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机械王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标 (2020J 181 号

关于报批 <<YLB 系列液压冷拔机》等 32 项
机械行业标准的函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二司:

根据有关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我会已完成 ((YLB 系列
液压冷拔机》等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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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1.报批行业标准项目汇总表
2. 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3.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计划来源等一览表
4. 计划项目调整申请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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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7 项
JB!T 11060- 2'0去。 YLB 系列液压 本标准规定了 YLB 系列液压冷拔机的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 JB !T 11060- 2010 批准后

冷拔机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要求。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拔制黑色、有色金属管的 YLB 系列液压冷拔机。

2 JB !T 13979- 202 0 金属带材冷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带材冷轧 棱锥套式卷筒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 批准后
轧 棱锥套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六个月
式卷筒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带材冷轧棱锥套式卷筒。

3 JB!T 13980- 2020 金属带材冷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带材冷轧棱锥轴式卷筒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 批准后
轧 棱锥轴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六个月
式卷筒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带材冷轧棱锥轴式卷筒。

4 JB !T 13981 - 2020 热轧机 机 本标准规定了热轧机(热连轧及中厚板轧机)机架复合滑板的结构 批准后
架复合滑板 型式、基本参数和尺寸、产品标记、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及检验规则、 六个月

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热轧机机架复合滑板。

5 JB !T 13985-2020 有色金属连 本标准规定了有色金属连铸机用内导式液压缸(单作用)的结构型 批准后
铸机用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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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月
式液压缸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支承力不大于 1 500kN 有色金属俩主机铸造机用的内
导式防液压缸。

6 JB !T 14053- 2020 盘式永磁无 本标准规定了盘式永磁无刷电动机的外形、型号及运行条件、技术 批准后
刷电动机 要求和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交付准备。 六个月
通用技术条 本标准适用于组装式轴向磁场结构盘式永磁无刷电动机，其它结构
件 电机可参照使用。

7 JB !T 14054- 2020 永磁无刷力 本标准规定了永磁无刷力矩电动机的分类、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批准后
矩电动机 检验规则、交付准备和用户服务。 六个月
通用技术条 本标准适用于分装式永磁无刷力矩电动机，组装式电机可参照使
件 用。

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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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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 !T 14031-2020 额定电压 本标准规定了额定电压 450/7 50 V (UO/U) 及以下电梯用组合随行 批准后
450 /7 50 V 及 电缆的使用特性、代号、产品型号及产品表示方法、技术要求、检验、 六个月
以下电梯用 成品电缆标志和包装。
组合随行电 本标准适用于额定电压 450/7 50 V (UO/U) 及以下电梯用组合扁形
缆 随行电缆。

一般项目 24 项
9 JB !T 10466-2020 星形弹性联 本标准规定了 LX 、 LXF ， LXL 、 LXP 星形弹性联轴器的型式、基本参 JB !T 10466-2004 批准后

轴器 数、主要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联接两同轴线传动轴系的联轴器。

10 JB !T 10476-2020 MAL 型摩擦安 本标准规定了 MAL 型摩擦安全联轴器的结构型式、主要尺寸和技术 JB !T 10476-2004 批准后
全联轴器 要求等。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联接两同轴线的传动轴系。
11 JB !T 13978-2020 钢管热轧机 本标准规定了钢管热轧机组用报道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型式、基本 批准后

组用报道 参数和主要结构尺寸;产品标记;技术要求;检验规则;标志、涂装与 六个月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连轧管机、 CPE 顶管机、自动轧管机、皮尔格轧管
机、三根斜轧管机、两根斜轧管机等为核心设备的钢管热轧机组用连线
运输报道。

12 JB !T 13982-2020 用于连续热 本标准规定了用于连续热镀传机组中的拉伸弯曲矫直机的设备组 批准后
镀特机组中 成、型式规格、型号、基本参数、技术要求、功能、检验规则、检验(试 六个月
的拉矫机 验)方法、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生产线中心线作为带钢中心运行基准，带厚
O. 12mm 至 6. 0 mm，抗拉强度三600MPa 的带钢连续热镀特机组的拉伸弯
曲矫直机成套装备，其他规格产品也可参照使用。

13 JB !T 7327-2020 常压固定床 本标准规定了常压固定床煤气发生炉的型式分类、参数系列和型号 JB !T 7327-2007 批准后
煤气发生炉 标记、通用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六个月

等。
本标准适用于系统操作压力为常压， 炉体夹套压力小于 O. 1MPa 

的常压固定床煤气发生炉(包括蒸汽集气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煤气茶炉、煤气锅炉和以煤气为副产品的常压制气

设备。
14 JB !T 13983-2020 单齿辄破碎 本标准规定了单齿辄破碎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 批准后

机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破碎由烧结设备台车上卸下来的大块热烧结矿的单

齿辄破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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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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JB !T 13984-2020 高炉移盖机 本标准规定了高炉移盖机的相关术语，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批准后
试验方法与检验规则，安装与使用，涂装，运输、包装、标志及贮存。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 1800时- 5800m3 炼铁高炉，以液压油为工作介质，
利用液压油缸或液压马达驱动来移动沟盖的移盖机。

16 JB !T 5776-2020 船用保护继 本标准规定了船舶电力系统用保护继电器的工作条件、技术要求、 JB !T 5776-2007 批准后
电器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电压 1000V或直流电压 1500V及以下的船舶电力
系统中作保护用的继电器。

本标准不适用于双金属片式热继电器和输入激励量为非电量的继
电器(如:气、液量继电器)。

17 JB !T 5796-2020 船用低压空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低压空气断路器的术语和定义、符号和代号、分 JB !T 5796-2007 批准后
气断路器 类、特性、安装、结构和性能要求、试验、检验规则和运输条件。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交流 50Hz 或 60Hz、额定电压 1000V 及以下或直流
1500V 及以下的断路器，包括带熔断器的断路器。

18 JB !T 6227-2020 氢冷电机气 本标准规定了氢冷电机在生产制造、安装、检修和正常运行时，其 JB !T 6227-2005 批准后
密封性检验 气密封性的检验方法和等级评定。 六个月
方法及评定 本标准适用于氢冷电机(发电机、调相机);也适用于氢冷电机上

的零部件以及氢、油、水系统管道和与管道联接装置的气密封性检验。
19 JB !T 11236-2020 铅酸蓄电池 本标准规定了铅酸蓄电池及铅蓄电池含铅零部件中俑兀素的测定 JB !T 11236-2011 批准后

中俑元素测 方法。 六个月
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铅为主要原料的蓄电池及其含铅零部件。

20 JB !T 6133- 2020 码包机 本标准规定了码包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标记、正常工作条件、 JB !T 6133-1992 批准后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对堆码质量为 10kg-100kg 的袋状包装物品进行堆

码的码包机。
21 JB !T 14032-2020 钢制货架载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仓储设备中钢制货架的垂直及水平静载荷试验 批准后

荷试验方法 的术语和定义、试验条件、测量用仪器和量具、样品、试验载荷要求、 六个月
试验步骤、数据处理及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以冷弯薄壁型钢为承载构件和梁柱节点、刚度(静态)
不大于 400kN . m/rad 的钢制货架，其它类似产品参照执行。

22 JB !T 14033-2020 流利式货架 本标准规定了流利式货架的术语和定义、材料、技术要求、试验方 批准后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人工存取货物，用薄钢板材制成的，由立柱片、滑道

架、流利条等构件组成的流利式货架。
23 JB !T 14034- 2020 交叉带式分 本标准规定了交叉带式分拣机的术语、分类、基本组成及主要参数、 批准后

拣机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交叉带式分拣机的设计、制造、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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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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JB !T 14 035 - 2020 推块式分拣 本标准规定了推块式分拣机的范围、规范性 引 用 文件、术语和定义、 批准后
机 组成和基本参数、 工作条件、技术要求 、 试验方法 、 检验规则 、标志、 六个月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推块式分拣机的设计、制造、检验。

25 JB !T 140 36- 2020 仓储塑料周 本标准规定了仓储塑料周转箱的术语和定义、 产品分类及尺寸、技 批准后
转箱 术要求 、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温度在-20 .C - 6 0 .C 之间 ，除直接接触食品外 ， 配合
物流仓储设备使用 的采用聚烯炬塑料为原料 ， 以注射成型法生产的塑料
周转箱。

26 JB!T 141 73- 2020 单兀托盘储 本标准规定了单兀托盘储存类穿梭车货架的术语、分类与组成 、 材 批准后
存类穿梭车 料、技术要求 、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六个月
货架 本标准适用于 以托盘为承载器具的单元货物，由穿梭车进行搬运、

存取，实现密集型储存的穿梭车货架
27 JB!T 501- 202 0 电力变压器 本标准规定了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干式电力变压器的例行试验、型 JB!T 501-2 006 批准后

试验导则 式试验和特殊试验的程序及方法。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油浸式电力变压器和干式电力变压器的试验。
特种变压器的试验可参照本标准。

28 JB!T 514 0.1 - 2020 磁电机 第 1 本部分规定了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电机的术语和定义。 JB!T 5140-1 99 1 批准后
部分: 术语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用途 ( 除航空外 ) 的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电机。 六个月

29 JB !T 5140.2- 2020 磁电机第 2 本部分规定了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电机的质量抽查、监督检验、 新 JB !T 5140. 1-1 999 批准后
部分: 技术条 产 品鉴定和委托检验。 六个月
件 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用途(除航空器外 )的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电机。

30 JB!T 673 0-2020 磁电机点火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电机点火系统的测试设备、测试 JB !T 6 73 0一 1 993 批准后
系统 测试 方法和条件。 六个月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通用小型汽油机各种类型磁电机点火系统的测试。

31 JB!T 8123- 2020 磁电机用 点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 电机用 点火器的技术要求，试验 JB !T 812 3. 1- 1999 , 批准后
火器 方法和标志、 包装、运输及储存。 JB/T 812 3.2-1 999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用途(除航空外 ) 的点火器。
32 JB!T 9865一2 0 2 0 磁电 机用 点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电机用 点火线围的技术要求，试 JB!T 9865 .1-1999 , 批准后

火线圈 验方法和标志、 包装 、 运输及储存。 JB / T 98 65. 2-1 999 六个月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用途 ( 除航空外 ) 的点火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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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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项，制定项目 17 项，修订项目 15 项。其中， 2018 

年 3 项、 2017 年 7 项、 2016 年 6 项、 2015 年 7 项、 2011 年 4 项、 2010 年 5 项。

2、标准报批项目的领域划分及分布情况

本次报批的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机械行业 9 个专业领域，分布见下表。

序号 专业领域 项数

冶金设备 12 

2 电线电缆 1 

船用电机电器 2 

4 大型发电机

5 铅酸蓄电池 1 

6 物流仓储设备 7 

7 变压器

微电机 2 

9 内燃机 5 

合计 32 

3、报批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 1 )本次报批的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

制定项目 17 项，涉及冶金设备、电线电缆、微电机、物流仓储设备等 4 个专业领域。

修订项目 15 项，涉及冶金设备、船用电机电器、大型发电机、铅酸蓄电池、物流

仓储设备、变压器、内燃机等 7 个专业领域。

重点项目 7 项，涉及冶金设备、微电机 2 个专业领域。

基础公益项目 3 项，涉及大型发电机、铅酸蓄电池、变压器等 3 个专业领域。

标准专项 8 项，涉及冶金设备、微电机、电线电缆等 3 个专业领域。

( 2 )本次报批的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对产业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促进科技进步的引领性作用

例如: ((YLB 系列液压冷拔机》是满足大型零件非切削成型的要求而出现的，与绳式



冷拔机相比，加工能力有了巨大的跃升，满足了油井钻探、热力锅炉、矿山开采等行业

对特种金属制品的加工需求。液压冷拔机面市以后被市场快速接受，市场容量正在迅速

扩大，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沉淀了较完整的技术，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经过多年技

术发展，产品的参数系列有了新的发展。新标准体现了整个行业的技术发展和应用水平。

通过本标准的实施，将使大型液压缸的设计、制造、安装实现规范化、标准化，有利于

节省资源，也有利于产品出口。

2 标准专项促进产业发展作用

见第 6 章。

3 )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性作用

例如((钢制货架载荷试验方法》在吸收和汇总已发布的钢制货架中相关试验方法

要求的基础上，分析不同形式货架的结构特点，广泛吸收国内外关于载荷试验在货架上

应用的最新技术，提出具有技术先进性、可操作、规范化的技术路线。其关键内容与国

际水平相一致(或接近)，充分体现本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同时兼顾标准的实用性

和执行时的可操作性，以促进全面提升行业产品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本标

准的制定，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突出了自主创新技术标准的研制，结束了产品载荷试

验方法无标准的状态，并为产品的设计制造、技术交流、贸易等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促进产品合理有序的发展，充分满足制造商和用户的需要。

4 )适应产业发展的水平提升作用

例如((船用低压空气断路器》为修订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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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了原标准标龄老化、技术滞后的问题，提高了技术性

能指标和要求，保证标准的时效性。例如原标准中额定工作电压AC 380和AC 440分别对

应着额定频率 50Hz和 60Hz，由于两种频率对两种电压的断路器几乎没有影响，因此，本

次修订将这两种电压均对应额定频率 50/60Hz。删除额定电压220V 、 400V 、 660V，修订

相对应额定电压优选值为 230V 、 400V 、 690V，额低电压能够覆盖前者。对规范市场，指

导生产，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使用需要，

提升我国船用低压空气断路器的技术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例如: ((磁电机 第 1部分:术语》的修订，增加了"电子点火器"术语定义。电子

点火已经成为目前及今后主要点火方式，针对"电子点火器"术语定义，进行细化分类，

分别定义了电容放电式点火器、电感式点火器和晶体管点火器、一体化点火器;原标准

中断电器触点的内容已经不再适应目前产品的要求，更改为"电子开关(或断电器触



点)" ;参照 JB/T 6697对温度试验的命名，修改原标准"温度冲击试验"的术语命名为

"温度变化试验".增加温度、湿度组合试验术语定义。

修订后的标准对促进国内企业的产品术语的统一性，提高通用小型汽油机用磁电机

的质量水平，设计规范，从而提高磁电机的性能和质量，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

5 )便利经济贸易的公益性作用

例如((氢冷电机气密封性检验方法及评定》旨在提高检测精确程度及环保考虑，

增加并明确氮气检漏中氮气使用量。氮气是现阶段火电检漏中常用的有效的检漏气体之

一，氮气检测灵敏度高，因其针对有争议的泄漏比常规充氟利昂检漏更精确，国内很多

厂家并不局限于在核电产品中使用，在有争议的泄露检测以及运行单位有需求时，常规

产品也时常会用到，存在普及使用趋势。本标准修订中明确氮检漏用气量，对行业内试

验提供明确指导建议;修改计算公式中 K2 取值范围，根据经验值以及氢气在空气中的

扩散速度理论支持下，秉持对用户负责以及多数制造公司采用的转换系数限值给定 3. 8, 

比较原有标准更严格更符合生产实际;增加采用单流环密封油系统机组的整套系统气密

封性试验计算公式，所得结果明确了。修订后标准比较原有标准涵盖面更大，更符合工

程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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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没有采标项目，总体技术水平均属于国内先进

水平。

5、涉及的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次报批的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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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报批的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涉及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 7 项，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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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领域标准目录

序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亏口

YLB 系列液压冷拔机 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 [ 2016] 110 号

规划》中"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 2016-0576T-JB 

升工程"专项

2 金属带材冷轧棱锥 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 [2016] 110 号

套式卷筒 规划》中"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 2016-0573T-JB 

升工程"专项

3 金属带材冷轧棱锥 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 2016 ] 110 号
轴式卷筒 规划》中"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 2016一0574T-JB

升工程"专项

4 热轧机机架复合滑 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工估厅科 [2016] 110 号

板 规划》中"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
2016一0575T-JB

升工程"专项

5 有色金属连铸机用内 属于《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工估厅科[ 2016] 110 号

导式液压缸 规划》中"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
2016-0578T-JB 

升工程"专项

6 盘式永磁无刷电动机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范畴 工信厅科 [2017] 70 号

通用技术条件 2017-0521T-JB 

7 永磁无刷力矩电动机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范畴 工信厅科 [2017 ] 70 号

通用技术条件 2017-0522T-JB 
L一

( 2 )标准专项分类情况

本次报批的 32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标准专项项目 8 项，涉及质量提升标准专

项 7 项、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 项。

1 )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7 项

一一项目 1: ((YLB 系列液压冷拔机》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

本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液压冷拔机是满足大型零件非切削成型的要求而出现的，与绳式冷拔机相比，加工

能力有了巨大的跃升，满足了油井钻探、热力锅炉、矿山开采等行业对特种金属制品的

加工需求。液压冷拔机面市以后被市场快速接受，市场容量正在迅速扩大，相关技术也

不断发展更新，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产品的参数系列、技术要求等有了新的规格和要求，

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市场需求，标准的修订为产品的设计、生产、使用提供一个比较完

善的依据，为液压冷拔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液压冷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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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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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其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的提升。

一一项目 2 、 3: ((金属带材冷轧棱锥套式卷筒》、《金属带材冷轧棱锥轴式卷筒》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

两项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卷筒是我国带钢生产连续化、机械化和自动化中的核心部件，本项目国外的主要的

生产厂家德国西马克、日本三菱重工等，价格昂贵，经国产化的研制和工业性能考核，

技术日趋成熟，目前国内制造该类卷筒设备的厂家有很多，然而没有统一的制造和验收

标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本标准规定了此类卷筒的结构型式、主要技术要求及验收规

范等。标准的实施将会大力促进该卷筒产品质量的提升以及卷筒制造行业的发展，推动

冶金行业装备国产化水平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同时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结构的调整和

优化升级，如在实现带钢生产连续化、自动化生产以及提高带钢成品质量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

一一项目 4: ((热轧机机架复合滑板》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该项目属于"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

量提升工程"本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随着国内钢铁行业的发展，客户对该产品的性能及使用寿命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对

采购的价格控制也越来越严，以前复合滑板均是依赖国外进口，价格十分昂贵，国内普

通单一材质滑板无法满足热轧机械设备工况或者其使用寿命非常短，给钢厂生产及维护

带来了不便;本标准涉及的复合滑板完全可以满足这种工况要求，替代国外产品。本标

准的制定促进了复合滑板品质的提升，对提高企业效益，增加热轧钢铁产品的质量和提

高国际竞争力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一一一项目 5: ((有色金属连铸机用内导式液压缸》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

本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本标准规定了有色金属连铸机用内导式液压缸的结构形式、参数系列、测试方法、

质量检测标准等内容。标准的实施将使内导式液压油缸的设计、制造、安装实现规范化、

标准化，有利于节省资源，也有利于产品出口，集中体现了前期的成熟技术和经验积累，

同时兼顾现有产品技术的发展和创新，对提高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规范市场、推动有

色金属连铸机用内导式液压缸新技术的发展、促进产品出口贸易具有重要作用。

一一项目 6: ((盘式永磁无刷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的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

的专项要求，本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是一种特种结构、特殊材料的电动机。 由于其结构的特殊性和

对新材料、新技术的不断革新，该项研究以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在新能源汽车、数控机床、

工业机器人等行业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其体积、重量、制造成本等方面与传统永磁无

刷电动机相比降低了 50%左右，并且由于没有机械换向器的损耗、励磁损耗及基本铁耗，

节能效果显著，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标准的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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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升产品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一一项目 7: ((永磁无刷力矩电动机 通用技术条件》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 "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

中的"加快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本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是一种特种永磁无刷电动机，是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及

现代工业自动控制伺服系统的智能核心部件。为了满足伺服系统更高性能和高可靠性的

要求，在电机设计上追求堵转下有较大输出力矩和尽可能小的输入功率，追求力矩/质

量比。本标准以其低转速、大转矩和高精度等技术优势，在高精度传动系统及高精度仪

表驱动装置，尤其在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机械、数控机床、机器人等智能装备的应

用前景十分广阔，市场发展潜力巨大。本标准的制定提高了该类产品的技术门槛，满足

了企业智能制造的技术需求，为提高我国装备制造业智能制造技术水平和高可靠性提供

技术支撑。

2 )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 项

一一项目 8: ((额定电压 45 0 /7 50 V 及以下电梯用组合随行电缆》

依据《国家工业基础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重点任务"核心电子元器件领域急需标准

研制"专栏 3 本标准属于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本标准规定的额定电压 450/7 50 V (UO/U) 及以下电梯用组合随行电缆应用于高层

写字楼与酒店等的电梯和大容量电梯，用于连接电梯轿厢与控制室的动力传输和控制信

号及(数字)通讯信号传输。特别是随着智能化楼宇的发展，电梯对智能化要求不断发

展，为其配套的电缆提出了智能数据传输、音频通讯信号传输、光电信号传输以及抗拉

加强等特殊智能功能需求，大量信号的信息传输都需要通过智能组合电梯随行电缆得以

功能实现。它是一类多功能组合的特种电梯电缆，能够按照功能需求进行组合，满足智

能电梯不断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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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电梯用组合随行电缆的命名、结构和技术要求，新增了光及数字信号

单元的技术指标要求和试验方法，成品电缆试验和检验规则以及电缆的标志。本标准的

制定解决了智能化产品的稳定性、可靠性、材料的环保性等，同时解决了电梯用随行电

缆的材料、生产工艺、性能测试等方面的技术内容。本标准所规定的电缆适用于多功能

电梯使用的要求，解决了当前高层电梯使用的电梯电缆通讯和加强单元标准缺失的问

题，明确了之前国内外标准所没有规定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7、强制性标准的理由及主要强制内容

本次报批项目没有强制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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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批准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9、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涉及项目名称变更 2 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本次报批项目涉及牵头单位变更 8 项(其中牵头单位变更 3 项，均有"计划调整申

请表";牵头单位名称变更 5 项，在相关文件中说明)。

本次报批项目涉及计划时间变更 16 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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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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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 标准 制、 完成 技术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代替标准

是否
计划来源

号 类别 性质 修订 年限 单位 国外标准 重点
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7 项

JB !T YLB 系列液压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8 全国冶金设 江苏龙城洪力液压设备有限 JB!T 重点 工信厅科
11060-2020 冷拔机 备标准化技 公司、河海大学、常州力安 11060-2010 [2016 ] 110 号

术委员会 液压设备有限公司 2016- 0572T- JB 
2 JB !T 金属带材冷轧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冶金设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 重点 工信厅科

13979-2020 棱锥套式卷筒 备标准化技 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2016] 110 号

术委员会 2016-0573T一JB

3 JB !T 金属带材冷轧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冶金设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 重点 工信厅科
13980- 2020 棱锥轴式卷筒 备标准化技 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2016] 110 号

术委员会 2016-0574T- JB 
4 JB !T 热轧机 机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冶金设 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中 重点 工信厅科

13981-2020 复合滑板 备标准化技 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2016 ] 110 号
术委员会 2016-0575T-JB 

5 JB !T 有色金属连铸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冶金设 常州力安液压设备有限公 重点 工信厅科
13985-2020 机用内导式液 备标准化技 司、河海大学、合肥海源机 [2016] 110 号

压缸 术委员会 械有限公司 2016-0578T- JB 
6 JB !T 盘式永磁无刷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微电机 西安微电机研究所、南通振 重点 工信厅科

14053-2020 电动机 通用 标准化技术 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山东 [2017 ] 70 号
技术条件 委员会 得普达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7-0521T一JB

7 JB !T 永磁无刷力矩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微电机 西安微电机研究所、包头长 重点 工信厅科
14054-2020 电动机 通用 标准化技术 安永磁电机有限公司、成都 [ 201 7] 70 号

技术条件 委员会 精密电机厂等 2017- 0522T- JB 
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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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 标准 制、 完成 技术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代替标准

是否
计划来源

亏口 类别 性质 修订 年限 单位 国外标准 重点

8 JB !T 额定电压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电线电 江苏亨通线缆科技有限公 否 工信厅科

14031-2020 450 /7 50 V及以 缆标准化技 司、上海国缆检测中心有限 [2016]110 号

下电梯用组合 术委员会 公司、深圳市联嘉祥科技股 2016-0647T-JB 
随行电缆 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项目 24 项

9 JB !T 星形弹性联轴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冶金设 山西大新传动技术有限公 JB !T 10466 否 工信厅科

10466-2020 器 备标准化技 司、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 - 2004 [2011]165 号

术委员会 份公司、衡水刘杨联轴器厂 2011 - 218IT-JB 
10 JB !T MAL 型摩擦安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冶金设 衡水刘杨联轴器厂、中国重 JB !T 否 工信厅科

10476一2020 全联轴器 备标准化技 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10476-2004 [2011]165 号

术委员会 2011- 2123T-JB 
11 JB !T 钢管热轧机组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冶金设 太原通泽重工有限公司 否 工信厅科

13978-2020 用报道 备标准化技 [2011 ]1 65 号

术委员会 2011-2134T-JB 
12 JB !T 用于连续热镀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6 全国冶金设 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 否 工信厅科

13982- 2020 特机组中的拉 备标准化技 司 [2011]165 号

矫机 术委员会 2011 - 2184T-JB 
13 JB !T 常压固定床煤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冶金设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太 JB !T 否 工信厅科

7327-2020 气发生炉 备标准化技 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有 7327- 2007 [2018]31 号

术委员会 限公司 2018-1002T-JB 
14 JB !T 单齿辑破碎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冶金设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合 否 工信厅科

13983-2020 备标准化技 肥三伍机械有限公司、中国 [2018] 31 号
术委员会 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 2018-1004T-JB 

15 JB !T 高炉移盖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冶金设 宜昌市燕狮科技开发有限责 否 工信厅科
13984-2020 备标准化技 任公司、安徽金粮机械科技 [2018] 31 号

术委员会 有限公司 2018-1 006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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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 标准 制、 完成 技术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代替标准

是否
计划来源

亏口 类别 性质 修订 年限 单位 国外标准 重点

16 JB !T 船用保护继电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9 机械工业船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 JB !T 否 工信厅科

5776-2020 器 用电机电器 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 5776-2007 [2017 J 70 号
标准化技术 限公司、中国船级社上海分 2017一0547T-JB

委员会 社

17 JB !T 船用低压空气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9 机械工业船 上海电器科学研究院、上海 JB!T 否 工信厅科

5796-2020 断路器 用电机电器 电器科学研究所(集团)有 5796-2007 [2017 J 70 号
标准化技术 限公司、中国船级社上海规 2017- 0548T- JB 
委员会 范研究所等

18 JB !T 氢冷电机气密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大型发 哈尔滨大电机研究所、哈尔 JB !T 基础 工信厅科

6227-2020 封性检验方法 电机标准化 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东 6227-2005 公益 [201 7] 70 号

及评定 技术委员会 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 2017-0531T- JB 
司等

19 JB !T 铅酸蓄电池中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铅酸蓄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JB !T 基础 工信厅科

11236-2020 俑元素测定方 电池标准化 院、安徽轰达电源有限公司、 11236-2011 公益 [2017J 70 号
j去 技术委员会 超威电源有限公司等 2017-0539T-JB 

20 JB !T 码包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7 全国物流仓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 JB !T 否 工信厅科函
6133-2020 储设备标准 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 6133一1992 [2015J 429 号

化技术委员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5-0484T- JB 
~ 王

21 JB !T 钢制货架载荷 方法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物流仓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否 工信厅科
14032-2020 试验方法 储设备标准 院、江苏六维智能物流装备 [2015J 115 号

化技术委员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音飞储 2015-1478T-JB 
% 、 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22 JB !T 流利式货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物流仓 江苏六维智能物流装备股份 否 工信厅科

14033-2020 储设备标准 有限公司 [2015J 115 号
化技术委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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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 标准 制、 完成 技术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代替标准

是否
计划来源

亏口 类别 性质 修订 年限 单位 国外标准 重点

23 JB!T 交叉带式分拣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物流仓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 否 工估厅科

14034-2020 机 储设备标准 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 [2015] 115 号

化技术委员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5-1 480T-JB 

会

24 JB !T 推块式分拣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物流仓 浙江德马科技股份有限公 否 工信厅科

14035-2020 储设备标准 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 [2015] 115 号

化技术委员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5-1479T-JB 
AZ王、

25 JB !T 仓储塑料周转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物流仓 苏州大森塑胶工业有限公 否 工信厅科

14036- 2020 箱 储设备标准 司、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 [2015] 115 号

化技术委员 研究院有限公司 20 15-14 76T-JB 
会

26 JB!T 单元托盘储存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7 全国物流仓 南京众飞自动化设备制造有 否 工信厅科

14173-2020 类穿梭车货架 储设备标准 限公司 [2015] 115 号

化技术委员 2015一1477T-JB

%豆豆

27 JB !T 电力变压器试 方法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变压器 沈阳变压器研究院股份有限 JB !T 基础 工信厅科

501 - 2020 验导则 标准化技术 公司、国家变压器质量监督 501 - 2006 公益 [2017 ]7 0 号

委员会 检验中心、中国电力科学研 2017-0 530T-JB 
究院有限公司等

28 JB !T 磁电机 第 1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内燃机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重庆瑜 JB !T 否 工信厅科

5140.1-2020 部分:术语 标准化技术 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140-1 991 [2010 ]7 4 号

委员会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0-1402T-JB 
太丰富

29 JB!T 磁电机 第 2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内燃机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浙江锋 JB !T 否 工信厅科
5140.2- 2020 部分 : 技术条 标准化技术 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庆 5140. 1-1 99 [2010] 74 号

件 委员会 瑜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 2010-1 403T- JB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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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 标准 制、 完成 技术归口
主要起草单位

采用国际
代替标准

是否
计划来源

亏口 类别 性质 修订 年限 单位 国外标准 重点

30 JB!T 磁电机点火系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内燃机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余姚市 JB !T 否 工信厅科

6730-2020 统测试方法 标准化技术 奥鑫电器有限公司、重庆瑜 6730-1993 [2010]74 号

委员会 欣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0-1404T一JB

31 JB !T 磁 电机用点火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内燃机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台州市 JB!T 否 工信厅科

8123-2020 器 标准化技术 质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 8123. 1-199 [2010]74 号

委员会 重庆力华自动化技术有限责 9 JB!T 2010-1405T-JB 
任公司等 8123.2-199 

9 

32 JB!T 磁电机用点火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6 全国内燃机 天津内燃机研究所、廊坊科 JB!T 否 工信厅科

9865-2020 线圈 标准化技术 森电器有限公司、重庆瑜欣 9865.1-199 [ 2010 ] 74 号

委只口人z王 平瑞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9 JB!T 2010-1 406T-JB 
9865 .2-19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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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计划项目调整申请汇总表

序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亏口 项目

1 工信厅科 星形弹性联轴 牵头单位由"冀 本标准原计划起草单位是冀州市联轴器厂，现变更为山西大新传动技术有

[ 2011]165 号 器 州市联轴器厂" 限公司，冀州市联轴器厂因为结构改造，起草人工作调动，延误了标准的起草
2011 - 2181T-JB 调整为"山西大 工作，标准搁置未进行起草工作，山西大新传动技术有限公司是联轴器的领头

新传动技术有限 人，也积极争取到了标准起草工作，故而由山西大新传动技术有限公司负责起

公司"。 草。

标准牵头单位的变更情况在审杏会上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2 工信厅科 星形弹性联轴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延迟到 2016 年报批，延期计划文号:工信厅科 [2015]160 号"关于 9 
[ 2011]165 号 器 2016 年调整到 调整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本标准因牵头起草单位结构调整，耽
2011-218IT-JB 2019 年底。 误了起草工作，后又更换起草单位，重新分配起草工作，标准起草人重新搭建

实验台，做数据分析，进行试验验证，试验验证周期较长，所以造成了标准延

期至 2019 年完成。

标准延期情况在审杏会上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3 工信厅科 MAL 型摩擦安 牵头单位由"冀 本标准起草单位因机构改革， 2017 年 8 月，起草单位名称由"冀州市联轴 10 

[ 2011]165 号 全联轴器 州市联轴器厂" 器厂"变更为"衡水刘杨联轴器厂"批准部门为衡水市冀州区食品和市场监
2011 - 2123T-JB 调整为"衡7j(刘 督管理局。

杨联轴器厂" 标准起草单位名称变更情况在审杏会上已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4 工信厅科 MAL 型摩擦安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延期理由:此计划申请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 10 

[ 2011 ]1 65 号 全联轴器 2016 年调整到 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工信厅科 [2015 ] 160 号)发布，计划延期到
2011-2123T-JB 2019 年底。 2016 年。标准起草单位结构调整，原计划主起草人离职，标准起草任务重新分

配，更换起草人，标准起草人对标准内涉及的对各项参数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和
梳理。同时开始台架试验，验证了标准相关数据，试验周期延长，因而造成起
草工作延误至 2019 年。

本标准延期情况在审杏会上已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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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亏口 项目

5 工信厅科 钢管热轧机组 计划完成时间由 此计划申请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行业标准制修订计 11 
[ 2011 ] 165 号 用辑道 2016 年调整到 划项目的通知(工信厅科 [2015]160 号)发布，计划延期到 2016 年。本标准因

2011-2134T-JB 2019 年底 。 起草单位内部结构变更，工作调整，起草人员有所变动，标准起草人对结构型

式以及主要参数进行了重新梳理，搭建试验台，试验验证时间较长，故而延误

了标准起草工作，标准延期至 2019 年完成 。

本标准延期情况在审杏会上已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6 工信厅科 用于连续热镀 牵头单位由"中 本标准起草单位因体制改革， 2012 年 6 月，起草单位名称由"中国重型机 12 
[ 2011]165 号 特机组中的拉 国重型机械研究 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改为"中国重型机械研究院股份公司"批准部门为中国

2011-2184T-JB 矫机 院有限公司"调 机械工业集团公司。

整为"中国重型 此变更在审查会上已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机械研究院股份

公司"

7 工信厅科 用于连续热镀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延期理由 : 此计划申请延期，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调整 12 
[2011]165 号 传机组中的拉 2016 年调整到 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工信厅科 [ 2015 ] 160 号)发布，计划延期到

2011-2184T- JB 矫机 2019 年底。 2016 年。标准在起草过程中由于缺乏 4mm 、 5mm 、 6川的连续热镀特机组中的拉

矫机参数，草案编写受阻，起草工作组调研试验各类参数，进行多次试验验证，

因试验周期较长，耽误了起草工作，导致标准起草工作延期至 2019 年。

本标准延期情况在审杏会上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同意。
8 工信厅科 常压固定床煤 牵头单位由"大 本标准原计划起草单位是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下发后，将标 13 

口 018 ] 31 号 气发生炉 原重型机械集团 准起草工作交由其子公司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太重(天津)滨海重型机械
2018-1002T-JB 有限公司"调整 有限公司完成。

为"太原重工股 此变更在审查会上已说明，得到了全体委员的 同意。
份有限公司"

9 工估厅科 铅酸蓄电池中 牵头单位由"无 在计划下达之前， 2016 年 12 月 23 日无锡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印发的 19 
[ 201 7] 70 号 俑元素测定方 锡市产品质量监 关于无锡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部分事业单位更名调整的批复(锡编办 [ 2016]126
2017- 0539T-JB 法 督检验中心"调 号)，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更名为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

整为"无锡市产 此变更在 2018 年 1 2 月 21-23 日在浙江金华召开全国铅酸蓄电池标准化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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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亏口 项目

品质量监督检验 术委员会标准审查会上向各委员通报，与会委员一致同意此变更。

院"

10 工信厅科函 码包机 牵头单位由"北 在起草阶段，由于主要起草人工作调动的原因 ， 本标准牵头起草单位由北 20 

[2015] 429 号 京起重运输机械 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调整为昆明船舶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5-0484T-JB 设计研究院"调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

整为"昆明船舶

设备集团有限公

司"

11 工信厅科函 码包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由于本标准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的变动，起草初期做了大量调研和研究分 20 
[20 15 ]4 29 号 2017 年调整到 析工作，且本标准需要试验验证，耗时较长等原因，不能按时完成本标准，为

2015-0484T-JB 2019 年底. 充分保证标准质量，提出延期申请，延期至 2019 年。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杏通过。

12 工信厅科 钢制货架载荷 计划完成时间由 由于本标准起草单位及起草人员的变动，起草初期做了大量调研和研究分 21 
[2015 ] 115 号 试验方法 2017 年调整到 析工作，且本标准需要试验验证，耗时较长等原因，不能按时完成本标准，为

2015-1478T-JB 2019 年底 。 充分保证标准质量，提出延期申请，延期至 2019 年。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杏通过。

13 工信厅科 流利式货架 牵头单位由"江 起草阶段，由于 20 1 6 年 12 月 7 日经国家工商总局核准，牵头起草单位

[2015 ] 115 号 苏六维物流设备 名称由"江苏六维物流设备实业有限公司"变更为"江苏六维智能物流装备股
2015-1481T-JB 实业有限公司" 份有限公司飞因此牵头起草单位专家提出由于本单位名称变更，将牵头单位

调整为"江苏六 改为"江苏六维智能物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维智能物流装备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
股份有限公司"。

14 工信厅科 流利式货架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起草初期做了大量调研和研究分析工作，用时较长等原因，不能按 22 
[201 5 ]11 5 号 2017 年调整到 时完成本标准，为充分保证标准质量，经研究，提出延期申请，延期至 2019
2015-148IT-JB 2019 年底。 年。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杏通过。
15 工信厅科 交叉带式分拣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的起草阶段起草工作组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和研究分析工作等原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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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亏口 项目

[2015 ] 115 号 机 2017 年调整到 不能按时完成本标准，为充分保证标准质量，经研究，提出延期申请，延期至
2015-1480T- JB 2019 年底 。 2019 年。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

16 工信厅科 j骨块式分拣机 名称调整为《推 在审查阶段，有委员提出在本标准编制期间 ， 已发布的 GB!T 35738-2017 24 I 
[2015 ] 115 号 块式分拣机》 《物流仓储配送中心输送、分拣及辅助设备分类和术语》中的术语定义为"推
2015- 1479T-JB 块式分拣机建议将本标准原名称"滑块式分拣机" 修改为"推块式分拣机" 。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委员会审查通过。

17 工信厅科 滑块式分拣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起草人在起草阶段工作调动，起草过程中对部分问题存在分歧， 多 24 
[2015 ] 115 号 2017 年调整到 次开会讨论， 本标准征求意见阶段返回意见较多等原因，不能按时完成此标准，
2015一 1479T-JB 2019 年底。 为充分保证标准质量，提出延期申请，延期至 2019 年 。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

18 工信厅科 仓储塑料周转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由于行业形势不太乐观，起草过程中各位专家对部分问题的意见不 25 
[ 2015 ] 115 号 箱 2017 年调整到 统一等多方面原因，不能按时完成此标准，为充分保证标准质量，提出延期申
2015- 1476T-JB 2019 年底。 请，延期至 2019 年。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
19 工信厅科 穿梭车货架 名称调整为《单 起草阶段，在 2017 年 5 月 4 日对本标准初稿的讨论会上，专家们提出了 26 

[2015 ] 115 号 元托盘储存类穿 意见、建议和修改要求。评审会上专家们提出:由于穿梭车货架运载存储的单
2015-1477T-JB 梭车货架》 元货物主要有托盘类和料箱类，承载单元的载荷不同，结构形式不同，对货架

的参数要求也不同。而托盘类存储货架当前已经广泛应用，而料箱类的应用则

刚刚开始，因而建议本标准编制内容侧重托盘类穿梭车货架，本标准名称更改

为《单元托盘储存类穿梭车货架))，满足市场需求。待此技术和市场发展成熟
后，再进行 《单元料箱储存类穿梭车货架》标准的制定。据此，编制组长金跃

跃组织编制小组成员讨论评价，鉴于货架运载存储货物的承载区别，托盘类穿
梭车货架属于存储单元托盘类货架，其结构形式与存储料箱式货架也有差别;
为使本标准易于执行，接受专家建议，将本标准更名为《单元托盘存储类穿梭
车货架));同时在本标准第一章节范围中界定适用范围。

此变更经广泛征求意见、标准审杏会等程序，未见不同意见，并经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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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通过。

20 工信厅科 穿梭车货架 牵头单位由"南 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鼓励全集团子公司都重视并 26 

[2015 ] 115 号 京音飞储存设备 参与本标准制定的工作，特指定其子公司一一南京众飞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

2015-1477T- JB 股份有限公司" 司牵头起草本标准，南京音飞储存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助共同制定，

调整为"南京众 因此主导编制单位更改为南京众飞自动化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飞自动化设备制 此变更经广泛征求意见、标准审查会等程序，未见不同意见，并经委员会

造有限公司"。 审查通过。

21 工信厅科 穿梭车货架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起草初期做了大量调研和研究分析工作，用时较长，起草过程专家 26 

[2015 ] 115 号 2017 年调整到 意见不统一，多次开会讨论等原因，不能按时完成本标准，为充分保证标准质

2015-1477T- JB 2019 年底。 量，经研究，提出延期申请，延期至 2019 年。

此变更未见不同意见，并经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

22 工信厅科 磁电机 第 1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形成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时，反馈意见较少，同时随 28 

[2010]7 4 号 部分:术语 2016 年调整到 着小型通用汽油机行业的迅速发展，配套磁电机的电控程度不断提高，为使本

2010-1402T-JB 2019 年底。 标准更加全面客观、科学，需要再次进行大量的调研和统计工作，故在 2015

年 5 月申请计划延期。工信厅科( 2015) 160 号批准延期至 2016 年。 2016 年

因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工作调整，需更换负责人并再次提出申请延期至 2019

年。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山西晋城召开全面复审会议，委员讨论确定本

标准项目计划继续修订，并对延期申请进行讨论通过。

23 工估厅科 磁电机 第 2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形成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时，反馈意见较少，同时随 29 
[2010] 74 号 部分:技术条 2016 年调整到 着小型通用汽油机行业的迅速发展，配套磁电机的电控程度不断提高，为使本
2010一1403T-JB 件 2019 年底。 标准更加全面客观、科学，需要再次进行大量的调研和统计工作，故在 2015

年 5 月申请计划延期。工信厅科 (2015) 160 号批准延期至 2016 年。 2016 年

因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工作调整，需更换负责人并再次提出申请延期至 2019
年。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山西晋城召开全面复审会议，委员讨论确定本

标准项目计划继续修订，并对延期申请进行讨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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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工信厅科 磁电机点火系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形成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时，反馈意见较少，同时随 30 

[ 2010 ] 74 号 统测试方法 2016 年调整到 着小型通用汽油机行业的迅速发展，配套磁电机的电控程度不断提高，为使本

2010-1404T-JB 2019 年底。 标准更加全面客观、科学，需要再次进行大量的调研和统计工作，故在 2015

年 5 月申请计划延期。工信厅科( 2015) 160 号批准延期至 2016 年。 2016 年

因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工作调整，需更换负责人并再次提出申请延期。

20 1 6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山西晋城召开的全面复审会议，委员讨论确定

本标准项目计划继续修订，并讨论通过延期申请。

25 工信厅科 磁电机用点火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形成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时，反馈意见较少，同时随 31 

[2010]74 号 器 20 1 6 年调整到 着小型通用汽油机行业的迅速发展，配套磁电机的电控程度不断提高，为使本

2010-1405T-JB 2019 年底。 标准更加全面客观、科学，需要再次进行大量的调研和统计工作，故在 2015

年 5 月申请计划延期。工信厅科( 2015) 160 号批准延期至 2016 年。 2016 年

因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工作调整，需更换负责人并再次提出申请延期。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山西晋城召开全面复审会议，委员讨论确定本

标准项目计划继续修订，并讨论通过延期报告。

26 工信厅科 磁电机用点火 计划完成时间由 本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形成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时，反馈意见较少，同时随 32 
口 010]7 4 号 线圈 2016 年调整到 着小型通用汽油机行业的迅速发展，配套磁电机的电控程度不断提高，为使本

2010-1406T-JB 2019 年底。 标准更加全面客观、科学，需要再次进行大量的调研和统计工作，故在 2015

年 5 月申请计划延期。工信厅科 (2015) 160 号批准延期至 2016 年。 2016 年

因牵头单位项目负责人工作调整，需更换负责人并再次提出申请延期。

2016 年 8 月 25 日至 28 日在山西晋城召开全面复审会议，委员讨论确定本

标准项目计划继续修订，并讨论通过延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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