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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标〔2021〕1 号 

 

 

 

关于报批《气流冲击造型机》等 40 项 
机械行业标准的函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 

根据有关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我会已完成《气流冲击

造型机》等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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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报批行业标准项目汇总表 

2.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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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1 年 1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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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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5项 

1  JB/T 5773-2021 气流冲击造型机 本标准规定了气流冲击造型机的术语和定义、参

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

运输及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气流冲击造型机。 

JB/T 5773-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2  JB/T 14166-2021 高速冲击多触头造型机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冲击多触头造型机的术语和定

义、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及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高速冲击多触头造型机。 

  批准后

六个月 

3  JB/T 14167-2021 浇包重心驱转式自动浇

注机 

本标准规定了浇包重心驱转式自动浇注机的术语

和定义、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及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浇包重心驱转式自动浇注机。 

  批准后

六个月 

4  JB/T 14118-202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

设备 

本标准规定了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备的术语

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固定式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

备。 

  批准后

六个月 

5  JB/T 13753-2021 平衡热量表 本标准规定了平衡热量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特

性、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流体介质为水、公称直径小于或等

于 50mm、常用流量小于或等于 15m3/h、最高工作压力

小于或等于 1.6MPa的平衡热量表。 

  批准后

六个月 

6  JB/T 14168-2021 自动喷丸（砂）机 本标准规定了自动喷丸(砂)机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运输及保用期。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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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建议实

施日期 

本标准适用于自动喷丸(砂)机。 

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项 

7  JB/T 10914-2021 落砂机  可靠性试验方

法 

本标准规定了落砂机可靠性试验方法的术语和定

义、可靠性指标、故障分类及当量故障系数、故障判

定原则、试验方法、数据处理和试验结果。 

本标准适用于落砂机现场使用数据评定的可靠性

试验。 

JB/T 10914-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农业机械装备标准专项 5项 

8  JB/T 14080-2021 拖拉机  自动辅助驾驶

系统  导航精度要求和

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导航精度

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用接收

机，其他自走式机械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用接收机可参

考使用。 

  批准后

六个月 

9  JB/T 11979-2021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交

流发电机整流器 

本标准规定了农林拖拉机和机械用交流发电机整

流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农林拖拉机和机械用交流发电机整

流器，机动车、三轮汽车及其他类似机械也可以参照

采用。 

JB/T 11979-2016  批准后

六个月 

10  JB/T 12673-2021 水田履带拖拉机  通用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水田履带拖拉机的术语和定义、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交货、标志、运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水田履带拖拉机。 

JB/T 12673-2016  批准后

六个月 

11  JB/T 14078-2021 农林拖拉机用中高压齿

轮泵 

本标准规定了农林拖拉机用中高压齿轮泵的术语

和定义、参量、符号和单位、型号编制和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排量在 6 mL/r～63 mL/r，额定压

力在 16 MPa～28 MPa之间的农林拖拉机用齿轮泵。 

  批准后

六个月 

12  JB/T 14079-2021 拖拉机  前驱动桥用双

联万向节传动轴  技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拖拉机前驱动桥用双联万向节传动

轴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四轮驱动轮式拖拉机前驱动桥的双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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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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万向节传动轴。 

一般项目 28项 

13  JB/T 1430-2021 震压式、震实式造型机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震压式、震实式造型机及气动震实

台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

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震压式、震实式造型机及气动震实

台。 

本标准不适用于气动微震压实式造型机及高压造

型机。 

JB/T 1430-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14  JB/T 5362-2021 沸腾式低压压送装置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沸腾式低压压送装置的术语和定

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沸腾式低压压送装置。 

JB/T 5362-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15  JB/T 7457-2021 转子混砂机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转子混砂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保用

期。 

本标准适用于砂型铸造生产中的转子混砂机。 

JB/T 7457-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16  JB/T 8351-2021 吊链步进抛丸清理机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吊链步进抛丸清理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吊链步进抛丸清理机。 

JB/T 8351-2011  批准后

六个月 

17  JB/T 8353.1-2021 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  

第 1部分：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的术语、定

义和基本参数。 

本部分适用于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 

JB/T 8353.1-2006  批准后

六个月 

18  JB/T 8353.2-2021 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本部分规定了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和保用期。 

本部分适用于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 

JB/T 8353.2-2006  批准后

六个月 

19  JB/T 8353.3-2021 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  

第 3部分：精度 

本部分规定了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的几何精

度、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部分适用于全立式电机转子压铸机。 

JB/T 8353.3-2006  批准后

六个月 

20  JB/T 9979-2021 吊链连续抛丸清理机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吊链连续抛丸清理机的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运输和保用期。 
JB/T 9979-2011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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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建议实

施日期 

本标准适用于吊链连续抛丸清理机。 

21  JB/T 9984-2021 辊道式抛丸清理机 本标准规定了辊道式抛丸清理机的术语和定义、

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及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辊道式抛丸清理机。 

JB/T 9984.1-2011 ，

JB/T 9984.2-2011 

 批准后

六个月 

22  JB/T 10786-2021 金属型重力铸造机  技

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型重力铸造机的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铸造铝合金用固定式和倾转式金属

型重力铸造机，其他金属型重力铸造机可参照执行。 

  批准后

六个月 

23  JB/T 11046-2021 升降包 本标准规定了升降包的型式、基本参数、型号、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运输

及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铸造生产用手动升降包、电动升降

包及手动行走机构升降包和电动行走机构升降包。 

JB/T 11046.1-2010，

JB/T 11046.2-2011 

 批准后

六个月 

24  JB/T 11164-2021 吊钩抛丸清理机  技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吊钩抛丸清理机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运输及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吊钩抛丸清理机。 

JB/T 11164-2011  批准后

六个月 

25  JB/T 11166-2021 箱式激振器 本标准规定了箱式激振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

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及储运要求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箱式激振器。 

JB/T 11166-2011  批准后

六个月 

26  JB/T 14169-2021 V 法铸造车载真空装置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 V 法铸造用车载真空装置的术语和

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及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 V法铸造用车载真空装置 

  批准后

六个月 

27  JB/T 14170-2021 V 法铸造翻箱机  技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 V 法铸造用翻箱机的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 V法铸造用翻箱机 

  批准后

六个月 

28  JB/T 14171-2021 V 法铸造自动翻合箱机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 V 法铸造用自动翻合箱机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运输和保用

期。 

本标准适用于 V法铸造用自动翻合箱机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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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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JB/T 14172-2021 V 法铸造加砂阀  技术

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 V 法铸造加砂阀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运输和保用期。 

本标准适用于 V法铸造加砂阀 

  批准后

六个月 

30  JB/T 14120-2021 塑料挤出机械用换网器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挤出机械用换网器的术语和定

义、分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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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塑料挤出装置上用于过滤熔体物料

中的杂质的换网器。 

  批准后

六个月 

31  JB/T 10599-202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振动桩锤 

本标准规定了振动桩锤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回转式机械激振器振动桩锤。 

本标准不适用于往复式机械激振器振动桩锤。 

JB/T 10599-2006  批准后

六个月 

32  JB/T 14114-202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建筑废弃物用轮胎移动

式破碎机 

本标准规定了建筑废弃物用轮胎移动式破碎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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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适用于半挂

车式建筑废弃物用轮胎移动式破碎机。 

  批准后

六个月 

33  JB/T 14115-202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移动式废混凝土筛分机    

本标准规定了移动式废混凝土筛分机的术语定

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 明

书、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履带式和半挂

式废混凝土筛分机。 

  批准后

六个月 

34  JB/T 14116-2021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地面切割机 

本标准规定了以发动机为动力的地面切割机的术

语和定义、分类与主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随机文件、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发动机为动力的地面切割机。以

电动机为动力的地面切割机可参照使用。 

  批准后

六个月 

35  JB/T 14117-2021 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

备  橡胶沥青改性设备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橡胶沥

青改性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主参数、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橡胶沥青改性设备。 

  批准后

六个月 

36  JB/T 14119-2021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螺旋挤土桩机    

本标准规定了螺旋挤土桩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

及技术参数、要求、使用说明、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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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建议实

施日期 

本标准适用于桩基础施工的非排土或部分排土、

成桩孔外形为圆柱或带螺纹牙状形的螺旋挤土桩机，

包括双向螺旋挤土桩机和螺杆挤土桩机。 

37  JB/T 14150-2021 叉车属具  单双托盘叉 本标准规定了叉车属具单双托盘叉的术语和定

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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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双托盘叉。 

  批准后

六个月 

38  JB/T 14151-2021 叉车属具  推出器 本标准规定了叉车属具推出器的术语和定义、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配装在叉车上的推出器。 

  批准后

六个月 

39  JB/T 14152-2021 叉车属具  纸箱夹 本标准规定了叉车属具纸箱夹的术语和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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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箱夹。 

  批准后

六个月 

40  JB/T 13873-2021 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气

动低温控制阀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过程控制系统用气动低温控制

阀的产品分类及通用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由气动执行机构与低温控制阀（适

用介质温度为-196℃～-40℃）组成的各类气动低温控

制阀。本标准中有关内容也适用于独立的低温阀组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承受放射性工作条件等国家有特

定要求的低温控制阀。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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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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项，制定项目 22项，修订项目 18项。其中， 2018

年 25项、2017年 10项、2016年 2项、2015年 1项、2014年 2项。 

2、标准报批项目的领域划分及分布情况 

本次报批的 40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机械行业 6个专业领域，分布见下表。 

序号 专业领域 项数 

1  铸造机械 22 

2  拖拉机 5 

3  塑料机械 1 

4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7 

5  工业车辆 3 

6  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 2 

合计 40 

3、报批标准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1） 本次报批的 40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 

制定项目 22 项，涉及铸造机械、拖拉机、塑料机械、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工业

车辆、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等 6个专业领域。 

修订项目 18项，涉及铸造机械、拖拉机、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等 3个专业领域。 

重点项目 4项，涉及铸造机械、拖拉机、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工业过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等 4个专业领域。 

基础公益项目 1项，涉及铸造机械专业领域。 

标准专项 12 项，涉及铸造机械、拖拉机、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工业过程测量控

制和自动化等 4个专业领域。 

（2） 本次报批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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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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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拖拉机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导航精度要求和试验方法》是重点项目，又

是涉及“农业机械装备标准专项”的项目。该标准的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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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通过调研发现，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需

要设定前后轮中心距离、后轮中心到牵引装置的距离、GNSS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偏离纵

向中心垂直平面的距离、GNSS 接收机天线相位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GNSS 接收机天

线相位中心的高度、后轮中心高度、机具宽度和偏离纵向中心垂直平面的距离，因此导

航精度测试方法中要对拖拉机参数设置和机具参数设置。因为试验场地选择在宽阔、平

坦、坚硬的地面，又根据产品实际使用情况，所以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轨迹符合度标准

偏差不大于 2.5cm。同时对冷启动首次定位时间、热启动首次定位时间、基站信号覆盖

范围、产品耐环境性能给出了规定。该标准体现新技术，在节能、环保方面做出了积极

贡献，填补了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导航精度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的技术空白，对产

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对引导和规范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接

收机技术的发展，提升标准的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为提高整机技术水平起到关键

性的支撑作用。对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全性提供设计指南，提高了拖拉机整机可靠

性与行驶安全。 

例如：修订项目《塑料挤出机械用换网器》。塑料挤出机械作为我国塑料加工的重

要技术装备，可以与管材、薄膜、棒材、板/片材、造粒等各种塑料成型设备配套使用，

组成各种塑料挤出成型生产线，生产各种塑料制品。广泛应用于建筑材料工业、包装工

业、电器电子信息工业、农业、汽车及交通业、轻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机械工业、国

防工业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及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塑料挤出机配套的塑料挤出机用

换网器，是极其关键的工序和部件。换网器可安装到任何新的或现有的挤出机、熔体泵、

反应器或其它挤出生产线上。它可以用来过滤任何类型的聚合物，橡胶或陶瓷熔体。与

传统的生产工艺相比，使用换网器在稳定产品质量、降低废品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等方面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在塑料挤出行业的应用已越来越广泛。 

目前该行业尚无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从而导致各制造商对换网

器的结构型式、机械定义以及安全功能定义、换网器各部件命名等基本术语都没有统一

的规范。没有标准规范将严重掣肘这一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该标准的制定实施，将

规范整个行业目前比较混乱的现状，从产品分类、特性、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等各方面保证产品的质量，推动整个行业持续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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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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法铸造车载真空装置  技术条件》、《V 法铸造翻箱机  技术条件》 、《V

法铸造自动翻合箱机  技术条件》、《V 法铸造加砂阀  技术条件》是为真空密封铸造法

提供保证的设备（真空密封铸造法也称负压造型法或减压造型法，取英文 vacuumr 的首

字母简称 V 法）。车载真空装置吊运铸型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降低安全隐患；机械翻箱

机可有效降低劳动强度；机械手自动翻合箱机降低劳动强度的同时大大提高了产品精

度；加砂阀快速均匀加砂，对涂料层冲击小，可提高产品表面质量。这些都有利于提高

了产品的精度、生产效率，降低工人劳动强度，改善了生产环境。充分纳入和反应了当

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明确了 V法铸造用设备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等，该标准的制定解决了该类产品的标准缺失问题，规范了 V法铸造用

设备的技术要求，为设计、生产、应用、质检及贸易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体现了新技

术在标准中的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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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4） 适应产业发展的水平提升作用 

例如：《水田履带拖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针对拖拉机的使用工况如振动、泥水浸

入、灰尘等条件恶劣修订，可提高水田履带拖拉机的质量、安全性、可靠性和寿命，为

指导和规范水田履带拖拉机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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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拖拉机生产与行

驶安全。 

本次修订，充分纳入和反应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补充

了适用范围，调整了性能要求及其试验方法。如：“修改了动力输出轴的性能要求”；“修

改了拖拉机最大提升力加载点位置的要求”；“增加了拖拉机液压系统安全阀最大开启压

力的要求”等，不仅解决了标龄老化问题，还保证了标准的时效性、延续性和完整性，

为水田履带拖拉机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推动我国先进装备制造技术快速发展。对引导和规范水田履带拖拉机的发展，提升

标准的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为提高整机技术水平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4、总体技术水平及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分析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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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批的 40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不涉及采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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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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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涉及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 4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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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喷丸（砂）

机 

国家智能制造专项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25T-JB 

2  拖拉机  自动辅

助驾驶系统  导

航精度要求和试

验方法 

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属于《工业強基

工程实施指南》确定的十大领域“一揽子”突

破行动中农业装置导航与智能化控制作业装置

核心基础部件。该标准的制定解决了自动辅助

驾驶拖拉机精度要求不一致，检测方法缺失的

问题，填补了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系统标

准的空白。为提高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设

计精度和检测方法提供了依据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12T-JB  

3  建筑施工机械与

设备 废混凝土

破碎筛分联合设

备 

该标准解决了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备

的安全与环保、整机性能以及试验方法等问题，

可满足建筑物拆除施工中废混凝土再生利用的

需求，并且能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和减少资源浪

费，符合国家绿色建材产业发展优先方向，属

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中节能、环保型产品，对

于保护环境、资源回收再利用，具有重大意义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616T-JB 

4  平衡热量表 该标准规定了热值测量方法，根据不同的

场合环境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以及修正系数，

保证了产品剂量的准确性；规定了产品的结构

和材料，保证产品在复杂环境下的性能稳定，

并且不会出现断裂，腐蚀等情况，保证了产品

的耐用性；通过对通信安全的相关规定，保证

了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杜绝由信息安全产生的

安全问题；通过对通信接口的规定，保证了产

品能自由的进行组网通信，能顺利安装在智能

化网络中；通过对电磁兼容的要求，保证了产

品可以在复杂电磁环境中正常运行；通过对外

壳防护等项目的规定，保证了产品可以在恶劣

环境下正常工作。该标准的制定使得平衡热量

表产品在各方面的性能质量有了大幅提高，处

于国际先进水平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04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5332018


12 

 

 

（2）标准专项分类情况 

本次报批的 40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标准专项项目 12项：涉及质量提升标准专

项 6项，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项，农业机械装备专项 5项。 

1）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6 项 

——项目 1：《气流冲击造型机》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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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重

点领域，该项目是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该标准是产品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品，体现了新技术在产品中应用，解决标龄老

化问题，它适用于我国铸造行业，主要为满足汽车、纺织、液压等行业中小型铸件批量

化生产的需求。该标准的修订为促进该产品的技术进步、指导生产和用户使用，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也将引导我国造型机的制造向更高层次发展，提高设备的技术性能，使

我国造型机的技术性能整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降低铸造厂家设备的采购成本，加

快铸造行业的技术改造，推动该产品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品。 

——项目 2：《高速冲击多触头造型机》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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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重

点领域，该项目是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该标准是产品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产品，体现了更高层次的产品性能，它适用于我

国铸造行业，主要为满足汽车、纺织、液压等行业中小型铸件批量化生产的需求。该标

准能够满足铸造生产厂和用户的使用需要，提高该类产品质量，指导生产、促进技术进

步和产业升级，同时为设备的制造、技术交流、贸易等方面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项目 3：《浇包重心驱转式自动浇注机》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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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重

点领域，该项目是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该标准是战略新兴产业培育中节能、环保产品，它适用于我国铸造行业，主要为满

足汽车、纺织、液压等行业中小型铸件批量化生产的需求，体现了更高层次的技术水平，

运用新技术替代国外产品，填补了自动浇注机的空白。该标准的制定，解决了标准的缺

失问题，为有效的规范浇注机的制造，统一采用先进的技术和性能，使我国的浇注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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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安全、更灵活、更耐用方向发展提供了统一技术依据。为今后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

级打下坚实的基础。 

——项目 4：《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备》 

依据《中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中“三、战略任务和重点”中“（七）

深入推进制造业结构调整”的“围绕两化融合、节能降耗、质量提升、安全生产等传统

领域改造，推广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提高企业生产技术水平和效益”。 

该项目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该标准重点研究解决了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备的安全与环保、整机性能以及试

验方法等，更好地规范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备的生产和使用，提高产品的质量、技

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更好地满足其市场需求和施工使用需要，提升我国废

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备的技术水平；填补了废混凝土破碎筛分联合设备机械行业标准

的空白，将对行业发展起到支撑作用；可满足建筑物拆除施工中废混凝土再生利用装备

制造的需求，并且能降低对环境的破坏和减少资源浪费，符合国家绿色产业发展优先方

向，属战略型新兴产业培育中节能、环保型产品，对于保护环境、资源回收再利用，具

有重大意义。 

——项目 5：《平衡热量表》 

依据 2016年《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重点领域“综合基础”专项以及《装

备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实施智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提出的“推动

装备智能化和质量提升。选择一批辐射带动力强、发展前景好、具有竞争力优势的企业

实施制造过程信息化集成和协同应用”要求，该项目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该标准的制定对产品质量提升有巨大的意义，标准规定了热值测量方法，根据不同

的场合环境使用不同的测量方法以及修正系数，保证了产品剂量的准确性；规定了产品

的结构和材料，保证产品在复杂环境下的性能稳定，并且不会出现断裂，腐蚀等情况，

保证了产品的耐用性；通过对通信安全的相关规定，保证了数据传输的安全性，杜绝由

信息安全产生的安全问题；通过对通信接口的规定，保证产品能自由的进行组网通信，

能顺利安装在智能化网络中。通过对电磁兼容的要求，保证产品可以在复杂电磁环境中

正常运行；通过对外壳防护等项目的规定，保证产品可以在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本标

准的制定考虑产品能在复杂环境中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为智能工厂的制造过程能源信

息化集成提供了基础,使得平衡热量表产品在各方面的性能质量有了大幅提高，处于国

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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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自动喷丸（砂）机》 

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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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出的“（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重点领域，该项目

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该标准涉及的“自动喷丸（砂）机”是一种以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结合喷丸(砂)表

面处理工艺，利用多关节机械臂自动执行预先编排的程序，带动末端喷嘴运动，完成对

工件表面清理工序的设备。它能根据大型工件尺寸及形状的不同特点作业，具有自动化

程度高，能够代替人工生产方式；选择灵活，能够实现一机多用功能；工作效率高、操

作安全，保证清理质量等特点。该标准能够满足铸造生产厂和用户的使用需要，提高该

类产品质量，指导生产、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同时为设备的制造、技术交流、贸

易等方面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2）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 项 

——项目 7：《落砂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 

依据“《国家工业基础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四、重点任务（3）可靠性标准研制”重

点领域。该项目属于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近几年来，为了满足大型铸件生产的需要，设计、制造了多种规格的大型落砂机。

以前，落砂机的负荷一般不超过 300kN,台面尺寸一般不超过 4x4 m。近十年来，特别是

风电等行业铸件大型化的需要，已出现了负荷达 1000 kN, 台面尺寸达 10x5~6 m的大型

落砂机。对于这些大型落砂机，设备的设计、制造、运行、维护等各方面与以前的中、

小型落砂机有很大的不同，为了适应这方面的要求，需要对落砂机产品的可靠性试验方

法进行修改，以规范此类产品的可靠性试验要求与试验方法。该标准修订后可以解决原

标准的老化问题，提高产品的覆盖面，更好地适应目前和未来产品的技术要求，为制造

厂和用户提供产品发展和使用的技术条件，为行业检测机构提供更新的检测标准，对于

保证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农业机械装备标准专项 5 项 

——项目 8：《拖拉机  自动辅助驾驶系统  导航精度要求和试验方法》 

依据国发〔2018〕42号文《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

级的指导意见》中关于“加快推动农机装备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加强农机装备质量可

靠性建设”的加快精准农业、智能农机、绿色农机等标准制定，该项目属于“现代农机

装备标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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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的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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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补了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导航精度要求和试验方法标准的技术空白，为拖拉机自

动辅助驾驶系统接收机质量水平的提高提供技术支撑，对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具有

积极地促进作用，对引导和规范拖拉机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接收机技术的发展，提升标准

的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为提高整机技术水平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项目 9：《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交流发电机整流器》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要任务“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该项目是农业机械装备中核心零部件标准，属于农业机

械装备标准专项。 

拖拉机和农业机械用交流发电机整流器是拖拉机和农业机械上的重要电器元件，拖

拉机上电器系统的故障率站拖拉机征集故障的 30%以上。该标准的制定，可以显著提升

现有产品的性能指标和可靠性水平，缩短我国拖拉机整机可靠性水平和国外先进工业国

家拖拉机整机可靠性水平的差距，促进拖拉机整机的出口。 

——项目 10：《水田履带拖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要任务“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该项目是农业机械装备中先进农业机械装备标准，属于

农业机械装备标准专项。 

随着我国农机化程度的提高，南方水田农业作业机械化已达到 60%以上，而随之带

来的是水田泥脚层加深，使得作业机具的功率不断加大，水、肥的使用量也不断加大。

该标准的制定，可以指导水田用拖拉机设计和制造，减轻水田拖拉机结构比质量和接地

压力，减少对水田犁底层的破环，达到节能、节水、节肥的效果。 

——项目 11：《农林拖拉机用中高压齿轮泵》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要任务“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该项目是农业机械装备中核心零部件标准，属于农业机

械装备标准专项。 

最近几年，随着大马力拖拉机技术发展，拖拉机液压系统高压、小型化发展趋势越

来越明显，而目前我国普遍使用的是中低压齿轮泵，中高压齿轮泵在质量稳定性和技术

性能方面和国外先进工业国家的产品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该标准的制定，对引导我国农

用中高压齿轮泵的设计和生产具有积极地引导作用，能极大地缩小我国农用齿轮泵产品

与国外产品的差距，推动整机产品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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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2：《拖拉机  前驱动桥用双联万向节传动轴  技术条件》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要任务“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

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该项目是农业机械装备中核心零部件标准，属于农业机

械装备标准专项。 

拖拉机前驱动桥是拖拉机上的关键零部件，其技术水平和可靠性与国外发达国家产

品存在较大的差距。该标准的制定，可以引导我国拖拉机用前驱动桥双联万向节传动轴

的设计和制造，缩小我国产品与国外产品的技术差距，促进拖拉机整机和前驱动桥部件

的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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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批准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9、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涉及计划变更 20项，详见附件 4。其中： 

——涉及项目名称变更 2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涉及牵头单位变更 11项（其中牵头单位变更 9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牵头单位的名称变更 2 项，在相关文件中说明）。 

——涉及完成时间变更 3项，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涉及被代替标准变更 2项，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涉及制修订变更 2项，在相关文件中说明。 

二、各专业领域项目情况 

见各专业领域的《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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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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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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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6项 

1  JB/T 5773-2021 气流冲击造型

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泉州

丰泽创先企业管理服

务中心、致恒（天津）

实业有限公司等 

 JB/T 5773-2007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9T-JB 

2  JB/T 14166-2021 高速冲击多触

头造型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致恒（天津）实业有

限公司、泉州市和森

机械工贸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5T-JB 

3  JB/T 14167-2021 浇包重心驱转

式自动浇注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致恒（天津）实业有

限公司、东莞市新支

点科技服务有限公

司、济南铸锻所检验

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7T-JB 

4  JB/T 14118-2021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废混

凝土破碎筛分

联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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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通大学、甘肃

省建设投资(控股)集

团总公司、青海省交

通科学研究院等 

 JG/T 5097-1997 重点 工信厅科[2014]114号 

2014-0616T-JB 

5  JB/T 13753-2021 平衡热量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8 全国工业过

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杭州云谷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工业自

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

公司、浙江省计量科

学研究院等 

  重点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504T-JB 

6  JB/T 14168-2021 自动喷丸（砂）

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山东开泰抛丸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福建省

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安庆安簧汽车零

部件有限公司等 

  重点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25T-JB 

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1项 

7  JB/T 10914-2021 落砂机  可靠 方法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青岛三锐机械制造有  JB/T 10914-2008 基础 工信厅科[2018]31号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41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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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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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试验方法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限公司、福建省闽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等 

公益 2018-0777T-JB 

农业机械装备标准专项 5项 

8  JB/T 14080-2021 拖拉机  自动

辅助驾驶系统  

导航精度要求

和试验方法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拖拉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江苏北斗卫星导航检

测中心有限公司、安

徽省航嘉智源科技有

限公司、江苏常发农

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等 

  重点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12T-JB 

9  JB/T 11979-2021 农林拖拉机和

机械  交流发

电机整流器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拖拉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徐州整流汽车元件有

限公司、郑州中岳机

电设备有限公司、洛

阳西苑车辆与动力检

验所有限公司 

 JB/T 11979-2016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975T-JB 

10  JB/T 12673-2021 水田履带拖拉

机  通用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拖拉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中国一拖集团有限公

司、衡阳衡拖农机制

造有限公司、浙江四

方集团公司等 

 JB/T 12673-2016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711T-JB 

11  JB/T 14078-2021 农林拖拉机用

中高压齿轮泵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拖拉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洛阳荆山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郑州清辰雨

清洁设备有限公司、

洛阳西苑车辆与动力

检验所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710T-JB 

12  JB/T 14079-2021 拖拉机  前驱

动桥用双联万

向 节 传 动 轴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拖拉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山东雷沃传动有限公

司、盐城市盐海拖拉

机制造有限公司、安

徽天平机械股份有限

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979T-JB 

一般项目 28项 

13  JB/T 1430-2021 震压式、震实式

造型机  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泉州

市和森机械工贸有限

公司、致恒（天津）

实业有限公司等 

 JB/T 1430-2007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58T-JB 

14  JB/T 5362-2021 沸腾式低压压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  JB/T 5362-2007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533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24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906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3452015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53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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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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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装置 技术

条件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有限公司、泉州市标

准化协会、南安市中

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

公司等 

2018-1044T-JB 

15  JB/T 7457-2021 转 子 混 砂 机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

司、南安市中机标准

化研究院有限公司、

山东省机械设计研究

院等 

 JB/T 7457-2007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61T-JB 

16  JB/T 8351-2021 吊链步进抛丸

清理机  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安泰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泉州市劲力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JB/T 8351-2011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2T-JB 

17  JB/T 8353.1-2021 全立式电机转

子压铸机  第 1

部分：参数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

究院有限公司、深圳

领威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标准化协会等 

 JB/T 8353.1-2006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51T-JB 

18  JB/T 8353.2-2021 全立式电机转

子压铸机  第 2

部分：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

究院有限公司、泉州

市装备制造业协会、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JB/T 8353.2-2006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52T-JB 

19  JB/T 8353.3-2021 全立式电机转

子压铸机  第 3

部分：精度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

究院有限公司、南安

市铂克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福建省闽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JB/T 8353.3-2006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53T-JB 

20  JB/T 9979-2021 吊链连续抛丸

清理机  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安泰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福建省闽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铸造机械有限公

司等 

 JB/T 9979-2011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3T-JB 

21  JB/T 9984-2021 辊道式抛丸清

理机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安泰重工机械有

限公司、福建省闽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铸造机械有限公

 JB/T 

9984.1-2011，JB/T 

9984.2-2011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6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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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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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等 

22  JB/T 10786-2021 金属型重力铸

造机  技术条

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

究院有限公司、福建

兴翼机械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等 

 JB/T 10786-2007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8T-JB 

23  JB/T 11046-2021 升降包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中智达环保熔炼

设备有限公司、广东

省粤科标准化研究

院、南安市中机标准

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JB/T 

11046.1-2010 ，

JB/T 11046.2-201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55T-JB 

24  JB/T 11164-2021 吊钩抛丸清理

机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铸造机械有限公

司、福建省闽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等 

 JB/T 11164-2011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41T-JB 

25  JB/T 11166-2021 箱式激振器 产品 推荐 修订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三锐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福建省闽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乡威马克振动电机

有限公司等 

 JB/T 11166-2011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56T-JB 

26  JB/T 14169-2021 V法铸造车载真

空装置  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阴市铸造设备厂有

限公司、晋江展辉模

具有限公司、福建省

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36T-JB 

27  JB/T 14170-2021 V法铸造翻箱机  

技术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阴市铸造设备厂有

限公司、晋江展辉模

具有限公司、福建省

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37T-JB 

28  JB/T 14171-2021 V法铸造自动翻

合箱机  技术

条件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阴市铸造设备厂有

限公司、福建省闽旋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39T-JB 

29  JB/T 14172-2021 V法铸造加砂阀  产品 推荐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 江阴市铸造设备厂有   否 工信厅科[2018]31号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232018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ZT21002013.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ZT21002013.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ZT21002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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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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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条件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限公司、福建海西滤

水龙头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福建省闽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8-1038T-JB 

30  JB/T 14120-2021 塑料挤出机械

用换网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橡胶塑

料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塑料机械

分技术委员

会 

广东仕诚塑料机械有

限公司、大连橡胶塑

料机械有限公司、泰

瑞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等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712T-JB 

31  JB/T 10599-2021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振动

桩锤 

产品 推荐 修订 2019 全国建筑施

工机械与设

备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上海振中建机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建筑机

械化研究院有限公

司、温州振中基础工

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等 

 JB/T 10599-2006 否 工信厅科[2017] 70号 

2017-0637T-JB 

32  JB/T 14114-2021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建筑

废弃物用轮胎

移动式破碎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建筑施

工机械与设

备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

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国建设教

育协会等 

  否 工信厅科[2017] 70号 

2017-0634T-JB 

33  JB/T 14115-2021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移动

式废混凝土筛

分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建筑施

工机械与设

备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

究院有限公司、北京

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

限公司、中国建设教

育协会等 

  否 工信厅科[2017] 70号 

2017-0636T-JB 

34  JB/T 14116-2021 道路施工与养

护 机 械 设 备  

地面切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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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

司、中交一公局第一

工程有限公司、神州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 

 JG/T 5007-1992 否 工信厅科 [2014] 114

号 

2014-0612T-JB 

35  JB/T 14117-2021 道路施工与养

护 机 械 设 备  

橡胶沥青改性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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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通大学、成都

华川公路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深圳市市政

工程总公司等 

  否 工信厅科函[2015] 529

号 

2015-0441T-JB 

36  JB/T 14119-2021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螺旋

挤土桩机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建筑施

工机械与设

备标准化技

山东卓力桩机有限公

司、北京建筑机械化

研究院有限公司、卓

  否 工信厅科[2017] 70号 

2017-0635T-JB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ZT21002013.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372014.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41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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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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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术委员会 典设计（海南）有限

公司等 

37  JB/T 14150-2021 叉车属具  单

双托盘叉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工业车

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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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22T-JB 

38  JB/T 14151-2021 叉车属具  推

出器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工业车

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起重运输机

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24T-JB 

39  JB/T 14152-2021 叉车属具  纸

箱夹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工业车

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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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626T-JB 

40  JB/T 13873-2021 工业过程控制

系统用气动低

温控制阀 

产品 推荐 制定 2019 全国大型铸

锻件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 

  否 工信厅科[2016]110 号 

2016-0659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3082015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3082015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AHCPZT11322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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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计划项目调整申请汇总表 

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1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49T-JB 

气流冲击造型

机 

牵头单位由“济南铸造

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调整为“济南铸锻

所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在审查阶段，

因该公司已申请破产，不再承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因此，有专家建议变更标

准牵头单位。工作组经研讨，考虑到实际承担标准起草人员所在单位变化的原

因，将标准牵头单位更改为“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

体委员审查通过 

1 

2  工 信 厅 科

[2014]114号 

2014-0616T-JB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废混

凝土破碎筛分

联合设备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到 2019年底 

计划项目要求 2016年完成。由于征求意见后，需要对标准中粉尘参数进行

补充试验，因此延期至今。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 

3  工 信 厅 科

[2014]114号 

2014-0616T-JB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废混

凝土破碎筛分

联合设备 

制修订由“修订”变更

为“制定” 

计划项目为修订 JG/T 5097-1997《联合碎石设备》。JG/T 5097-1997《联合

碎石设备》为原建设部行业标准，住房城乡建设部 2013第 181 号公告已废止该

标准，因此改为制定。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 

4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10T-JB 

农林拖拉机用

中高压齿轮泵 

牵头单位由“洛阳荆山

液压件有限公司”调整

为“洛阳荆山机械制造

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洛阳荆山液压件有限公司”。在标准复核上报前，由

于原洛阳荆山液压件有限公司与意大利米塔公司合资，原洛阳荆山液压件有限

公司的齿轮泵生产业务部门（负责本标准起草的业务部门和起草人所在部门）

由新成立的洛阳荆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承担。伊川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年

5月9日批准在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城关镇注册成立洛阳荆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洛阳市伊川县城关镇街道办事处顺城西街 304号）。报批时，将标

准起草的牵头单位名称由“洛阳荆山液压件有限公司”变更为“洛阳荆山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此变更得到了标准审查会到会委员的一致通过 

11 

5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全立式电机转

子压铸机  第

牵头单位由“泉州市中

标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

司”调整为“南安市中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泉州市中标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在起草阶段，

经工作组研究，考虑到“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做了大量工作，

17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412014.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412014.aspx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34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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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2018-1051T-JB 1部分：参数 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

司” 
为主要起草单位，因此，将标准牵头单位变更为“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究院有

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46T-JB 

辊道式抛丸清

理机 

被代替标准由“ JB/T 

9984.1-2011”调整为

“JB/T 9984.1-2011，

JB/T 9984.2-2011” 

计划项目修订代替“JB/T 9984.1-2011”。在征求意见阶段，有委员提出考

虑到国家精简标准政策及便于相关人员使用，建议将原代替标准“JB/T 

9984.1-2011”改为整合修订、代替“JB/T 9984.1-2011  辊道式抛丸清理机  第

1部分：参数”和“JB/T 9984.2-2011  辊道式抛丸清理机  第 2部分：技术条

件”。标准编号相应调整为单独标准编号。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1 

7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48T-JB 

金属型重力铸

造机  技术条

件 

牵头单位由“泉州市中

标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

司”调整为“南安市中

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

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泉州市中标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在起草阶段，

工作组经研究，考虑到“南安市中机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做了大量工作，

为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因此，将标准牵头单位变更为“南安市中机标准化

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2 

8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55T-JB 

升降包 被代替标准由“ JB/T 

11046.1-2011”调整为

“JB/T 11046.1-2010，

JB/T 11046.2-2011” 

计划项目修订代替“JB/T 11046.1-2011”。在起草阶段，经工作组研讨，

考虑到国家精简标准政策及便于相关人员使用，将原代替标准“ JB/T 

11046.1-2011”改为整合修订、代替“ JB/T 11046.1-2010”和“ JB/T 

11046.2-2011”两项标准，标准编号相应调整为整体标准编号。此变更经全体

委员审查通过 

23 

9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36T-JB 

V 法铸造车载

真 空 泵 装 置  

技术条件 

名称由《V法铸造车载真

空泵装置  技术条件》

调整为《V法铸造车载真

空装置  技术条件》 

计划项目名称为“V 法铸造车载真空泵装置  技术条件”。在审查中，有委

员提出，目前 V 法铸造用的车载真空装置也就是真空泵，计划标准名称有些重

复，为了不引起歧义，便于各利益方使用，将标准名称改为“V法铸造车载真空

装置  技术条件”。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6 

10  工 信 厅 科

[2017] 70号 

2017-0637T-JB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振动

桩锤 

牵头单位由“北京建筑

机械化研究院”调整为

“上海振中建机科技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在起草阶段，标准编制工

作组与相关专家商议认为本标准由国内主要振动桩锤生产厂家作为主编单位更

为合适，向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施工设备分技术委

员会汇报后，将牵头单位“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改为国内主要振动桩锤产

品制造的“上海振中建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上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1 

11  工 信 厅 科

[2017] 70号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振动

牵头单位由“北京建筑

机械化研究院”调整为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在起草阶段，根据《中央

企业公司制改革工作实施方案》，经上级批准，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已按照《中

31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232018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ZT21002013.aspx


25 

 

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2017-0637T-JB 桩锤 “上海振中建机科技有

限公司”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完成了公示变更登记。改制后

名称为“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2  工 信 厅 科

[2017] 70号 

2017-0634T-JB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建筑

废弃物用轮胎

移动式破碎机 

牵头单位由“徐工集团

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

院”调整为“江苏徐工

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 

计划项目牵头起草单位“徐工集团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在标准的起

草阶段（2018年 1月），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徐工集团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

究院成立独立法人公司，名称为“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标准牵

头起草单位改为“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得到了标准审查

会到会委员的一致通过 

32 

1  工 信 厅 科

[2017] 70号 

2017-0636T-JB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移动

式废混凝土筛

分机    

牵头单位由“徐工集团

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

院”调整为“江苏徐工

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 

计划项目牵头起草单位“徐工集团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在标准的起

草阶段（2018年 1月），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徐工集团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

究院成立独立法人公司，名称为“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标准牵

头起草单位改为“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得到了标准审查

会到会委员的一致通过 

33 

2  工 信 厅 科

[2014] 114号 

2014-0612T-JB 

道路施工与养

护 机 械 设 备  

混凝土路面切

割机 

名称由《道路施工与养

护机械设备  混凝土路

面切割机》调整为《道

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地面切割机》 

计划项目名称“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混凝土路面切割机”。 在标准

审查阶段，与会委员认为本标准涉及到的切割机不仅可切割混凝土路面，还可

切割沥青路面，为与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一致，同时考虑到与 GB/T 38196-2019

《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  地面切割机  安全要求》的名称相协调，将标准名称

改为“道路施工与养护机械设备 地面切割机”。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4 

3  工 信 厅 科

[2014] 114号 

2014-0612T-JB 

道路施工与养

护 机 械 设 备  

混凝土路面切

割机 

牵头单位由“北京交通

大学”调整为“中铁城

建集团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由于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是地面切

割机的研发应用企业，经北京交通大学、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和标委会三方

协商同意，本标准的牵头单位由中铁城建集团有限公司担任。此变更经全体委

员审查通过 

34 

4  工 信 厅 科

[2014] 114号 

2014-0612T-JB 

道路施工与养

护 机 械 设 备  

混凝土路面切

割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到 2019年底 

计划项目完成时间 2016年。由于征求意见后对环境噪声及耳边噪声指标需

要进行进一步试验研究确定，延期至 2019年底。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4 

5  工 信 厅 科

[2014] 114号 

2014-0612T-JB 

道路施工与养

护 机 械 设 备  

制修订由“修订”变更

为“制定” 

计划项目修订、代替 JG/T 5007-1992《混凝土路面切缝机》。JG/T 5007-1992

《混凝土路面切缝机》为原建设部行业标准，有标委会委员认为该标准属于不

34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372014.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372014.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372014.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37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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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混凝土路面切

割机 

同部门的行业标准，不宜相互替代，因此改为制定。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

过 

6  工 信 厅 科 函

[2015] 529号 

2015-0441T-JB 

道路施工与养

护 机 械 设 备  

橡胶沥青改性

设备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7年

调整到 2019年底 

计划项目完成时间 2017年。由于按照审查会专家意见，需要补充部分参数

并进行试验验证，延期至 2019年底。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5 

7  工 信 厅 科

[2017] 70号 

2017-0635T-JB 

建筑施工机械

与设备  螺旋

挤土桩机    

牵头单位由“北京建筑

机械化研究院”调整为

“山东卓力桩机有限公

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在起草阶段，标准编制工

作组与相关专家商议认为本标准由国内主要螺旋挤土桩机生产厂家作为主编单

位更为合适，山东卓力桩机有限公司是螺旋挤土桩机主要生产企业，其技术成

熟领先。向全国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基础施工设备分技术委

员会汇报后，将牵头单位“北京建筑机械化研究院”改为 “山东卓力桩机有限

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6 

8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59T-JB 

工业过程控制

系统用气动低

温控制阀 

牵头单位由“上海工业

自动化仪表研究院”调

整为“杭州良盛电气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为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富阳南方阀业有限公司。

在起草阶段，考虑到为充分发挥行业骨干企业参与标准化工作积极性，提高标

准的适用性，将牵头单位变更为：杭州良盛电气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

审查通过 

40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412014.aspx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AHCPZT1132201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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