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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标〔2021〕205 号 

 

 

 

关于报批《增材制造  材料挤出成形 3D 打印笔》等 
98 项机械行业标准的函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我会已

完成《增材制造  材料挤出成形 3D 打印笔》等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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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行业标准项目的情况说明 

3.报批行业标准项目计划来源等一览表 

4.报批行业标准项目计划调整申请汇总表 
5.报批行业标准项目产业链情况 

6.报批行业标准项目宣传解读列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1年 12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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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B/T 14279-2021 增材制造  材料挤出

成形 3D打印笔 

本文件规定了材料挤出成形3D打印笔的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质量证明书。 

本文件适用于材料挤出成形3D打印笔的制造，3D打印枪的制造可参

照执行 

  批准后 

六个月 

2  JB/T 14280-2021 增材制造  桌面级材

料挤出成形设备安全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增材制造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

和试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单相额定电压不超过250 V的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

备安全的检验 

  批准后 

六个月 

3  JB/T 14056-2021 卷筒纸多联票据印刷

机 

本文件规定了卷筒纸多联票据印刷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

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卷筒纸多联票据印刷机的制造，单联票据印刷机的制

造可参照使用 

  批准后 

六个月 

4  JB/T 14057-2021 平面凸版胶印机 本文件规定了平面凸版胶印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承印物为塑料盖状物体外平面的凸版胶印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5  JB/T 14058-2021 曲面凸版胶印机 本文件规定了曲面凸版胶印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承印物为塑料曲面体的凸版胶印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6  JB/T 14059-2021 印刷机械  翻盖盒成

型机 

本文件规定了翻盖盒成型机的术语和定义、组成及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能自动折叠、组装和粘合成全开式的翻盖盒成型机的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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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JB/T 9259-2021 压力式温度计 本文件规定了压力式温度计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和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测量范围为-20℃～+200℃的圆形标度蒸汽压力式温

度计、测量范围为-80℃～+600℃的圆形标度气体压力式温度计和测量

范围为-50℃～+250℃的圆形标度液体压力式温度计的制造。 

本文件不适用于航空、汽车和拖拉机等专用的温度计 

JB/T 9259-1999  批准后 

六个月 

8  JB/T 14239-2021 带电子装置水表技术

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带电子装置水表的型式要求、功能要求和功能配置。 

本文件适用于带电子装置水表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9  JB/T 14240-2021 三转子流量计 本文件规定了三转子流量计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形式及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及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流量变送器与显示部件组成，能进行瞬时流量与累

积流量显示的计量液体介质的三转子流量计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10  JB/T 14241-2021 一体式阀式孔板流量

计 

本文件规定了一体式阀式孔板流量计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型式、基

本参数、正常工作条件、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智能差压式流量计算机与阀式孔板节流装置组成，

测量封闭管道内均匀单相气体、液体流量的一体式阀式孔板流量计的制

造 

  批准后 

六个月 

11  JB/T 14242-2021 在线溶解氧监测仪 本文件规定了在线溶解氧监测仪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用电化学法或荧光法实时监测地表水（包括水产养殖

用水）、废水和污水中含氧浓度（0～20）mg/L的在线溶解氧监测仪的制

造。 

本文件不适用于微量溶解氧监测仪 

  批准后 

六个月 

12  JB/T 5472-2021 仪用电流互感器 本文件规定了仪用电流互感器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及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JB/T 5472-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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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电磁式仪用电流互感器的制造。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力系统中使用的电流互感器 

13  JB/T 5473-2021 仪用电压互感器 本文件规定了仪用电压互感器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及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电磁式仪用电压互感器的制造。 

本文件不适用于电力系统中使用的电压互感器 

JB/T 5473-1991  批准后 

六个月 

14  JB/T 14252-2021 交流电测量设备  现

场测试仪  通用技术

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模拟量）交流电测量现场测试仪的通用要求，包

括分类、气候条件、标志和信息、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

包装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交流电测量现场测试仪和交流电测量现场校验仪的

交流电参数测量部分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15  JB/T 14253-2021 直流电能表检验用功

率源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直流电能表检验用功率源的分类、推荐电量、通用

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检验规则及包装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直流电压的上限为1000V的直流电能表检验用功率

源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16  JB/T 14364-2021 模切刀 本文件规定了模切刀的型式与尺寸、技术要求、检测项目和方法

及标志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以热轧或冷轧钢带制作的冲裁加工用模切刀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17  JB/T 14365-2021 钢轨在线修复铣刀 本文件规定了硬质合金可转位钢轨在线修复铣刀的技术要求、材

料和硬度及标志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规格为43kg/m、50kg/m、60kg/m、75kg/m、60N的钢

轨进行在线修复的钢轨在线修复铣刀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18  JB/T 14366-2021 渐开线花键拉刀检测

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渐开线花键拉刀检测时的检测方法和检测器具。 

本文件适用于按GB/T 5102生产的渐开线花键拉刀的检测 

  批准后 

六个月 

19  JB/T 14367-2021 可转位螺旋立铣刀可

换端头 

本文件规定了可转位螺旋立铣刀可换端头的结构型式和尺寸、技

术要求及标志和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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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直径为φ50mm～φ100mm的可转位螺旋立铣刀可换

端头的制造 

20  JB/T 14368-2021 六角柄锥度麻花钻 本文件规定了带锪孔六角柄锥度麻花钻的型式和尺寸、技术要求

及标志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米制直径为3.00mm～6.00mm和英制直径为1/8in～

1/4in的带锪孔六角柄锥度麻花钻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21  JB/T 14369-2021 轮槽拉刀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轮槽拉刀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型式、尺寸和几何公

差、外观和表面粗糙度、材料和硬度及标志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航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等涡轮盘榫槽型线加工

用轮槽拉刀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22  JB/T 14370-2021 无级钻 本文件规定了无级钻的型式和尺寸、技术要求及标志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用电动工具在薄板上加工不同直径孔的无级钻的制

造 

  批准后 

六个月 

23  JB/T 14371-2021 小型 7∶24圆锥工具柄

及其拉钉 

本文件规定了小型数控机床用锥柄号小于30的7∶24圆锥工具柄

及其拉钉的型号表示规则、型式和尺寸、标记示例、技术条件及标志

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锥柄号小于30的7∶24圆锥工具柄及其拉钉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24  JB/T 14372-2021 小直径 30°楔形防松螺

纹螺旋槽丝锥 

本文件规定了小直径30°楔形防松螺纹螺旋槽丝锥（普通级和高

性能级）的型式和尺寸、丝锥螺纹公差、技术条件及标志和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小直径30°楔形防松螺纹螺旋槽丝锥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25  JB/T 505-2021 粘土砂混砂机  通用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粘土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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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粘土砂混砂机的制造 

JB/T 505-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26  JB/T 2848-2021 射芯机 本文件规定了射芯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制造砂芯的射芯机的制造 

JB/T 2848-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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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JB/T 5551-2021 三回程滚筒烘砂装置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三回程滚筒烘砂装置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砂型铸造生产中用于铸造原砂烘干的三回程滚筒烘

砂装置的制造 

JB/T 5551-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28  JB/T 5552-2021 壳型机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壳型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砂型铸造生产中制造壳型的壳型机的制造 

JB/T 5552-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29  JB/T 6572-2021 振动料斗给料机  技

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振动料斗给料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及其它行业用于松散物料给料作业的振动料斗

给料机的制造 

JB/T 6572-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30  JB/T 6579-2021 倾转浇注机  技术规

范 

本文件规定了倾转浇注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倾转浇注机的制造 

JB/T 6579-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31  JB/T 9981-2021 矩形槽或梯形槽电机

振动给料机  型式和

基本参数 

本文件规定了矩形槽或梯形槽电机振动给料机的术语和定义、槽

体型式和基本参数。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煤炭、冶金、矿山、化工、轻工、建材和电

力等行业的矩形槽或梯形槽电机振动给料机的制造 

JB/T 9981-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32  JB/T 9983-2021 筒形槽电机振动给料

机  型式和基本参数 

本文件规定了筒形槽电机振动给料机的术语和定义、槽体型式和

基本参数。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煤炭、冶金、矿山、化工、轻工、建材和电

力等行业的筒形槽电机振动给料机的制造 

JB/T 9983-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33  JB/T 10788-2021 铸造用除尘器  通用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铸造用除尘器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

标志、包装和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行业使用的除尘器的制造 

JB/T 10788-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34  JB/T 14353-2021 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  本文件规定了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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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实

施日期 

技术规范 运转要求、负荷运转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的制造，其他铸造方式的自动

化单元的制造可参考使用 

六个月 

35  JB/T 14354.1-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1 部

分：基本参数 

本文件规定了单台套高压铸造压铸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及基本参

数。 

本文件适用于冷室压铸生产线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36  JB/T 14354.2-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2 部

分：精度 

本文件规定了压铸生产线的基本精度和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冷室压铸生产线精度的检验活动 

  批准后 

六个月 

37  JB/T 14356 -2021 铸造砂型热风表面干

燥炉 

本文件规定了铸造砂型热风表面干燥炉的型式和基本参数、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电加热和燃气加热作为热源的铸造砂型和砂芯用

热风表面干燥炉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38  JB/T 14357-2021 自动磨削清理机 本文件规定了自动磨削清理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空运转

要求、负荷运转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生产中采用机械臂抓取铸件或各种磨削工具，

实现铸件自动清理工况的自动磨削清理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39  JB/T 14348-2021 饲料机械  斗式提升

机  畚斗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机械斗式提升机畚斗结构、型号和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行业带式斗式提升机所使用的塑料畚斗，包括

高密度聚乙烯材质（HDPE）和尼龙材质（PA）的畚斗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0  JB/T 14349-2021 饲料机械  斗式提升

机  头轮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机械斗式提升机使用的头轮的术语和定义、基

本规格和结构型式、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加工行业的斗式提升机用头轮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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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JB/T 14350-2021 饲料机械  刮板输送

机  刮板、链条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机械刮板输送机刮板、链条的术语和定义、分

类、型号和产品基本尺寸、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生产用刮板输送机的刮板和链条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2  JB/T 14351-2021 饲料机械  立式真空

喷涂系统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机械立式真空喷涂系统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型

号和规格、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生产中对膨化颗粒饲料喷涂油脂和液体饲料添

加剂的立式真空喷涂系统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3  JB/T 14352-2021 饲料机械  酶制剂喷

涂系统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机械酶制剂喷涂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生产用酶制剂喷涂系统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4  JB/T 14432-2021 立式颗粒饲料干燥机 本文件规定了立式颗粒饲料干燥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和规格、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蒸汽或天然气加热的热空气为干燥介质的立式颗

粒饲料干燥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5  JB/T 14433-2021 饲料机械  蝶阀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机械蝶阀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型号命名、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加工系统的管路中，截断或接通物料流、气流

和调节风量的蝶阀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6  JB/T 14434-2021 饲料机械  旋风分离

器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机械旋风分离器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清理、粉碎和冷却等辅助吸风及气力输送系统

气尘或气料分离的旋风分离器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7  JB/T 14435-2021 饲料熟化保持器 本文件规定了饲料熟化保持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型号命名、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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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工业中对粉状饲料进行湿热处理的饲料熟化保

持器的制造 

48  JB/T 14436-2021 蒸汽压片机 本文件规定了蒸汽压片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命名、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饲料加工中对蒸汽处理过的玉米和大麦等谷物类原

料进行压片加工的蒸汽压片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49  JB/T 4114-2021 烧 结 纯 铁 软 磁 材 料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烧结纯铁软磁材料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交货与

验收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仪器仪表、电器中磁导体、磁电机和门控五金等用

烧结纯铁软磁材料的制造 

JB/T 4114-1999  批准后 

六个月 

50  JB/T 4115-2021 液压泵、液压马达侧板

用烧结双金属板材 

本文件规定了液压泵、液压马达侧板用烧结双金属板材的技术要

求、工艺要求、品种规格和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液压泵和液压马达粉末冶金烧结侧板或配油盘板材

的制造 

JB/T 4115-1999  批准后 

六个月 

51  JB/T 9132-2021 烧 结 铁 磷 软 磁 材 料  

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烧结铁磷软磁材料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交货与

验收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仪器仪表、电器中磁导体、磁电机和门控五金等用

烧结铁磷软磁材料的制造 

JB/T 9132-1999  批准后 

六个月 

52  JB/T 10766-2021 锻压机床离合器铜基

干式摩擦片  技术规

范 

本文件规定了锻压机床离合器铜基干式摩擦片的技术要求、检测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随行文件及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锻压机床离合器用铜基干式摩擦片的制造 

JB/T 10766-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53  JB/T 10767-2021 装载机铜基湿式粉末

冶金摩擦片  技术规

范 

本文件规定了装载机铜基湿式粉末冶金摩擦片的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和随行文件，以及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装载机用铜基湿式粉末冶金摩擦片的制造 

JB/T 10767-2007  批准后 

六个月 

54  JB/T 14395-2021 汽车机油泵用粉末冶

金内外转子  技术规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机油泵用粉末冶金内外转子的产品分类、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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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机油泵用粉末冶金内外转子的制造 

55  JB/T 14396-2021 汽车座椅调节机构用

粉末冶金滑块技术规

范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座椅调节机构用粉末冶金滑块的零件分类、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座椅调节机构用粉末冶金滑块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56  JB/T 14401-2021 户内悬挂导轨式巡检

机器人系统 

本文件规定了户内悬挂导轨式巡检机器人系统的术语和定义、组

成与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说明、包装、运

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在电气室、机房、管廊、隧道、仓储室和车间等户

内场所使用的悬挂导轨式巡检机器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57  JB/T 14402-2021 上下料桁架机器人 本文件规定了上下料桁架机器人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加工设备用自动上下料桁架机器人及其衍生机

型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58  JB/T 14403-2021 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

系统 

本文件规定了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59  JB/T 8260-2021 摄影用中性玻璃滤光

镜 

本文件规定了中性玻璃滤光镜的术语和定义、符号与缩略语、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及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摄影用中性玻璃滤光镜的制造，有机玻璃和树脂等

材质中性滤光镜的制造可参照使用 

JB/T 8260.4-1999  批准后 

六个月 

60  JB/T 14302-2021 照相机械包装、运输、

贮存条件及试验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照相机械产品的包装及包装后运输和贮存的技术要

求及相应的试验方法和验收规则。  

本文件适用于照相机械产品的包装及带出厂包装的照相机械产品

的运输和贮存 

JB/T 8250.7-1999  批准后 

六个月 

61  JB/T 14303-2021 闪光灯无线引闪器 本文件规定了闪光灯无线引闪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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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摄影用闪光灯无线引闪器的制造 

62  JB/T 14304-2021 摄影用常亮灯的技术

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摄影用常亮灯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静态摄影和动态摄影所使用的主照明或辅助照明的

常亮灯的制造。 

本文件不适用于利用热辐射发出可见光的白炽灯以及卤钨灯作为

发光体的常亮灯 

  批准后 

六个月 

63  JB/T 14305-2021 摄影用云台 本文件规定了摄影用云台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照相机、手机和摄像机等摄影用机械云台和智能云

台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64  JB/T 14306-2021 照相器材  术语 本文件界定了照相器材产品基本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适用于照相器材的标准制定、文件编制、教材撰写、书刊

编辑和文献翻译等 

  批准后 

六个月 

65  JB/T 14373-2021 超声波液体食品加工

设备 

本文件规定了超声波液体食品加工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由装载液体食品（或固态食品与液态介质）的腔体

和安装于腔体外部的超声波换能器等组成，用于液态食品的强化提取、

酶解、发酵、乳化和均质等加工过程，或固态食品的解冻和清选等加

工过程的超声波液体食品加工设备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66  JB/T 14374-2021 食品机械  催化式红

外加热设备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机械催化式红外加热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产品

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天然气作为能源，采用催化式红外发射器产生红

外辐射，对食品进行加热的催化式红外加热设备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67  JB/T 14375-2021 蛋糕成型机 本文件规定了蛋糕成型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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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以容积定量方式将蛋糕浆液注入模具并成型的蛋糕

成型机的制造 

68  JB/T 14376-2021 蛋糕注芯机 本文件规定了蛋糕注芯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容积定量充填方式，将烘烤后的蛋糕中定量注入

奶油和果酱等馅料的蛋糕注芯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69  JB/T 14377-2021 甜甜圈生产线 本文件规定了甜甜圈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将面团挤压成型，发酵或不发酵，以及油炸等

工序的甜甜圈生产线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0  JB/T 14378-2021 纸杯蛋糕自动落杯机 本文件规定了纸杯蛋糕自动落杯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负压方式将纸杯分离并自动放入模盘中的纸杯

蛋糕自动落杯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1  JB/T 14379-2021 腐竹加工生产线 本文件规定了腐竹加工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型号、组成与基本

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大豆为原料，经清洗、浸泡、磨浆、煮浆、结皮、

成型和干燥等加工工序制成腐竹产品的腐竹加工生产线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2  JB/T 14380-2021 高速异形棒糖加工设

备 

本文件规定了高速异形棒糖加工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

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异形棒糖加工设备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3  JB/T 14381-2021 木糖醇香口胶生产线 本文件规定了木糖醇香口胶生产线的术语和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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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适用于将木糖醇和香料加入胶体制成香口胶的木糖醇香口

胶生产线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4  JB/T 14382-2021 鲜湿面条机 本文件规定了鲜湿面条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   批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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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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自动进行面和水计量并连

续加入混合，自动完成和面、压面、切面和面条输出等制面工序的鲜

湿面条机的制造 

六个月 

75  JB/T 14383-2021 果蔬冲浪式清洗机 本文件规定了果蔬冲浪式清洗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气流使清洗槽内的水产生强烈浪涌运动对果蔬

物料进行清洗的果蔬冲浪式清洗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6  JB/T 14384-2021 果蔬提篮式脱水机 本文件规定了果蔬提篮式脱水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将果蔬物料装入专用提篮内，再将提篮放入离心机内

进行离心脱水的果蔬提篮式脱水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7  JB/T 14385-2021 食品机械  气流涡旋

微粉机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机械气流涡旋微粉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

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气流涡旋方式对大米、小麦和燕麦片等物料进行

粉碎，并使其粉碎后的粒度达到微米级的气流涡旋微粉机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8  JB/T 14386-2021 马铃薯磨皮机 本文件规定了马铃薯磨皮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用转盘磨擦的方式去掉马铃薯表皮的机器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79  JB/T 14387-2021 食品机械  制包机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机械制包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将面团与馅料（肉馅、菜馅或肉菜混合馅等）采用自

动灌肠方式制成带馅面管、切断及捏褶制作生包子的机器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80  JB/T 14388-2021 洗米机 本文件规定了洗米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压力水流带动大米颗粒流动，去除大米中的砂石

  批准后 

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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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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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等杂质和米糠等浮物的洗米机的制造 

81  JB/T 14397-2021 食品机械  静水压杀

菌设备 

本文件规定了静水压杀菌设备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高温蒸汽、水和压缩空气为工作介质，完成罐头

食品连续热力杀菌的静水压杀菌设备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82  JB/T 14398-2021 食品机械  循环风式

蒸汽杀菌釜 

本文件规定了循环风式蒸汽杀菌釜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以高温蒸汽与压缩空气为工作介质，能完成对各类罐

头食品进行热力杀菌的循环风式蒸汽杀菌釜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83  JB/T 14399-2021 饺子皮机 本文件规定了饺子皮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将小麦粉为主料的面团或面带制作成饺子皮产品的

设备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84  JB/T 14400-2021 食品机械  隧道式蒸

烤机 

本文件规定了隧道式蒸烤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利用加热器对隧道内按工艺要求混合的蒸汽和空气

进行加热，对输送网带上食品原料进行蒸烤的设备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85  JB/T 8723-2021 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

密封 

本文件规定了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型式、

参数、材料代号及布置方式，技术要求，检验与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安装与使用要求，以及标志与包装。 

本文件适用于离心泵及类似旋转机械用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

的制造 

JB/T 8723-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86  JB/T 10706-2021 机械密封用氟塑料全

包覆橡胶 O形圈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密封用氟塑料全包覆橡胶O形圈的术语和定义，

尺寸系列及公差，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及贮存，以及安装注意事项。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密封用氟塑料全包覆橡胶O形圈的制造 

JB/T 1070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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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JB/T 10874-2021 机械密封用氧化铝陶

瓷密封环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密封用氧化铝陶瓷密封环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

类、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密封用氧化铝陶瓷密封环的制造 

JB/T 10874-2008  批准后 

六个月 

88  JB/T 14224-2021 船用泵机械密封 本文件规定了船用泵机械密封的术语和定义，结构，技术要求，循

环保护（支持）系统，检验及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安装与使用，仪器

和仪表，以及标志、包装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船用离心泵、旋涡泵、回转式容积泵及其他类似旋转

机械用机械密封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89  JB/T 14225-2021 高温旋转接头安全技

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高温旋转接头安全技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职责，风

险分析，设计与制造要求，检验安全要求，安装、使用和维护，以及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高温旋转接头的设计、制造与使用 

  批准后 

六个月 

90  JB/T 14226-2021 机械密封摩擦材料组

合的[极限pcv值]试验

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密封摩擦材料组合的[极限pcv值]试验的术语和

定义、试验装置、试样、失效判定、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和数据处理。 

本文件适用机械密封用硬质合金、碳化硅陶瓷、氧化铝陶瓷、石墨

及填充四氟等摩擦材料组合的[极限pcv值]试验 

  批准后 

六个月 

91  JB/T 14190-2021 增材制造设备  桌面

型熔融挤出成形机 

本文件规定了桌面型熔融挤出成形机的术语和定义、符号、技术要

求、检查试验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熔融挤出成形（熔融沉积成形）工艺的桌面型式

的增材制造设备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92  JB/T 14188.1-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1 部

分：精度检验 

本文件规定了激光切管机的主要零部件和坐标轴的命名、使用说

明、几何精度检验、定位精度检验及加工检验。 

本文件适用于非坡口加工的激光切管机精度的检验 

  批准后 

六个月 

93  JB/T 14188.2-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2 部

分：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激光切管机的术语和定义、安全防护、加工和装配质

量、运转试验、机床可靠性试验、机床精度检验及标识、包装和贮存等。 

本文件适用于非坡口加工的激光切管机的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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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JB/T 14189.1-2021 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

解加工机床  第 1 部

分：精度检验 

本文件规定了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床的主要零部件和运

动轴的命名、使用说明、几何精度检验和定位精度检验。 

本文件适用于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床精度的检验 

  批准后 

六个月 

95  JB/T 14189.2-2021 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

解加工机床  第 2 部

分：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床的术语和定义、附件

和工具、安全防护、加工和装配质量、机床运转试验、机床精度检验、

标志与随行技术文件，以及包装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床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96  JB/T 14254-2021 安全泄压装置  弯折

销阀 

本文件规定了弯折销阀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型式，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以及质量证明文件。 

本文件适用于公称尺寸不大于DN600,整定压力0.1MPa～35MPa，使

用温度-29℃～200℃，气体和液体介质弯折销阀的制造 

  批准后 

六个月 

97  JB/T 5105-2021 铸件模样  起模斜度 本文件规定了铸件模样起模斜度的形式、选用及表示方法，基本参

数及选取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砂型铸造所用的木模样、金属模样及塑料模样的起模

斜度的选取。其他铸造方法用模样的起模斜度的选取可参照使用 

JB/T 5105-1991  批准后 

六个月 

98  JB/T 7699-2021 铸造用木制模样和芯

盒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砂型铸造用木制模样和芯盒的等级、技术要求、检验

方法及标志与保管。 

本文件适用于砂型铸造用木制模样和芯盒的制做和检验。木质与金

属混合模样，木质与塑料混合模样，木质、塑料和金属混合模样，以及

芯盒的制做和检验可参照使用 

JB/T 7699-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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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项，制定项目 74项，修订项目 24项。 

（二）报批项目的领域划分及分布情况 

本次报批的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 15个专业领域(见表 1)。 

表 1  98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的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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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重点领域或重点项目 17项（见表 2），

基础公益项目 4项（见表 3），其他为一般项目。 

表 2  重点领域项目目录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  钢轨在线修复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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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4号 

2020-0082T-JB 

2  可转位螺旋立铣

刀可换端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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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4号 

2020-0083T-JB 

3  轮槽拉刀  技术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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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4号 

2020-0080T-JB 

序号 专业领域 项数 

1  增材制造 2 

2  印刷机械 4 

3  工业过程测量控制和自动化 5 

4  电工仪器仪表 4 

5  刀具 9 

6  铸造机械 14 

7  饲料机械 10 

8  粉末冶金制品 7 

9  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3 

10  照相机械 6 

11  食品机械 20 

12  机械密封 6 

13  特种加工机床 5 

14  安全泄压装置 1 

15  铸造 2 

合计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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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4  小型 7:24 圆锥

工具柄及其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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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4号 

2020-0081T-JB 

5  小直径 30°楔形

防松螺纹螺旋槽

丝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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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4号 

2020-0079T-JB 

6  自动磨削清理机 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

委联合印发的《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

量提升规划》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

准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24T-JB 

7  智能化轨道物流

传输系统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和国家标准

委、发改委、科技部和工信部联合发布

《国家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27T-JB 

8  上下料桁架机器

人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

性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和国家标准

委、发改委、科技部和工信部联合发布

《国家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26T-JB 

9  超声波液体食品

加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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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端装备创新工程实施指南（2016～

2020）》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649T-JB 

10  果蔬冲浪式清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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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信部联装〔2016〕

413 号《农机装备发展行动方案

（2016～2025）》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650T-JB 

11  果蔬提篮式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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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信部联装〔2016〕

413 号《农机装备发展行动方案

（2016～2025）》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651T-JB 

12  食品机械  气流

涡旋微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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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信部联装〔2016〕

413 号《农机装备发展行动方案

（2016～2025）》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653T-JB 

13  食品机械  静水

压杀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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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端装备创新工程实施指南（2016～

2020）》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652T-JB 

14  食品机械  循环

风式蒸汽杀菌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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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端装备创新工程实施指南（2016～

2020）》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654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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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5  船用泵机械密封 属于“中国制造 2025”和“高端装备

创新工程实施指南 2016～2020”中“海

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项目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669T-JB 

16  增材制造设备  

桌面型熔融挤出

成形机 

依据 2016 年工信部印发的《装备制造

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和《智能制

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及

2017年 11月十二部门关于印发《增材

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10T-JB 

17  安全泄压装置  

弯折销阀 

弯折销阀因其独特的设计和超高稳定

性及精确性，取代了大多数爆破片的高

端市场及超高压和高密封性的安全阀

市场，替代绝大部分的进口产品 

工信厅科[2015]115号 

2015-1144T-JB 

表 3  基础公益项目目录 

序

号 
项目名称 计划来源 

1  渐开线花键拉刀检测方法 工信厅科函[2020]114号 

2020-0233T-JB 

2  照相机械包装、运输、贮存条件及试验方法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1030T-JB 

3  照相器材  术语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76T-JB 

4  机械密封摩擦材料组合的[极限pcv值]试验方法 工信厅科[2018]31号 

2018-0739T-JB 

（四）报批项目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1.本次报批的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标准专项情况 

本次报批的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工业母机标准专项 30项、农机装备

标准专项 3 项、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3 项、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25 项以及工业升级

标准专项 37项。 

2.本次报批的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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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料桁架机器人》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重

点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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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力。

该项目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中国制造 2025》十大重点领域和《智能制造工程实施指南（2016-2020）》

将“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作为重点发展领域。桁架机器人属于工业机器

人领域中的子领域，是智能生产线和智能工厂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标准有针对性的对有线桁架和无线桁架进行分类，解决了现有应用分类的

准确性和统一性；规定的桁架机器人与机械加工设备联机信号要求，保证了联机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287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607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600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98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28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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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的规范性，从而确保桁架机器人使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该标准结合装备制造业的生产与管理特点，为数控机床上下料机器人的设计、

制造、检验和验收提供依据。 

例如：《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

划》重点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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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重点领域标准化突破，提升装备制造业质量竞争

力。该项目属于“智能制造标准专项”。 

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在工业、医院、图书馆、机场以及大型综合办公楼

等领域均可应用。 

2016 年 11 月 29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战略性兴产业发展

规划的通知》，要求开发和推广应用智能物流与仓储装备，完善智能物流标准体

系。2017年 5月 22日，国家标准委、发改委、科技部和工信部联合发布《国家

机器人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搬运服务机器人标准已被明确列入国家机器人标准

体系框架中的重点标准领域。 

该标准给出了物流传输与人流空间分离的设计方案理念，规定了物流设备高

效自消毒功能，在后疫情时代，以及建筑高密度和人流物流高度集中的条件下，

规避传输路径中的交叉感染风险，满足使用场所在实际应用中的消毒需求；规定

的功能、性能及安全要求，有利于规范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技术的发展，以

保证传输系统的安全、稳定、可靠及高效作业；规定了通过直流取电，采用低碳

节能的运行方式，满足碳中和的时代要求。 

该标准被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及质检部门等采用后，可引领和规

范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 

例如：《增材制造设备  桌面型熔融挤出成形机》依据 2016年工信部印发的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和《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年）》，

以及 2017年 11月十二部门关于印发《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7—2020

年）》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大力度开展增材制造标准制修订工作，不断提高标

准水平，增强标准有效供给，以标准支撑和引领增材制造产业发展”，该项目属

于“工业母机标准专项”。 

由于目前市场上桌面型熔融挤出成形机质量层次不齐，并且安全、打印性能、

电磁兼容和可靠性等关键指标缺乏相关技术标准，无论是生产企业自身需求，还

是市场及用户的需要，都迫切需要建立相关标准，以科学合理地反映桌面型熔融

挤出成形机的质量水平。 

该标准规定了设备机械和电气安全、加工和装配质量、环境适应性试验和精

度检验等技术内容，满足用户和市场需求。桌面型熔融挤出成形机在打印过程中

有 TVOC等物质的释放，关乎使用者的健康安全问题，该标准规定了 TVOC排放的

检测方法，使室内空气品质得到控制。 

该标准的制定，不仅促进高端制造业发展，也保证了产品质量及其安全性。 

例如：《激光切管机  第 1 部分：精度检验》和《激光切管机  第 2 部分：

技术规范》依据 2016 年工信部印发的《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和

《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以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将激光加工与自动化成套技术列为我国未来 15 年重

点发展的前沿技术之一，该项目属于“工业母机标准专项”。 

管材激光加工是国内近年兴起的一种高效加工方式。激光切管机是最典型的

管材激光加工装备，此种加工工艺及装备在德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早有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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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国内设备的研发和产业化虽然十分迅速，但在产品质量和可

靠性方面没有标准规范，低劣产品充斥市场。激光加工机床作为光、机和电合一

的高档数控机床，在安全防护等技术要求和精度检验等方面，相比普通机床要求

更高更复杂。 

该标准规定的几何精度检验、定位精度检验和加工检验等方法，解决了激光

切管机目前检验规范混乱，技术指标表达不一致的问题，有利于各相关方的技术

交流及进步；规定的安全防护要求，如：激光切管机在激光辐射、电气、机械、

气压和液压等防护要求，有利于保障机床使用人员和维修人员的人身安全；规定

的加工和装配质量、运转试验和机床可靠性试验，保证了激光切管机的质量和可

靠性，有利于促进高质量发展。 

例如：《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床  第 1 部分：精度检验》依据两机

重大专项及“中国航空发动机产业五大示范工程”，该项目属于“工业母机标准

专项”。 

未来 20 年我国航空发动机及燃气轮机需求将超 2 万亿元，民用市场在 1.5

万亿元左右，发动机零部件、总装和高温合金材料等细分行业将迎来快速扩容期。

随着先进航空发动机推重比要求不断提高，发动机关键零部件的制造要求也越来

越高，材料需要具有良好的强度、耐高温和抗腐蚀特性，加工精度标准也变得近

乎苛刻。在这样一种制造指标体系下，传统机械加工方式很难处理这类强度高、

硬度大和加工精度苛刻的零部件。数控电解加工技术具有非接触、高柔性以及不

受材料机械性能限制等特点，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床是数控电解加工技

术的工艺载体。目前，在德国、美国和荷兰等发达国家，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

机床已经普及，自动化程度非常高，在高温合金、钛合金和钛铝金属间化合物等

难加工材料叶片、整体叶盘的制造中得到广泛应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实践表

明，数控电解加工技术通过以柔克刚的方式能满足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高精度、

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制造需求。国内设备的研发和工艺技术开发虽然十分迅速，但

没有设备精度检验的标准规范，机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不仅限制了工艺技术的

发展，还制约了加工工艺在航空制造领域的应用。 

该标准规定的主要零部件和坐标轴的命名、使用说明、几何精度检验和定位

精度检验等技术内容，能够全面规范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床生产，有利

于保证机床精度检验的技术要求，满足用户和市场需求；规定的几何精度检验和

定位精度检验技术方案填补了该类设备精度检验标准的空白，促进机床产品质量

及其应用水平的提高。 

例如：《增材制造 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备安全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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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于研制“增材制造标准”的有关要求，该项目属于“工业母机

标准专项”。 

目前市场上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备质量层次不齐，特别是安全性方面没有

要求或要求不严，比如，很多设备高温部件（如打印头）裸露，没有防护装置且

未加帖警告标志，容易对使用者造成烫伤；个别设备工作过程甚至可能冒烟起火，

电气安全令人担忧。 

该标准规定了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备的机械安全、电源适应性、高温防护、

噪声、电磁兼容、挥发性物质排放防护、电气和防火安全等安全性能要求，解决

当前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备的安全问题。 

该标准的制定，为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备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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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为指导和规范桌面级材料挤出成形设备的设计、制造、检验和应用提供依

据，促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增强行业竞争力。 

例如：《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  技术规范》依据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和工

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的国质检标联[2016]39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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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

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高档数控机床和关键功能部件标准——高

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该项目属于“工业母机标准专项”。 

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集成了工业机器人或各类自动化机械手在生产过程的

应用，可实现产品标准化设计和模块化制作，提高我国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整体

技术水平，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水平。 

该标准规定了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的技术要求、检验和试验方法等，将自动

化控制技术融合进低压铸造机技术中，实现低压铸造机与各辅助装置运行的自动

化控制，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通过对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的参

数等进行统一的规范，为生产厂家的设计与制造，用户的合理选型提供技术支撑。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的推广应用，对提升低压铸造自

动化单元质量与档次，与国际接轨，逐步占领国际市场具有促进作用。 

例如：《自动磨削清理机》依据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和工业和信息化部印

发的国质检标联[2016]39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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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档数控机床和

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该项目属于“工业母机标准专项”。 

自动磨削清理机集成了工业机器人或各类自动化机械手在生产过程的应用，

可实现产品标准化设计和模块化制作，提高我国自动磨削清理机整体技术水平，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我国装备制造业水平。 

该标准通过调研国内外自动磨削清理机设备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发展情况，

搜集和检索国内外的技术资料，研究分析和资料查证等工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

综合众多自动磨削清理机的共性要求，纳入当今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工艺的先进

技术成果，确定了合理可行的技术指标。比如，规范了自动磨削清理机的结构与

技术参数，有利于生产厂家的设计与制造，有利于用户的合理选型和产品验收；

将数控自动控制技术融合进磨削清理技术中，实现磨削清理机与各辅助装置运行

的自动控制，保证了产品的质量，提高了工作效率。 

该标准的制定为自动磨削清理机质量提升提供技术支撑，对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与国际接轨，逐步占领国际市场具有促进作用。 

例如：《鲜湿面条机》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四、实施

智能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中“推动装备智能化和质量提升、传统制造业

智能转型、提升装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该项目属于“工业升级标准专项”。 

鲜湿面条机自动完成面水计量、混合、和面、压面、切面和面条输出等制面

工序，面水计量准确、混合均匀、生产效率高、出面速度快、结构紧凑、功能集

成度高、智能化程度高、安全卫生、性能稳定和操作方便。 

该标准是面条加工机械产品标准，食品卫生安全是该类机械关键技术要求。

该标准给出了“面条机材料的选择和设备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16798 和

GB/T 19891的规定”，通过材料的选择，严格控制安全卫生问题，以保障加工出

来的面条产品符合食品卫生的要求。该标准规定了安全卫生、制造质量、安全防

护和电气安全，以及生产能力、单份面条质量、单份面条质量误差、产品水分含

量、合格率、出面条时间、正常工作噪声和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指标及其



7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在保障面条机卫生性的同时，也保障了安全性和可靠性，

避免划伤和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避免与食品接触的零部件向食品迁移重

金属等有害物质等。 

该标准的制定对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保障产品质量和推进产业技

术升级起到支撑作用。 

例如：《果蔬冲浪式清洗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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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破粮食和果蔬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

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及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食用菌、中药材和茶叶等特

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和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该项目是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属于“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果蔬冲浪式清洗机主要用于果蔬产品的清洗，通过气泵把空气经管道泵入清

洗槽底部排气管道，气体由排气管道排出使清洗槽内的水形成浪涌，推动清洗槽

内果蔬物料产生翻腾运动，使果蔬物料表面的泥土等杂质脱离，完成果蔬物料的

清洗，具有清洗速度快、生产效率高、清洗效果好、节水效果显著、安全卫生、

性能稳定、操作方便、清洗拆卸简单和适应性强等特点。由机械清洗代替人工操

作，保障了果蔬产品质量，节约了劳动力，降低了生产成本。近年来，我国果蔬

加工行业发展很快，该设备是果蔬加工生产的关键设备。该设备对于提高果蔬加

工附加值、促进节能增效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该标准是清洗机械产品标准，洗净度是清洗类机械的关键技术要求。洗净度

是表示物料经清洗机清洗后，去除表面泥土等杂质，物料表面达到洁净的程度（即

清洗后物料表面残留的泥土等杂质质量与抽样物料总质量的百分比）。该标准给

出了具体的量化要求，即“洗净度≤ 0.025%”，保证了设备的主要性能。该标准

还规定了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等技术指标，保障清洗机的

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防止划伤和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避免与果蔬

物料接触的零部件向物料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控制产品质量和提高企业技术水平，有利于产品推广

应用和提高市场竞争力，对维护市场秩序和规范企业行为起到技术支撑作用。 

例如：《果蔬提篮式脱水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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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突破粮食和果蔬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高通量

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及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食用菌、中药材和茶叶等特

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和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该项目是果蔬等大宗及优

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属于“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果蔬提篮式脱水机主要用于果蔬产品的脱水加工，是利用提篮盛装果蔬物料

进行离心脱水的机器，具有装卸物料速度快、运转平稳、平衡性好、脱水率高、

噪声小、安全卫生、性能稳定、操作方便和适应性强等特点。用提篮盛装物料，

生产效率高，安全可靠，可保障果蔬产品质量，节约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近

年来，我国果蔬加工行业发展很快，该设备是果蔬物料脱水加工的关键设备，对

于提高果蔬加工附加值、促进节能增效和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作

用。 

该标准是脱水机械产品标准，食品卫生安全和机械的运行平稳是该类机械关

键技术要求。该标准给出了“脱水机材料的选择和设备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16798 和 GB/T 19891 的规定”，通过材料的选择，严格控制安全卫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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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加工设备符合食品卫生的要求；规定的安全卫生、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等安

全要求，可防止划伤和挤压等伤害人体的现象产生，避免出现与果蔬物料接触的

零部件向物料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等安全隐患。 

该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指导设备的设计改进、加工制造、生产使用、维护保

养、检测修理、监督管理、运输和储存等，有利于控制产品质量，有利于产品推

广应用，对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起到技术支撑作用。 

例如：《食品机械  气流涡旋微粉机》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年 12月 22

日发布的工信部联装〔2016〕413号《农机装备发展行动方案（2016～2025）》“（9）

农产品初加工机械，重点突破粮食和果蔬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高品质节能干燥、

高通量清选、检测分级及包装和质量追溯等关键技术，开发食用菌、中药材和茶

叶等特色农产品清选、分级、干燥和包装等智能成套装备”的重点内容。该项目

是粮食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加工机械项目，属于“农机装备标准专项”。 

气流涡旋微粉机是利用涡旋气流的强烈冲击，使物料与机器的转子和定子产

生摩擦和挤压，进而被破碎，实现粉碎后的物料粒度达到微米级的粉碎机械。适

合加工大米、小麦、豆粕、米糠及燕麦片等多种物料，具有生产效率高、粉碎效

果好、产品粒度达微米级、安全卫生、性能稳定和操作方便等特点。对于提高粮

食等大宗及优势农产品的加工附加值，以及推动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具

有重要意义。 

该标准规定了材质选用和卫生条款，解决了微粉机的材料选用和结构设计的

卫生性问题；安全防护、电气安全及气动安全条款为微粉机安全防护装置、电气

安全和气动安全提供了设计依据，保障人身及设备安全；生产能力、粉碎粒度、

粉碎合格率、轴承温升、物料温升、正常工作噪声和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以及

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技术指标及要求，为微粉机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

品验收、使用、质量监督和检测等提供了依据，保证设备的制造质量。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和指导微粉机的推广应用，对维护市场秩序、规

范企业行为起到技术支撑作用。 

例如：《食品机械  静水压杀菌设备》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规划》“六、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中“促进装备制造企业开

展柔性化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相关设备和标准的研制、提升装备制造业服务质量”，

该项目属于“工业升级标准专项”。 

静水压杀菌设备适合金属罐、玻璃瓶、塑料瓶、盒装和袋装食品等多种产品

的杀菌工艺，应用范围广泛，市场前景广阔。具有杀菌温度稳定、工作效率高、

控制精度高、可靠性高、杀菌品质好和节能降耗等优势，有利于生产线流水作业，

降低生产成本，对促进节能增效，以及推动农产品及食品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现

实意义。 

该标准规定了材料的选择和设备结构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16798 和

GB/T19891的规定，保证杀菌设备的安全卫生；电气安全和安全防护条款，保障

人身及设备安全，避免卷入、陷入、夹住和压伤等潜在危险造成人员受伤；杀菌

设备的温度控制精度、热分布、最高工作温度、压力控制精度、最高工作压力、

生产能力和正常工作噪声，以及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为

杀菌设备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使用、质量监督和检测等提供了

依据，保证设备的制造质量。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和指导杀菌设备的推广应用，对维护市场秩序，

规范企业行为起到技术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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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食品机械  循环风式蒸汽杀菌釜》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

提升规划》“六、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标准化”中“促进装备制造企

业开展柔性化生产和个性化定制相关设备和标准的研制、提升装备制造业服务质

量”，该项目属于“工业升级标准专项”。 

循环风式蒸汽杀菌釜可对肉类、禽类、鱼类、蛋类和蔬菜等罐头和软包装产

品进行快速高温杀菌，相比于传统蒸汽杀菌釜，循环风式蒸汽杀菌具有压力恒定、

温度均匀、升温速度快、杀菌时间短、蒸汽能耗和生产成本低等优势，并且适应

性强，应用范围广泛，对于提高农产品加工附加值、促进节能增效、推动农产品

加工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该标准规定了材质选用和安全卫生条款，解决了杀菌釜材料选用和结构设计

的安全卫生问题；安全防护及电气安全条款为杀菌釜安全防护装置和电气安全等

提供了设计依据，保障人身及设备安全；杀菌釜的有效容积、温度控制精度、热

分布、最高工作温度、压力控制精度、最高工作压力、循环风速和正常工作噪声，

以及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等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为杀菌釜的设计、制造、性能

试验、产品验收、使用、质量监督和检测等提供了依据和技术支撑，保证杀菌釜

制造质量。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和指导循环风式蒸汽杀菌釜的推广应用，提高市

场竞争力。 

（2）确保产品质量的基础性作用  

例如：《压铸生产线  第 1 部分：基本参数》依据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8 月 1 日印发的国质检标联[2016]396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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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档数控机床：高档数控机床和关

键功能部件标准——高档数控机床专项配套标准”，该项目属于“工业母机标准

专项”。 

该标准的制定在广泛收集和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对 GB/T 21269《冷室压铸机》、GB 20906《压铸单元安全技术要求》、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机械电气设备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3766《液压传

动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GB/T 7932《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

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和 JB/T 6309.3《热室压铸机  第 3部分：技术条件》等

相关标准着重分析，征询压铸机同行及使用压铸机企业对《压铸生产线  第 1

部分：基本参数》的意见，确定了科学合理的指标参数。 

该标准是“智能压铸单元标准综合体项目”压铸单元系列标准里一个重要标

准，规范了压铸生产线的基本参数，直接反映了产品的使用性能，如压铸机的锁

模力、压射力、压射位置、最大金属浇注量和空循环时间；保温装置的有效容量

和温控精度；浇注装置的浇注量和浇注周期；取件装置的额定负载和重复精度等。 

该标准填补我国没有压铸生产线基本参数标准的空白，为装备制造商检验产

品的符合性提供了准则，为明示产品的特性及指标提供了依据，特别是考虑了压

铸生产线主机和周边辅助装置的兼容性，根据主机的锁模力，配套了辅助装置的

产品参数，保证了各产品之间相互配合的兼容性，为用户选购满足功能要求的产

品提供了参考及便利，为供需双方的贸易商洽提供技术基础，节约人力和时间成

本。 

该标准为后续的压铸生产线技术条件、精度检测及性能测试等标准的制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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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基础，为压铸生产线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对引导和规范压铸生产线技术

的发展，提高技术水平起到支撑作用。 

例如：《液压泵、液压马达侧板用烧结双金属板材》依据《国家工业基础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四、重点任务”中“核心基础零部件领域急需标准研制 （专

栏 1 核心基础零部件领域急需标准研制（3）高压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缸及

高精密液压阀、气动阀等液气密件标准研制）”，该项目属于“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产品的应用对象主要为液压泵和液压马达，属于液压件，2011 年工信部发

布了《机械基础件、基础制造工艺和基础材料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明确

提出要重点发展液压元件。该标准涉及到粉末冶金新材料产业、液压件生产行业、

汽车、农机、工程机械及高端装备等产业链。 

原标准中双金属板材的合金层材料均为含铅的铜合金，随着欧盟新环保要求

的实施，无铅材料的使用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目前我国对无铅材料的使用也已

开始推广。该标准中增加了无铅材料的选用，引导液压泵、液压马达侧板的材质

选用向无铅化方向发展，减少对环境及人体的污染，对液压泵和液压马达使用新

材料的升级换代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标准的修订，提升国内液压件行业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粉末冶金行业与

国际技术和标准接轨，推动我国汽车、工程机械和高端装备等产品的技术进步。 

例如：《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

划》“三、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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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该项目属于

“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焊接波纹管机械密封是利用焊接金属波纹管作为补偿元件，既可以提供机械

密封端在的闭合力，又可以起到辅助密封的作用，解决了高低温下弹簧式机械密

封橡胶 O形圈无法使用的难题，为特殊工况下泵及压缩机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 

该标准规定的基本型式、参数、材料代号及布置方式条款，为产品选型提供

依据；规定的波纹管组件要求条款，保证了波纹管组件的加工精度；规定的密封

环平面度及粗糙度、形位公差、波纹管气密性检查、泄漏量及磨损量的技术要求

与检验方法，为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

使用、质量监督和检测等提供了依据和技术支撑。 

该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和指导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的推广应用，提

高市场竞争力；有利于提高产品的安全可靠性，保障设备长周期安全运行。 

例如：《船用泵机械密封》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三、

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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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该项目属于“工业

基础标准专项”。 

船用泵机械密封因其工况的特殊性，如：海水的腐蚀性，含泥沙等杂质，以

及存在偏摆和振动大等问题，其结构设计要求、材料要求及试验方法与常规泵用

机械密封有很大区别，目前常规机械密封标准无法满足其要求。 

该标准结构设计准则条款为船用泵机械密封设计提供依据；基本型式及参数

条款为产品选型提供指导；材料要求、外观质量、主要零件和泄漏量及磨损量要

求与试验方法等，为船用泵机械密封的设计、制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使用、

质量监督和检测等提供了依据和技术支撑；  

该标准填补了船用泵机械密封无行业标准的空白，解决了船用泵机械密封行

业标准“从无到有”的问题，有利于逐步提高产品质量和规范市场，有利于提高



11 

我国船用泵机械密封向规范化和系列化发方向展，促进产业升级。 

例如：《高温旋转接头安全技术规范》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

规划》“三、实施工业基础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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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该项目

属于“工业基础标准专项”。 

旋转接头是将流体介质由固定管道输送到旋转或摆转一个角度的管道和设

备中去的流体动密封装置，应用领域几乎涵盖了各种机械加工制造行业。高温旋

转接头因其输送介质的特殊性，其泄漏会造成高温烫伤、火灾、爆炸以及人员伤

亡等安全事故，从而危及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 

该标准规定的人员职责条款，为设计与制造者、用户和人员操作提供指导；

风险分析条款，为确定存在的安全隐患提供依据；设计与制造要求条款为产品设

计与制造提供技术支撑；检验安全条款为高温旋转接头试验提供指导；安装、使

用与维护条款为用户使用提供指导。 

该标准填补了旋转接头行业无安全标准的空白，有利于规范旋转接头的设计、

制造、试验、安装、使用及维护，提升产品使用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提高用户生

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推动产业和企业的转型升级。 

（3）适应产业发展的水平提升作用  

例如：《仪用电流互感器》和《仪用电压互感器》两项标准为修订项目。目

前国内的产品，仪用电流互感器和仪用电压互感器主要采用双级结构，与原单级

结构相比进一步提高其准确度等级；在软磁工艺方面，现阶段采用的非晶和超微

晶（纳米晶）等铁芯材料，与铁镍合金材料相比大幅度降低制造成本，提高产品

的可靠性和环保要求；对安全防护等级、绝缘、磁饱和裕度及误差限值等技术要

求的提高，进一步改善了仪用电流互感器和仪用电压互感器的产品性能。 

JB/T 5472-1991《仪用电流互感器》和 JB/T 5473-1991《仪用电压互感器》

已使用近 30 年，两项行业标准修订的创新点主要是在使用环境方面的描述，本

次修订将互感器的工作环境分为“实验室”、“一般户内”和“户外（有遮蔽）”

三类工作环境，替代了原来的“P 组、S 组、A 组”的描述，进一步明确其产品

的工作环境，方便使用者选用。 

本次修订，补充和完善了标准的技术内容，提高了仪用电流互感器和仪用电

压互感器的制造水平和工作性能。对淘汰落后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产

品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 

例如：《铸造用除尘器  通用技术规范》为修订项目，顺应了产业发展的需

求。铸造行业属于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在铸造车间每一个生产工序中，都存在

着粉尘污染源，必须根据每一生产工艺的特点采用合适的除尘设备进行粉尘处理，

达标排放。 

在修订过程中，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除尘器的设计和制造等方面

如何满足新的排放要求，从这一方面提出了除尘器制造厂应满足的技术要求，并

增加了除尘器的脉冲控制仪、分气箱和压缩空气附属设备等新装置要求；二是从

除尘器的使用方面如何满足新的排放要求，从这一方面提出了用户合理选用除尘

器应满足的技术要求。 

该标准的修订，为铸造行业除尘器产品的设计、制造和选用，以及产业结构

调整与优化升级提供技术支撑，规范市场和指导生产，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安

全可靠性，更好地满足市场和使用需要，提升我国铸造行业环保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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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装载机铜基湿式粉末冶金摩擦片  技术规范》为修订项目。JB/T 

10767—2007已使用多年，随着技术的发展，现阶段的装载机中铜基湿式摩擦材

料可分为Ⅰ和Ⅱ两大类，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工况，性能指标差异较大。有关摩擦

片的摩擦、磨损性能和物理性能指标较少，不能全面和系统地反映装载机对摩擦

片的性能要求。 

本次修订的特点，一是，原标准中，影响摩擦片使用性能的关键指标——粘

结性能（即摩擦片的衬层与芯板的粘结质量），分散在不同的条款和表中。修订

后，将粘结性能要求内容作为单独条款列出，便于使用；二是，考虑到现阶段装

载机中铜基湿式摩擦材料实际应用情况，按两大类材料分别对性能指标提出要求，

便于使用者选用。 

通过修订，完善了标准的技术内容，提升装载机铜基湿式粉末冶金摩擦片的

摩擦性能及制造水平，推动摩擦片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我国铜基湿式粉末冶

金摩擦片的国际竞争力。 

（4）便利经济贸易的公益性作用 

例如：《渐开线花键拉刀检测方法》规定了渐开线花键拉刀各参数的检测方

法，给出了拉刀质量判定的检测依据，发挥了公益性作用。 

该标准充分考虑国内生产与使用实际，对应当前国内生产厂家技术水平，适

应当前技术发展要求，符合中国国情。如：统一了花键齿齿厚、花键齿齿形误差

和花键齿周节累积误差的检测方法，并与《刀具产品检测方法  第 7 部分:圆拉

刀》（JB/T 10231.7）和《刀具产品检测方法  第 20部分:矩形花键拉刀》（JB/T 

10231.20）规定的检测方法协调配套，避免增加检测费用；规范了拉刀质量判定

的检测依据，避免争端。 

通过该标准的制定，促进国内渐开线花键拉刀生产、检测和使用的有效衔接，

提升国内渐开线花键拉刀生产企业技术水平。 

例如：《照相器材 术语》为基础公益类标准。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各类创新成果的应用，涌现了许多新型的照相器材产品。

该标准将照相器材产品分为八大类：“照相机”、“镜头”、“滤光镜”、“补光系统”、

“脚架”、“感光、消耗材料”、“图像输出设备”和“辅助器材”。在制定过程中，

运用标准化的手段，通过对概念的严格定义，选择或确立最恰当的术语，减少多

义和同义现象，避免信息交流过程中的歧义和误解；编写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及相关政策；与已发布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以及国际标准的概念体系和概

念的定义尽可能一致；文字表述和符号使用符合我国语言文字方面习惯和规范。 

该标准解决了新兴照相器材产品的名称不统一和不规范问题，有利于规范市

场宣传行为，对相关标准的制定、文件编制、教材撰写、书刊编辑和文献翻译等

具有指导意义。 

（5）发挥部省联动标准化的合力作用 

例如：《腐竹加工生产线》属于工信部与安徽省联动的制定项目。豆制品加

工是安徽省的传统优势项目，加工历史悠久，豆制品加工机械发展迅速，市场占

有率大。“腐竹加工生产线”在安徽省研发时间早，技术先进，安徽省生产的“腐

竹加工生产线”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70%以上。 

腐竹加工生产线主要包括清洗设备、浸泡设备、磨浆设备、煮浆结皮成形设

备和干燥设备等加工设备，以大豆为原料，经清洗、浸泡、磨浆、煮浆、结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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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型和干燥等加工工序制成腐竹产品。我国传统的腐竹制作工艺普遍采用人工挑

皮，存在劳动效率低、劳动强度大、产品质量难以控制和成品得率较低等缺陷。

该生产线的特点是生产效率高、产品质量好、安全卫生、节能降耗和成品得率高。 

该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注重安全性、可靠性和卫生性三个关键原则，规定的

材质选用、安全卫生、安全防护和电气安全等技术要求，可防止划伤和挤压等伤

害人体的现象发生；避免与食品接触的零部件向食品迁移重金属等有害物质。规

定的生产能力、生产得率、腐竹水分含量、腐竹破损率、单位能耗量、正常工作

噪声和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技术指标和要求，以及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保证

了设备的可靠和高效运行。 

该标准填补腐竹加工生产线产品标准的空白，为腐竹加工生产线的设计、制

造、性能试验、产品验收、使用、质量监督以及检测等提供技术依据；规范和指

导腐竹加工生产线的推广应用，提高腐竹加工机械化和自动化水平；降低能耗和

生产成本，促进了地方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起到维护市场秩序、规范企业行为、

保障产品质量和推进产业技术升级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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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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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不涉及专利。 

二、分领域报批项目情况 

见专业领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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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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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广泛征求意见和标委会审查等阶段

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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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无跨行业和跨领域的协调问题。 

3. 对报批项目的审核情况和审核意见 

（1）本次报批的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报批材料齐全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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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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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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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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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项，牵

头起草单位变更 14项，完成时间变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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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项，在相关文

件中已说明。 

（6）原项目名称中含有“技术条件”和“通用技术条件”的项目，按照 GB/T 

1.1-2020标准名称的命名规则，修改为“技术规范”。此变更在各专业领域相关

文件中说明。未办理计划调整。 

（7） 本次报批的 98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中，涉及产业链项目 35项（见附

件 5）。 

（8） 本次报批的 98项机械行业标准宣传解读建议见附件 6。 

（9） 经审核，本次报批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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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79-2021 增材制造  材料

挤出成形 3D 打印

笔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增材制造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安徽省春谷 3D 打印智能装备产业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三绿实

业有限公司、芜湖爱三迪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126号 

2019-0623T-AH 

2  JB/T 14280-2021 增材制造  桌面

级材料挤出成形

设备安全技术规

范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增材制造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山东创瑞增

材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126号 

2019-0622T-AH 

3  JB/T 14056-2021 卷筒纸多联票据

印刷机 

产品 制定   2019 全国印刷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烟台金宝精密印刷设备有限公司、

义乌联动机械有限公司、北京高科

印刷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23T-JB 

4  JB/T 14057-2021 平面凸版胶印机 产品 制定   2019 全国印刷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北京高科印刷机械研究所有限公

司、广水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广东顺德艾司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24T-JB 

5  JB/T 14058-2021 曲面凸版胶印机 产品 制定   2019 全国印刷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广水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广东

顺德艾司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高科印刷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25T-JB 

6  JB/T 14059-2021 印刷机械翻盖盒

成型机 

产品 制定   2019 全国印刷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广东金玉兰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广

州市千彩纸品印刷有限公司、北京

高科印刷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26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AHCPZT2679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AHCPZT267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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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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JB/T 9259-2021 压力式温度计 产品 修订 JB/T 9259-1999  2016 全国工业过程测

量控制和自动化

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

公司、杭州科宏仪器仪表有限公

司、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2023T-JB 

8  JB/T 14239-2021 带电子装置水表

技术要求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工业过程测

量控制和自动化

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计

量科学研究院、河南省计量科学研

究院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58T-JB 

9  JB/T 14240-2021 三转子流量计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工业过程测

量控制和自动化

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精都机电仪表有限公司、上海

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精祥仪表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73号 

2018-2201T-AH 

10  JB/T 14241-2021 一体式阀式孔板

流量计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工业过程测

量控制和自动化

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成都航利阀门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成都金陵

能源装备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60T-JB 

11  JB/T 14242-2021 在线溶解氧监测

仪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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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市光大分析技术有限责任公

司、河北科瑞达仪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华科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61T-JB 

12  JB/T 5472-2021 仪用电流互感器 产品 修订 JB/T 5472-1991  2020 全国电工仪器仪

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哈

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深

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3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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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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JB/T 5473-2021 仪用电压互感器 产品 修订 JB/T 5473-1991  2020 全国电工仪器仪

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哈

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物

兴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4T-JB 

14  JB/T 14252-2021 交流电测量设备  

现场测试仪  通

用技术规范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电工仪器仪

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

有限公司、深圳市星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2T-JB 

15  JB/T 14253-2021 直流电能表检验

用功率源技术规

范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电工仪器仪

表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

有限公司、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电

力科学研究院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5T-JB 

16  JB/T 14364-2021 模切刀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刀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282T-JB 

17  JB/T 14365-2021 钢轨在线修复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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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邦普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工具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082T-JB 

18  JB/T 14366-2021 渐开线花键拉刀

检测方法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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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公益

- 工 业 母

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233T-JB 

19  JB/T 14367-2021 可转位螺旋立铣

刀可换端头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刀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太原工具厂有限责任公司、国宏工

具系统（无锡）股份有限公司 

重 点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083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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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JB/T 14368-2021 六角柄锥度麻花

钻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刀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江苏爵克数控刀具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283T-JB 

21  JB/T 14369-2021 轮槽拉刀  技术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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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点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080T-JB 

22  JB/T 14370-2021 无级钻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刀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扬州新江正工具有限公司、成都工

具研究所有限公司、扬州江宇刃具

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284T-JB 

23  JB/T 14371-2021 小型 7:24 圆锥工

具柄及其拉钉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刀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森泰英格（成都）数控刀具股份有

限公司、洛阳信成精密机械有限公

司、四川天虎工具有限责任公司 

重 点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081T-JB 

24  JB/T 14372-2021 小直径 30°楔形防

松螺纹螺旋槽丝

锥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刀具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常州恒鼎工具制造有限公司、常州

市兴强工具有限公司、成都工具研

究所有限公司 

重 点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079T-JB 

25  JB/T 505-2021 粘 土 砂 混 砂 机  

通用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505-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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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昆格

瓦格纳机械有限公司、泉州市标准

化协会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57T-JB 

26  JB/T 2848-2021 射芯机 产品 修订 JB/T 2848-2006  2020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苏州明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济南

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青

岛昆格瓦格纳机械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54T-JB 

27  JB/T 5551-2021 三回程滚筒烘砂

装置  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5551-2008 

 2021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泉州市标准化协会、福建省闽旋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机械设计

研究院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512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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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B/T 5552-2021 壳型机  技术规

范 

产品 修订 JB/T 5552-200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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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标准化协会、福建省闽

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509T-JB 

29  JB/T 6572-2021 振动料斗给料机  

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6572-2008  2021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泉州市标准化协会、济南铸锻所检

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福建省闽旋

科技股份有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517T-JB 

30  JB/T 6579-2021 倾转浇注机  技

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6579-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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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昆格

瓦格纳机械有限公司、南安市中机

标准化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50T-JB 

31  JB/T 9981-2021 矩形槽或梯形槽

电机振动给料机  

型式和基本参数 

产品 修订 JB/T 9981-200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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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标准化协会、福建省闽

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508T-JB 

32  JB/T 9983-2021 筒形槽电机振动

给料机  型式和

基本参数 

产品 修订 JB/T 9983-200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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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标准化协会、福建省闽

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515T-JB 

33  JB/T 10788-2021 铸 造 用 除 尘 器  

通用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10788-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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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江

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60T-JB 

34  JB/T 14353-2021 低压铸造自动化

单元  技术规范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东莞市新

支点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 号

2018-1040T-JB 

35  JB/T 14354.1-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1部分：基本参数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鼎

正鑫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雄新压

铸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78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634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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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JB/T 14354.2-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2部分：精度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智

能机器人研究院、机械科学研究总

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79T-JB 

37  JB/T 14356-2021 铸造砂型热风表

面干燥炉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无锡锡南铸造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安簧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59T-JB 

38  JB/T 14357-2021 自动磨削清理机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铸造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万丰科技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领威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澎岩

新材料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24T-JB 

39  JB/T 14348-2021 饲料机械  斗式

提升机  畚斗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镇江三维

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镇江经纬

输送装备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49T-JB 

40  JB/T 14349-2021 饲料机械  斗式

提升机  头轮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南大学、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

司、镇江三维输送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0T-JB 

41  JB/T 14350-2021 饲料机械  刮板

输送机  刮板、链

条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河南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江苏

牧羊控股有限公司、镇江三维输送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1T-JB 

42  JB/T 14351-2021 饲料机械  立式

真空喷涂系统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牧羊控股有限公司、江苏正昌

粮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丰尚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2T-JB 

43  JB/T 14352-2021 饲料机械  酶制

剂喷涂系统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牧羊控股有限公司、江苏丰尚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3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61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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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JB/T 14432-2021 立式颗粒饲料干

燥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正大（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477T-JB 

45  JB/T 14433-2021 饲料机械  蝶阀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布勒（常

州）机械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478T-JB 

46  JB/T 14434-2021 饲料机械  旋风

分离器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正昌粮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大（中

国）投资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479T-JB 

47  JB/T 14435-2021 饲料熟化保持器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河南工业大学生物工程学院、布勒

（常州）机械有限公司、河南龙昌

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480T-JB 

48  JB/T 14436-2021 蒸汽压片机 产品 制定   2021 全国饲料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江苏丰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正大

（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布勒（常

州）机械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号 

2019-1481T-JB 

49  JB/T 4114-2021 烧结纯铁软磁材

料  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4114-1999  2020 机械工业粉末冶

金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鹰球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有研

粉末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83T-JB 

50  JB/T 4115-2021 液压泵、液压马达

侧板用烧结双金

属板材 

产品 修订 JB/T 4115-1999  2020 机械工业粉末冶

金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合肥波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

研粉末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有研粉末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85T-JB 

51  JB/T 9132-2021 烧结铁磷软磁材

料  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9132-1999  2020 机械工业粉末冶

金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鹰球集团有限公司、东睦新材

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汽车粉

末冶金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84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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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JB/T 10766-2021 锻压机床离合器

铜基干式摩擦片  

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10766-2007 

 

 2020 机械工业粉末冶

金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黄石赛福摩擦材料有限公

司、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

司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80T-JB 

53  JB/T 10767-2021 装载机铜基湿式

粉末冶金摩擦片  

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10767-2007  2020 机械工业粉末冶

金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黄石赛福摩擦材料有限公司、杭州

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优材百慕航空器材有限公

司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86T-JB 

54  JB/T 14395-2021 汽车机油泵用粉

末冶金内外转子  

技术规范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粉末冶

金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东睦

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华域皮

尔博格泵技术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81T-JB 

55  JB/T 14396-2021 汽车座椅调节机

构用粉末冶金滑

块技术规范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粉末冶

金制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明阳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理工大学、常熟华德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82T-JB 

56  JB/T 14401-2021 户内悬挂导轨式

巡检机器人系统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自动化系统

与集成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杭州申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大学、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等 

一 般 - 智

能制造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416T-ZJ 

57  JB/T 14402-2021 上下料桁架机器

人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自动化系统

与集成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宁夏巨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宁

夏机械工业协会、北京机械工业自

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智

能制造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26T-JB 

58  JB/T 14403-2021 智能化轨道物流

传输系统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自动化系统

与集成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苏州沃伦韦尔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

有限公司、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

等 

重 点 - 智

能制造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27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644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64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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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JB/T 8260-2021 摄影用中性玻璃

滤光镜 

产品 修订 JB/T 8260.4-1999  2020 全国照相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家照

相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30T-JB 

60  JB/T 14302-2021 照相机械包装、运

输、贮存条件及试

验方法 

产品 修订 JB/T 8250.7-1999  2020 全国照相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国

家照相机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基础公益

- 工 业 升

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75T-JB 

61  JB/T 14303-2021 闪光灯无线引闪

器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照相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浙江省现代影像科学技术研究院、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福

州柏灵影像器材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27T-JB 

62  JB/T 14304-2021 摄影用常亮灯的

技术规范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照相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福州柏灵影像器材有限公司、杭州

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深圳市

永诺摄影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28T-JB 

63  JB/T 14305-2021 摄影用云台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照相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桂林智神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29T-JB 

64  JB/T 14306-2021 照相器材  术语 基础 制定   2020 全国照相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上

海普利生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等 

基础公益

- 工 业 升

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76T-JB 

65  JB/T 14373-2021 超声波液体食品

加工设备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江苏江大五棵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江苏大学、江苏李工果蔬机械

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49T-JB 

66  JB/T 14374-2021 食品机械  催化

式红外加热设备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镇江美博红外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大学、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

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7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98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98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98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469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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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JB/T 14375-2021 蛋糕成型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汕头市煜丰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

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

所、广东恒信源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1T-JB 

68  JB/T 14376-2021 蛋糕注芯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汕头市煜丰机械有限公司、中国包

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金嘉成

（广州）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2T-JB 

69  JB/T 14377-2021 甜甜圈生产线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汕头市煜丰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

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

所、佛山市松川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10T-JB 

70  JB/T 14378-2021 纸杯蛋糕自动落

杯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汕头市煜丰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

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

所、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

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13T-JB 

71  JB/T 14379-2021 腐竹加工生产线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淮南徽旺豆制品设备销售有限公

司、安徽理工大学、佛山市顺德区

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9-0634T-AH 

72  JB/T 14380-2021 高速异形棒糖加

工设备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通维尔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佛

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包

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3T-JB 

73  JB/T 14381-2021 木糖醇香口胶生

产线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通维尔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佛

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包

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6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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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JB/T 14382-2021 鲜湿面条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万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

海科佳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佛

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

编码所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12T-JB 

75  JB/T 14383-2021 果蔬冲浪式清洗

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中机阳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崇师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浙

大宁波理工学院等 

重 点 - 农

机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50T-JB 

76  JB/T 14384-2021 果蔬提篮式脱水

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中机阳光（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理工大学、佛山市顺德区质量

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 

重 点 - 农

机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51T-JB 

77  JB/T 14385-2021 食品机械  气流

涡旋微粉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浙江丰利粉碎设备有限公司、浙江

盛达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博

仑高精机械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农

机装备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53T-JB 

78  JB/T 14386-2021 马铃薯磨皮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佛山

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

码所、中国包装和食品机械有限公

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5T-JB 

79  JB/T 14387-2021 食品机械  制包

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青岛

海科佳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佛

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

编码所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9T-JB 

80  JB/T 14388-2021 洗米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山东银鹰炊事机械有限公司、佛山

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中国包装

和食品机械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11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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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JB/T 14397-2021 食品机械  静水

压杀菌设备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浙江大学、青岛中泰智能设备有限

公司、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等 

重 点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52T-JB 

82  JB/T 14398-2021 食品机械  循环

风式蒸汽杀菌釜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浙江大学、山东中泰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

标准与编码所等 

重 点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54T-JB 

83  JB/T 14399-2021 饺子皮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哈尔滨金美乐商业机械有限公司、

青岛海科佳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

司、佛山市顺德区质量技术监督标

准与编码所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4T-JB 

84  JB/T 14400-2021 食品机械   隧道

式蒸烤机 

产品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食品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吉林省艾斯克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商业大学、佛山市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等 

一 般 - 工

业升级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8T-JB 

85  JB/T 8723-2021 焊接金属波纹管

机械密封 

产品 修订 JB/T 8723-2008  2020 全国机械密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丹东克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密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永华集团

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信厅科[2018] 

31号 

2018-0863T-JB 

86  JB/T 10706-2021 机械密封用氟塑

料全包覆橡胶 O

形圈 

产品 修订 JB/T 10706-2007  2020 全国机械密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上

海亿冈五金密封材料有限公司、宁

波伏尔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信厅科[2018] 

31号 

2018-0864T-JB  

87  JB/T 10874-2021 机械密封用氧化

铝陶瓷密封环 

产品 修订 JB/T 10874-2008  2020 全国机械密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宁波东联密封件有限公司、中国科

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合肥通用

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信厅科[2018] 

31号 

2018-0865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864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285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288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2882018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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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JB/T 14224-2021 船用泵机械密封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机械密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江

苏华青流体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亚

兰密封件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工

业基础 
工信厅科[2018] 

31号 

2018-0669T-JB 

89  JB/T 14225-2021 高温旋转接头安

全技术规范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机械密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腾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

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信厅科[2018] 

31号 

2018-0862T-JB 

90  JB/T 14226-2021 机械密封摩擦材

料组合的 [极限

pcv值]试验方法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机械密封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宁波东联密封件有限公司、宁波伏

尔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通用

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基础公益

- 工 业 基

础 

工信厅科[2018] 

31号 

2018-0739T-JB 

91  JB/T 14190-2021 增 材 制 造 设 备  

桌面型熔融挤出

成形机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特种加工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北京鉴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北京

太尔时代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电加

工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710T-JB 

92  JB/T 14188.1-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1部分：精度检验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特种加工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

公司、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4T-JB 

93  JB/T 14188.2-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2部分：技术规范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特种加工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大族激光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电加工机床研究所有限

公司、大族激光智能装备集团有限

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5T-JB 

94  JB/T 14189.1-2021 卧式五轴联动数

控电解加工机床  

第 1部分：精度检

验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特种加工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市星宏精

密电解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电加工

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6T-JB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2872018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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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JB/T 14189.2-2021 卧式五轴联动数

控电解加工机床  

第 2部分：技术规

范 

产品 制定   2020 全国特种加工机

床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深圳市星宏精

密电解科技有限公司、苏州电加工

机床研究所有限公司 

一 般 - 工

业母机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957T-JB 

96  JB/T 14254-2021 安 全 泄 压 装 置  

弯折销阀 

产品 制定   2017 全国安全泄压装

置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徐州八方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合肥

通用机产检测院有限公司、北京航

天石化技术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等 

重 点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144T-JB 

97  JB/T 5105-2021 铸件模样 起模斜

度 

基础  修订 JB/T 5105-1991  2020 全国铸造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

有限公司、共享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安徽神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32T-JB 

98  JB/T 7699-2021 铸造用木制模样

和芯盒技术规范 

产品 修订 JB/T 7699-1995  2020 全国铸造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

有限公司、共享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安徽神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 般 - 工

业基础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34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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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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

[2019]126号 

2019-0622T-AH 

增材制造  桌

面级材料挤出

成形设备安全

技术要求 

牵头单位由“安徽工匠质量

标准研究院有限公司”调整

为“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安徽工匠质量标准研究院有限公司”。在标准研制过程中，中机生产力

促进中心承担了主要研究工作，在技术和人员等方面提供了大力支持，经标委会研究，原

计划起草牵头单位由安徽工匠质量标准研究院有限公司变更为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此变

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 

2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24T-JB 

平面凸版胶印

机 

牵头单位由“广水轻工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调整为“北

京高科印刷机械研究所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广水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由于项目立项单位广水轻工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重点产品为曲面凸版胶印机，所以提出不再担任本标准的起草牵头单位，在起草阶

段经工作组协商决定，由北京高科印刷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担任牵头单位。此变更经全体

委员审查通过 

4 

3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25T-JB 

曲面凸版胶印

机 

牵头单位由“广东隆兴包装

实业有限公司”调整为“广

水轻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广东隆兴包装实业有限公司”。 由于项目立项单位广东隆兴包装实业

有限公司主营业务发生了改变，在起草阶段要求退出标准制定工作，并发来函件说明了退

出原因。根据所有参加该项目的生产企业的总体状况，本着企业自愿申报及标委会协调沟

通的原则，标委会秘书处以及起草小组的成员单位经过协商，一致同意由广水轻工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担任牵头单位。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 

4  工 信 厅 科

[2017]70号 

2017-0726T-JB 

印刷机械翻盖

立体盒成型机 

项目名称变更为《印刷机械

翻盖盒成型机》 

计划项目名称“印刷机械  翻盖立体盒成型机”。在起草阶段，有专家指出翻盖盒自身就是

立体形状，无需赘述。工作组经研讨，将标准名称改为“印刷机械  翻盖盒成型机”。此变

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 

5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2023T-JB 

蒸汽和气体压

力式温度计 

项目名称变更为《压力式温

度计》 

计划项目名称“蒸汽和气体压力式温度计”。在起草阶段，考虑到液体压力式温度计也是现

有压力式温度计产品之一，并且在 GB/T 25475《工业自动化仪表  术语  温度仪表》的

2.5.33 对压力式温度计的定义包括了液体、蒸发液体（蒸汽）和气体三种；JJG 310《压

力式温度计检定规程》范围中也包括蒸汽压力式温度计、气体压力式温度计和液体压力式

温度计三种。经过工作组研讨，将液体压力式温度计纳入本标准的范围，从而覆盖所有的

压力式温度计类型，标准名称改为《压力式温度计》。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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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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工 信 厅 科

[2012]182号 

2012-2023T-JB 

蒸汽和气体压

力式温度计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4 年调

整为 2021年 

计划项目完成时间 2014年。项目下达后，因参加单位变动及参与起草人调整等原因，组建

起草工作组受阻。项目因此延期，工信厅科[2015 ]160 号文同意延期到 2016 年。项目延

期后，在组织起草工作时，了解到 JJG 310《压力式温度计检定规程》也将开展修订工作，

为了标准与检定规程协调一致，项目组决定两者同时开展修订工作，因此于 2018年正式成

立起草工作组，开展修订工作。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7 

7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61T-JB 

溶解氧在线监

控系统 

项目名称变更为《在线溶解

氧监测仪》 

计划项目名称“溶解氧在线监控系统”。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将原分部式传感器单元和温度

控制单元整合在一起，更方便现场实时监测。在起草阶段经过工作组专家们讨论一致认为

标准名称修改为“在线溶解氧监测仪”更合理。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1 

8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61T-JB 

溶解氧在线监

控系统 

牵头单位由“北京大华融源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调整为

“吉林市光大分析技术有

限责任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北京大华融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项目申请单位提出已经技术转型

不再参与此标准制定工作，吉林市光大分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主动提出参与主草此项目，

经研究，由吉林市光大分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牵头起草。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1 

9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6-0661T-JB 

溶解氧在线监

控系统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8 年调

整为 2020年 

计划项目完成时间 2018年。由于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工作变动，因而影响了计划进度，推迟

到 2020年。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1 

10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3T-JB 

仪用电流互感

器 

牵头单位由“哈尔滨电工仪

表研究所”调整为“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在标准起草阶段，考虑到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在项目前期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在互感器领域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得到行业专家的

广泛认可，同时在标准编制过程中该单位从用户角度在互感器绝缘、机械强度、工作变差

影响及磁饱和裕度等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将牵头单位调整为“中国电力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2 

11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2T-JB 

交流电测量设

备  现场测试

仪 

项目名称变更为《交流电测

量设备现场测试仪通用要

求》 

计划项目名称“交流电测量设备  现场测试仪”。在标准起草阶段，工作组专家分析讨论后

认为，“现场测试仪”范围所含对象非特定设备，包含了此类所有设备，如电能表现场测试

仪、互感器现场测试仪和变送器现场测试仪等。随着数字化变电站的问世，出现了数字信

号电测量设备，现场测试仪因此还分为模拟类和数字类，两者技术特性完全不同，也难以

在一个标准中描述。因此，“现场测试仪”的标准化对象只能是此类产品的通用技术规范，

不涉及具体设备和测试仪，标准名称增加“通用要求”补充要素则比较严谨。为使标准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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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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符合 GB/T 1.1的要求，将原标准项目名称《交流电测量设备  现场测试仪》修改为《交

流电测量设备  现场测试仪  通用要求》。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2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2T-JB 

交流电测量设

备  现场测试

仪 

牵头单位由“哈尔滨电工仪

表研究所”调整为“国网江

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在标准起草阶段，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完成了影响量试验、电气安全性试验和电磁兼容性试验等多项重要的试验

验证工作并提供了相关试验数据，经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与原牵头

单位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协商同意，牵头单位调整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学

研究院。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4 

13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25T-JB 

直流电能表检

验用功率源技

术条件 

牵头单位由“哈尔滨电工仪

表研究所”调整为“国网江

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在标准起草阶段，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完成了工频耐电压试验、负载影响试验和测量重复性试验等多项重要的试

验验证工作并提供了相关试验数据，经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与原牵

头单位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协商同意，牵头单位调整为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5 

14  工 信 厅 科 函

[2020]114号 

2020-0080T-JB 

轮槽拉刀 项目名称变更为《轮槽拉刀  

技术条件》  

计划项目名称“轮槽拉刀”。在起草阶段，工作组经研讨认为，轮盘榫槽型线的多样性，且

因尺寸系列多不易规定，拉刀结构和尺寸无法实现标准化，故将标准名称改为“轮槽拉刀  

技术条件”。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1 

15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57T-JB 

粘土砂混砂机  

通用技术条件 

牵头单位由“济南铸造锻压

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调整

为“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

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济南铸造锻压机械研究所有限公司”。在起草阶段，济南铸造锻压机械

研究所有限公司重组改制及业务变更，主营业务由国机铸锻机械有限公司接收。工作组经

研讨，考虑到实际承担标准起草人员单位变化的原因，将标准牵头单位调整为“国机铸锻

机械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5 

16  工 信 厅 科

[2016]110号 

2018-1416T-ZJ 

户内挂轨巡检

机 

项目名称变更为《户内悬挂

导轨式巡检机器人系统》 

计划项目名称“户内挂轨巡检机”。在起草阶段，专家一致认为：①本文件要进行标准化的

产品不是一个单纯的机械装置，而是一个符合 GB/T 38244《机器人安全总则》中对“机器

人”定义要求的产品，该产品是“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可编程的轴，以及一定程度的自主

能力，可在其环境内运动以执行预定任务的执行机构”，故应将标准化的主体应从“巡检机”

变更为“巡检机器人”。② 基于第一点，考虑到将产品仅仅定义为“巡检机器人”不能突

出自动化和智能化等机器人特性，鉴于产品还具备人机交流和自动巡检等功能，故将标准

文件名称最终改为“户内悬挂导轨式巡检机器人系统”。标准名称的变更，是为了更加突出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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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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贴合该类巡检机器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特性，标准化对象并未发生改变。此变更经全体

委员审查通过 

17  工 信 厅 科

[2018]31 号

2018-0727T-JB 

智能化轨道物

流输送系统 

项目名称变更为《智能化轨

道物流传输系统》 

计划项目名称“智能化轨道物流输送系统”。在征求意见阶段，经工作组研讨，考虑到“轨

道物流传输系统”的名称已被广泛用在企标和招标等文件中，行业通俗称呼也是“传输系

统”，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已成为行业成熟名称，因此将标准名称改为“智能化轨道物

流传输系统”。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8 

18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1030T-JB 

摄影用中性玻

璃滤光镜 

牵头单位由“杭州照相机械

研究所”调整为“广东思锐

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杭州照相机械研究所”。工作组成立后, 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主

动提出希望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经工作组协商并经过标委会同意，将标准

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广东思锐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9 

19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3T-JB 

高速异形棒糖

加工设备 

牵头单位由“如皋市包装食

品机械有限公司”调整为

“南通维尔斯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南通维尔斯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标准起草主要工作，经工作组研讨，根据起草

单位应按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经与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和南通维尔斯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协商，同意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南通维尔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72 

20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806T-JB 

木糖醇香口胶

生产线 

牵头单位由“如皋市包装食

品机械有限公司”调整为

“南通维尔斯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南通维尔斯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标准起草主要工作，经工作组研讨，根据起草

单位应按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经与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公司和南通维尔斯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协商，同意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南通维尔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73 

21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52T-JB 

食品机械  静

水压杀菌设备 

牵头单位由“山东鼎泰盛食

品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为“浙江大学”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山东鼎泰盛食品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浙

江大学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本标准起草主要工作，经工作组研讨，根据起草单位应按

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经与山东鼎泰盛食品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共

同协商，同意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浙江大学”。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81 

22  工 信 厅 科

[2018]31号 

2018-0654T-JB 

食品机械 循

环风式蒸汽杀

菌釜 

牵头单位由“山东鼎泰盛食

品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为“浙江大学”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山东鼎泰盛食品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在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浙

江大学技术实力较强，愿意承担本标准起草主要工作，经工作组研讨，根据起草单位应按

实际贡献大小分工排序等原因，经与山东鼎泰盛食品工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大学共

82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XT059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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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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协商，同意牵头起草单位变更为“浙江大学”。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3  工 信 厅 科

[2018] 31号 

2018-0864T-JB  

机械密封用氟

塑料全包覆橡

胶 O形圈 

牵头单位由“上海亿冈五金

密封材料有限公司”调整为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上海亿冈五金密封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计划下达后，该公司一直未启

动相关工作，经秘书处与该公司多次沟通，上海亿冈五金密封材料有限公司自愿放弃标准

牵头单位资格，决定将牵头单位变更为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

审查通过 

86 

24  工 信 厅 科

[2018] 31号 

2018-0739T-JB 

机械密封摩擦

材料 PV 值测

试方法 

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密封

摩擦材料组合的[极限pcv

值]试验方法》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密封摩擦材料PV值测试方法”。在起草阶段，经工作组讨论认为用摩擦

材料PV值不能清晰表明是输送介质压力、密封腔压力还是端面压力，也不能明确是什么状

态下的数值。[极限pcv值]更符合机械密封的实际应用，而且pcv值并非单独一种材料的特

性指标，是摩擦材料组合的工作能力，在机械密封设计时，可以根据极限pcv值进行结构及

材料选型设计。因此将标准名称变更为“机械密封摩擦材料组合的[极限pcv值]试验方法”。

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90 

25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144T-JB 

安全泄压装置  

爆破针阀 

项目名称变更为《安全泄压

装置  弯折销阀》 

计划项目名称“安全泄压装置  爆破针阀”。在审查阶段，专家提出爆破针阀为参考国外标

准翻译的名称，按照 GB/T 12242中关于弯折销阀的术语和定义，爆破针阀与弯折销阀为同

一产品，为与安全泄压装置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将项目名称改为“安全泄压装置  弯折销

阀”。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96 

26  工 信 厅 科

[2015]115号 

2015-1144T-JB 

安全泄压装置  

爆破针阀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7 年调

整为 2021年 

计划项目完成时间 2017年。该项目为重点项目，标准的试验部分在工厂进行多次壳体强度

试验、密封试验、整定压力试验和排量试验，试验验证周期较长，在审查时申请了延期，

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2021年 8月，标委会秘书处对标准技术内容进行复议，发起

A类投票，经全体委员确认，将标准范围中整定压力由“0.1MPa～42MPa”调整为“0.1MPa～

35MPa”，其余标准技术内容目前仍然适用 

9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2882018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6072016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607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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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产业链情况 

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行业 

分类 
专项情况 产业链 二级 三级 

1  JB/T 14279-2021 增材制造  材料挤出成形 3D 打

印笔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增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2  JB/T 14280-2021 增材制造  桌面级材料挤出成

形设备安全技术规范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增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  JB/T 14056-2021 卷筒纸多联票据印刷机   机械 工业升级    

4  JB/T 14057-2021 平面凸版胶印机   机械 工业升级    

5  JB/T 14058-2021 曲面凸版胶印机   机械 工业升级    

6  JB/T 14059-2021 印刷机械翻盖盒成型机   机械 工业升级    

7  JB/T 9259-2021 压力式温度计 JB/T 9259-1999  机械 工业基础    

8  JB/T 14239-2021 带电子装置水表技术要求   机械 工业基础    

9  JB/T 14240-2021 三转子流量计   机械 工业基础    

10  JB/T 14241-2021 一体式阀式孔板流量计   机械 工业基础    

11  JB/T 14242-2021 在线溶解氧监测仪   机械 工业基础    

12  JB/T 5472-2021 仪用电流互感器 JB/T 5472-1991  机械 工业基础    

13  JB/T 5473-2021 仪用电压互感器 JB/T 5473-1991  机械 工业基础    

14  JB/T 14252-2021 交流电测量设备  现场测试仪  

通用技术规范 

  机械 工业基础    

15  JB/T 14253-2021 直流电能表检验用功率源技术

规范 

  机械 工业基础    

16  JB/T 14364-2021 模切刀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17  JB/T 14365-2021 钢轨在线修复铣刀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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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行业 

分类 
专项情况 产业链 二级 三级 

18  JB/T 14366-2021 渐开线花键拉刀检测方法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19  JB/T 14367-2021 可转位螺旋立铣刀可换端头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20  JB/T 14368-2021 六角柄锥度麻花钻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21  JB/T 14369-2021 轮槽拉刀  技术规范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22  JB/T 14370-2021 无级钻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23  JB/T 14371-2021 小型 7:24圆锥工具柄及其拉钉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24  JB/T 14372-2021 小直径 30°楔形防松螺纹螺旋槽

丝锥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下游 综合利用 

25  JB/T 505-2021 粘土砂混砂机  通用技术规范 JB/T 505-2008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26  JB/T 2848-2021 射芯机 JB/T 2848-2006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27  JB/T 5551-2021 三回程滚筒烘砂装置  技术规

范 

JB/T 5551-2008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28  JB/T 5552-2021 壳型机  技术规范 JB/T 5552-2007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29  JB/T 6572-2021 振动料斗给料机  技术规范 JB/T 6572-2008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0  JB/T 6579-2021 倾转浇注机  技术规范 JB/T 6579-2007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1  JB/T 9981-2021 矩形槽或梯形槽电机振动给料

机  型式和基本参数 

JB/T 9981-2008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2  JB/T 9983-2021 筒形槽电机振动给料机  型式

和基本参数 

JB/T 9983-2008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3  JB/T 10788-2021 铸造用除尘器  通用技术规范 JB/T 10788-2007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4  JB/T 14353-2021 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  技术规

范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5  JB/T 14354.1-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1部分：基本参

数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6  JB/T 14354.2-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2部分：精度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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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行业 

分类 
专项情况 产业链 二级 三级 

37  JB/T 14356 -2021 铸造砂型热风表面干燥炉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8  JB/T 14357-2021 自动磨削清理机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等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39  JB/T 14348-2021 饲料机械  斗式提升机  畚斗   机械 工业升级    

40  JB/T 14349-2021 饲料机械  斗式提升机  头轮   机械 工业升级    

41  JB/T 14350-2021 饲料机械  刮板输送机  刮板、

链条 

  机械 工业升级    

42  JB/T 14351-2021 饲料机械  立式真空喷涂系统   机械 工业升级    

43  JB/T 14352-2021 饲料机械  酶制剂喷涂系统   机械 工业升级    

44  JB/T 14432-2021 立式颗粒饲料干燥机   机械 工业升级    

45  JB/T 14433-2021 饲料机械  蝶阀   机械 工业升级    

46  JB/T 14434-2021 饲料机械  旋风分离器   机械 工业升级    

47  JB/T 14435-2021 饲料熟化保持器   机械 工业升级    

48  JB/T 14436-2021 蒸汽压片机   机械 工业升级    

49  JB/T 4114-2021 烧结纯铁软磁材料  技术规范 JB/T 4114-1999  机械 工业基础    

50  JB/T 4115-2021 液压泵、液压马达侧板用烧结双

金属板材 

JB/T 4115-1999  机械 工业基础    

51  JB/T 9132-2021 烧结铁磷软磁材料  技术规范 JB/T 9132-1999  机械 工业基础    

52  JB/T 10766-2021 锻压机床离合器铜基干式摩擦

片  技术规范 

JB/T 10766-2007  机械 工业基础    

53  JB/T 10767-2021 装载机铜基湿式粉末冶金摩擦

片  技术规范 

JB/T 10767-2007  机械 工业基础    

54  JB/T 14395-2021 汽车机油泵用粉末冶金内外转

子  技术规范 

  机械 工业基础    

55  JB/T 14396-2021 汽车座椅调节机构用粉末冶金

滑块技术规范 

  机械 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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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行业 

分类 
专项情况 产业链 二级 三级 

56  JB/T 14401-2021 户内悬挂导轨式巡检机器人系

统 

  机械 智能制造    

57  JB/T 14402-2021 上下料桁架机器人   机械 智能制造    

58  JB/T 14403-2021 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统   机械 智能制造    

59  JB/T 8260-2021 摄影用中性玻璃滤光镜 JB/T 8260.4-1999  机械 工业升级    

60  JB/T 14302-2021 照相机械包装、运输、贮存条件

及试验方法 

JB/T 8250.7-1999  机械 工业升级    

61  JB/T 14303-2021 闪光灯无线引闪器   机械 工业升级    

62  JB/T 14304-2021 摄影用常亮灯的技术规范   机械 工业升级    

63  JB/T 14305-2021 摄影用云台   机械 工业升级    

64  JB/T 14306-2021 照相器材  术语   机械 工业升级    

65  JB/T 14373-2021 超声波液体食品加工设备   机械 工业升级    

66  JB/T 14374-2021 食品机械  催化式红外加热设

备 

  机械 工业升级    

67  JB/T 14375-2021 蛋糕成型机   机械 工业升级    

68  JB/T 14376-2021 蛋糕注芯机   机械 工业升级    

69  JB/T 14377-2021 甜甜圈生产线   机械 工业升级    

70  JB/T 14378-2021 纸杯蛋糕自动落杯机   机械 工业升级    

71  JB/T 14379-2021 腐竹加工生产线   机械 工业升级    

72  JB/T 14380-2021 高速异形棒糖加工设备   机械 工业升级    

73  JB/T 14381-2021 木糖醇香口胶生产线   机械 工业升级    

74  JB/T 14382-2021 鲜湿面条机   机械 工业升级    

75  JB/T 14383-2021 果蔬冲浪式清洗机   机械 农机装备 农业机械 中游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76  JB/T 14384-2021 果蔬提篮式脱水机   机械 农机装备 农业机械 中游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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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行业 

分类 
专项情况 产业链 二级 三级 

77  JB/T 14385-2021 食品机械  气流涡旋微粉机   机械 农机装备 农业机械 中游 农副产品加工机械 

78  JB/T 14386-2021 马铃薯磨皮机   机械 工业升级    

79  JB/T 14387-2021 食品机械  制包机   机械 工业升级    

80  JB/T 14388-2021 洗米机   机械 工业升级    

81  JB/T 14397-2021 食品机械  静水压杀菌设备   机械 工业升级    

82  JB/T 14398-2021 食品机械  循环风式蒸汽杀菌

釜 

  机械 工业升级    

83  JB/T 14399-2021 饺子皮机   机械 工业升级    

84  JB/T 14400-2021 食品机械  隧道式蒸烤机   机械 工业升级    

85  JB/T 8723-2021 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封 JB/T 8723-2008  机械 工业基础    

86  JB/T 10706-2021 机械密封用氟塑料全包覆橡胶 O

形圈 
JB/T 10706-2007  机械 工业基础    

87  JB/T 10874-2021 机械密封用氧化铝陶瓷密封环 JB/T 10874-2008  机械 工业基础    

88  JB/T 14224-2021 船用泵机械密封   机械 工业基础    

89  JB/T 14225-2021 高温旋转接头安全技术规范   机械 工业基础    

90  JB/T 14226-2021 机械密封摩擦材料组合的[极限

pcv值]试验方法 

  机械 工业基础    

91  JB/T 14190-2021 增材制造设备  桌面型熔融挤

出成形机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增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92  JB/T 14188.1-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1部分：精度检

验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减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93  JB/T 14188.2-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2部分：技术规

范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减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94  JB/T 14189.1-2021 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

床  第 1部分：精度检验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减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95  JB/T 14189.2-2021 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加工机   机械 工业母机 工业母机 中游 减材加工设备整机集成及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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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行业 

分类 
专项情况 产业链 二级 三级 

床  第 2部分：技术规范 

96  JB/T 14254-2021 安全泄压装置  弯折销阀   机械 工业基础    

97  JB/T 5105-2021 铸件模样  起模斜度 JB/T 5105-1991  机械 工业基础 工业母机 上游 制造工艺技术 

98  JB/T 7699-2021 铸造用木制模样和芯盒技术规

范 

JB/T 7699-1995  机械 工业基础 工业母机 上游 制造工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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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宣传解读列表 

序

号 
行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领域 宣贯主体 宣贯方式 

1  机械 JB/T 14279-2021 增材制造  材料挤出成

形 3D打印笔 

增材制造 全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微信和微博公众

号解读，以及专家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2  机械 JB/T 14280-2021 增材制造  桌面级材料

挤出成形设备安全技术

规范 

增材制造 全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微信和微博公众

号解读、专家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3  机械 JB/T 14056-2021 卷筒纸多联票据印刷机 印刷机械 全国印刷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人或行业专家对领域内相

关制造企业、使用单位、高校及科研机构人员，采取会议解读

和编写标准解读教材以及微信公众号文章等方式进行宣贯 

4  机械 JB/T 14057-2021 平面凸版胶印机 印刷机械 全国印刷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人或行业专家对领域内相

关制造企业、使用单位、高校及科研机构人员，采取会议解读

和编写标准解读教材以及微信公众号文章等方式进行宣贯 

5  机械 JB/T 14058-2021 曲面凸版胶印机 印刷机械 全国印刷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人或行业专家对领域内相

关制造企业、使用单位、高校及科研机构人员，采取会议解读

和编写标准解读教材以及微信公众号文章等方式进行宣贯 

6  机械 JB/T 14059-2021 印刷机械翻盖盒成型机 印刷机械 全国印刷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人或行业专家对领域内相

关制造企业、使用单位、高校及科研机构人员，采取会议解读

和编写标准解读教材以及微信公众号文章等方式进行宣贯 

7  机械 JB/T 9259-2021 压力式温度计 工业过程测量

控制和自动化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起草工作组专家进行标准解读，面向所

有标准使用者，采取会议培训或线上课程等方式进行宣贯 

8  机械 JB/T 14239-2021 带电子装置水表技术要

求 

工业过程测量

控制和自动化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起草工作组专家进行标准解读，面向所

有标准使用者，采取会议培训或线上课程等方式进行宣贯 



2 
 

序

号 
行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领域 宣贯主体 宣贯方式 

员会 

9  机械 JB/T 14240-2021 三转子流量计 工业过程测量

控制和自动化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起草工作组专家进行标准解读，面向所

有标准使用者，采取会议培训或线上课程等方式进行宣贯 

10  机械 JB/T 14241-2021 一体式阀式孔板流量计 工业过程测量

控制和自动化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起草工作组专家进行标准解读，面向所

有标准使用者，采取会议培训或线上课程等方式进行宣贯 

11  机械 JB/T 14242-2021 在线溶解氧监测仪 工业过程测量

控制和自动化 

全国工业过程测量控制

和自动化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起草工作组专家进行标准解读，面向所

有标准使用者，采取会议培训或线上课程等方式进行宣贯 

12  机械 JB/T 5472-2021 仪用电流互感器 电工仪器仪表 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编发图文宣贯材料，利用年会等会议和

标委会微信公众号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13  机械 JB/T 5473-2021 仪用电压互感器 电工仪器仪表 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编发图文宣贯材料，利用年会等会议和

标委会微信公众号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14  机械 JB/T 14252-2021 交流电测量设备现场测

试仪通用技术规范 

电工仪器仪表 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编发图文宣贯材料，利用年会等会议和

标委会微信公众号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15  机械 JB/T 14253-2021 直流电能表检验用功率

源技术规范 

电工仪器仪表 全国电工仪器仪表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编发图文宣贯材料，利用年会等会议和

标委会微信公众号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16  机械 JB/T 14364-2021 模切刀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17  机械 JB/T 14365-2021 钢轨在线修复铣刀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18  机械 JB/T 14366-2021 渐开线花键拉刀检测方

法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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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领域 宣贯主体 宣贯方式 

进行宣贯 

19  机械 JB/T 14367-2021 可转位螺旋立铣刀可换

端头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20  机械 JB/T 14368-2021 六角柄锥度麻花钻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21  机械 JB/T 14369-2021 轮槽拉刀  技术规范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22  机械 JB/T 14370-2021 无级钻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23  机械 JB/T 14371-2021 小型 7:24 圆锥工具柄及

其拉钉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24  机械 JB/T 14372-2021 小直径 30°楔形防松螺纹

螺旋槽丝锥 

刀具 全国刀具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标准联合工作组会或年会进行解

读，或由专家进行会议培训，或利用微信发布相关信息等形式

进行宣贯 

25  机械 JB/T 505-2021 粘土砂混砂机  通用技

术规范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26  机械 JB/T 2848-2021 射芯机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27  机械 JB/T 5551-2021 三回程滚筒烘砂装置  

技术规范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28  机械 JB/T 5552-2021 壳型机  技术规范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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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领域 宣贯主体 宣贯方式 

术委员会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29  机械 JB/T 6572-2021 振动料斗给料机  技术

规范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0  机械 JB/T 6579-2021 倾转浇注机  技术规范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1  机械 JB/T 9981-2021 矩形槽或梯形槽电机振

动给料机  型式和基本

参数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2  机械 JB/T 9983-2021 筒形槽电机振动给料机  

型式和基本参数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3  机械 JB/T 10788-2021 铸造用除尘器  通用技

术规范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4  机械 JB/T 14353-2021 低压铸造自动化单元  

技术规范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5  机械 JB/T 

14354.1-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1部分：

基本参数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6  机械 JB/T 

14354.2-2021 

压铸生产线  第 2部分：

精度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7  机械 JB/T 14356-2021 铸造砂型热风表面干燥

炉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8  机械 JB/T 14357-2021 自动磨削清理机 铸造机械 全国铸造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讲解，以及在网站和微信上编发图

文宣贯材料等形式进行宣贯 

39  机械 JB/T 14348-2021 饲料机械  斗式提升机  

畚斗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0  机械 JB/T 14349-2021 饲料机械  斗式提升机  

头轮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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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领域 宣贯主体 宣贯方式 

41  机械 JB/T 14350-2021 饲料机械  刮板输送机  

刮板、链条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2  机械 JB/T 14351-2021 饲料机械  立式真空喷

涂系统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3  机械 JB/T 14352-2021 饲料机械  酶制剂喷涂

系统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4  机械 JB/T 14432-2021 立式颗粒饲料干燥机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5  机械 JB/T 14433-2021 饲料机械  蝶阀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6  机械 JB/T 14434-2021 饲料机械  旋风分离器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7  机械 JB/T 14435-2021 饲料熟化保持器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8  机械 JB/T 14436-2021 蒸汽压片机 饲料机械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龙头企业组织活动，或利用中国粮

油学会饲料分会年会等形式进行宣贯 

49  机械 JB/T 4114-2021 烧结纯铁软磁材料  技

术规范 

粉末冶金制品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由专家解读，以及利用

协会网站和行业技术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50  机械 JB/T 4115-2021 液压泵、液压马达侧板用

烧结双金属板材 

粉末冶金制品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由专家解读，以及利用

协会网站和行业技术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51  机械 JB/T 9132-2021 烧结铁磷软磁材料  技

术规范 

粉末冶金制品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由专家解读，以及利用

协会网站和行业技术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52  机械 JB/T 10766-2021 锻压机床离合器铜基干

式摩擦片  技术规范 

粉末冶金制品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由专家解读，以及利用

协会网站和行业技术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53  机械 JB/T 10767-2021 装载机铜基湿式粉末冶

金摩擦片  技术规范 

粉末冶金制品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由专家解读，以及利用

协会网站和行业技术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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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机械 JB/T 14395-2021 汽车机油泵用粉末冶金

内外转子  技术规范 

粉末冶金制品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由专家解读，以及利用

协会网站和行业技术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55  机械 JB/T 14396-2021 汽车座椅调节机构用粉

末冶金滑块技术规范 

粉末冶金制品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技术研讨会由专家解读，以及利用

协会网站和行业技术刊物等方式进行宣传解读 

56  机械 JB/T 14401-2021 户内悬挂导轨式巡检机

器人系统 

自动化系统与

集成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专家利用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微信公

众号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57  机械 JB/T 14402-2021 上下料桁架机器人 自动化系统与

集成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专家利用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微信公

众号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58  机械 JB/T 14403-2021 智能化轨道物流传输系

统 

自动化系统与

集成 

全国自动化系统与集成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专家利用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微信公

众号解读等方式进行宣贯 

59  机械 JB/T 8260-2021 摄影用中性玻璃滤光镜 照相机械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质检部门和相关企

业等，采取专题宣贯会议或视频宣贯等方式进行宣贯 

60  机械 JB/T 14302-2021 照相机械包装、运输、贮

存条件及试验方法 

照相机械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质检部门和相关企

业等，采取专题宣贯会议或视频宣贯等方式进行宣贯 

61  机械 JB/T 14303-2021 闪光灯无线引闪器 照相机械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质检部门和相关企

业等，采取专题宣贯会议或视频宣贯等方式进行宣贯 

62  机械 JB/T 14304-2021 摄影用常亮灯的技术规

范 

照相机械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质检部门和相关企

业等，采取专题宣贯会议或视频宣贯等方式进行宣贯 

63  机械 JB/T 14305-2021 摄影用云台 照相机械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质检部门和相关企

业等，采取专题宣贯会议或视频宣贯等方式进行宣贯 

64  机械 JB/T 14306-2021 照相器材  术语 照相机械 全国照相机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质检部门和相关企

业等，采取专题宣贯会议或视频宣贯等方式进行宣贯 

65  机械 JB/T 14373-2021 超声波液体食品加工设

备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66  机械 JB/T 14374-2021 食品机械  催化式红外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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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热设备 化技术委员会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67  机械 JB/T 14375-2021 蛋糕成型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68  机械 JB/T 14376-2021 蛋糕注芯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69  机械 JB/T 14377-2021 甜甜圈生产线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0  机械 JB/T 14378-2021 纸杯蛋糕自动落杯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1  机械 JB/T 14379-2021 腐竹加工生产线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2  机械 JB/T 14380-2021 高速异形棒糖加工设备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3  机械 JB/T 14381-2021 木糖醇香口胶生产线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4  机械 JB/T 14382-2021 鲜湿面条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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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机械 JB/T 14383-2021 果蔬冲浪式清洗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6  机械 JB/T 14384-2021 果蔬提篮式脱水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7  机械 JB/T 14385-2021 食品机械  气流涡旋微

粉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8  机械 JB/T 14386-2021 马铃薯磨皮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79  机械 JB/T 14387-2021 食品机械  制包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80  机械 JB/T 14388-2021 洗米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81  机械 JB/T 14397-2021 食品机械  静水压杀菌

设备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82  机械 JB/T 14398-2021 食品机械  循环风式蒸

汽杀菌釜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83  机械 JB/T 14399-2021 饺子皮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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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84  机械 JB/T 14400-2021 食品机械   隧道式蒸烤

机 

食品机械 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行业学会、协会、联盟和有关企事业单

位，采取走访企业现场宣贯或借助行业会集中宣贯和专题宣

贯，以及利用微信与行业网站新媒体宣贯等方式进行广泛宣贯 

85  机械 JB/T 8723-2021 焊接金属波纹管机械密

封 

机械密封 全国机械密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机本领域产品研究、设计、生产及使用

单位，采取会议现场解读或录制视频讲解等方式进行宣贯 

86  机械 JB/T 10706-2021 机械密封用氟塑料全包

覆橡胶 O形圈 

机械密封 全国机械密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机本领域产品研究、设计、生产及使用

单位，采取会议现场解读或录制视频讲解等方式进行宣贯 

87  机械 JB/T 10874-2021 机械密封用氧化铝陶瓷

密封环 

机械密封 全国机械密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机本领域产品研究、设计、生产及使用

单位，采取会议现场解读或录制视频讲解等方式进行宣贯 

88  机械 JB/T 14224-2021 船用泵机械密封 机械密封 全国机械密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机本领域产品研究、设计、生产及使用

单位，采取会议现场解读或录制视频讲解等方式进行宣贯 

89  机械 JB/T 14225-2021 高温旋转接头安全技术

规范 

机械密封 全国机械密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机本领域产品研究、设计、生产及使用

单位，采取会议现场解读或录制视频讲解等方式进行宣贯 

90  机械 JB/T 14226-2021 机械密封摩擦材料组合

的[极限pcv值]试验方法 

机械密封 全国机械密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机本领域产品研究、设计、生产及使用

单位，采取会议现场解读或录制视频讲解等方式进行宣贯 

91  机械 JB/T 14190-2021 增材制造设备  桌面型

熔融挤出成形机 

特种加工机床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本领域的生产方、经营方、使用方及第

三方检测机构，采取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纸质媒体解读标准

等方式进行宣贯 

92  机械 JB/T 

14188.1-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1部分：

精度检验 

特种加工机床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本领域的生产方、经营方、使用方及第

三方检测机构，采取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纸质媒体解读标准

等方式进行宣贯 

93  机械 JB/T 

14188.2-2021 

激光切管机  第 2部分：

技术规范 

特种加工机床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本领域的生产方、经营方、使用方及第

三方检测机构，采取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纸质媒体解读标准

等方式进行宣贯 

94  机械 JB/T 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 特种加工机床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本领域的生产方、经营方、使用方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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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行业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所属领域 宣贯主体 宣贯方式 

14189.1-2021 加工机床  第 1部分：精

度检验 

化技术委员会 三方检测机构，采取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纸质媒体解读标准

等方式进行宣贯 

95  机械 JB/T 

14189.2-2021 

卧式五轴联动数控电解

加工机床  第 2部分：技

术规范 

特种加工机床 全国特种加工机床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本领域的生产方、经营方、使用方及第

三方检测机构，采取会议培训、线上课程和纸质媒体解读标准

等方式进行宣贯 

96  机械 JB/T 14254-2021 安全泄压装置  弯折销

阀 

安全泄压装置 全国安全泄压装置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业内专家，利用视频材料在年会、专题

宣贯会或网上音视频等方式进行宣贯 

97  机械 JB/T 5105-2021 铸件模样 起模斜度 铸造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专家撰写标准解读文章，在《铸造》杂

志上向行业宣贯；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标准解读文章；举办标

准宣贯会等方式进行宣贯 

98  机械 JB/T 7699-2021 铸造用木制模样和芯盒

技术规范 

铸造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专家撰写标准解读文章，在《铸造》杂

志上向行业宣贯；利用微信公众号推送标准解读文章；举办标

准宣贯会等方式进行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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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 送：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1年 12月 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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