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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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1  JB/T 14131-2021 柑橘滚筒榨汁
机 

规定了柑橘滚筒榨汁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将柑橘采用圆盘刀进行切半，通过两个旋转滚筒之间的间隙
变化进行挤压榨汁的柑橘滚筒榨汁机 

  现代
农机
装备 

批准后
六个月 

2  JB/T 14132-2021 柑橘切半榨汁
机 

规定了柑橘切半榨汁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将柑橘（橙、柠檬等）进行切半，采用多头旋转榨锥和榨杯
组合对其进行挤压榨汁的柑橘切半榨汁机 

  现代
农机
装备 

批准后
六个月 

3  JB/T 14133-2021 果蔬带式压滤
机 

规定了果蔬带式压滤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将破碎后的果蔬物料利用压滤带和多级榨辊的连续压榨作
用进行榨汁的果蔬带式压滤机 

  现代
农机
装备 

批准后
六个月 

4  JB/T 14134-2021 果蔬链板式干
燥机 

规定了果蔬链板式干燥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果蔬物料在移动的冲孔链板上，通过不同温区分段，采用穿
流加热方式，连续进行热风干燥的果蔬链板式干燥机 

  现代
农机
装备 

批准后
六个月 

5  JB/T 14135-2021 果蔬真空加压
浸渍设备 

规定了果蔬真空加压浸渍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采用真空、加压交替作用完成果蔬物料在同一容器内浸渍加
工的真空加压浸渍设备 

  现代
农机
装备 

批准后
六个月 

6  JB/T 14143-2021 果蔬微波干燥
机 

规定了果蔬微波干燥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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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采用微波辐射的方式对果蔬进行脱水干燥的果蔬微波干燥
机 

  现代
农机
装备 

批准后
六个月 

7  JB/T 14180-2021 钢质汽车转向
节锻件  工艺
规范 

规定了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的工艺规范，包括锻件图的设计、主要
工艺参数的确定、设备的选择、模具的要求、坯料的制备、坯料的加热、
模具的预热与润滑、锻造工艺过程、锻件的热处理、表面清理及检验要
求。 

适用于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 

  质量
提升 

批准后
六个月 

8  JB/T 14209.1-2021 滚珠直线导轨
副  第 1部分：

规定了四滚道四方向等载荷型的滚珠直线导轨副的型式、参数和安
装连接尺寸。 

  质量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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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参数 适用于以滚珠为滚动体，规格为 15～125的滚珠直线导轨副 
9  JB/T 14019-2021 重桶液态物料

灌装机 
规定了重桶液态物料灌装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基本参数、

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适用于向预制灌装容器（钢桶、塑料桶、钢塑复合桶等）灌装 10 kg

及以上液态物料的灌装机，应用于化工、食品、农产品、饲料、添加剂
等液态物料的灌装 

  质量
提升 

批准后
六个月 

10  JB/T 14025-2021 机电产品单板
层积材包装通
用规范 

规定了应用单板层积材等代木材料进行机电产品包装的基本要求、
技术要求、检验。 

适用于机电产品的包装、运输和储存 

  质量
提升 

批准后
六个月 

11  JB/T 14027-2021 重型包装用单
板层积材及结
构材技术条件 

规定了重型机电产品包装用的单板层积材和结构材的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包装、运输与储存。 

适用于重型机电产品包装用的单板层积材与结构材 

  质量
提升 

批准后
六个月 

12  JB/T 14181-2021 共轨系统用喷
油器壳体精密
锻件  工艺规
范 

规定了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的工艺规范，包括总则、下
料、分重、抛丸及预润滑、加热、锻造、热处理、表面清理、磁粉探伤、
锻件的要求。 

适用于锻件在压力机上采用浮动凹模闭塞模锻成形的工艺编制 

  工业
基础 

批准后
六个月 

13  JB/T 14223-2021 无损检测仪器
充电式交流磁
轭探伤仪 

规定了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和包装。 

适用于电池组供电的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 

  工业
基础 

批准后
六个月 

14  JB/T 14218-2021 焊接聚晶金刚
石螺旋齿立铣
刀 

规定了焊接聚晶金刚石螺旋齿立铣刀的型式和尺寸、标记示例、技
术要求、标志和包装等基本要求。 

适用于焊接聚晶金刚石螺旋齿立铣刀 

  高档
数控
机床 

批准后
六个月 

15  JB/T 14219-2021 焊接聚晶金刚
石球头立铣刀 

规定了焊接聚晶金刚石球头立铣刀的型式和尺寸、标记示例、技术
要求、标志和包装等基本要求。 

适用于焊接聚晶金刚石球头立铣刀 

  高档
数控
机床 

批准后
六个月 

16  JB/T 14220-2021 硬质合金螺纹
柄铰刀 

规定了硬质合金螺纹柄铰刀的符号、型式和尺寸、技术要求、标志
和包装等基本要求。 

适用于公称直径大于 3.5mm 至 16mm 的硬质合金螺纹柄铰刀，其它
螺纹柄铰刀也可参照采用 

  高档
数控
机床 

批准后
六个月 

17  JB/T 14222-2021 轮槽铣刀  技
术条件 

规定了轮槽铣刀的尺寸和几何公差、外观和表面粗糙度、材料和硬
度、标志和包装的技术要求。 

适用于汽轮机转子轮槽加工用刃部直径为 15mm~100mm 的直柄和
7:24锥柄轮槽铣刀 

  高档
数控
机床 

批准后
六个月 

18  JB/T 9428-2021 立体眼镜  技
术条件 

规定了观看立体电影、立体幻灯、立体图片等立体影像的立体眼镜
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特点、H型偏振片做成的被动偏光立体眼镜角度、
立体眼镜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JB/T 
9428-1999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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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适用于观看立体电影、立体幻灯、立体图片等立体影像的立体眼镜 
19  JB/T 9429-2021 单机宽银幕偏

光立体电影放
映偏转镜  技
术条件 

规定了 l6mm、35mm 电影放映机用单机宽银幕偏光立体放映偏转镜
的组成及角度、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适用于 l6mm、35mm电影放映机用单机宽银幕偏光立体放映偏转镜 

JB/T 
9429-1999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0  JB/T 14155-2021 偏轴菲涅尔透
镜 

规定了短焦距光学屏幕用偏轴菲涅尔透镜的尺寸、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投影机的投射比不大于 0.3的短焦距光学屏幕用偏轴菲涅尔
透镜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1  JB/T 14156-2021 投影光学非球
面超短焦物镜 

规定了投影用光学非球面超短焦物镜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基本参
数和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适用于折反射非球面式超短焦投影物镜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2  JB/T 14157-2021 立体电影激光
放映银幕 

规定了立体电影激光放映银幕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配备了消除激光散斑装置、并采用偏振形式的立体电影激光
放映软质反射银幕，不适用于其他特殊用途的银幕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3  JB/T 14158-2021 立体电影激光
放映银幕架系
统 

规定了立体电影激光放映银幕架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基本结构、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验收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影院用固定安装的立体电影激光放映银幕架系统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4  JB/T 14126-2021 饼干加工机械  
面粉定量投放
装置 

规定了面粉定量投放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饼干生产中将面粉自动输送并定量投放的面粉定量投放装
置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5  JB/T 14127-2021 饼干加工机械  
油水定量投放
装置 

规定了油水定量投放装置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饼干生产中将液态食用油和水自动输送，定量投放的油、水
定量投放装置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6  JB/T 14128-2021 饼干面片叠层
机 

规定了饼干面片叠层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饼干生产线上将面团轧制成面片、撒酥粉、切断后叠层输出
的饼干面片叠层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7  JB/T 14129-2021 饼干喷油机 规定了饼干喷油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在饼干表面上喷洒食用油的饼干喷油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28  JB/T 14130-2021 隧道式饼干燃
气烤炉 

规定了隧道式饼干燃气烤炉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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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适用于饼坯置于输送带上，在隧道中连续输送，采用燃气热源对饼
坯进行烘烤的隧道式饼干燃气烤炉 

29  JB/T 14136-2021 薯类制泥机 规定了薯类制泥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将熟化后的薯片或薯块采用螺旋推进方式进行挤压穿过栅
板制成薯泥的薯类制泥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0  JB/T 14137-2021 豆皮分离机 规定了豆皮分离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利用转子冲击和筛网过滤，使煮熟豆类的豆皮与豆沙进行分
离的豆皮分离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1  JB/T 14138-2021 豆沙全粉生产
线 

规定了豆沙全粉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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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选用成品红小豆、绿豆等原料，经清洗、蒸煮、磨浆、压滤
脱水、干燥等加工工序制成豆沙全粉的豆沙全粉生产线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2  JB/T 14139-2021 射流式豆类洗
选机 

规定了射流式豆类洗选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利用水流喷射作用对豆类物料进行清洗、除杂的射流式豆类
洗选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3  JB/T 14140-2021 食品机械  化
糖设备 

规定了食品加工中化糖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采用燃气（直燃）或电（导热油）加热方式将白砂糖、绵白
糖等食用糖定量溶解并混合成糖液的化糖设备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4  JB/T 14141-2021 食品机械  调
配设备 

规定了食品加工中调配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食品生产过程中按工艺要求将液体原料和辅料使用桨叶均
匀混合的调配设备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5  JB/T 14142-2021 淀粉降解母粒
生产线 

规定了淀粉降解母粒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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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用于以淀粉为主要原料，经过计量、配料、混炼、拉条、冷却和
切粒等加工工序制成降解母粒的淀粉降解母粒生产线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6  JB/T 14144-2021 夹心软糖生产
线 

规定了夹心软糖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组成、基本参数、工
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加工夹心块状软糖的夹心软糖生产线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7  JB/T 14145-2021 全自动花色硬
糖生产线 

规定了全自动花色硬糖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组成、基本参
数、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适用于通过挤压成型加工彩色条纹块状硬糖的全自动花色硬糖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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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产线 
38  JB/T 4297-2021 泵 产 品 涂 漆  

技术条件 
规定了泵产品的涂漆技术要求和涂装检验要求。 
适用于泵产品金属零（部）件表面漆膜的喷涂、刷涂、浸涂和阴极

电泳涂装 

JB/T 
4297-2008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39  JB/T 6879-2021 离心泵铸件过
流部位尺寸公
差 

规定了离心泵铸件过流部位尺寸公差和技术要求。 
适用于离心泵除轻金属件和抗磨白口铸铁件以外的所有过流金属

铸件 

JB/T 
6879-2008 

 基础
公益 

批准后
六个月 

40  JB/T 6880.2-2021 泵用铸件  第
2部分：泵用铸
钢件 

规定了泵用铸钢件的牌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缺陷
修补及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砂型铸造且图样或其他技术文件中对焊补无特殊要求和规
定的泵用铸钢件。其他类型铸造方法生产的铸钢件，可参照执行 

JB/T 
6880.2-2008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1  JB/T 14160-2021 多相混输单螺
杆泵 

规定了多相混输单螺杆泵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和贮存，供货范围，保证事项。 

适用于多相混输单螺杆泵的设计、制造、检验和使用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2  JB/T 14161-2021 离心式流程泵
安全运行技术
规范 

规定了应用于石油、化工、天然气等工业中连续运转的离心式流程
泵在设计、制造、安装、使用及维护中应遵守的安全要求。 

适用于石油化工用流程离心泵。其他工业用的离心泵可参照使用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3  JB/T 14162-2021 双头单螺杆泵 规定了双头单螺杆泵的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成套、标志、包装与贮存和保证事项。 

适用于输送水状、糊状直至高黏度介质的双头单螺杆泵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4  JB/T 14163-2021 微型喷水推进
泵 

规定了微型喷水推进泵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型号、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适用于径向进水式、贯流式喷水推进泵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5  JB/T 14121-2021 缸动式快速锻
造液压机 

规定了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适用于整体机架预应力结构的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6  JB/T 14122-2021 轨道式锻造装
出料机 

规定了轨道式锻造装出料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适用于轨道式锻造装出料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7  JB/T 14123-2021 轨道式全液压
锻造操作机 

规定了轨道式全液压锻造操作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参数、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适用于 3000kN以下的轨道式全液压锻造操作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8  JB/T 14124.1-2021 多连杆肘杆式
冷挤压压力机  
第 1部分：基本
参数 

规定了多连杆肘杆式冷挤压压力机的基本参数。 
适用于公称力 1600kN～25000kN的立式多连杆肘杆式冷挤压压力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49  JB/T 14124.2-2021 多连杆肘杆式 规定了多连杆肘杆式冷挤压压力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其他 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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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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冷挤压压力机  
第 2部分：技术
条件 

则、包装、运输与贮存。 
适用于 1600kN～25000kN的立式多连杆肘杆式冷挤压压力机 

六个月 

50  JB/T 14124.3-2021 多连杆肘杆式
冷挤压压力机
第 3部分：精度 

规定了多连杆肘杆式冷挤压压力机的检验说明、精度检验。 
适用于 1600kN～25000kN的立式多连杆肘杆式冷挤压压力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1  JB/T 14125-2021 冰柜内胆钣金
自动成型线 

规定了冰柜内胆钣金自动成型线的术语、型号、技术要求、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适用于冰柜内胆钣金自动成型线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2  JB/T 7153.2-2021 土方机械  轮
胎 式 推 土 机  
第 2部分：技术
条件 

规定了轮胎式推土机的术语和定义、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发动机额定功率不小于 75kW的轮胎式推土机 

JB/T 
7153.1-1993
、 JB/T 
7153.2-1993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3  JB/T 14202-2021 轮胎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
法、失效分类及
评定 

规定了轮胎式推土机的术语和定义、试验方法、失效分类及评定。 
适用于额定功率在 130 kW～450 kW的轮胎式推土机 

JB/T 
50091-1997 

 基础
公益 

批准后
六个月 

54  JB/T 14203-2021 土方机械 再制
造振动压路机 

规定了再制造振动压路机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适用于再制造压路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5  JB/T 14204-2021 土方机械 再制
造履带式液压
挖掘机 

规定了再制造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适用于工作质量不大于 200000 kg的再制造挖掘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6  JB/T 10801.7-2021 电主轴  第 7
部分：特殊用途
电主轴  技术
条件 

规定了特殊用途电主轴设计、制造和验收的基本要求。 
适用于滚动轴承支承的拉碾用电主轴、切割用电主轴、离心机用电

主轴和试验机用电主轴等特种用途电主轴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7  JB/T 12605.2-2021 螺母旋转式滚
珠丝杠副  第
2部分：精度检
验 

规定了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副的精度等级、检验要求、检验方法及
相应的允差。 

适用于机床用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副，其它机械产品使用的螺母旋
转式滚珠丝杠副亦可参照执行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8  JB/T 12605.3-2021 螺母旋转式滚
珠丝杠副  第
3部分：技术条
件 

规定了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副的制造与验收的技术要求。 
适用于机床用螺母旋转式螺母旋转滚珠丝杠副，其它机械产品使用

的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副亦可参照执行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59  JB/T 14209.4-2021 滚珠直线导轨
副  第 4部分：

规定了滚珠直线导轨副垂直静刚度的术语与定义，以及计算方法。 
适用于四滚道四方向等载荷型滚珠直线导轨副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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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静刚度 
60  JB/T 14205-2021 焙烤食品自动

理料设备 
规定了焙烤食品自动理料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组成、

基本参数及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与贮存等要求。 

适用于焙烤类食品生产线上，在焙烤类食品成型后，自动完成整理、
分配、理料等输送过程的设备，也可适用于糖果、巧克力、膨化休闲食
品等行业的自动理料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1  JB/T 14206-2021 带内衬袋给袋
式茶叶自动真
空包装机 

规定了带内衬袋给袋式茶叶自动真空包装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
型式、基本参数、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复合膜预制袋为外袋的带内衬袋的茶叶自动真空包装机，也
适用于其他可包装物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2  JB/T 14207-2021 给袋式自动真
空包装机 

规定了给袋式自动真空包装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基本参
数、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贮存。 

适用于复合膜预制袋的给袋式自动真空包装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3  JB/T 14208-2021 扭结式棒棒糖
包装机 

规定了扭结式棒棒糖包装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主要结构、
基本参数、工作条件、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与贮存。 

适用于对球形、扁形、异形等棒棒糖进行扭结、热封的包装设备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4  JB/T 14017-2021 包装纸箱（盒）
数控割样机 

规定了包装纸箱（盒）数控割样机的术语和定义、组成、型号、基
本参数和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等要求。 

适用于对包装纸箱（盒）样品材料进行切割、绘图、压痕的数控割
样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5  JB/T 14018-2021 重袋自动封口
机 

规定了重袋自动封口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基本参数与工
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
要求。 

适用于将已充填 10kg~50kg颗粒状、片状、粉状等物料的预制敞口
袋进行封口的自动封口机，也适用于自动包装生产线上配套的自动封口
机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6  JB/T 14020-2021 单张式纸袋机 规定了单张式纸袋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基本参数及工作
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
求。 

适用于以单张纸为原材料的纸袋制袋机，应用于日用消费品和工业
用品等包装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7  JB/T 14021-2021 卷筒方底纸袋 规定了卷筒方底纸袋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基本参数及工   其他 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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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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项
分类 

建议实
施日期 

机 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要求。 

适用于以卷筒纸为原材料的方底纸袋制袋机，应用于日用消费品和
工业用品等包装 

六个月 

68  JB/T 14022-2021 卫生巾（垫）成
型加工包装生
产线 

规定了卫生巾（垫）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
式、基本参数、工作条件、生产线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要求。 

适用于以外包覆材料、内置吸收层、防漏底膜等为原料生产的卫生
巾（垫）的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69  JB/T 14023-2021 婴 儿 纸 尿 裤
（片、垫）成型
加工包装生产
线 

规定了婴儿用纸尿裤（片、垫）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
型号、型式、基本参数、工作条件、生产线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要求。 

适用于由外包覆材料、内置吸收层、防漏底膜等制成一次性使用的
婴儿纸尿裤（片、垫）的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70  JB/T 14024-2021 单立柱码垛机 规定了单立柱码垛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型式、主要组成、基本
参数及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与贮存。 

适用于将形状统一的堆码件，按一定规则堆积在托盘上的单立柱式
的码垛机，应用于食品、日化、医药等行业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71  JB/T 14026-2021 机器人装箱机 规定了机器人装箱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组成、基本参数及工作
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等要
求。 

适用于利用机器人的协同运动，带动末端执行器将物料装入包装箱
内的机器人装箱机。不适用于易燃易爆、易腐蚀环境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72  JB/T 14216-2021 80°非密封管
螺纹丝锥 

规定了 80°非密封管螺纹丝锥的型式和尺寸、螺纹公差、技术要求、
标志和包装等基本要求。 

适用于加工螺纹尺寸符合 GB/T 29537-2013 中，代号为 Pg7～Pg48
的 80°非密封管螺纹的丝锥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73  JB/T 14217-2021 普通圆弧螺纹
丝锥 

规定了普通圆弧螺纹丝锥的型式和尺寸、螺纹公差、技术要求、标
志和包装的基本要求。 

适用于加工普通圆弧内螺纹，螺纹代号为 Rd8～Rd65（第一系列），
螺纹中径精度为 7H、8H，螺纹小径精度为 6H、7H 四种公差带的普通圆
弧螺纹丝锥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74  JB/T 14221-2021 扩张型铰刀 规定了米制 6mm～50mm、英制 1/4inch～1 1/4inch，扩张型铰刀的
型式、尺寸、技术要求、标志和包装等基本要求。 

适用于用螺杆调节扩张直径的扩张型铰刀 

  其他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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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的情况说明 

一、总体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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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项，制定项目 67项，修订项目 7项。 

（二）报批项目的领域划分及分布情况 

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 11个专业领域，分布见下表。 
序号 专业领域 项数 

1  包装机械 11 

2  泵 7 

3  刀具 7 

4  电影和电教机械 6 

5  锻压 2 

6  锻压机械 7 

7  金属切削机床 5 

8  食品包装机械 4 

9  食品机械 20 

10  试验机 1 

11  土方机械 4 

合计 74 

（三）本次报批的重点专项和基础公益类项目情况 

1．重点领域标准情况说明 

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 14项，见下表。 

重点领域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  柑橘滚筒榨汁
机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装备发展行动
方案（2016-2025）》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3T-JB 

2  柑橘切半榨汁
机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装备发展行动
方案（2016-2025）》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4T-JB 

3  果蔬带式压滤
机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装备发展行动
方案（2016-2025）》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5T-JB 

4  果蔬链板式干
燥机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装备发展行动
方案（2016-2025）》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6T-JB 

5  果蔬真空加压
浸渍设备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装备发展行动
方案（2016-2025）》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8T-JB 

6  果蔬微波干燥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 工信厅科[2017]7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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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机 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
见》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机装备发展行动
方案（2016-2025）》 

2017-0487T-JB 

7  滚珠直线导轨
副  第 1部分：
参数 

属于战略型新兴产业的新技术范围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08T-JB 

8  重桶液态物料
灌装机 

国务院装备制造业振兴规划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31T-JB 

9  机电产品单板
层积材包装通
用规范 

节材代木 工信厅科[2012] 182号 
2012-1751T-JB 

10  重型包装用单
板层积材及结
构材技术条件 

节材代木 工信厅科[2012] 182号 
2012-1750T-JB 

11  焊接聚晶金刚
石螺旋齿立铣
刀 

国家重大专项《复杂数控刀具创新能力平台
建设》中急需配套的标准项目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6T-JB 

12  焊接聚晶金刚
石球头立铣刀 

国家重大专项《复杂数控刀具创新能力平台
建设》中急需配套的标准项目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7T-JB 

13  硬质合金螺纹
柄铰刀 

国家重大专项《复杂数控刀具创新能力平台
建设》中急需配套的标准项目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9T-JB 

14  轮槽铣刀  技
术条件 

国家重大专项《复杂数控刀具创新能力平台
建设》中急需配套的标准项目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8T-JB 

2．基础公益标准情况说明 

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基础公益项目 4项，见下表。 

基础公益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来源 

1  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  工艺规范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31T-JB 

2  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  工艺规范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32T-JB 

3  离心泵铸件过流部位尺寸公差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529T-JB 

4  轮胎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失效分类及评定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71T-JB 

3．标准专项标准情况说明 

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属于标准专项项目 17项，见下表。 

标准专项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计划来源 

1  柑橘滚筒榨汁机 重点-现代农机装备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3T-JB 

2  柑橘切半榨汁机 重点-现代农机装备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4T-JB 

3  果蔬带式压滤机 重点-现代农机装备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5T-JB 

4  果蔬链板式干燥机 重点-现代农机装备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6T-JB 

5  果蔬真空加压浸渍设备 重点-现代农机装备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8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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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分类 计划来源 

6  果蔬微波干燥机 重点-现代农机装备 工信厅科[2017]70号 
2017-0487T-JB 

7  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  工艺规范 基础公益-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31T-JB 

8  滚珠直线导轨副  第 1部分：参数 重点-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2016]110号 
2016-0508T-JB 

9  重桶液态物料灌装机 重点-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2013]217号 
2013-2231T-JB 

10  机电产品单板层积材包装通用规范 重点-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2012]182号 
2012-1751T-JB 

11  重型包装用单板层积材及结构材技术
条件 

重点-质量提升 工信厅科[2012]182号 
2012-1750T-JB 

12  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  工
艺规范 

基础公益-工业基础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32T-JB 

13  无损检测仪器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 其他-工业基础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947T-JB 

14  焊接聚晶金刚石螺旋齿立铣刀 重点-高档数控机床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6T-JB 

15  焊接聚晶金刚石球头立铣刀 重点-高档数控机床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7T-JB 

16  硬质合金螺纹柄铰刀 重点-高档数控机床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9T-JB 

17  轮槽铣刀  技术条件 重点-高档数控机床 工信厅科函[2019]245号 
2019-1148T-JB 

（四）报批项目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1．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基本情况 

制定项目 67项，涉及包装机械 11项、泵 4项、刀具 7项、电影和电教机械 4项、

锻压 2 项、锻压机械 7 项、金属切削机床 5 项、食品包装机械 4 项、食品机械 20 项、

试验机 1项和土方机械 2项，共 11个领域。 

修订项目 7项，涉及泵 3项、电影和电教机械 2项和土方机械 2项，共 3个领域。 

重点项目 14 项，涉及包装机械 3 项、刀具 4 项、金属切削机床 1 项和食品机械 6

项，共 4个领域。 

基础公益项目 4项，涉及泵 1项、锻压 2项和土方机械 1项，共 3个领域。 

标准专项项目 17 项，涉及包装机械 3 项、刀具 4 项、锻压 2 项、金属切削机床 1

项、食品机械 6项和试验机 1项，共 6个领域。 

部省联动项目 3项，涉及泵 1项（浙江）和土方机械 2项（安徽），共 2个领域。 

2．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对产业的支撑作用 

（1）促进科技进步的引领性作用 

例如：《柑橘滚筒榨汁机》是符合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6年 1月 27日印发《 关

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13．推动农产品

加工业转型升级；加强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促进农产品初加工、精深加工及综合利用

加工协调发展”;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12 月 22 日发布工信部联装〔2016〕413

号《农机装备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

果蔬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质量追溯等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7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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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技术的重点项目”。 

该标准规定了榨汁机材料的选择和设备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l6798 和 GB/T 

19891-2005 的规定，基本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2 的规定，零部件的机械加工技术要

求应符合 SB/T 223的规定，装配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4的规定，铸件技术要求应符

合 SB/T 225 的规定，焊接技术要求应符合 SB/T 226 的规定；润滑脂应符合 GB 15179

的规定，电气安全应符合 GB/T 5226.1的规定，安全防护应符合 JB 7233的规定，榨汁

机操作盘安全防护应符合 GB/T 4208的规定。 

该标准主要解决了榨汁机的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

规定了生产能力、出汁率、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填补了国内标准空白。 

例如：《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  工艺规范》根据行业内普遍采用的转向节成形工艺

特点，将转向节锻造工艺分为平锻转向节和立锻转向节两大类。从而正确引导广大转向

节锻造企业根据转向节结构特点的不同，选择合适的锻造成形工艺，实现转向节锻件材

料利用率的提升和加工余量的优化。该标准规定了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的工艺规范，包

括锻件图的设计、主要工艺参数的确定、设备的选择原则、模具的要求、坯料的制备、

坯料的加热、模具的预热与润滑、锻造工艺过程、锻件的热处理、表面清理及检验要求。 

该标准规定了转向节锻件的一般工艺流程，并结合国内外高端客户对转向节锻件表

面脱碳层的具体要求，给出了“锻造过程宜采用一火加热锻造”，这对于转向节锻件表

面脱碳层深度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成形设备的不同，梳理整理了三种不同设备条

件下转向节锻件成形力的计算方法，从而为转向节锻件设备及吨位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

据；针对不同设备的成形原理，分别给出了锤锻模和机锻模宜选择的模具硬度范围，为

转向节锻件模具寿命的提高提供了理论指导；提出转向节力学性能保证与提升的有效手

段，对于广大转向节锻造企业优化锻造工艺水平、提升转向节锻件质量具有重大的意义。 

（2）标准专项促进产业发展作用 

1）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6 项 

——项目 1：《柑橘滚筒榨汁机》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12月 22日发布工信部联装〔2016〕413号《农机装备

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

食用菌、中药材、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该项目

属于“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柑橘滚筒榨汁机主要用于柑橘类水果榨汁加工，将柑橘采用圆盘刀进行切半，通过

两个旋转滚筒之间的间隙变化进行挤压榨汁，具有榨汁速度快、效率高、产量大、出汁

率高、操作方便和适应性强等特点，是柑橘汁加工生产的关键设备。对于提高我国主要

水果品种柑橘的加工附加值、促进节能增效、推动柑橘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柑橘滚筒榨汁机生产能力、出汁率、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

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

解决了柑橘滚筒榨汁机的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该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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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实施能保障榨汁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不再有划伤、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

产生，以及与柑橘汁接触的零部件不再向食品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用户可以长时

间放心使用。 

——项目 2：《柑橘切半榨汁机》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12月 22日发布工信部联装〔2016〕413号《农机装备

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

食用菌、中药材、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是果蔬

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该项目属于“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柑橘切半榨汁机主要用于柑橘类（橙、柠檬等）水果榨汁加工，将柑橘（橙、柠檬

等）进行切半，采用多头旋转榨锥和榨杯组合对其进行挤压榨汁，提高了柑橘汁产品质

量，榨汁速度快、出汁率高、洁净卫生、安全可靠、操作方便和适应性强，是柑橘汁加

工生产的关键设备。该设备降低了果汁产品中的苦味物质和橘皮油的含量，保证了果汁

的较好质量，榨后柑橘汁的处理工艺相对简单，降低了生产成本，同时提高柑橘汁加工

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促进我国柑橘汁生产企业不断发展。对于提高柑橘加工附加值、

促进节能增效、推动柑橘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柑橘滚筒榨汁机生产能力、出汁率、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

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

解决了柑橘滚筒榨汁机的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该标

准实施能保障榨汁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不再有划伤、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

产生，以及与柑橘汁接触的零部件不再向食品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用户可以长时

间放心使用。 

——项目 3：《果蔬带式压滤机》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12月 22日发布工信部联装〔2016〕413号《农机装备

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

食用菌、中药材、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是果蔬

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该项目属于“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近年来，我国果蔬汁行业发展很快，目前已是果蔬汁生产和消费大国。特别是在苹

果汁生产加工行业，我国苹果产量居世界第一，苹果汁生产量、消费量和出口量均处于

世界前列，大型苹果汁生产企业全部采用果蔬带式压滤机。果蔬带式压滤机主要用于果

疏物料的榨汁加工，其原理是将破碎后的果蔬物料由两条环状压滤带夹持输送，通过多

级榨辊的连续压榨作用进行榨汁，具有榨汁速度快、效率高、产量大、出汁率高、操作

方便、适应性强等特点。该设备对于提高果蔬加工附加值、促进节能增效、推动农产品

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果蔬带式压滤机生产能力、出汁率、压缩空气压力、正常工作噪声、

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主要解决果蔬带式压滤机的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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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安全问题，保障压滤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不再有划伤、挤压等伤害人体的

现象产生，以及与果蔬汁接触的零部件不再向食品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用户可以

长时间放心使用。 

——项目 4：《果蔬链板式干燥机》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12月 22日发布工信部联装〔2016〕413号《农机装备

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

食用菌、中药材、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是果蔬

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该项目属于“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果蔬链板式干燥机主要用于果疏物料的干燥加工，其工作原理是将果蔬物料在连续

移动的冲孔链板上，通过不同温区分段，采用穿流加热方式，连续进行热风干燥，具有

承载能力大、生产效率高、能耗低、加热均匀、易清洁和安全卫生等特点，属于高效节

能的农产品新技术装备。当前，我国果蔬干燥行业发展很快，市场量大面广，果蔬链板

式干燥机可大幅度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市场前景广阔，对于提高果蔬干燥产品附加值、

降本增效、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果蔬链板式干燥机生产能力、产品水分含量、干燥温度、蒸汽消耗量、

合格率、蒸汽压力、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解决了果蔬链板式干燥机的材质选

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问题，保障干燥机的安全性、可靠性和

卫生性，不再有划伤、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以及与果蔬干燥产品接触的零部件

不再向食品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用户可以长时间放心使用。 

——项目 5：《果蔬真空加压浸渍设备》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12月 22日发布工信部联装〔2016〕413号《农机装备

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

食用菌、中药材、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是果蔬

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该项目属于“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果蔬真空加压浸渍设备主要用于果疏物料的浸渍加工，采用真空、加压交替作用完

成果蔬物料在同一容器内的快速浸渍加工，具有物料浸渍均匀、可缩短浸渍时间、降低

生产成本、保障产品质量等特点。目前，果脯蜜饯、果蔬盐坯制品、糖制干果等食品加

工都会用到浸渍处理工艺，应用十分普遍，市场前景广阔，对于提高果蔬浸渍加工附加

值、提高产品品质、促进节能增效、推动食品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果蔬真空加压浸渍设备的容积、工作压力、夹套压力、工作温度、工

作室真空度、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解决了果蔬真空加压浸渍设备的材质选用、

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问题，保障浸渍设备的安全性、可靠性和卫

生性，不再有划伤、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以及与果蔬浸渍产品接触的零部件不

再向食品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用户可以长时间放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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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6：《果蔬微波干燥机》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12月 22日发布工信部联装〔2016〕413号《农机装备

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

食用菌、中药材、茶叶等特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是果蔬

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该项目属于“现代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果蔬微波干燥机主要用于果蔬原料的微波干燥加工，采用微波辐射的方式对果蔬物

料进行脱水干燥，具有干燥速度快、效率高、能耗低、安全卫生、操作方便等特点，属

于农产品绿色干燥的新技术装备。我国是果蔬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大国，当前，我国果蔬

干燥行业发展很快，市场量大面广，果蔬微波干燥机可大幅度降低能耗和生产成本，提

高干燥产品的质量，市场前景广阔，对于提高果蔬干燥产品附加值、降本增效、推动农

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果蔬微波干燥机生产能力、产品水分含量、微波干燥能耗、合格率、

微波输入功率、微波泄漏量、正常工作噪声、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指标以及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解决了果蔬微波干燥机的

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问题，保障干燥机的安全性、可

靠性和卫生性，不再有划伤、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以及与果蔬产品接触的零部

件不再向食品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用户可以长时间放心使用。 

2）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5 项 

——项目 7：《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  工艺规范》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三、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

升工程”标准专项。加快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

产业技术基础领域急需标准的制定，制修订金属成型、金属加工、热处理、锻压、铸造、

焊接、表面工程等基础工艺标准。该项目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钢质转向节锻件广泛应用于各类中重型商用车系列，是汽车的重要通用安保零部件

之一，其设计与制造水平直接影响汽车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当前各钢质汽车转向节锻

件生产企业的生产工艺不统一，已对该类锻件的质量稳定性带来长远的影响。该标准统

一规范了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的锻造生产工艺，保证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质量的稳定

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对我国钢质汽车转向节锻造行业实现节能、节材、降耗起到积

极的推动作用。 

该标准规定了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的工艺规范，包括锻件图的设计、主要工艺参数

的确定、设备的选择原则、模具的制作要求、坯料的制备、坯料的加热、模具的预热与

润滑、锻件的要求，能有效解决各钢质汽车转向节生产企业锻造工艺不一致，产品质量

层次不齐的现状；能够部分解决我国精密锻造领域发展中的标准缺失问题。按该标准生

产的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保证了质量稳定性，可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源消耗。有助于

我国品牌的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参与到国际竞争中，解决我国中高档钢质汽车转向节锻

件依赖进口的问题，推动我国商用车产业的发展。该标准分析和总结了国际知名汽车制

造企业——戴姆勒-奔驰关于转向节锻件性能要求，以及标准起草单位多年来积累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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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节产品的性能指标，提出了锻件热收缩率需结合产品形状的各向异性这一容易被忽视

的细节要求，综合考虑了坯料、模具制造、设备、工艺等主要工序以及模具预热与润滑

等辅助工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使产品获得了更好的性能，在产品生产效率方面也带来

了极大的提升。 

该标准为规范汽车转向节锻造行业提供有益的基础平台，可为国内汽车转向节锻造

企业提供钢质汽车转向节锻造工艺设计指导，为未来汽车转向节锻造技术发展提供支撑

作用；保证钢质汽车转向节锻件质量的稳定性，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转向节锻件生产的

规模化、产业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我国锻造行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降低国内各锻造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 

——项目 8：《滚珠直线导轨副  第 1部分：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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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滚珠直线导轨副属于高档数控机床的关键功能部件，通过该标准的制定，可以规范

滚珠直线导轨副相关参数；促进滚珠直线导轨副批量化、标准化生产；通过规定各项参

数，方便客户根据自身需求实现快速选型；为客户对滚动直线导轨副的验收提供了依据，

有助于开拓市场。 

——项目 9：《重桶液态物料灌装机》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要任务“实施智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

提升工程”，该项目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重桶液态物料灌装机是采用机、电、气、光和磁于一体的机电一体化控制设备，是

保障操作人员安全、机器代人、减少人力资源成本、提高包装质量、提升生产效率的智

能装备。在化工领域应用范围较广，如石油、润滑油、化学试剂等，有时每桶灌装容量

可达到 200kg。该标准针对化工等领域具有易燃易爆等危险产品的特殊环境及特殊产品

灌装要求，进行了严格规定，在保障机器代人、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对操作人员

人身安全的危害。该标准适用于向预制灌装容器（钢桶、塑料桶、钢塑复合桶等）灌装

10 kg 及以上液态物料的灌装机，应用于化工、食品、农产品、饲料、添加剂等液态物

料的灌装。 

——项目 10：《机电产品单板层积材包装通用规范》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要任务“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

提升工程”，该项目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我国是森林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森林蓄积率仅为世界总量的 3.2%。我国机电产品

包装大都是木材包装，约占各类包装材料的 80%左右，每年消耗木材在 1000万立方米以

上，占我国商品木材量的 1／6左右，而且大多是优质木材。 

单板层积材采用速生林木制造，用小径木材即可加工成所需厚板材，可节约大量的

优质木材或其他原木，且性能不低于原木，特别适合机电产品的包装，是机电产品包装

节材代木的主流材料，为机电产品包装节材的首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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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可指导机电企业正确使用单板层积材进行包装，促进开展节材代木工作，可

大幅度节省优质原木，促进单板层积材的推广使用，保护森林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项目 11：《重型包装用单板层积材及结构材技术条件》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要任务“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

提升工程”，该项目属于“质量提升标准专项”。 

我国机电产品包装主要是木材包装，约占各类包装材料的 80%左右，每年消耗木材

在 1000万立方米以上，占我国商品木材量的 1／6左右，并且其中大多是优质木材。 

单板层积材采用速生林木制造，板材尺寸不受原木径级影响，力学性能稳定，制造

过程中可节省大量林木资源，是机电产品等重型包装用节材代木的理想材料。而诸如层

积竹和正交层积材的结构材，其较高的强度为重载包装提供了可能。 

该标准有助于在机电企业和包装行业推广应用单板层积材，促进节材代木工作的开

展，节省优质原木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3）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2 项 

——项目 12：《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  工艺规范》 

依据《国家工业基础标准体系建设指南》重点任务 “（二）先进基础工艺标准研制

——专栏 3 先进基础工艺领域急需标准研制——（2）先进高效锻压工艺标准研制——

发动机关键零件精锻成形”，该项目属于“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共轨式燃油喷射系统是柴油发动机上最重要的部件，喷油器壳体是共轨式燃油喷射

系统的核心承压单元，其承受交变高压的能力直接决定了共轨系统乃至柴油发动机的性

能。目前，国外柴油发动机的电控燃油喷射技术已相当普及，而国内对电控高压共轨燃

油喷射系统的研究起步较晚，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的生产长期以来都被外资企业垄断，

国内由于缺乏该产品的技术标准，且出于生产成本和市场竞争考虑，一直采用普通的热

模锻技术生产该产品，导致产品的金属流线、组织性能不能满足高端共轨系统的要求，

市场占有率低，技术水平比较落后。 

该标准是柴油发动机电控共轨喷油系统用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的工艺规范标准，采

用的是闭塞锻造工艺，即通过两个以上模具或冲头的单向或对向运动，挤压金属充满型

腔，在一次变形中获得较大的变形量和复杂的型面，金属流线完整，提高了材料的利用

率，省却了绝大部分切削加工，提高了产品的性能，是一种优质、精密、高效、节材的

精密锻造工艺技术，属于先进高效锻压工艺。 

该标准规定了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的工艺规范，包括总则、下料、分重、

抛丸及预润滑、加热、锻造、热处理、表面清理、磁粉探伤和锻件的要求。解决了共轨

系统用喷油器壳体精密锻件工艺规范标准缺失的问题，有效规范了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

体精密锻件的生产制造全过程，保证了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体产品的高性能、高可靠性

发展，使产品性能、质量达到国际水平，提高我国共轨系统用喷油器壳体产品质量；指

导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推荐企业采用优质、精密、高效、节材、环保的闭塞锻造工

艺，加快先进基础工艺在生产过程中的推广应用，促进我国先进基础工艺的绿色化进程，

对我国发展新一代绿色柴油发动机具有重要意义。 

该标准为我国的关键零部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通过先进标准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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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和质量效益提高，对行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项目 13：《无损检测仪器  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   

依据《国家工业基础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专栏 5基础共性技术领域急需标准研制中

“安全性标准研制”，该项目属于“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压力容器（锅炉、储气罐、油罐等）、压力管道（气管、油管、水管）、船舶、钢铁、

机械装备、航天、航空、电力、汽车、摩托车、石油、化工、铁路、桥梁、电梯、游乐

场等设备在日常生活及工业生产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时刻影响着民生及生产安全。便

携式磁粉探伤仪广泛应用于上述设备的制造、安装和在役过程中的检测。因此，对便携

式磁粉探伤仪器的要求是既能达到检测灵敏度又适应现场复杂环境。 

目前国内外标准涉及的便携式磁粉探伤仪有两种，一种是连接外部电源的交流磁场

探伤仪，另外一种是永久磁铁或电池组驱动的直流磁场探伤仪。交流磁场探伤仪只能用

于有外部电源的地方,直流磁场探伤仪虽然不需要外接电源，但被检工件表面的切向磁

场强度小，检测灵敏度低。现场的检测，经常要在几十米的高空、地下、狭小空间、或

者夜晚的时候进行作业。一般情况下，作业现场离电源很远，有的甚至无电源，使用接

驳外部电源的交流磁场探伤仪很麻烦，对用电安全也是极大的考验，而用直流磁场探伤

仪很难达到检测灵敏度要求。这种情况下，国内外检测行业迫切需要一种既不需要现场

连接外部电源，又能在被检工件表面形成交流磁场并确保检测灵敏度的仪器。 

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是一种不依靠外部电源、又能达到检测要求的便携式磁粉探

伤仪。其采用电池组供电，在工件表面形成交流磁场，具有高检测灵敏度，性能良好，

安全、轻小、易携带、使用方便的优点。目前已经投放大量成熟的成型产品用于设备制

造和安装等实际生产的检测，是现场和野外磁粉检测最受欢迎，也是目前市场需求量最

大的产品之一，其设备性能完全能够满足相关磁粉检测方法标准的要求，现场和野外的

磁粉检测已经在逐步淘汰连接外部电源的交流磁场探伤仪和直流探伤仪。目前，国内外

有很多学者对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进行研究，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的相关技术也得

到了飞速发展，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将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作为磁粉检测的主要

仪器设备。该技术相对稳定，但制造质量也是参差不齐。因此，制定该类型磁粉探伤仪

器的技术标准，规范该类仪器的制造和生产，从检测行业的角度是比较迫切的。 

该标准规定了充电式交流磁轭探伤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及稳定性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该标准的

制定填补了业界空白，大大缩小了与世界发达国家在无损检测仪器研发与生产方面的差

距，是我国无损检测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为工业基础装备生产运行提供了安全保障。 

4）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项 4 项 

——项目 14：《焊接聚晶金刚石螺旋齿立铣刀》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提升装备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该项目属于“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项”。 

焊接聚晶金刚石螺旋齿立铣刀是在刀体上焊接聚晶金刚石刀齿，形成高效率切削的

超硬立铣刀，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培育的高效铣削刀具，符合装备制造业标准化

和质量提升规划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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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规定了带有普通直柄、削平直柄、7:24锥柄和 HSK柄的螺旋齿立铣刀的型式

尺寸、技术要求等，优化了产品结构，优化了参数系列，优化了技术要求，实现了焊接

聚晶金刚石螺旋齿立铣刀的标准化。该标准完善了高档数控机床的配套刀具标准，对促

进高档数控机床和高档数控机床用刀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 15：《焊接聚晶金刚石球头立铣刀》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提升装备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该项目属于“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项”。 

焊接聚晶金刚石球头立铣刀是在刀体头部焊接聚晶金刚石圆弧刀片，形成高效率切

削的超硬球头铣刀，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培育的高效铣削刀具，符合装备制造业

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的要求。 

该标准规定了带有普通直柄、削平直柄的球头立铣刀的型式尺寸、技术要求等，优

化了产品结构，优化了参数系列，优化了技术要求，实现了焊接聚晶金刚石球头立铣刀

的标准化。该标准完善了高档数控机床的配套刀具标准，对促进高档数控机床和高档数

控机床用刀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 16：《硬质合金螺纹柄铰刀》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提升装备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该项目属于“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项”。 

硬质合金螺纹柄铰刀主要用于高效率切削的高精度孔加工，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

升级培育的高效率高精度切削刀具，符合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的要求。 

该标准规定了带导柱和不带导柱的两种硬质合金螺纹柄铰刀的型式尺寸、技术要求

等，优化了产品结构，优化了参数系列，优化了技术要求，实现了硬质合金螺纹柄铰刀

的标准化。该标准完善了高档数控机床的配套刀具标准，对促进高档数控机床和高档数

控机床用刀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 17：《轮槽铣刀  技术条件》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提升装备

制造业质量竞争力，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该项目属于“高档数控机床标准专项”。 

轮槽铣刀是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培育的汽轮机转子轮槽加工的刀具，符合装备

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的要求。 

该标准规定了轮槽铣刀的尺寸和几何公差、外观和表面粗糙度、材料和硬度、标志

和包装的技术要求，优化了产品结构，优化了参数系列，优化了技术要求，实现了轮槽

铣刀技术要求的标准化。该标准完善了高档数控机床的配套刀具标准，对促进高档数控

机床和高档数控机床用刀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性作用 

例如：《偏轴菲涅尔透镜》 

以激光为光源的短焦激光投影机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大尺寸投影显示及电视产品。

为达到短距离投影显示的最佳效果，屏幕采用了偏轴菲涅尔透镜，使其成为实现短距离

投影显示的核心器件，是人们对菲涅尔透镜的创新应用。偏轴菲涅尔透镜可以使光源的

光能重新分布，从而获得高清晰、大色域的图像效果。而偏轴菲涅尔透镜的制造工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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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技术要求极高，是全世界公认的难题，其光学特性对终端产品的影响极大。 

国内目前无标准，国外仅有企业的规格书。该标准规定了短焦距光学屏幕用偏轴菲

涅尔透镜的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有利于提高我国在新型显示产业领

域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影响力，促进和规范该技术，推动激光短焦距投影电视行业健康良

性发展。 

例如：《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 

国内拥有的一般锻造设备由于受国内技术水平的限制，锻造频次、锻造精度、锻造

效率都比较低，已经满足不了中高档锻件产品的锻件精度要求，由于锻造精度低不得不

在锻造过程中留有足够的机加工余量，不但加大了后道工序的加工时间和难度，同时还

要浪费大量的钢材。 

《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融入了新型锻造技术，规范了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的

技术要求，对提高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的参数、要求和性能提供了技术指导。有利于

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技术的改进、设备选用和验收、维护市场秩序、促进国际国内贸

易和降低成本，对缸动式快速锻造液压机的产业化推进以及替代进口具有重要意义，填

补了国内标准空白；满足大型电站火电、气电、核电三大领域的汽轮机、燃气轮机，以

及航空航天、船舰装备及石化等领域锻造需求，为国家装备和国防建设长期发展起到重

要作用。 

（4） 适应产业发展的水平提升作用 

例如：《单机宽银幕偏光立体电影放映偏转镜  技术条件》为修订项目。原 JB/T 9429

—1999 已使用多年，随着 IT 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模拟电影产品的设计改进、工艺提高

以及生产设备的更新。国内外技术的进步，数字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品种不断创新，高

清、极高清影像的出现，以及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对观看效果的要求也在同步提高。

为了兼容数字技术、满足市场需求和使用需要，该标准补充了性能指标、完善了外观要

求等，提高了相关性能指标的技术要求，促进企业采用 IT 技术进行技术升级、创新和

改进，提高产品水平。 

（5）便利经济贸易的公益性作用 

例如：《轮胎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失效分类及评定》为修订项目，主要在

三个方面进行了修订。首先，是补充了新技术内容。原 JB/T 50091—1997《轮胎式推土

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的技术内容是按照当时轮胎式推土机产品水平和制造水平来确定

的，该产品在行业内发展了二十多年，其规定的生产方法和检测检验手段已经不适用于

目前的实际情况，本次修订补充了轮胎式推土机可靠性试验方法和可靠性指标等内容，

增强了标准的适应性和可用性。其次，是加强了标准的协调性。JB/T 50091—1997《轮

胎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已经发布二十多年，具有较强关联性的配套标准 JB/T 

7153.1—1993《轮胎式推土机  基本参数》和 JB/T 7153.2—1993《轮胎式推土机  技

术条件》在 2018年完成修订工作，亟需修订 JB/T 50091—1997使之与现行的关联标准

保持协调一致。第三，更新了该标准的技术内容。近年来，我国轮胎式推土机越来越多

的应用于抢险救援领域、城市建设以及对移动性要求较高的大型施工现场，产品的使用

范围发生了变化，因此对技术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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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属于基础公益项目，是土方机械领域基础类标准。近年来，国家环保政策不

断升级，也对轮胎式推土机的环保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大了对燃油消耗量、安全失

效等内容的关注。本次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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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了轮胎式推土机可靠性试验方法和可靠性指标等内容，补充了燃油消耗量

的计算方法，对安全部件失效进行重点评价，关注安全性能指标的变化情况，解决了标

龄老化问题，更好地评价轮胎式推土机质量状况，促进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和性能质量。

有利于规范市场秩序，公平开展技术合作与经济贸易。 

例如：《离心泵铸件过流部位尺寸公差》为修订项目。修订过程中起草工作组进行

了大量的试验验证工作。通过对新增加及修改的泵用铸钢件过流部位尺寸公差进行出厂

检验和现场试验，并结合用户的现场使用经验，在修订时，增加了陶瓷型铸造法精铸的

叶轮和导叶的尺寸公差要求、蜗形体的流道错型允差、空间导叶过流部位尺寸公差，修

改了 B级精度的叶轮以及 A级精度的导叶过流部位尺寸公差，增加了其他结构型式的泵

用铸件过流部位水力尺寸公差。该标准规定的技术指标、参数和要求经多项工程实践证

明既先进合理，又切实可行，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适应国家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可

做为设计、生产和工程建设的共性技术基础依据。 

（6）发挥部省联动标准化的合力作用 

例如：《土方机械  再制造振动压路机》属于工信部与安徽省联动的制定项目。推

动再制造整机产品标准化工作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污染排放，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的客观要求。目前，在土方机械领域内，现有的 5个土方机械再制造行业标准主要是针

对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缸等关键零部件产品，体系中尚没有整机产品相关的再制造

标准。该标准的制定，一方面能够补充和完善土方机械再制造标准体系，使其与其他同

类标准相协调；另一方面将行业适用和先进合理的技术纳入标准中，使标准内容适应当

前技术水平，更好的与再制造振动压路机市场需求接轨，更好地服务于再制造振动压路

机的生产、销售，满足再制造振动压路机行业的发展。 

例如：《离心式流程泵安全运行技术规范》属于工信部与浙江省联动的制定项目。

在泵行业中，离心式流程泵产品具有市场份额大、技术质量要求严、安全要求高等特点，

相应的各类产品都制定了较为严格的制造技术条件等标准，其侧重点在设计与制造方

面，而在安装、使用及维护等安全运行方面提及较少，因此该标准的制定，对离心式流

程泵在全生命周期内系统地提出了在安全运行上应遵守的规范，不仅提高了该类泵设计

制造方面的技术水平，更给安全运行提供了保障。在提高此类产品的设计质量、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该标准对制造厂和用户都具有广泛的指导意

义，对行业的发展可起到推动作用。同时通过标准的制定，用标准化手段推动行业的技

术进步和工业转型升级，促进了地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打造。 

（五）报批项目总体技术水平及与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对比分析的总体情况 

本次报批的 74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没有采用国际和国外标准，总体技术水平为国

内先进水平。 

（六）涉及的专利及处置情况 

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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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领域报批项目情况 

见各专业领域的《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三、审查意见 

1.本批报批项目制定的主要过程 

本次报批的 74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制定过程符合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定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下达的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提出单位在相关标委会组织

下，分别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工作方案，提出进度安排。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广

泛收集技术资料和调研的基础上，经认真研究、充分分析和科学论证，起草了标准草案

及其编制说明等材料，经广泛征求意见、标委会审查等阶段程序，最终由标委会秘书处

复核，对符合报批要求的项目上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审核并报批。 

2. 跨行业、跨领域的协调情况 

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无跨行业、跨领域的协调问题。 

3. 对报批项目的审核情况和审核意见 

（1）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报批材料齐全、完整，标准制修订程序符

合要求，标准编写符合相关规定，制修订项目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和产业的发展水平，与

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相关标准及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不存在尚未解决的

重大问题。 

（2）本次报批项目建议批准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3）本次报批项目建议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4）本次报批项目涉及计划变更情况 51个（详见附件 4），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并在各领域的相关文件中说明。其中，项目名称变更 16项，牵头起草单位变更 11项，

完成时间变更 24项。 

（5）本次报批项目涉及牵头起草单位改制变更单位名称的 7 项，在相关文件中已

说明。 

（6）经审核，本次报批的 74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符合行业标准的报批要求，现将

相关材料报上，请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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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计划来源等一览表 

序
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
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标准化 
技术组织 

主要起草单位 
项目
分类 

计划来源 

1  JB/T 14131-2021 柑橘滚筒榨汁
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江苏靖江食品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北
京云鼠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现代
农机
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483T-JB 

2  JB/T 14132-2021 柑橘切半榨汁
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中机阳光（北
京）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云鼠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现代
农机
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484T-JB 

3  JB/T 14133-2021 果蔬带式压滤
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江苏靖江食品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北
京云鼠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现代
农机
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485T-JB 

4  JB/T 14134-2021 果蔬链板式干
燥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黄山鼎奇链传
动有限公司、北京云鼠
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现代
农机
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486T-JB 

5  JB/T 14135-2021 果蔬真空加压
浸渍设备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黄山拓达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云鼠科
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现代
农机
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488T-JB 

6  JB/T 14143-2021 果蔬微波干燥
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济南华庆农业机械科技
有限公司、中国包装和
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北
京天其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现代
农机
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487T-JB 

7  JB/T 14180-2021 钢质汽车转向
节锻件  工艺
规范 

产
品 

制
定 

  2020 全国锻压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湖北三环锻造有限公
司、北京机电研究所有
限公司、陕西汉德车桥
有限公司等 

基础
公益-
质量
提升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31T-JB 

8  JB/T 14209.1-2021 滚珠直线导轨
副  第 1部分：
参数 

产
品 

制
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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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博特精工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汉江
机床有限公司等 

重点-
质量
提升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508T-JB 

9  JB/T 14019-2021 重桶液态物料 产 制   2016  全国包装机 长春北方化工灌装设备 重点- 工 信 厅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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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
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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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组织 

主要起草单位 
项目
分类 

计划来源 

灌装机 品 定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
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长春知和智能包装
设备有限公司等 

质量
提升 

[2013]217号 
2013-2231T-JB 

10  JB/T 14025-2021 机电产品单板
层积材包装通
用规范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南京林业大学、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
机有限公司等 

重点-
质量
提升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51T-JB 

11  JB/T 14027-2021 重型包装用单
板层积材及结
构材技术条件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南京林业大学、合肥通
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
司、东方电气集团东方
汽轮机有限公司等 

重点-
质量
提升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50T-JB 

12  JB/T 14181-2021 共轨系统用喷
油器壳体精密
锻件  工艺规
范 

产
品 

制
定 

  2020 全国锻压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
司、北京机电研究所有
限公司、江苏太平洋精
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基础
公益-
工业
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32T-JB 

13  JB/T 14223-2021 无损检测仪器
充电式交流磁
轭探伤仪 

产
品 

制
定 

  2020 全国试验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中广核工程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昌探伤器材有
限公司、洛阳 LYC 轴承
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业
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47T-JB 

14  JB/T 14218-2021 焊接聚晶金刚
石螺旋齿立铣
刀 

产
品 

制
定 

  2021 全国刀具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郑州市钻石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 

重点-
高档
数控
机床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146T-JB 

15  JB/T 14219-2021 焊接聚晶金刚
石球头立铣刀 

产
品 

制
定 

  2021 全国刀具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郑州市钻石精密制造有
限公司 

重点-
高档
数控
机床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147T-JB 

16  JB/T 14220-2021 硬质合金螺纹
柄铰刀 

产
品 

制
定 

  2021 全国刀具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四平博尔特工艺装备有
限公司、四平市蓝风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
高档
数控
机床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149T-JB 

17  JB/T 14222-2021 轮槽铣刀  技
术条件 

产
品 

制
定 

  2021 全国刀具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工具研究所有
限公司、株洲欧科亿数
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
司 

重点-
高档
数控
机床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148T-JB 

18  JB/T 9428-2021 立体眼镜  技
术条件 

产
品 

修
订 

JB/T 
9428-1999 

 2019 机械工业电
影和电教机

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
有限公司、芜湖影星巨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70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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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计划来源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幕有限公司、福建省锐
驰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
责任公司等 

2017-0555T-JB 

19  JB/T 9429-2021 单机宽银幕偏
光立体电影放
映偏转镜  技
术条件 

产
品 

修
订 

JB/T 
9429-1999 

 2019 机械工业电
影和电教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
有限公司、安徽影星银
幕有限责任公司、福建
省锐驰智能技术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49T-JB 

20  JB/T 14155-2021 偏轴菲涅尔透
镜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电
影和电教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成都菲斯特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省锐驰智能技
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佛山王氏航空光学
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56T-JB 

21  JB/T 14156-2021 投影光学非球
面超短焦物镜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电
影和电教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秦皇岛视听机械研究所
有限公司、福建省锐驰
智能技术研究院有限责
任公司、安徽影星银幕
有限责任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51T-JB 

22  JB/T 14157-2021 立体电影激光
放映银幕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电
影和电教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芜湖影星巨幕有限公
司、成都菲斯特科技有
限公司、福建省锐驰智
能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
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53T-JB 

23  JB/T 14158-2021 立体电影激光
放映银幕架系
统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电
影和电教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芜湖影星巨幕有限公
司、福建省锐驰智能技
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
测研究院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54T-JB 

24  JB/T 14126-2021 饼干加工机械  
面粉定量投放
装置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山市顶盛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安徽理工大学、
中机恒运（北京）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64T-JB 

25  JB/T 14127-2021 饼干加工机械  
油水定量投放
装置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山市顶盛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广东省潮州市
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
中机恒运（北京）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65T-JB 

26  JB/T 14128-2021 饼干面片叠层
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中山市顶盛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中机恒运（北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64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6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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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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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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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组织 

主要起草单位 
项目
分类 

计划来源 

化技术委员
会 

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银炜食品机械有限
公司等 

2017-0566T-JB 

27  JB/T 14129-2021 饼干喷油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山市顶盛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中机恒运（北
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银炜食品机械有限
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67T-JB 

28  JB/T 14130-2021 隧道式饼干燃
气烤炉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山市顶盛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安徽理工大学、
中机恒运（北京）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80T-JB 

29  JB/T 14136-2021 薯类制泥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安徽省金屹电
源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云鼠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79T-JB 

30  JB/T 14137-2021 豆皮分离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河北瑞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
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天
其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69T-JB 

31  JB/T 14138-2021 豆沙全粉生产
线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河北瑞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
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天
其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70T-JB 

32  JB/T 14139-2021 射流式豆类洗
选机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河北瑞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中国包装和食品
机械有限公司、北京天
其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75T-JB 

33  JB/T 14140-2021 食品机械  化
糖设备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廊坊市盛卓包
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云鼠科技有限公司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78T-JB 

34  JB/T 14141-2021 食品机械  调
配设备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廊坊市盛卓包
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北京天其科技有限公司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77T-JB 

35  JB/T 14142-2021 淀粉降解母粒 产 制   2019 机械工业食 江苏长震新材料科技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64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64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6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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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 品 定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
品机械有限公司、北京
天其科技有限公司等 

[2017]70号 
2017-0568T-JB 

36  JB/T 14144-2021 夹心软糖生产
线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
品机械有限公司、北京
天其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72T-JB 

37  JB/T 14145-2021 全自动花色硬
糖生产线 

产
品 

制
定 

  2019 机械工业食
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中国包装和食
品机械有限公司、北京
天其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74T-JB 

38  JB/T 4297-2021 泵 产 品 涂 漆  
技术条件 

产
品 

修
订 

JB/T 
4297-2008 

 2019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南方泵业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连成（集团）
有限公司、江苏武新泵
业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89T-JB 

39  JB/T 6879-2021 离心泵铸件过
流部位尺寸公
差 

基
础 

修
订 

JB/T 
6879-2008 

 2019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沈阳铸锻工业有限公
司、石家庄强大泵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凯泉泵业（集团）有限
公司等 

基础
公益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29T-JB 

40  JB/T 6880.2-2021 泵用铸件  第
2部分：泵用铸
钢件 

产
品 

修
订 

JB/T 
6880.2-2008 

 2019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沈阳铸锻工业有限公
司、上海凯泉泵业（集
团）有限公司、嘉利特
荏原泵业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90T-JB 

41  JB/T 14160-2021 多相混输单螺
杆泵 

产
品 

制
定 

  2019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重庆明珠机电有限公
司、天津泵业机械集团
有限公司、黄山工业泵
制造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92T-JB 

42  JB/T 14161-2021 离心式流程泵
安全运行技术
规范 

产
品 

制
定 

  2019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浙江省机电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浙江南元泵
业有限公司、杭州大路
泵业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1070T-ZJ 

43  JB/T 14162-2021 双头单螺杆泵 产
品 

制
定 

  2019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重庆明珠机电有限公
司、杭州远宏泵业有限
公司、黄山工业泵制造
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95T-JB 

44  JB/T 14163-2021 微型喷水推进
泵 

产
品 

制
定 

  2019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华升泵阀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工业大学、
上海凯泉泵业（集团）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597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69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71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70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ZJCPZT1167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6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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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
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标准化 
技术组织 

主要起草单位 
项目
分类 

计划来源 

有限公司等 
45  JB/T 14121-2021 缸动式快速锻

造液压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锻压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山东莱恩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青锻锻压机械有限
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1]165号 
2011-1641T-JB 

46  JB/T 14122-2021 轨道式锻造装
出料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锻压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青岛青锻锻
压机械有限公司、华测
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1]165号 
2011-1642T-JB 

47  JB/T 14123-2021 轨道式全液压
锻造操作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锻压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青岛海德马克智能装备
有限公司、山东莱恩光
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青锻锻压机械有限
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1]165号 
2011-1643T-JB 

48  JB/T 14124.1-2021 多连杆肘杆式
冷挤压压力机  
第 1 部分：基
本参数 

产
品 

制
定 

  2017  全国锻压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
公司、江苏兴锻智能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南通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336T-JB 

49  JB/T 14124.2-2021 多连杆肘杆式
冷挤压压力机  
第 2 部分：技
术条件 

产
品 

制
定 

  2017  全国锻压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
公司、江苏兴锻智能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南通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337T-JB 

50  JB/T 14124.3-2021 多连杆肘杆式
冷挤压压力机
第 3 部分：精
度 

产
品 

制
定 

  2017  全国锻压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启力锻压机床有限
公司、江苏兴锻智能装
备科技有限公司、南通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338T-JB 

51  JB/T 14125-2021 冰柜内胆钣金
自动成型线 

产
品 

制
定 

  2020 全国锻压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安徽省科昌机械制造股
份有限公司、山东莱恩
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安徽力源数控刃模
具制造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35T-JB 

52  JB/T 7153.2-2021 土方机械  轮
胎 式 推 土 机  
第 2 部分：技

产
品 

修
订 

JB/T 
7153.1-1993、
JB/T 

 2020 全国土方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徐工集团工程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科技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70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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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
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标准化 
技术组织 

主要起草单位 
项目
分类 

计划来源 

术条件 7153.2-1993 分公司、安徽富林农业
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53  JB/T 14202-2021 轮胎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
法、失效分类
及评定 

方
法 

修
订 

JB/T 
50091-1997 

 2020 全国土方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安徽富林农业
机械装备有限公司 

基础
公益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71T-JB 

54  JB/T 14203-2021 土方机械  再
制造振动压路
机 

产
品 

制
定 

  2020 全国土方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道路机械分公
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博一流体传
动股份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8]54号 
2018-1853T-AH 

55  JB/T 14204-2021 土方机械  再
制造履带式液
压挖掘机 

产
品 

制
定 

  2020 全国土方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
公司、山推工程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安徽博一
流体传动股份有限公司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8]54号 
2018-1854T-AH 

56  JB/T 10801.7-2021 电主轴  第 7
部分：特殊用
途电主轴  技
术条件 

产
品 

制
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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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轴承研究所
有限公司、国家机床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76T-JB 

57  JB/T 12605.2-2021 螺母旋转式滚
珠丝杠副  第
2部分：精度检
验 

产
品 

制
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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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江
机床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92T-JB 

58  JB/T 12605.3-2021 螺母旋转式滚
珠丝杠副  第
3部分：技术条
件 

产
品 

制
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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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汉江机床有
限公司、国家机床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93T-JB 

59  JB/T 14209.4-2021 滚珠直线导轨
副  第 4部分：
静刚度 

产
品 

制
定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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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高新凯特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82T-JB 

60  JB/T 14205-2021 焙烤食品自动
理料设备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食品包
装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
有限公司、北京大森包
装机械有限公司、浙江
金鸿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58T-JB 

61  JB/T 14206-2021 带内衬袋给袋
式茶叶自动真

产
品 

制
定 

  2017  全国食品包
装机械标准

江苏腾通包装机械有限
公司、福建佳友茶叶机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13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26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22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22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1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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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
修
订 

代替标准 采标情况 
完成 
年限 

标准化 
技术组织 

主要起草单位 
项目
分类 

计划来源 

空包装机 化技术委员
会 

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福建元弘自动化科
技有限公司等 

2015-1456T-JB 

62  JB/T 14207-2021 给袋式自动真
空包装机 

产
品 

制
定 

  2017  全国食品包
装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江苏腾通包装机械有限
公司、芜湖裕东自动化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名
瑞机械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457T-JB 

63  JB/T 14208-2021 扭结式棒棒糖
包装机 

产
品 

制
定 

  2017  全国食品包
装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
限公司、浙江金鸿食品
机械有限公司、南通维
尔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455T-JB 

64  JB/T 14017-2021 包装纸箱（盒）
数控割样机 

产
品 

制
定 

  2015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东莞市超音速智能切割
科技有限公司、佛山世
科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
院有限公司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3]217号 
2013-2235T-JB 

65  JB/T 14018-2021 重袋自动封口
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华联机械集团有限公
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院有限公司、皮尔磁电
子（常州）有限公司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49T-JB 

66  JB/T 14020-2021 单张式纸袋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浙江正博智能机械有限
公司、江苏方邦机械有
限公司、江苏南江智能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46T-JB 

67  JB/T 14021-2021 卷筒方底纸袋
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方邦机械有限公
司、江苏南江智能装备
股份有限公司、上豪包
装机械（镇江）有限公
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48T-JB 

68  JB/T 14022-2021 卫生巾（垫）
成型加工包装
生产线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黄山富田精工智造股份
有限公司、安庆市恒昌
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泉州市汉威机械制
造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55T-JB 

69  JB/T 14023-2021 婴 儿 纸 尿 裤
（片、垫）成
型加工包装生
产线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安庆市恒昌机械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黄山富田
精工智造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兴世机械制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54T-JB 



32 
 

序
号 

标准编号 项目名称 

标
准 
类
别 

制
、
修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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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组织 

主要起草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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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计划来源 

造有限公司等 
70  JB/T 14024-2021 单立柱码垛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
院有限公司、广州达意
隆包装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市万世德智能
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45T-JB 

71  JB/T 14026-2021 机器人装箱机 产
品 

制
定 

  2016  全国包装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哈尔滨博实
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万世德智能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等 

其他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1747T-JB 

72  JB/T 14216-2021 80°非密封管
螺纹丝锥 

产
品 

制
定 

  2021 全国刀具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扬州江宇刃具有限公
司、成都工具研究所有
限公司、江苏斯锐特工
具有限公司 

其他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362T-JB 

73  JB/T 14217-2021 普通圆弧螺纹
丝锥 

产
品 

制
定 

  2021 全国刀具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上海工具厂有限公司 其他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364T-JB 

74  JB/T 14221-2021 扩张型铰刀 产
品 

制
定 

  2021 全国刀具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四川天虎工具有限责任
公司、四川韦斯特工具
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四
川韦斯特精密刀具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363T-JB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ZT14552012.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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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计划调整申请汇总表 

序

号 
计划来源 

计划项目 

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1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0487T-JB 

果蔬微波干燥

机 

牵头单位由“中国包装

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调整为“济南华庆农业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

济南华庆农业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本标准起草主要工作，根据

起草单位应按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将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济南华庆农业机

械科技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 

2  工信厅科

[2016]110号 

2016-0508T-JB 

滚珠直线导轨

副  第 1部分：

参数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8年

调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2年。总会秘书处复核后，需补充相关验证材料等。为此，

起草工作组相关单位在经过试验验证、对标准做进一步补充完善，延期至 2020 年 6

月上报。此延期经功能部件分标委会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8 

3  工信厅科

[2013]217号 

2013-2231T-JB 

重桶液态物料

灌装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 

年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5年，2015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该产品技术更新较快，延长了研讨及实验验证时间，因

此延期至 2019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9 

4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1T-JB 

机电产品单板

层积材包装通

用规范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号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可延期至 2016 年。由于标准中涉及到大量的设计要求技术参数，运载振

动计算和构件计算，需要反复多次试验验证，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19

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0 

5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0T-JB 

重型包装用单

板层积材及结

构材技术条件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号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可延期至 2016 年。由于标准中涉及到大量的技术指标确定以及试验方法

的编写，都需要反复多次试验验证和研讨，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19 年

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1 

6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0551T-JB 

激光投影光学

非球面超短焦

物镜 

名称调整为《投影光学

非球面超短焦物镜》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激光投影光学非球面超短焦物镜”。考虑到该物镜既适用于激光

光源，也适用于普通光源，没有必要限制光源类型，在征求意见阶段就有企业提出了

意见。工作组经研讨，同意去掉标准名称中的“激光”。此变更经全体到会委员审查

通过 

21 

7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0553T-JB 

立体电影激光

放映银幕 

牵头单位由“北京炫动

九星银幕科技有限公

司”调整为“芜湖影星

巨幕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北京炫动九星银幕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原牵头单位北京炫

动九星银幕科技有限公司的内部原因，致使该公司无法按时保质保量地向标委会提交

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经标委会协调改由芜湖影星巨幕有限公司牵头负责

该标准的起草工作。此变更经全体到会委员审查一致通过 

22 



34 
 

序

号 
计划来源 

计划项目 

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8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0554T-JB 

立体电影激光

放映银幕架系

统 

牵头单位由“北京炫动

九星银幕科技有限公

司”调整为“芜湖影星

巨幕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北京炫动九星银幕科技有限公司”。由于原牵头单位北京炫

动九星银幕科技有限公司的内部原因，致使该公司无法按时保质保量地向标委会提交

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经标委会协调改由芜湖影星巨幕有限公司牵头负责

该标准的起草工作。此变更经全体到会委员审查通过 

23 

9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0578T-JB 

食品机械  化

糖设备 

牵头单位由“廊坊市盛

卓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调整为“中国包装

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廊坊市盛卓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

虑到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本标准起草主要工作，根

据起草单位应按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将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中国包装和食

品机械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3 

10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0577T-JB 

食品机械  调

配设备 

牵头单位由“廊坊市盛

卓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调整为“中国包装

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廊坊市盛卓包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

虑到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本标准起草主要工作，根

据起草单位应按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将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中国包装和食

品机械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4 

11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0568T-JB 

淀粉降解母粒

生产线 

牵头单位由“江阴新灵

重工机械有限公司”调

整为“江苏长震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江阴新灵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江

苏长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本标准起草主要工作，根据起草

单位应按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将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江苏长震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5 

12  工信厅科

[2017]70号 

2017-1070T-ZJ 

流程离心泵安

全运行技术及

规范 

名称调整为《离心式流

程泵安全运行技术规

范》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流程离心泵安全运行技术及规范”。在起草阶段，考虑到行业中

对该类泵的通俗叫法，把流程离心泵改为离心式流程泵；标准中规定的内容均是泵安

全运行的要求，并未涉及到安全运行技术的探讨，考虑到标准名称应与内容相符，将

标准名称改为《离心式流程泵安全运行技术规范》。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2 

13  工信厅科

[2011]165号 

2011-1641T-JB 

缸动式快速锻

造液压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2年，工信厅科〔2015〕160号批准延期至 2016年。由于

需要进行各种规格产品的试验研究，产品试验、制造周期长，项目延期至 2019 年。

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5 

14  工信厅科

[2011]165号 

2011-1642T-JB 

轨道式锻造装

出料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2年，工信厅科〔2015〕160号批准延期至 2016年。由于

需要进行各种规格产品的试验研究，产品试验、制造周期长，项目延期至 2019 年。

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6 

15  工信厅科

[2011]165号 

2011-1643T-JB 

轨道式全液压

锻造操作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2年，工信厅科〔2015〕160号批准延期至 2016年。由于

需要进行各种规格产品的试验研究，产品试验、制造周期长，项目延期至 2019 年。

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7 

16  工信厅科

[2015]115号 

多连杆肘杆式

冷挤压压力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7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7年。由于需要进行各种规格产品的试验研究，产品试验、

制造周期长，项目延期至 2019年。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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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来源 

计划项目 

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2015-1337T-JB 第 2 部分：技

术条件 

17  工信厅科

[2015]115号 

2015-1338T-JB 

多连杆肘杆式

冷挤压压力机

第 3 部分：精

度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7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7年。由于需要进行各种规格产品的试验研究，产品试验、

制造周期长，项目延期至 2019年。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0 

18  工信厅科

[2018]31号 

2018-0970T-JB 

土方机械轮胎

式推土机技术

条件 

名称调整为《土方机械  

轮胎式推土机  第 2 部

分：技术条件》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土方机械轮胎式推土机技术条件”。在起草阶段，起草工作组认

为标准名称应符合 GB/T 1.1 关于部分标准的名称要求，并与《土方机械  轮胎式推

土机  第 3部分：试验方法》保持协调一致，因此，标准名称改为《土方机械  轮胎

式推土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2 

19  工信厅科

[2018]31号 

2018-0771T-JB 

土方机械轮胎

式推土机可靠

性试验方法 

名称调整为《轮胎式推

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

法、失效分类及评定》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土方机械轮胎式推土机可靠性试验方法”。在起草阶段，起草工

作组认为本标准名称应与 JB/T 12461-2015《履带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失效

分类及评定》、JB/T 12463-2015《轮胎式装载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失效分类及评定》

以及 GB/T 36693-2018 《液压挖掘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失效分类及评定》保持协

调一致，因此，相应的标准名称改为《轮胎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失效分类及

评定》。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3 

20  工信厅科

[2018]54号 

2018-1853T-AH 

再制造垂直振

动压路机 

名称调整为《土方机械 

再制造振动压路机》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再制造垂直振动压路机”。工作组经研讨，一致认为原计划项目

名称适用的压路机范围过窄，项目名称中删除“垂直”能够更广泛、更准确的表达标

准的适用范围；同时，在项目名称中增加“土方机械”能够更好的保持再制造体系架

构的一致性；因此，工作组将原项目名称“再制造垂直振动压路机”修改为“土方机

械  再制造振动压路机”。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4 

21  工信厅科

[2018]54号 

2018-1853T-AH 

再制造垂直振

动压路机 

牵头单位由“安徽至一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调

整为“徐工集团工程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道路机

械分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安徽至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起草阶段，徐工集团工程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道路机械分公司在标准技术内容修改和试验论证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故按起草工作实际贡献排序，将原起草牵头单位改为“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道路机械分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4 

22  工信厅科

[2018]54号 

2018-1854T-AH 

再制造履带式

液压挖掘机 

名称调整为《土方机械 

再制造履带式液压挖掘

机》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再制造履带式液压挖掘机”。在起草阶段工作组专家认为“土方

机械  再制造履带式液压挖掘机”更能体现再制造履带式液压挖掘机的标准领域和专

业性，故将标准名称“再制造履带式液压挖掘机”修改为《土方机械  履带式液压挖

掘机再制造》。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5 

23  工信厅科 再制造履带式 牵头单位由“安徽至一 计划项目原牵头起草单位为“安徽至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起草阶段，徐州徐工 55 



36 
 

序

号 
计划来源 

计划项目 

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2018]54号 

2018-1854T-AH 

液压挖掘机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调

整为“徐州徐工挖掘机

械有限公司” 

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在标准技术内容修改和试验论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起草了标准

草案，故按起草工作实际贡献排序，将原起草单位改为“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4  工信厅科

[2016]110号 

2016-0676T-JB 

电主轴  第 7

部分：特殊用

电主轴 

名称调整为《电主轴  

第 7 部分：特殊用途电

主轴  技术条件》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电主轴  第 7部分：特殊用电主轴”。在起草阶段，有专家建议，

本部分作为系列标准的一部分，名称应与其他部分保持一致。特殊用途含义更加明确，

与标准其他部分从用途方面命名更一致。特殊用电主轴又可以理解为电主轴用在特殊

的环境或工况，与本标准内容有偏差。增加技术条件也是为了与标准其它部分的一致

性。因此本项目名称修改为“电主轴  第 7部分：特殊用途电主轴  技术条件”。此

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6 

25  工信厅科

[2016]110号 

2016-0692T-JB 

螺母驱动式滚

珠丝杠副  第

2部分：精度检

验 

名称调整为《螺母旋转

式滚珠丝杠副  第 2 部

分：精度检验》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螺母驱动式滚珠丝杠副  第 2 部分：精度检验”。在起草阶段，

有专家建议“螺母驱动式”的表述容易造成歧义，驱动的意思是施加外力使动起来，

意思是螺母驱动丝杠副运动，而本丝杠副是由电机带动螺母旋转使丝杠副运动，所以

此处有歧义。项目名称修改为《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副  第 2 部分：精度检验》。此

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7 

26  工信厅科

[2016]110号 

2016-0692T-JB 

螺母驱动式滚

珠丝杠副  第

2部分：精度检

验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8年

调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2年。报批时经总会秘书处复核，需补充相关验证材料等。

为此，起草工作组相关单位在经过试验验证、对标准做进一步补充完善后，延期至

2020年 6月上报。此延期经功能部件分标委会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7 

27  工信厅科

[2016]110号 

2016-0693T-JB 

螺母驱动式滚

珠丝杠副  第

3部分：技术条

件 

名称调整为《螺母旋转

式滚珠丝杠副  第 3 部

分：技术条件》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螺母驱动式滚珠丝杠副  第 3 部分：技术条件”。在起草阶段，

有专家建议“螺母驱动式”的表述容易造成歧义，驱动的意思是施加外力使动起来，

意思是螺母驱动丝杠副运动，而本丝杠副是由电机驱动螺母旋转使丝杠副运动，所以

项目名称修改为《螺母旋转式滚珠丝杠副 第 3部分：技术条件》。此变更经全体委员

审查通过 

58 

28  工信厅科

[2016]110号 

2016-0693T-JB 

螺母驱动式滚

珠丝杠副  第

3部分：技术条

件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8年

调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2年。报批时经总会秘书处复核，需补充相关验证材料等。

为此，起草工作组相关单位在经过试验验证、对标准做进一步补充完善后，延期至

2020年 6月上报。此延期经功能部件分标委会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8 

29  工信厅科

[2016]110号 

2016-0682T-JB 

滚珠直线导轨

副  第 4部分：

刚度 

名称调整为《滚珠直线

导轨副  第 4 部分：静

刚度》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滚珠直线导轨副  第 4部分：刚度”。在起草阶段，有专家建议，

目前标准规定的内容只能满足静刚度测量，项目名称修改为《滚珠直线导轨副 第 4

部分：静刚度》。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9 

30  工信厅科 滚珠直线导轨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8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2年。报批时经总会秘书处复核，需补充相关验证材料等。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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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来源 

计划项目 

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2016]110号 

2016-0682T-JB 

副  第 4部分：

刚度 

调整为 2020年 为此，起草工作组相关单位在经过试验验证、对标准做进一步补充完善后，延期至

2020年 6月上报。此延期经功能部件分标委会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31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8T-JB 

全自动食品物

料分配整理设

备 

名称调整为《焙烤食品

自动理料设备》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全自动食品物料分配整理设备”。征求意见阶段，研讨会上专家

认为目前此类设备主要应用于焙烤食品领域；此外，该设备包含的工序有“整理、分

配、转向、调距定位、送料等”，仅用“分配整理”四个字难以覆盖全面，所以建议

改为“理料”。因此建议更名为《焙烤食品自动理料设备》。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

过 

60 

32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8T-JB 

全自动食品物

料分配整理设

备 

牵头单位由“上海松川

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调整为“佛山市瑞

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

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上海松川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原牵头单位一直未开展

工作，标委会经行业和市场调研，认为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在该领域最早

研发设备，市场占有率和研发技术处于领跑地位，知名度和行业认可度都很高，也参

与过食品行业相关标准的制定，故将牵头单位改为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0 

33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8T-JB 

全自动食品物

料分配整理设

备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后因原牵头单位上海松川远亿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未开展

起草工作，转而由佛山市瑞普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牵头，因此耽误了标准制定的周期。

此外，该产品技术更新较快，且本标准中涵盖的机器种类较多，延长了研讨及实验验

证时间，因此延期至 2020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0 

34  工信厅科

[2015]115号 

2015-1456T-JB 

带内衬袋茶叶

自动真空包装

机 

名称调整为《带内衬袋

给袋式茶叶自动真空包

装机》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带内衬袋茶叶自动真空包装机”。在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该类

型设备采用的外包装袋是复合膜预制袋，不是在线制袋，在包装茶叶时采用给袋的形

式，建议更名为《带内衬袋给袋式茶叶自动真空包装机》。此变更情况经全体委员审

查通过 

61 

35  工信厅科

[2015]115号 

2015-1456T-JB 

带内衬袋茶叶

自动真空包装

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7年

调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7 年。因产品技术更新较快，该标准经过了数次反复研讨

及多次实验验证，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20 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

审查通过 

61 

36  工信厅科

[2015]115号 

2015-1457T-JB 

给袋式自动真

空包装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7年

调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7 年。因产品技术更新较快，且该标准中涵盖的机器种类

较多，延长了研讨及实验验证时间，因此延期至 2020 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

查通过 

62 

37  工信厅科

[2015]115号 

2015-1455T-JB 

棒棒糖包装机 名称调整为《扭结式棒

棒糖包装机》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棒棒糖包装机”。征求意见阶段，研讨会上专家认为该名称涵盖

的设备范围太广，有卧式枕型的设备，有折叠式裹包设备，也有扭结式裹包设备。而

目前此类设备主要应用于扭结式棒棒糖的包装，因此建议更名为《扭结式棒棒糖包装

机》。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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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工信厅科

[2015]115号 

2015-1455T-JB 

棒棒糖包装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7年

调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7 年。因产品技术更新较快，该标准经过了数次反复研讨

及多次实验验证，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20 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

审查通过 

63 

39  工信厅科

[2013]217号 

2013-2235T-JB 

包装纸箱（盒）

数控割样机 

牵头单位由“东莞市拓

荒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

司”调整为“东莞市超

音速智能切割科技有限

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东莞市拓荒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在起草阶段，原牵头

单位“东莞市拓荒牛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将该项产品的设计及生产经营业务全部移

交给“东莞市超音速智能切割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保证标准的起草质量和广泛认同，

将牵头单位改为“东莞市超音速智能切割科技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

过 

64 

40  工信厅科

[2013]217号 

2013-2235T-JB 

包装纸箱（盒）

数控割样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5年，2015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年。该标准涉及大量的技术指标，如：切割精度、定位精度、

重复定位精度、切割速度等，需要较长的实验验证和研讨时间，因此延期至 2019 年

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4 

41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49T-JB 

重袋自动封口

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由于该产品技术更新较快，且该标准中涵盖的机器种类

较多，延长了研讨及实验验证时间，因此延期至 2019 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

查通过 

65 

42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46T-JB 

单张式手提袋

制袋机 

名称调整为《单张式纸

袋机》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单张式手提袋制袋机”。因该标准中适用的制袋机不仅可制作带

提手的纸袋，也可制作不带提手的纸袋；而且技术指标规定了带提手的制袋合格率要

求，也规定了不带提手的制袋合格率要求。因此在征求意见阶段，将原项目名称改为

“单张式纸袋机”。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6 

43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46T-JB 

单张式手提袋

制袋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由于因产品技术更新较快，该标准经过了数次研讨及多

次实验验证，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19 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

通过 

66 

44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48T-JB 

卷筒方底纸袋

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日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由于因产品技术更新较快，该标准经过了数次研讨和多

次实验验证，以得到产品性能技术指标及符合安全要求，因此未能按时完成计划，延

期至 2019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7 

45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5T-JB 

卫生巾成型加

工包装生产线 

名称调整为《卫生巾

（垫）成型加工包装生

产线》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卫生巾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在征求意见阶段，有专家提出卫

生巾、卫生垫产品结构相似，可以在同一台设备上进行生产，建议将标准名称改为《卫

生巾（垫）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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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5T-JB 

卫生巾成型加

工包装生产线 

牵头单位由“安庆市恒

昌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调整为“黄山富田

精工制造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原牵头单位为“安庆市恒昌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司”。在起草阶段的调研中

了解到黄山富田精工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的卫生巾（垫）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在国内市

场份额最高，产品技术水平、运行稳定性、生产规模等都较同行胜出一筹。为了保证

标准的起草质量和广泛认同，将牵头单位改为“黄山富田精工制造有限公司”。此变

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8 

47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5T-JB 

卫生巾成型加

工包装生产线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号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为与 GB/T 8939-2018 卫生巾（护垫）协调一致，2018

年按国标规定对检测方法做了相应修改，经过多次研讨、征求意见、审查等，延期至

2019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8 

48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4T-JB 

婴儿纸尿裤成

型加工包装生

产线 

名称调整为《婴儿纸尿

裤（片、垫）成型加工

包装生产线》 

计划项目原名称为“婴儿纸尿裤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在征求意见阶段，有专家提

出婴儿纸尿裤、婴儿纸尿片和婴儿纸尿垫产品结构相似，可以在同一台设备上进行生

产。建议将标准名称改为《婴儿纸尿裤（片、垫）成型加工包装生产线》。此变更经

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9 

49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54T-JB 

婴儿纸尿裤成

型加工包装生

产线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号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因产品技术更新较快，该标准经过了数次研讨及多次实

验验证，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19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9 

50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45T-JB 

单立柱码垛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号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因产品技术更新较快，该标准经过了数次研讨及多次实

验验证，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19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70 

51  工信厅科

[2012]182号 

2012-1747T-JB 

机器人装箱机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年

调整为 2019年 

计划项目原完成时间为 2014年，2015年 11月 25号发布的工信厅科[2015]160号文，

批准该标准延期至 2016 年。机器人装箱机技术更新较快，该标准经过了数次反复研

讨及多次实验验证，造成计划未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19 年报批。此延期经全体委

员审查通过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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