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中机联标 (2019J 216 号

关于报批《智能四辘卷板机》等 80 项
机械行业标准的函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
根据有关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我会已完成《智能四根卷板

机》等 80 项机械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现将标准报批材料(见附

件)报上，请审批 。
以上机械行业标准建议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附f牛:
1.报批行业标准项目汇总表
2. 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3. 80 项机械行业标准计划来源等一览表

出
l

抄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19 年 11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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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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7项 

1  JB/T 13908-2019 智能四辊卷板机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四辊卷板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在冷态条件下卷制板材的智能四辊卷板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2  JB/T 13914-2019 智能粉末成型压力机 本标准规定了智能粉末成型压力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合于智能粉末成型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3  JB/T 13913-2019 数控全液压模锻锤自

动化生产线 

本标准规定了数控全液压模锻锤自动化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制造厂保证。 

本标准适用于数控全液压模锻锤自动化生产线。 

  批 准 后

九个月 

4  JB/T 13901.1-2019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

压力机  第 1部分：基

本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的基本参数。 

本部分适用于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5  JB/T 13901.2-2019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

压力机  第 2部分：技

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6  JB/T 13901.3-2019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

压力机  第 3部分：精

度 

本部分规定了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的数控精度、工作精度。 

本部分适用于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7  JB/T 13909-2019 大型伺服数控板料折

弯机 

本标准规定了大型伺服数控板料折弯机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开式结构的大型伺服数控板料折弯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质量提升标准专项共 7项 

8  JB/T 13895-2019 闭式多连杆冷温挤压

压力机 

本标准规定了闭式多连杆冷温挤压压力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精度、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 6杆多连杆结构的闭式多连杆冷温挤压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9  JB/T 3589-2019 自动冷镦机  精度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冷镦机的几何精度、工作精度及其检验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自动冷镦机。 

JB/T3589-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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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代替标准号 采标情况 

建议实 

施日期 

10  JB/T 13906.1-2019 热 冲 压 高 速 液 压 机  

第 1部分：型式与基本

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热冲压高速液压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 

本部分适用于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11  JB/T 13906.2-2019 热 冲 压 高 速 液 压 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热冲压高速液压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验收规则、

包装、运输与贮存、保证。 

本部分适用于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12  JB/T 13906.3-2019 热 冲 压 高 速 液 压 机  

第 3部分：精度 

本部分规定了热冲压高速液压机的精度检验。 

本部分适用于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13  JB/T 13896-2019 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

可靠性评定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验证、测定、评定时的故

障分类及判定原则、抽样、试验方案、试验方法、故障检测、数据采集、

可靠性评定指标、试验结果判定等。 

本标准适用于闭式高速精密闭式压力机的可靠性验证、测定和评定

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14  JB/T 13904-2019 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

可靠性评定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验证、测定、评定时的故

障分类及判定原则、抽样、试验方案、试验方法、故障检测、数据采集、

可靠性评定指标、试验结果判定等。 

本标准适用于开式高速精密闭式压力机的可靠性验证、测定和评定

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项 33 项 

15  JB/T 13813.1-20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

与寿命  第 1部分：术

语和符号 

本部分规定了以滚珠丝杠副和滚动直线导轨副为主的滚动功能部

件的术语、定义和符号。 

本部分适用于滚珠丝杠副和滚动直线导轨副的可靠性与寿命试验

及评定，其他滚动功能部件可参照使用。 

  批 准 后

九个月 

16  JB/T 13813.2-20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

与寿命  第 2部分：滚

动丝杠副功能可靠性

试验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滚珠丝杠副在滚珠丝杠副可靠性试验装置上进行功

能可靠性试验的规范。 

本部分适用于滚珠丝杠副公称直径 25mm～63mm，有效行程 2000mm

的滚珠丝杠副的可靠性试验。其他滚珠丝杠副亦可参照执行。 

  批 准 后

九个月 

17  JB/T 13813.3-20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

与寿命  第 3部分：滚

动直线导轨副功能可

靠性试验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在直线导轨副可靠性试验装置进行

功能可靠性试验的规范。 

本部分适用于规格 15～65、长度≤3000mm、一般用途的滚动直线

导轨副的可靠性试验。其他规格和长度的滚动直线导轨副亦可参照执

行。 

  批 准 后

九个月 

18  JB/T 13813.4-20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

与寿命  第 4部分：滚

珠丝杠副精度保持性

试验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滚珠丝杠副精度保持性试验的试验要求、试验条件、

试验准备、试验过程及评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公称直径 25mm~63mm，有效行程≤2000mm 的定位类滚

珠丝杠副的精度保持性试验。其他规格滚珠丝杠副亦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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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代替标准号 采标情况 

建议实 

施日期 

19  JB/T 13813.5-20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

与寿命  第 5部分：滚

动直线导轨副精度保

持性试验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精度性试验的试验要求、试验条件、

试验准备、试验过程及评定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规格 15mm～65mm，长度≤3000mm 的一般用途滚动直

线导轨副的精度保持性试验。其他规格和长度的滚动直线导轨副亦可参

照执行。 

  批 准 后

九个月 

20  JB/T 13813.6-20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

与寿命  第 6部分：滚

珠丝杠副额定动载荷

及疲劳寿命试验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滚珠丝杠副在试验装置上进行额定动载荷及疲劳寿

命试验的规范。 

本部分适用于公称直径 25mm～63mm，有效行程在 2000mm范围内的

滚珠丝杠副的额定动载荷与疲劳寿命试验。其他规格亦可参照执行。 

  批 准 后

九个月 

21  JB/T 13813.7-20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

与寿命  第 7部分：滚

动直线导轨副额定动

载荷及疲劳寿命试验

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在滚动直线导轨副额定动载荷及疲

劳寿命试验装置上进行额定动载荷与疲劳寿命试验的规范。 

本部分适用于导轨规格为 15mm～65mm 的滚动直线导轨副的额定动

载荷及疲劳寿命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22  JB/T 10890.1-2019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第 1部分：性能试验规

范 

本部分规定了实验台上公称直径为 25mm～63mm，螺纹有效行程在

500mm～2000mm范围内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在高速运行条件下速度、加

速度、温升、噪声试验的规范 

本部分适用于行业、制造商内部及第三方机构的符合性试验。其他

规格的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及测试试验亦可参照执行。 

JB/T 

10890.1-2008 

 批 准 后

九个月 

23  JB/T 10890.2-2019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第 2部分：验收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的验收技术条件。 

本部分适用于公称直径在 25mm～63mm，螺纹有效行程在 500mm～

2000mm范围内的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批 准 后

九个月 

24  JB/T 13814-2019 滚珠丝杠副  动态预

紧转矩测试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滚珠丝杠副动态预紧转矩测试的基本条件、仪器状

况、测试过程及方法、测试数据处理。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直径为 φ16mm～φ80mm，长度为 L300mm～

3000mm 有轴向预加载荷滚珠丝杠副的符合性试验。测定试验亦可参照

执行。 

  批 准 后

九个月 

25  JB/T 13815-2019 滚珠丝杠副  轴向静

刚度试验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滚珠丝杠副轴向静刚度的测试基本条件、测试设备状

况、测试过程方法、测试数据处理及结果计算。 

本标准适用于公称直径为 φ25mm～φ63mm 滚珠丝杠副。 

轴向静刚度 Rnu，仅考虑滚道与滚珠之间的轴向变形，不考虑滚珠

丝杠及滚珠螺母本身的变形。 

  批 准 后

九个月 

26  JB/T 13816-2019 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

轨副 性能试验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在高速运行条件下噪声、加

速度及速度试验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 3级精度以上、规格 15～65、长度在 3000mm范围内

的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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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代替标准号 采标情况 

建议实 

施日期 

其他规格的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可参照执行。 

27  JB/T 13817-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  静

刚度测试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垂直静刚度、横向静刚度、俯仰静刚

度、偏摆静刚度及倾斜静刚度的测试的安装要求、加载方式、数据采集

与处理、卸载方式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规格为 15～65的滚动直线导轨副。 

  批 准 后

九个月 

28  JB/T 13818-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  预

紧拖动力动态测量与

评价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预紧拖动力动态测量的测量条件、测

量方法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规格为 15～65 的滚动直线导轨副预紧拖动力的符合

性试验。测定试验亦可参照执行。 

  批 准 后

九个月 

29  JB/T 13819-2019 盘式刀库  可靠性试

验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盘式刀库进行功能可靠性试验的内容和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带自动换刀装置的盘式刀库在可靠性试验装置上用

试验法测试盘式刀库的可靠性。 

  批 准 后

九个月 

30  JB/T 13820-2019 链式刀库  可靠性试

验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链式刀库进行功能可靠性试验的内容和程序。 

本标准适用于带自动换刀装置的链式刀库在可靠性试验装置上用

试验法测试链式刀库的可靠性。 

  批 准 后

九个月 

31  JB/T 13821-2019 盘式刀库  性能试验

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盘式刀库的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带刀具自动交换装置的盘式刀库在性能试验装置上

用试验法测试盘式刀库的性能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32  JB/T 13823-2019 滚柱导轨块 本标准规定了滚柱导轨块的术语和定义、精度等级、标识符号、安

装尺寸、精度检验和验收技术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高度 15mm∼100mm的滚柱导轨块。 

  批 准 后

九个月 

33  JB/T 13824-2019 电主轴  可靠性试验

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电主轴在进行可靠性测定、评定时的故障判断原则、

抽样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滚动轴承支撑的电主轴，基于轴向载荷、径向载荷和

扭矩载荷的可靠性测定试验和可靠性验证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34  JB/T 13825-2019 电主轴  精度保持性

试验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电主轴在进行精度保持性测定、评定时的精度失效判

断原则、抽样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滚动轴承支撑的电主轴，基于轴向载荷、径向载荷的

精度保持性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35  JB/T 13826-2019 电主轴  性能试验规

范 

本标准规定了电主轴的性能试验的项目、试验仪器、试验要求、试

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滚动轴承支撑的电主轴。 

  批 准 后

九个月 

36  JB/T 13827-2019 机械主轴  可靠性试

验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机械主轴在进行可靠性测定、评定时的故障判断原

则、抽样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理和结果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于滚动轴承支撑的机械主轴,基于轴向载荷、径向载

荷和扭矩载荷的可靠性测定试验和可靠性验证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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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代替标准号 采标情况 

建议实 

施日期 

37  JB/T 13828-2019 机械主轴  精度保持

性试验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主轴在进行精度保持性测定、评定时的精度失效

判断原则、抽样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滚动轴承支撑的机械主轴单元，基于轴向载荷、径向

载荷的精度保持性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38  JB/T 13829-2019 机械主轴  性能试验

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主轴单元性能试验的项目、试验仪器、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滚动轴承为支撑的机械主轴。 
  批 准 后

九个月 

39  JB/T10801.4-2019 电主轴  第 4部分：磨

削用电主轴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磨削用电主轴设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滚动轴承支承的磨削用电主轴。 
  批 准 后

九个月 

40  JB/T10801.5-2019 电主轴  第 5部分：钻

削用电主轴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钻削用电主轴设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包括滚动轴承支撑和空气轴承支撑的钻削用电主轴。 
  批 准 后

九个月 

41  JB/T10801.6-2019 电主轴  第 6部分：雕

铣用电主轴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雕铣用电主轴设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滚动轴承支承的雕铣用电主轴。 
  批 准 后

九个月 

42  JB/T 13830.1-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

器  第 1部分：术语和

符号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的术语、定义及标识符号。 

本部分适用于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 
  批 准 后

九个月 

43  JB/T 13830.2-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

器  第 2部分：安装连

接尺寸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的安装连接尺寸。 

本部分适用于规格为 35～65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 
  批 准 后

九个月 

44  JB/T 13830.3-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

器  第 3部分：验收技

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的验收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规格为 35～65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 
  批 准 后

九个月 

45  JB/T 13831.1-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

器  第 1部分：术语和

符号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的术语、定义及标识符号。 

本部分适用于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 
  批 准 后

九个月 

46  JB/T 13831.2-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

器  第 2部分：安装连

接尺寸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的安装连接尺寸。 

本部分适用于规格为 35～65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 
  批 准 后

九个月 

47  JB/T 13831.3-2019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

器  第 3部分：验收技

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的验收要求及检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滚动导轨副阻尼器。 
  批 准 后

九个月 

一般项目 33 项 

48  JB/T3848-2019 闭 式 多 工 位 压 力 机  

精度 

    本标准规定了闭式多工位压力机的精度检验。 

    本标准适用于冲压金属板料零件的闭式多工位压力机。 

    本标准不适用于锻造用压力机及特殊结构的专用压力机。 

JB/T 3848 —

1999 
 批 准 后

九个月 

49  JB/T6103.3-2019 型材卷弯机  第 3 部     JB/T61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型材卷弯机的检验要求、几何精度、工   批 准 后



6 
 

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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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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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精度 作精度。 

    本部分适用于冷态下卷弯型材的型材卷弯机。 

九个月 

50  JB/T9956.1-2019 鳄鱼式剪断机  第 1部

分：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鳄鱼式剪断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冷态状态下剪断金属废料的鳄鱼式剪断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51  JB/T 13893-2019 半 闭 式 快 速 压 力 机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半闭式快速压力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标准适用于单、双点半闭式快速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52  JB/T 13894-2019 半 闭 式 快 速 压 力 机  

精度 

本标准规定了半闭式快速压力机的精度、允差及其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单、双点半闭式快速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53  JB/T 13897.1-2019 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 

  批 准 后

九个月 

54  JB/T 13897.2-2019 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  

第 2部分：超高压源 

本部分规定了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的超高压源的术语和定义、技术

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的液压超高压源。 

  批 准 后

九个月 

55  JB/T 13897.3-2019 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  

第 3部分：模具及模架

联接要求 

本部分规定了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的模具及模架的技术要求、检

验、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部分适用于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的模具及模架。 

  批 准 后

九个月 

56  JB/T 13898.1-2019 多向模锻液压机  第 1

部分：型式与基本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多向模锻液压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 

本部分适用于多向模锻液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57  JB/T 13898.2-2019 多向模锻液压机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多向模锻液压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运输与贮存、保证等。 

本部分适用于多向模锻液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58  JB/T 13898.3-2019 多向模锻液压机  第 3

部分：精度 

本部分规定了多向模锻液压机的精度检验。 

本部分适用于多向模锻液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59  JB/T 13899-2019 罐车用卷板机 本标准规定了罐车用卷板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冷态条件下卷制板材的罐车用卷板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60  JB/T 13900-2019 机械式粉末成型压力

机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式粉末成型压力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合于≤5000kN 的机械式粉末成型压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61  JB/T 13902-2019 机械压力机用离合器

可靠性评定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压力机用离合器可靠性评定的故障分类及判定

规则、抽样、试验方案、试验方法、试验监测、数据采集、可靠性评定

指标和试验结论。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压力机用离合器的可靠性评定。 

  批 准 后

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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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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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JB/T 13903-2019 机械压力机用气动回

转接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压力机用气动回转接头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图型

符号、要求、试验方式、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压缩空气为介质的机械压力机用气动回转接头。 

  批 准 后

九个月 

63  JB/T 13905-2019 切管机用管材切断刀

片 

本标准规定了切管机用管材切断刀片的分类、型号和规格、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切断金属薄壁管、橡塑管、纸管等管材用的切管机用

管材切断刀片。 

  批 准 后

九个月 

64  JB/T 13907-2019 数控矫圆机 本标准规定了数控矫圆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板材冷卷成形的圆形筒体的数控矫圆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65  JB/T 13910.1-2019 堆垛机  第 1部分：型

式与基本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堆垛机的型式、基本参数。 

本部分适用于金属板材开卷矫平剪切生产线上的堆垛机，其它堆垛

机也可参照使用。 

  批 准 后

九个月 

66  JB/T 13910.2-2019 堆垛机  第 2部分：技

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堆垛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防锈、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金属板材开卷矫平剪切、切割生产线的堆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67  JB/T 13910.3-2019 堆垛机  第 3部分：精

度 

本部分规定了堆垛机的检验要求、几何精度和工作精度。 

本部分适用于金属板材开卷矫平剪切生产线的堆垛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68  JB/T 13911.1-2019 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

机  第 1部分：型式与

基本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的型式、基本参数。 

本部分适用于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69  JB/T 13911.2-2019 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

机  第 2部分：技术条

件 

本部分规定了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70  JB/T 13911.3-2019 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

机  第 3部分：精度 

本部分规定了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的检验要求、几何精度、工作

精度。 

本部分适用于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 

  批 准 后

九个月 

71  JB/T 13912-2019 开卷线用在线针孔检

测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针孔检测仪的产品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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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加工金属薄板的开卷线用在线针孔检测装置。 

  批 准 后

九个月 

72  JB/T 13811-2019 电动缸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缸设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伺服电机驱动滚珠丝杠的电动缸。 
  批 准 后

九个月 

73  JB/T 13812-2019 加工中心  性能试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加工中心的性能试验条件、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本部分适用于立式和卧式加工中心的性能试验。 
  批 准 后

九个月 

74  JB/T 13822-2019 链式刀库  性能试验

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链式刀库的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带刀具自动交换装置的链式刀库在性能试验装置上
  批 准 后

九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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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试验法测试链式刀库的性能试验。 

75  JB/T 9893-2019 滚珠丝杠副  滚珠螺

母  安装连接尺寸 

本标准规定了常用滚珠丝杠副的滚珠螺母安装、连接尺寸。 

本标准适用于机床及各类机械产品使用的下列七种结构的公制滚

珠丝杠副： 

a)  内循环滚珠丝杠副（包括浮动返向器型和固定返向器型）； 

b)  外循环埋入式滚珠丝杠副； 

c)  外循环凸出式滚珠丝杠副； 

d)  外循环埋入式大导程滚珠丝杠副； 

e)  外循环凸出式大导程滚珠丝杠副； 

f)  外循环埋入式微型滚珠丝杠副。 

g)  端面返向式滚珠丝杠副。 

其它滚珠丝杠副可参照使用。 

JB/T 

9893—1999 

 批 准 后

九个月 

76  JB/T 13832-2019 六轴联动数控砂带磨

削机床  精度检验 

本标准规定了六轴联动数控砂带磨削机床的精度要求、检验方法及

公差。 

本标准适用于线性轴线行程至 2000 mm普通精度六轴联动数控砂带

磨削机床。 

  批 准 后

九个月 

77  JB/T 13833-2019 砂带磨削机床  型式

与参数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砂带磨削机床的类型及参数。 

本标准适用于砂带磨削机床设计、制造。 
  批 准 后

九个月 

78  JB/T 13948-2019 液压升降坝 本标准规定了液压升降坝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型号、技术要求、

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安装、验收、安全管

理和运维。 

本标准适用于钢质和混凝土液压升降坝。 

  批 准 后

九个月 

79  JB/T 13949-2019 常压轻烃燃气系统供

油装置 

本标准规定了常压轻烃燃气系统供油装置的术语和定义、供油流

程、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质量证明文件、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和使用等。 

本标准适用于输送介质密度不大于 0.66g/cm3 的常压轻烃燃气系

统供油装置。 

  批 准 后

九个月 

80  JB/T 13950-2019 常压液态轻烃气化装

置 

本标准规定了常压液态轻烃气化装置的术语和定义、气化流程、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质量证明文件、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

使用等。 

本标准适用于设计压力小于 0.1MPa（表压）的液态轻烃气化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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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项，制定 76项，修订 4项。其中， 2009

年计划 6 项、2011 年计划 3 项、2012 年计划 5 项、2013 年计划 37 项、2014 年

计划 11项、2015年计划 12项、2016年计划 4项、2018年计划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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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专业领域，分布见下表。 

序号 专业领域 项数 

1 锻压机械 38 

2 金属切削机床 39 

3 机械类产品 3 

合计 80 

3、报批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本次报批的 80项机械行业标准中制定项目 76项，涉及锻压机械、金属切削

机床、机械类产品等 3个专业领域。 

修订项目 4项，涉及锻压机械、金属切削机床等 2个专业领域。 

重点项目 45项，涉及锻压机械、金属切削机床等 2个专业领域。 

部省联动项目 3项，涉及机械类产品专业领域。 

标准专项 47项，涉及锻压机械、金属切削机床等 2个专业领域。 

本次报批的 80项机械行业标准对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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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冷镦机  精度》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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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冷镦机  精度》的制定满足该类产品生产厂和行业的需求，为

产品的制造、技术交流、贸易等方面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市场对自动冷镦机技

术要求要求越来越高，通过该标准的制定，促进国内产品设计、制造水平的进一

步提高，有利于提高行业技术水平、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例如：《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寿命》第1～6部分的制定。滚动功能部件是

机床工业领域量大面广、对机床传动系统可靠性、寿命、精度保持性等具有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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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关键零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滚动功能部件的可靠性、寿命、精度

保持性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近年来，我国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试验和评价技术取

得了快速发展，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标准，填补了滚动

功能部件可靠性、寿命、精度保持性术语和符号标准的空白，统一概念，便于理

解，为国内企业制造出高可靠性的滚动功能部件产品以及可靠性测试和评价提供

技术依据，对指导滚动功能产品的可靠性设计、可靠性制造和可靠性试验，同时

对促进滚动功能部件产品可靠性水平和技术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二）标准专项促进产业发展作用 

《智能四辊卷板机》等 47 项标准专项项目分别涉及智能制造、质量提升、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标准专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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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闭式快速压力机  技术条件》、《半闭式快速压力机  精度》的制

定解决了原标准部分条款已不适应我国风电法兰行业生产现状的问题。在标准修

订中，充分考虑了国内风电法兰行业现状以及锻造技术的发展趋势，使修订后的

标准能够适应我国的国情。  

例如：《机械主轴  性能试验规范》制定时，充分考虑市场和用户的需求，

解决了机床专业领域机械主轴性能试验无标可依的问题，规范了行业的发展。 

例如：《六轴联动数控砂带磨削机床  精度检验》主要解决砂带磨削机床行

业一直没有行业产品标准的问题，避免制造企业和用户企业产生纠纷。本标准的

制定，适应当前技术和市场发展需要，统一了砂带磨削机床行业的各类参数的技

术指标，对我国砂带磨削机床向高精度、高效和智能化发展，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大意义。 

（四）适应产业发展的水平提升作用  

例如：《闭式多工位压力机  精度》的修订解决了标准老化、精度指标和检

验方法不合理的问题，为产品提供了先进适用的技术依据，对提高产品质量、提

高制造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积极作用，是推出新产品、形成新产业、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技术依据。 

例如：《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第 1 部分：性能试验规范》、《滚珠丝杠副  

滚珠螺母  安装连接尺寸》修订后提高了电机配套设备和零部件的技术水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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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运行的可靠性提供了更好的保障，指导行业开展节能减排，具有一定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发挥部省联动标准化的合力作用 

例如：《液压升降坝》在国内外均没有关于液压升降坝的标准的情况下，液

压升降坝结构形式、安全标准无法统一，液压升降坝的设计压力、试验要求以及

坝体的连接形式和尺寸也没有统一的要求。本标准的制定确保液压升降坝的设计

制造科学合理、确保液压升降坝的安全使用，有利于统一和规范液压升降坝的设

计、制造和使用，更好地促进地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打造。

在标准成熟后可以考虑推荐为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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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标准和标准专项情况说明 

（一）重点领域标准情况说明 

本次报批项目有 45项涉及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见下表。 

重点领域标准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  闭式高速精密压力

机可靠性评定方法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数控高速冲

压设备可靠性增长技术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2]182号 
2012-2067T-JB 

2  开式高速精密压力

机可靠性评定方法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数控高速冲

压设备可靠性增长技术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2]182 号
2012-2074T-JB 

3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

头压力机  第 1 部

分：基本参数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机械伺服数

控转塔冲床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81 T-JB 

4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

头压力机  第 2 部

分：技术条件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机械伺服数

控转塔冲床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82 T-JB 

5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

头压力机  第 3 部

分：精度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机械伺服数

控转塔冲床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83 T-JB 

6  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第 1部分：型式与基

本参数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超高强度

汽车结构件热冲压技术和装备生

产线”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162T-JB 

7  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工信厅科[2015]11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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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超高强度

汽车结构件热冲压技术和装备生

产线”课题项目 

2015-1163T-JB 

8  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第 3部分：精度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超高强度

汽车结构件热冲压技术和装备生

产线”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164T-JB 

9  智能四辊卷板机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165T-JB 

10  闭式多连杆冷温挤

压压力机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大公称力行

程冷锻成形压力机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495T-JB 

11  自动冷镦机  精度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 高速精密多

工位冷镦成形成套装备课题项目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496T-JB 

12  大型伺服数控板料

折弯机 

国家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

床与基础制造设备”课题大型开

式伺服折弯机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79 T-JB 

13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

性与寿命  第 1 部

分：术语和符号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18T-JB 

14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

性与寿命  第 2 部

分：滚动丝杠副功能

可靠性试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19T-JB 

15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

性与寿命  第 3 部

分：滚动直线导轨副

功能可靠性试验规

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0T-JB 

16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

性与寿命  第 4 部

分：滚珠丝杠副精度

保持性试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1T-JB 

17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

性与寿命  第 5 部

分：滚动直线导轨副

精度保持性试验规

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2T-JB 

18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

性与寿命  第 6 部

分：滚珠丝杠副额定

动载荷及疲劳寿命

试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3T-JB 

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

性与寿命  第 7 部

分：滚动直线导轨副

额定动载荷及疲劳

寿命试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4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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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20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

副  第 1部分：性能

试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5T-JB 

21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

副  第 2部分：验收

技术条件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6T-JB 

22  滚珠丝杠副  动态

预紧转矩测试规范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7T-JB 

23  滚珠丝杠副  轴向

静刚度测试规范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8T-JB 

24  高速精密滚动直线

导轨副  性能试验

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29T-JB 

25  滚 动直线导 轨副  

静刚度测试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0T-JB 

26  滚 动直线导 轨副  

预紧拖动力动态测

量与评价方法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1T-JB 

27  盘式刀库  可靠性

试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42T-JB 

28  链式刀库  可靠性

试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43T-JB 

29  盘式刀库  性能试

验规范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44T-JB 

30  滚柱导轨块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2T-JB 

31  电主轴  可靠性试

验规范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3T-JB 

32  电主轴  精度保持

性试验规范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4T-JB 

33  电主轴  性能试验

规范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5T-JB 

34  机械主轴  可靠性

试验规范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6T-JB 

35  机械主轴  精度保

持性试验规范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7T-JB 

36  机械主轴  性能试

验规范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8T-JB 

37  电主轴  第 4部分：

磨削用电主轴技术

条件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44T-JB 

38  电主轴  第 5部分：

钻削用电主轴技术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45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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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条件 品。 

39  电主轴  第 6部分：

雕铣用电主轴技术

条件 

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

品。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46T-JB 

40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

制器  第 1部分：术

语和符号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53T-JB 

41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

制器  第 2部分：安

装连接尺寸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54T-JB 

42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

制器  第 3部分：验

收技术条件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55T-JB 

43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

尼器  第 1部分：术

语和符号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56T-JB 

44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

尼器  第 2部分：安

装连接尺寸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57T-JB 

45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

尼器  第 3部分：验

收技术条件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

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758T-JB 

（二）标准专项分类情况 

本次报批的 80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一般项目 33 项；标准专项项目 47

项：涉及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7项、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7项、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

项 33项。 

1）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7项 

——项目 1：《智能四辊卷板机》 

依据《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行业应用标准“高档数控机床与

机器人”的建设内容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四、实施智

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推动装备智能化和质量提升。依托重点领域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以及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突破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

器人等关键技术装备，提升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智能四辊卷板机属于高档数控机床。本标准规定了智能四辊卷板机的术语和

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规范了智能四辊卷板机的技术要求，解决了生产企业智能制造水平低的问题，可

满足企业智能制造的需求，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对提高企业劳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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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和提升产品质量起到重要作用。 

——项目 2：《智能粉末成型压力机》 

依据《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行业应用标准“高档数控机床与

机器人”的建设内容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四、实施智

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推动装备智能化和质量提升。依托重点领域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以及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突破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

器人等关键技术装备，提升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智能粉末成型压力机是智能、绿色环保、高效成型压力机，本标准规范了此

类产品的设计、制造、生产、应用和国内外贸易和技术交流，促进产品技术水平

的不断提高，进而促进我国智能型粉末成型压力机产品质量的提高，降低成本，

节源增效，为此类产品技术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依据和基础。解决了生

产企业智能制造水平低的问题，可满足企业智能制造的需求，促进了产业结构调

整与优化升级。 

——项目 3：《数控全液压模锻锤自动化生产线》 

依据《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行业应用标准“高档数控机床与

机器人”的建设内容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四、实施智

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推动装备智能化和质量提升。依托重点领域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以及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突破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

器人等关键技术装备，提升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数控全液压模锻锤自动化生产线是智能、绿色环保、高效锻造装备，本标准

为规范全液压模锻锤自动化生产线的技术要求、技术性能提供了技术指导，有利

于全液压模锻锤自动化生产线技术的改进和提高、用户的设备选用和验收、维护

市场秩序、促进国际国内贸易，经济社会效益显著；对全液压模锻锤自动化生产

线的产业化推进以及替代进口具有重要意义。本标准属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项目，本标准的制定解决了无该类产品标准的行业状况，提高了该类产品的技

术门槛和智能化要求。本标准可满足企业智能制造的技术需求，为提高产品智能

技术水平、节能降噪、绿色环保等方面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项目 4-6：《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  第 1 部分：基本参数》、《机

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和《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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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第 3部分：精度》三项 

依据《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行业应用标准“高档数控机床与

机器人”的建设内容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四、实施智

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推动装备智能化和质量提升。依托重点领域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以及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突破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

器人等关键技术装备，提升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是数控、智能、高速、高效精密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规范了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的技术性能参数指标，安全、设计、制造、

验收技术要求和精度技术指标，有利于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用户的设备选

用和验收，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对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力机的产业化推进以

及替代进口具有重要意义。标准提出了智能化要求，可满足企业智能制造的技术

需求，对指导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机械伺服数控转塔冲床科技

重大专项课题的设计、制造和验收起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项目 7：《大型伺服数控板料折弯机》 

依据《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行业应用标准“高档数控机床与

机器人”的建设内容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四、实施智

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推动装备智能化和质量提升。依托重点领域智能

工厂、数字化车间的建设以及传统制造业智能转型，突破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

器人等关键技术装备，提升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大型伺服数控板料折弯机是用于加工高精度折弯制件的数控、智能、高速、

绿色节能、高效精密高档数控机床，本标准有利于大型伺服数控板料折弯机用户

的设备选用和验收。本标准提出了智能化要求，可满足企业智能制造的技术需求，

解决生产企业智能制造没有标准的问题。本标准对指导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

础制造装备”大型开式伺服折弯机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的设计、制造和验收起到了

技术支撑作用。 

2）质量提升标准专项共 7项 

——项目 8：《闭式多连杆冷温挤压压力机》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

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中(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依托主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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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高档数控机床和关键功能部件标准研制，加

快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制定。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闭式多连杆冷温挤压压力机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用于精密、高速挤压生产金

属高精度零部件，本标准的制定解决了生产企业高档数控机床技术水平低的问

题，可满足企业高端装备制造的需求，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对提高

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提升产品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推动我国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快速

发展，为节能、降噪、绿色环保的闭式多连杆冷温挤压压力机的设计制造提供了

技术支持，对指导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大公称力行程冷锻成

形压力机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的设计、制造和验收起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项目 9：《自动冷镦机  精度》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

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中(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依托主机企业

和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高档数控机床和关键功能部件标准研制，加

快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制定。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自动冷镦机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用于精密、高速、冷镦生产金属高精度零部

件，实现无切削加工，节能节材，本标准的修订解决了自动冷镦机类产品精度水

平低的问题，可满足高速精密多工位冷镦成形成套装备制造的需求，促进了产业

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对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提升产品质量起到重要作用。推

动我国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快速发展，对指导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高速精密多工位冷镦成形成套装备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的设计、制造和验收起到了

技术支撑作用。 

——项目 10-12：《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第 1部分：型式与基本参数》、《热冲

压高速液压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和《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第 3部分：精度》

三项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

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中(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依托主机企业

和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高档数控机床和关键功能部件标准研制，加

快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制定。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热冲压高速液压机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用于精密、高速热冲压加工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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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精度高强钢板材零部件，标准制定解决了没有热冲压高速液压机设计技术参数

指标的问题，可满足企业热冲压高速液压机设计制造的需求，促进了产业结构调

整与优化升级。对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和提升产品技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推动

我国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快速发展，为节能、降噪、绿色环保的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的设计制造提供了技术支持，对指导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超

高强度汽车结构件热冲压技术和装备生产线”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的设计、制造和

验收起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项目 13：《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评定方法》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

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中(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依托主机企业

和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高档数控机床和关键功能部件标准研制，加

快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制定。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用于精密、高速冲压加工金属零部

件，本标准的制定解决了标准缺失的问题，有利于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的

改进和提高，有利于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减低用户使用成本。通过规范闭式高

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试验方法，满足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设计改进、增长、

提升和验收的需求，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对提升产品质量技术水平

起到重要作用。对完成国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数控高速冲压设

备可靠性增长技术”科技重大专项课题的研究和验收起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项目 14：《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评定方法》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

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中(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依托主机企业

和龙头企业，围绕产业链上下游开展高档数控机床和关键功能部件标准研制，加

快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制定。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用于精密、高速冲压加工金属零部

件，本标准的制定为提高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的可靠性提供了技术指导，有利于

提高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产品市场竞争力，可满足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靠性设

计改进、增长、提升和验收的需求，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对指导国

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数控高速冲压设备可靠性增长技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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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专项课题的研究和验收起到了技术支撑作用。 

3）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项 33 项 

——项目 15-21：《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寿命 第 1部分：术语和符号》等

七项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滚动功能部件

的术语、定义和符号，滚珠丝杠副和滚动直线导轨副的可靠性与寿命试验及评定

规范。解决了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和精度保持性试验与评价中概念模糊不清、滚

动功能部件缺乏统一的可靠性试验测试标准、试验结果数据同国内外其他产品没

有可比性等一系列问题。为国产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改进、提高、发展及其产业

技术进步提供必要技术手段，也为滚动功能部件重大专项课题的实施提供必要的

技术支撑。 

——项目 22 和 23：《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第 1 部分：性能试验规范》和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第 2部分：验收技术条件》两项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公称直径为

25mm～63mm，螺纹有效行程在 500mm～2000mm范围内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在高速

运行条件下速度、加速度、温升、噪声试验和验收技术条件，满足主机厂对高速

精密滚珠丝杠副性能指标要求的不断增加，对推动整个高速精密滚动功能部件产

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项目 24：《滚珠丝杠副  动态预紧转矩测试规范》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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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公称直径为

φ16mm～φ80mm，长度为L300mm～3000mm的滚珠丝杠副动态预紧转矩测试的基本

条件、仪器状况、测试过程及方法、测试数据处理。本标准的制定充分吸收了原

有检测方法的优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测试基本条件、测试仪器

构成、测试过程方法、测试数据处理及结果计算、测试报告等更为系统和完善，

实际应用时将更可靠有效地保证滚珠丝杠副产品的技术质量水平，本标准的制

定，填补了国内空白，是我国滚珠丝杠副质量检验和用户验收的基本依据和准则，

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25：《滚珠丝杠副  轴向静刚度试验规范》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公称直径为φ

25mm～φ63mm 滚珠丝杠副轴向静刚度的测试基本条件、测试设备状况、测试过

程方法、测试数据处理及结果计算，制定中充分吸收了原有检测方法的优点，在

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测试基本条件、测试仪器构成、测试过程方法、

测试数据处理及结果计算、测试报告等更为系统和完善，是我国滚珠丝杠副质量

检验和用户验收的基本依据和准则，填补了国内空白，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

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26：《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  性能试验规范》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 3级精度以

上、规格 15～65、长度在 3000mm范围内的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在高速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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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噪声、加速度及速度试验，为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的综合性能试验规

范提供统一的依据，满足主机生产厂家对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副的精度和性能

越来越高的试验要求，对推动整个高速精密滚动功能部件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

义。 

——项目 27：《滚动直线导轨副  静刚度测试规范》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规格为

15～65 的滚动直线导轨副垂直静刚度、横向静刚度、俯仰静刚度、偏摆静刚度

及倾斜静刚度的测试的安装要求、加载方式、数据采集与处理、卸载方式和计算

方法，对国内滚动直线导轨副静刚度的测量具有指导意义。本标准的制定，充分

吸收了原有检测方法的优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使测试基本条件、

测试仪器构成、测试过程方法、测试数据处理及结果计算、测试报告等更为系统

和完善，填补了国内空白，是我国滚动直线导轨副质量检验和用户验收的基本依

据和准则，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28：《滚动直线导轨副  预紧拖动力动态测量与评价方法》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规格为

15～65 的滚动直线导轨副预紧拖动力的动态测量的测量条件、测量方法和评价

方法。本标准充分吸收了原有检测方法的优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使测试基本条件、 测试仪器构成、 测试过程方法 、测试数据处理及结果计算、

测试报告等更为系统和完善，对国内滚动直线导轨副预紧拖动力的测量具有指导

意义，填补了国内空白，是我国滚动直线导轨副质量检验和用户验收的基本依据

和准则，实际应用时将更可靠有效地保证滚动直线导轨副产品的技术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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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29：《盘式刀库  可靠性试验规范》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刀库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带自动换刀装置

的盘式刀库在可靠性试验装置上用试验法测试盘式刀库的可靠性的内容和程序，

对规范国产盘式刀库可靠性试验、提升试验水平具有现实意义，为我国高档数控

机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30：《链式刀库  可靠性试验规范》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刀库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带自动换刀装置

的链式刀库在可靠性试验装置上用试验法测试链式刀库的可靠性的内容和程序。

标准的制订，对于规范国产链式刀库可靠性试验，提升试验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31：《盘式刀库  性能试验规范》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刀库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带刀具自动交换

装置的盘式刀库在性能试验装置上用试验法测试盘式刀库的性能试验的试验项

目和试验方法，对于规范国产链式刀库性能试验、提升试验水平具有现实意义，

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项目 32：《滚柱导轨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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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本标准规定了高度 15mm

—100mm的滚柱导轨块的术语和定义、精度等级、标识符号、安装尺寸、精度检

验和验收技术条件，对滚柱导轨块的开发设计、生产制造、产品验收等方面起到

推动作用；对提高国产滚柱导轨块产品的竞争力，促进我国滚动功能部件的发展

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项目 33-35：《电主轴  可靠性试验规范》、《电主轴 精度保持性试验

规范》和《电主轴  性能试验规范》三项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主轴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电主轴在进行可靠

性测定与评定时的故障判断原则、抽样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评定；

规定了电主轴的性能试验的项目、试验仪器、试验要求、试验方法；规定了机械

主轴在进行可靠性测定、评定时的故障判断原则、抽样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

理和结果评定。填补了金属切削机床中电主轴功能部件试验测试行业标准的空

白，为制造厂及用户提供统一的试验检测方法，有效地保证我国电主轴产品的技

术质量水平，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36-38：《机械主轴  可靠性试验规范》、《机械主轴  精度保持性

试验规范》和《机械主轴  性能试验规范》三项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主轴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机械主轴在进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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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测定、评定时的故障判断原则、抽样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理和结果评定；

规定了机械主轴在进行精度保持性测定、评定时的精度失效判断原则、抽样原则、

试验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评定；规定了机械主轴单元性能试验的项目、试验仪

器、试验方法。填补了金属切削机床中机械主轴功能部件试验测试行业标准的空

白，为制造厂及用户提供一个统一的试验检测方法，有效地保证我国机械主轴产

品的技术质量水平，推进机械主轴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优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

撑，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39-41：《电主轴  第 4 部分：磨削用电主轴技术条件》、《电主轴  

第 5部分：钻削用电主轴技术条件》和《电主轴  第 6部分：雕铣用电主轴技术

条件》三项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主轴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磨削用电主轴设

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钻削用电主轴设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雕铣

用电主轴设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填补了国内电主轴标准的空白，为指导

和规范电主轴产品的设计、制造、验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

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项目 42-44：《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 第 1部分：术语和符号》等三项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

副钳制器的术语、定义及标识符号；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的安装连接尺寸；滚

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的验收要求及检验方法，填补了国内外空白，统一了技术概

念，提高了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解决了滚动直线导轨副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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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在试验和评价中概念模糊不清，方法不当，影响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产业

发展等一系列问题。为滚动功能部件重大专项课题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项目 45-47：《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 第 1部分：术语和符号》等三项 

依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设备”指南中标准制修订

要求、“《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七、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的要求，推动装备质量提升。属于“高档数控机床

标准专项”。 

滚动功能部件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核心部件，标准规定了滚动直线导轨

副阻尼器的术语、定义及标识符号，安装连接尺寸，验收要求及检验方法，填补

了国内空白，为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

导和规范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产品的设计、制造、验收提供了依据，解决了滚

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在试验和评价中概念模糊不清，方法不当，影响滚动直线导

轨副阻尼器产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

环保性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为我国高档数控机床的滚动功能部件

重大专项课题的实施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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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本次报批项目中涉及项目起草牵头单位变更27项（其中：牵头单位变更

26项，有“计划调整申请表”；牵头单位名称变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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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报批项目完成时间延长的 73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体系外项目 3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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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项机械行业标准计划来源、技术归口单位、主要起草单位等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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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7项 

1  智能四辊卷板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165T-JB 

2  智能粉末成型压力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2]182号 

2012-2083T-JB 

3  数控全液压模锻锤自动

化生产线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安阳锻压机械工业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347T-JB 

4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

力机  第 1部分：基本参

数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81 T-JB 

5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

力机  第 2部分：技术条

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82 T-JB 

6  机械伺服数控回转头压

力机  第 3部分：精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83 T-JB 

7  大型伺服数控板料折弯

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179 T-JB 

质量提升专项共 7项 

8  闭式多连杆冷温挤压压

力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京机电研究所   是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495T-JB 

9  自动冷镦机  精度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思进智能成形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JB/T 

3589-1991 

是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496T-JB 

10  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第

1部分：型式与基本参数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62T-JB 

11  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63T-JB 

12  热冲压高速液压机  第

3部分：精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164T-JB 

13  闭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

靠性评定方法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2]182号 

2012-2067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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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开式高速精密压力机可

靠性评定方法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

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2]182 号

2012-2074T-JB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33项 

15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

寿命  第 1部分：术语和

符号 

基础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

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18T-JB 

16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

寿命  第 2部分：滚动丝

杠副功能可靠性试验规

范 

基础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京理工大学、国家机床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陕西汉江机

床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19T-JB 

17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

寿命  第 3部分：滚动直

线导轨副功能可靠性试

验规范 

基础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京理工大学、国家机床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南京工艺

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0T-JB 

18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

寿命  第 4部分：滚珠丝

杠副精度保持性试验规

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南京理工大学、国家机

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1T-JB 

19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

寿命  第 5部分：滚动直

线导轨副精度保持性试

验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南京理工大学、国家机

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2T-JB 

20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

寿命  第 6部分：滚珠丝

杠副额定动载荷及疲劳

寿命试验规范 

基础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大连高金数控集团有限公

司、南京理工大学、国家机

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3T-JB 

21  滚动功能部件可靠性与

寿命  第 7部分：滚动直

线导轨副额定动载荷及

疲劳寿命试验规范 

基础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大连高金数控集团有限公

司、南京理工大学、国家机

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4T-JB 

22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第 1部分：性能试验规范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南

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等 

 JB/T 

10890.1-2008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5T-JB 

23  高速精密滚珠丝杠副  

第 2部分：验收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南

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6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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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等 

24  滚珠丝杠副  动态预紧

转矩测试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

公司、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

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7T-JB 

25  滚珠丝杠副  轴向静刚

度试验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工

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8T-JB 

26  高速精密滚动直线导轨

副 性能试验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南

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司、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29T-JB 

27  滚动直线导轨副  静刚

度测试规范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理工大学、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30T-JB 

28  滚动直线导轨副  预紧

拖动力动态测量与评价

方法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南京工艺装备制

造有限公司、南京理工大学

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31T-JB 

29  盘式刀库  可靠性试验

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机床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42T-JB 

30  链式刀库  可靠性试验

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机床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43T-JB 

31  盘式刀库  性能试验规

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机床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44T-JB 

32  滚柱导轨块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

司、陕西汉江机床有限公司 

  是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32T-JB 

33  电主轴  可靠性试验规

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

公司、吉林大学 

  是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3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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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电主轴  精度保持性试

验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山

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等 

  是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4T-JB 

35  电主轴  性能试验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是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5T-JB 

36  机械主轴  可靠性试验

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吉林大学 

  是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6T-JB 

37  机械主轴  精度保持性

试验规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工业大学、国家机

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是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7T-JB 

38  机械主轴  性能试验规

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是 工信厅科[2013]102号 

2013-0638T-JB 

39  电主轴  第 4部分：磨削

用电主轴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

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安

阳莱工科技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44T-JB 

40  电主轴  第 5部分：钻削

用电主轴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

洛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45T-JB 

41  电主轴  第 6部分：雕铣

用电主轴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省智能制造研究所、洛

阳轴承研究所有限公司、广

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等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46T-JB 

42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 

第 1部分：术语和符号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等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53T-JB 

43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 

第 2部分：安装连接尺寸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54T-JB 

44  滚动直线导轨副钳制器 

第 3部分：验收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55T-JB 

45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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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部分：术语和符号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等 

2014-0756T-JB 

46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 

第 2部分：安装连接尺寸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等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57T-JB 

47  滚动直线导轨副阻尼器 

第 3部分：验收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华中科技大学、

南京理工大学 

  是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2014-0758T-JB 

一般项目 33 项 

48  闭式多工位压力机  精

度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济南二机床集团有限公司  JB/T 

3848-1999 

否 工信厅科[2009]104号 

2009-0441T-JB 

49  半闭式快速压力机  技

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

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09]104号 

2009-0478T-JB 

50  半闭式快速压力机  精

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省徐州锻压机床厂集团

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09]104号 

2009-0479T-JB 

51  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佛山市康思达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09]260号 

2009-2222T-JB 

52  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  

第 2部分：超高压源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佛山市康思达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09]260号 

2009-2223T-JB 

53  超高压充液成形设备  

第 3部分：模具及模架联

接要求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佛山市康思达液压机械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09]260号 

2009-2224T-JB 

54  鳄鱼式剪断机  第 1 部

分：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信科[2011]165号 

2011-1636T-JB 

55  机械式粉末成型压力机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天通吉成机器技术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2]182号 

2012-2072T-JB 

56  多向模锻液压机  第 1

部分： 型式与基本参数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4]236号 

2014-2011T-JB 

57  罐车用卷板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4]236号 

2014-2012T-JB 

58  多向模锻液压机  第 2

部分：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39T-JB 

59  多向模锻液压机  第 3

部分： 精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40T-JB 

60  机械压力机用离合器可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   否 工信厅科[2012]1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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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性评定方法 准化技术委员会 限公司 2012-2073T-JB 

61  机械压力机用气动回转

接头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无锡市拓发自控设备有限公

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41T-JB 

62  切管机用管材切断刀片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马鞍山市恒利达机械刀片有

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346T-JB 

63  开卷线用在线针孔检测

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恒立数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工信科[2011]165号 

2011-1648T-JB 

64  型材卷弯机  第 3部分：

精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金马逊机械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02 T-JB 

65  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 

第 1部分：型式与基本参

数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金马逊机械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07 T-JB 

66  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金马逊机械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08 T-JB 

67  卡压式管件弯头成型机 

第 3部分：精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金马逊机械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09 T-JB 

68  数控矫圆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南通超力卷板机制造有限公

司 

  否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648T-JB 

69  堆垛机  第 1部分：型式

与基本参数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10 T-JB 

70  堆垛机  第 2部分：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11 T-JB 

71  堆垛机  第 3部分：精度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4 全国锻压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12 T-JB 

72  电动缸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3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博特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1]165 号

2011-1767T-JB 

73  加工中心  性能试验方

法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机械工业机床产品质量

检测中心（昆明）、北京工研

精机股份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52T-JB 

74  链式刀库  性能试验规

范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5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呼和浩特众环（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国家机床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否 工信厅科[2013]102 号

2013-0645T-JB 

75  滚珠丝杠副  滚珠螺母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金属切削机 南京工艺装备制造有限公  JB/T 否 工信厅科[2014]114 号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1656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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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替标准 

是否

重点 
计划来源 

安装连接尺寸 、

2018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司、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

中心 

9893-1999 2014-0759T-JB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80T-JB 

76  六轴联动数控砂带磨削

机床  精度检验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重庆大学、重庆三磨海达磨

床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84T-JB 

77  砂带磨削机床  型式与

参数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金属切削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重庆三磨海达磨床有限公

司、杭州祥生砂光机制造有

限公司、北京第二机床厂有

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5]115 号

2015-1385T-JB 

78  液压升降坝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中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 

安徽池州百川液压坝科技有

限公司、安徽工匠质量标准

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金川

活动坝科技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721T-AH 

79  常压液态轻烃气化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中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 

安徽启东热能科技有限公

司、安徽省蓝天能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8]31 号

2018-1413T-AH 

80  常压轻烃燃气系统供油

装置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中机生产力促进

中心 

安徽启东热能科技有限公

司、安徽省蓝天能源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2018]73号 

2018-2214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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