项，2项附“计

划调整申请表”）。详见各专业领域《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的详细说明。 

——本次报批项目中有 3项修订项目，名称为《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

冷拔机》、《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螺纹成型机》和《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

筋网成型机》，工信部原计划是代替原建设部 3 项行业标准。考虑到行业管理分

工，机械行业标准不宜代替其他部门行业标准，故改为制定项目。本次报批文件

编制和汇总数据均按制定项目编写与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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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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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11项 

1  
智能热水循环屏蔽电泵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211） 

合肥新沪屏蔽泵有限公司、新界泵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熊猫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等 

 重点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95T-JB 

2  
工业车辆  排气消声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工业车辆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2）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和安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658T-JB 

3  
无人驾驶工业车辆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工业车辆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2） 

诺力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

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起重运输机

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03T-JB 

4  
甘蔗联合收割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201)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洛阳辰汉农业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科利亚现代农业装

备有限公司 

 重点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54T-JB 

5  
畜禽粪便固液分离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201)  

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南京宏博环

保实业有限公司、龙岩市顺添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等 

 重点 工信厅科[2013]163号 

2013-1355T-JB 

6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噪声测量方法及限值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西安达刚路

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213T-JB 

7  
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  

第 1 部分：一般规定、

测量方法和检验规则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511）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发电机厂、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

机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629T-JB 

8  
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  

第 2 部分：铂热电阻技

术要求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511）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发电机厂、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

机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630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3082015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4832013.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4832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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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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9  
电机用埋置式热电阻  

第 3 部分：铜热电阻技

术要求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511）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发电机厂、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

机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631T-JB 

10  
YXKK系列高压高效率三

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机座号 710～1120）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511）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大电机研

究所、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598T-JB 

11  
YXKS系列高压高效率三

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机座号 710～1120）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511） 

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大电机研

究所、哈尔滨电气动力装备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599T-JB 

中国制造 2025标准专项 2项 

12  
工业车辆  制动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工业车辆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2）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宏叉车制动

器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367T-JB 

13  
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复

合式盾构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交天和机械

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有限公司等 

 重点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617T-JB 

一般项目 26项 

14  
泵产品零件无损检测  

磁粉检测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SAC/TC211）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大农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庐江县新宏高压往复泵阀

厂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203T-JB 

15  
工业车辆  司机座椅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工业车辆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2）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和安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657T-JB 

16  
叉车属具  推拉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工业车辆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2） 

龙合智能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北京起重运输

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国家起重运输机

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656T-JB 

17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1

部分：高、低温试验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7)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相机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500T-JB 

18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2

部分：振动试验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7)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相机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501T-JB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4832013.aspx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137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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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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19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3

部分：冲击试验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7)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相机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502T-JB 

20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4

部分：碰撞试验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7)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相机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503T-JB 

21  
照相机环境试验  第 5

部分：自由跌落试验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7)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相机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504T-JB 

22  
数码照相机  动态影像

通用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7)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相机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大学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499T-JB 

23  
数码照相机镜头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07)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相机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浙江大学 

 否 工信厅科[2013]163号 

2013-1521T-JB 

24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正反循环工程钻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浙江中锐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筑

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洛阳九久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379T-JB 

25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冷拔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

究分院、廊坊凯博建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连环钢筋加工装备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函[2015]429

号 

2015-0442T-JB 

26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螺纹成型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

究分院 

 否 工信厅科[2014]236号 

2014-2038T-JB 

27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钢筋网成型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

究分院 

 否 工信厅科[2014]236号 

2014-2039T-JB 

28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水泥混凝土路缘石

滑模摊铺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江苏四明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长安大学筑路

机械测试中心、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375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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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29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室内沥青混合料生

产线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无锡雪桃集团有限公司、长安大学、北京建

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376T-JB 

30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融雪剂撒布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28）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江苏徐州工程机

械研究院、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建研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4]236号 

2014-2036T-JB 

31  
水平连续铸造铸铁型材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54） 

西安理工大学  否 工信厅科[2014]236号 

2014-2094T-JB 

32  
铜艺术铸件铸造缺陷补

焊修正技术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SAC/TC54） 

铜陵青铜时代雕塑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391T-AH 

33  
转炉炼钢用氧枪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喷射设备标准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493） 

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用

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

监督检验研究院扬州分院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75T-JB 

34  
桁架式液压顶升工作平

台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升降工作平台标

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335）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建筑机械化研

究分院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451T-JB 

35  
汽轮机涂装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汽轮机标准化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72）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北京北

重汽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发电设备成

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87T-JB 

36  
汽轮机图形符号 基础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汽轮机标准化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72）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汽轮电机（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 

 基础

公益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538T-JB 

37  
核电汽轮机承压铸钢件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汽轮机标准化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72）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汽轮机厂、

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84T-JB 

38  
汽轮机储运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汽轮机标准化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172）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上海发

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哈尔

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85T-JB 

39  
发电机液体内冷空心导

线  第 2 部分：不锈钢

空心导线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大型发电机标准

化 技 术 委 员 会

（SAC/TC511） 

哈动国家水力发电设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电站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发电机厂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00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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