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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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1-2021 螺旋洗砂机 规定了螺旋洗砂机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使

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及贮存。适用于对砂石的清洗、分级和脱水，也可用于选矿

厂对矿石分级的螺旋洗砂机 

JB/T 10461-2004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 JB/T 6388-2021 YKR型圆振动筛 规定了 YKR型圆振动筛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

和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筛分煤、矿石和焦炭等散状物料的 YKR

型圆振动筛 

JB/T 6388-2004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3 JB/T 10729-2021 大型强迫同步圆振

动筛 

主要规定了大型强迫同步圆振动筛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筛面宽度不小于 3000mm，

筛面长度大于 6000mm的大型强迫同步圆振动筛 

JB/T 10729-2007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4 JB/T 10993-2021 单出口碗式磨煤机 规定了单出口碗式磨煤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以煤为原料的供负压制煤粉系统的研磨、干燥和分

选用的单出口碗式磨煤机 

JB/T 10993-2010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5 JB/T 3279-2021 复摆细碎颚式破碎

机 

规定了复摆细碎颚式破碎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主要适用于破碎抗压强度极限在 250MPa以下的各种矿

石、岩石等物料的复摆细碎颚式破碎机 

JB/T 3279-2005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6 JB/T 10881-2021 井下现场混装乳化

炸药车 

规定了井下现场混装乳化炸药车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适用于冶金、建材、有色、黑

色、化工等无爆炸性气体井下矿山掘进、采矿或公路、铁路、隧道、地下大型洞室、

水利等工程爆破作业中向炮孔（特别适用于有水炮孔）现场混制装填乳化炸药的井

下现场混装乳化炸药车 

JB/T 10881-2008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7 JB/T 14330-2021 矿井提升机和矿用

提升绞车 盘形制

动系统 检验规范 

规定了矿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绞车盘形制动系统的检验要求、检验方法。适用于矿

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绞车盘形制动系统的检验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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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JB/T 11110-2021 煤用重型环锤式破

碎机 

规定了煤用重型环锤式破碎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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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破碎抗压强度不超过 40MPa的脆性

物料，如烟煤、褐煤、煤矸石等的煤用重型环锤式破碎机 

JB/T 11110-2010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9 JB/T 11116-2021 四辊破碎机 规定了四辊破碎机的型式、基本参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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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破碎抗压强度极限在 40MPa以下脆性物料的

四辊破碎机 

JB/T 11116-2010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0 JB/T 14324-2021 动轴式多缸液压圆

锥破碎机 

规定了动轴式多缸液压圆锥破碎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破碎抗压强度 300MPa以下各种矿石或岩

石的动轴式多缸液压圆锥破碎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1 JB/T 14325-2021 颚式破碎机 颚板 

技术条件 

规定了颚式破碎机颚板的术语和定义、牌号和代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合格证、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矿山、冶金、建材、建筑和机械等

行业的颚式破碎机颚板。其他行业颚式破碎机颚板可参照执行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2 JB/T 14328-2021 弧形底充气搅拌式

浮选机 

规定了弧形底充气搅拌式浮选机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及贮存。适用于浮选粒度和密度较大、难选的

金属及非金属矿物的弧形底充气搅拌式浮选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3 JB/T 14329-2021 环辊式微粉磨 规定了环辊式微粉磨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粉磨石膏、石灰石、重晶石、萤石、磷灰石、长石和方

解石等莫氏硬度不大于 6 级，湿度在 6%以下的非易燃易爆矿产物料的环辊式微粉

磨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4 JB/T 14343-2021 巷道修复机 规定了巷道修复机的术语和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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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金属矿、非金属矿、煤矿及工程隧道中完

成巷道修复作业的巷道修复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5 JB/T 14334-2021 矿用皮带机缓冲床 规定了矿用皮带机缓冲床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采矿、采煤等行业用的皮带机缓冲床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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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JB/T 14331-2021 矿用框架式气动行

车 

规定了矿用框架式气动行车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适用于矿山地面或井下设备的重物提升和不

接触地面的水平运动的矿用框架式气动行车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7 JB/T 14332-2021 矿用履带牵引连续

换带机 

规定了矿用履带牵引连续换带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组成、型号和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非防爆型矿用履带

牵引连续换带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8 JB/T 14335-2021 矿用皮带机撬装式

移动机尾 

规定了矿用皮带机撬装式移动机尾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矿山工作面带式输送机与顺

槽转载机中间衔接的皮带机撬装式移动机尾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19 JB/T 14338-2021 煤泥干扰床分选机 规定了煤泥干扰床分选机的的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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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煤工艺中，主要适用于选煤厂细粒煤（原煤）的分

选、螺旋分选机精煤产品再精选、从浮选尾矿中回收精煤用煤泥干扰床分选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0 JB/T 14340-2021 双轴自同步椭圆振

动筛 

规定了双轴自同步椭圆振动筛的产品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及贮存。适用于冶金、矿山、建筑、

交通、水利等部门对各种物料进行分级的双轴自同步椭圆振动筛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1 JB/T 14341-2021 双锥底搅拌槽 规定了双锥底搅拌槽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技术内容。适用于双锥底搅拌槽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2 JB/T 14342-2021 水煤浆设备  剪切

泵 

规定了水煤浆设备  剪切泵的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制备燃料水煤浆高强剪切处

理的水煤浆设备  剪切泵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3 JB/T 14323-2021 X射线荧光分选机 规定了 X射线荧光分选机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对粒度为 30mm～150mm的有色金属和其它稀有矿石进行预

选的 X射线荧光分选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4 JB/T 14326-2021 分体横梁式旋回破

碎机 

规定了分体横梁式旋回破碎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破碎抗压强度不大于 350 MPa的各种矿石或岩石

的分体横梁式旋回破碎机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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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JB/T 14327-2021 轨道式转载机 规定了轨道式转载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主要参数、技术要求、总装试验、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大型露天矿山连续或半连续剥离系统中的

轨道式转载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6 JB/T 14333-2021 矿用履带式钻扩卸

压装备 

规定了矿用履带式钻扩卸压装备的术语和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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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煤矿勘探钻机为施工主体钻孔，

通过高压钻扩单元实现机械、水力扩孔造穴，通过封孔装置实现孔口封孔及瓦斯与

煤水流的分离，同时利用固液分离机实现煤水流的有效分离，形成可实现煤层钻孔、

扩孔造穴及煤、水、瓦斯分离的履带式钻扩卸压装备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7 JB/T 14336-2021 矿用自进式中空注

浆锚杆 

规定了矿用自进式中空注浆锚杆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尺寸、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贮存和产品质量证明书。适用于矿山支护工程

中使用的锚杆体代替钻杆进行钻进，钎尾连接杆把锚杆体和凿岩机相连，杆体兼作

钻杆和注浆管的自进式中空注浆锚杆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8 JB/T 14337-2021 矿用组合式选粉机 规定了矿用组合式选粉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标签、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矿山、冶金、建材和化工等领

域粉体分级的矿用组合式选粉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29 JB/T 14339-2021 强力多缸液压圆锥

破碎机 

规定了强力多缸液压圆锥破碎机的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破碎抗压强度 350MPa以下各种矿石或岩石

的强力多缸液压圆锥破碎机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30 JB/T 3767-2021 调车绞车 规定了调车绞车的型号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适用于调运地面列车的电动机驱动的调车绞车 

JB/T 3767-2006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31 JB/T 11296-2021 天然石开采叉装车 规定了天然石开采叉装车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及贮存。适用于石料矿山装卸石料，或

建筑施工、道路建设、隧道工程等场地装卸物料所使用的天然石开采叉装车 

JB/T 11296-2012 

 

其它 批准后

六个月 

32 JB/T 14028-2021 矿用高分子过滤板 规定了矿用高分子过滤板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适用于以超高分子量聚乙烯（UHMWPE）为主

要材料制作、用于矿浆脱水的矿用高分子过滤板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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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为 32项，其中制定项目 22项，修订项目 10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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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矿山机械专业领域。 

（三）本次报批的重点专项和基础公益类项目情况 

本次报批的 32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不涉及重点专项和基础公益类项目。 

（四）报批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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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本次报批项目中制定项目 22项，修订项目 10项，属于矿山机械专业领域。不涉及

重点专项和基础公益类项目。 

2.本次报批的 32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对产业的支撑作用 

（1）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性作用 

例如：《矿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绞车  盘形制动系统  检验规范》为制定项目，该

标准规范和统一了矿井提升机和矿用提升绞车盘形制动系统的产品检验方法，为检验及

使用等部门提供合理的检验方法和技术依据，有利于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为矿山提升

机的安全生产运行和矿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技术和设备的保障。 

（2）适应产业发展的技术水平提升作用 

例如：《螺旋洗砂机》为修订项目，采用国际先进的湿法分级原理，利用高产量、

高性能实现良好的清洗效果，去除物料中可溶解的泥块和粘土并脱去骨料中过多的水

分，对细物料清洗和分级设备的设计及选用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能够促进洗选设备的

向更先进、更专业的方向发展。 

例如：长期以来，在矿山井下更换输送带主要依靠人工，但是由于带式输送机安装

长度较长、巷道坡度较大、输送带本身重量很重，再加上输送机设备周围状况的复杂性，

以及井下巷道空间的局限性，使得更换输送带的工作十分复杂、繁琐，更换一次输送带

最短需要七个工作日，在此期间采矿工作面必须处于停产状态，严重影响地下矿山的生

产效率。《矿用履带牵引连续换带机》适用于在各种巷道坡度的斜井中，采用拉旧带、

送新带及卷带同步连续的方式进行换带，专门的控制系统便于输送带的安装调试，具有

换带效率高，换带过程安全性高、显著降低劳动强度等优点。该标准填补了空白，提升

了煤矿辅助作业的机械化水平，为设计、制造、检验、认证及使用等部门提供了合理的

参数和技术依据。 

（3）发挥部省联动标准化的合力作用 

例如：矿用高分子过滤板是一种用于选矿设备领域，对矿物在洗选作业时进行脱水

的核心易损零部件，具有孔径可调范围宽、耐强腐蚀、运行稳定、过滤精度高、机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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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韧性好、耐磨性好、节能降耗等优点，提高了矿物脱水效率和滤板使用寿命、降

低了选矿脱水工艺的生产成本。过滤板报废后还可以作为其它产品的生产原料进行资源

再利用。《矿用高分子过滤板》解决矿用高分子过滤板生产要求不统一、通用性差、使

用时选型繁琐等问题，对矿用高分子过滤板及脱水设备的设计、制造、使用和科研等方

面提供技术依据。其作用还体现在，用标准化手段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工业转型升级，

促进地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业的培育打造。 

（五）报批项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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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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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不涉及专利。 

二、按行业、分领域阐述报批项目情况 

见矿山机械专业领域的《报批项目的情况说明》。 

三、审查意见 

（一）本批报批项目制定的主要过程 

本次报批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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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出单位在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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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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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跨行业、跨领域的协调情况 

本次报批的 32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无跨行业、跨领域的协调问题。 

（三）对报批项目的审查情况和审查意见 

1.本次报批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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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个（详见附件 4），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

并在相关文件中说明。其中，项目名称变更 2项，牵头起草单位变更 3项，完成时间变

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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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项，在相关文件中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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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经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审核，本次报批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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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61-2021 螺旋洗砂机 产品 修订 JB/T 10461-2004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武

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安徽中能

矿机制造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32T-JB 

2 JB/T 6388-2021 YKR型圆振动筛 产品 修订 JB/T 6388-2004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河南黎

明西芝重工有限公司、安徽中持

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24T-JB 

3 JB/T 10729-2021 大型强迫同步圆振

动筛 

产品 修订 JB/T 10729-2007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河

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25T-JB 

4 JB/T 10993-2021 单出口碗式磨煤机 产品 修订 JB/T 10993-2010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上海电气上重碾磨特装设备有

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26T-JB 

5 JB/T 3279-2021 复摆细碎颚式破碎

机 

产品 修订 JB/T 3279-2005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武

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河南黎明

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28T-JB 

6 JB/T 10881-2021 井下现场混装乳化

炸药车 

产品 修订 JB/T 10881-2008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洛

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30T-JB 

7 JB/T 14330-2021 矿井提升机和矿用

提升绞车  盘形制

动系统  检验规范 

方法 制定   2018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新富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锦

州矿山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722T-JB 

8 JB/T 11110-2021 煤用重型环锤式破

碎机 

产品 修订 JB/T 11110-2010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33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9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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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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JB/T 11116-2021 四辊破碎机 产品 修订 JB/T 11116-2010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山东山矿机械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434T-JB 

10 JB/T 14324-2021 动轴式多缸液压圆

锥破碎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方重工富勒(沈阳)矿业有限

公司、浙江武精机器制造有限公

司、铜陵茂宏机电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55T-JB 

11 JB/T 14325-2021 颚式破碎机  颚板  

技术条件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韶关韶瑞铸钢有限公司、暨南大

学、宁国东方碾磨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56T-JB 

12 JB/T 14328-2021 弧形底充气搅拌式

浮选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安徽中能矿机制造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57T-JB 

13 JB/T 14329-2021 环辊式微粉磨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河南黎明重工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世邦工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城盾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58T-JB 

14 JB/T 14343-2021 巷道修复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西蓝翔重工有限公司、萍乡学

院、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

院有限责任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59T-JB 

15 JB/T 14334-2021 矿用皮带机缓冲床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淮北佳平工矿装备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淮北万宜机电设备有限

公司、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61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60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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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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JB/T 14331-2021 矿用框架式气动行

车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淮北恒远工程建材设备有限责

任公司、淮北市煤研机械制造有

限责任公司、淮北矿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62T-JB 

17 JB/T 14332-2021 矿用履带牵引连续

换带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太原理工大学、河南科技大学、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63T-JB 

18 JB/T 14335-2021 矿用皮带机撬装式

移动机尾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淮北万宜机电设备有限公司、洛

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65T-JB 

19 JB/T 14338-2021 煤泥干扰床分选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山东莱芜煤矿机械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67T-JB 

20 JB/T 14340-2021 双轴自同步椭圆振

动筛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浙江武

精机器制造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68T-JB 

21 JB/T 14341-2021 双锥底搅拌槽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安徽中能矿机制造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70T-JB 

22 JB/T 14342-2021 水煤浆设备  剪切

泵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秋林特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71T-JB 

23 JB/T 14323-2021 X射线荧光分选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沈阳隆基电磁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75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602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60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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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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JB/T 14326-2021 分体横梁式旋回破

碎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方重工富勒(沈阳)矿业有限

公司、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世邦工业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76T-JB 

25 JB/T 14327-2021 轨道式转载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太原重

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太原重型

机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

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77T-JB 

26 JB/T 14333-2021 矿用履带式钻扩卸

压装备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河南铁福来装备制造股份有限

公司、河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81T-JB 

27 JB/T 14336-2021 矿用自进式中空注

浆锚杆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淮北市煤研机械制造有限责任

公司、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84T-JB 

28 JB/T 14337-2021 矿用组合式选粉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

有限责任公司、洛阳理工学院、

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85T-JB 

29 JB/T 14339-2021 强力多缸液压圆锥

破碎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方重工富勒(沈阳)矿业有限

公司、浙江武精机器制造有限公

司、南昌矿山机械有限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 号 

2019-1786T-JB 

30 JB/T 3767-2021 调车绞车 产品 修订 JB/T 3767-2006  2016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山东莱芜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山

西新富升机器制造有限公司、徐

州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2014]114号 

2014-0527T-JB 

31 JB/T 11296-2021 天然石开采叉装车 产品 修订 JB/T 11296-2012  2019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福建省威盛机械发展有限公司、

福建战狼机械有限公司、福建省

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等 

其它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665T-JB 

http://219.239.107.141:8080/program/publicity/JBCPXT089920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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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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JB/T 14028-2021 矿用高分子过滤板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矿山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安徽铜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其它 工 信 厅 科

[2018]31 号

2018-1407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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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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10号 

2016-0722T-JB 

矿井提升机和

矿用提升绞车 

盘形制动系统 

检验规范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8 年

调整到 2020年 

计划项目完成时间 2018 年。由于标准在报批阶段主要起草人员变更，导致标

准报批稿不能按时完成，延期至 2020年。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定通过 

7 

2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号 

2019-1756T-JB 

颚 式 破 碎 机 

颚板  技术条

件 

牵头单位由“暨南大学”

调整为“韶关韶瑞铸钢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暨南大学”。在起草阶段，因起草牵头单位研究方向发生

了改变，相关专业人员工作发生了变动，提出变更标准起草牵头单位的申请。

经标委会秘书处协调，标准起草牵头单位由“暨南大学”变更为“韶关韶瑞铸

钢有限公司”，暨南大学参与起草工作。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1 

3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号 

2019-1765T-JB 

矿用皮带机移

动机尾 

项目名称变更为《矿用皮

带机撬装式移动机尾》 

计划项目名称“矿用皮带机移动机尾”。在征求意见阶段，有专家建议变更标

准名称。工作组经研讨，考虑到目前国内外厂家所生产的皮带机移动机尾主要

为撬装式，为使标准化对象更具体，且符合行业内习惯性名称，将标准名称改

为《矿用皮带机撬装式移动机尾》。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8 

4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号 

2019-1771T-JB 

水煤浆  剪切

泵 

项目名称变更为《水煤浆

设备  剪切泵》 

计划项目名称“水煤浆  剪切泵”，在起草阶段，有专家提出计划名称表意不

明，不能体现剪切泵是水煤浆剪切处理的设备，工作组经研讨，考虑到确实表

意不明，因此将标准名称变更为“水煤浆用剪切泵”；在审查阶段，有委员提

出“水煤浆用剪切泵”用词不够准确、不规范，且剪切泵是水煤浆制浆生产线

中的一台设备，为体现产品特点，规范产品名称，因此最后将标准名称变更为

《水煤浆设备  剪切泵》。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2 

5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76号 

2019-1777T-JB 

轨道式转载机 牵头单位由“太原重型机

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有限

公司”调整为“太原重工

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有限公司”，在审查中，

因太重集团公司业务调整，其提出变更标准起草牵头单位为“太原重工股份有

限公司”。此变更经标委会委员审查通过 

25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98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16042019


15 

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6 工 信 厅 科

[2014]114号 

2014-0527T-JB 

调车绞车 牵头单位由“徐州矿山设

备制造有限公司”调整为

“山东莱芜煤矿机械有限

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徐州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起草阶段，有专家建议

变更牵头单位。经工作组研讨，考虑到原起草牵头单位不能按时完成标准草案

等原因，将牵头单位改为“山东莱芜煤矿机械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

审查通过 

30 

7 工 信 厅 科

[2014]114号 

2014-0527T-JB 

调车绞车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6 年

调整到 2019年 

计划项目完成时间 2016 年。由于原牵头单位不能按时完成标准草案，后来又

调整牵头单位，从而造成标准延期。经全体委员审查，一致通过项目延期至

2019年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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