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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文件

机械标〔2022〕176 号

关于报批《压铸用模温机 能耗分等》等 45 项
机械行业标准的函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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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

铸用模温机 能耗分等》等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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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表

5.报批行业标准项目宣传解读列表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22 年 9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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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8-2022 压铸用模温机

能耗分等

本文件规定了压铸用模温机的能耗测试方法、单位功效耗电量计算、

能效等级评定、节能评价值及能效等级的标注。

本文件适用于压铸用油式模温机能耗分等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2 JB/T 14359-2022 压铸铝熔炉 能

效等级及评定方

法

本文件规定了压铸铝熔炉的能效等级评定、节能评价值、评定方法、

能效等级标注及评定举例。

本文件适用于压铸生产中使用液体、气体燃料或电能作热源的压铸

铝熔化炉和保温炉的能效等级评定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3 JB/T 14405-2022 绿色数据中心用

飞轮储能装置

本文件规定了飞轮储能装置的环境条件、基本要求、部件技术要求、

试验、检验规则、附件与清单、铭牌标识及运输和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数据中心用飞轮储能装置的制造

批准

后六

个月

4 JB/T 14389-2022 高温超导电缆技

术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高温超导电缆的产品代号和表示方法以及电缆（包括

各部件）的技术要求及检验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交流额定电压 6kV 到 35kV 的单芯、三芯和三相同轴高

温超导电缆的制造

批准

后六

个月

5 JB/T 14390-2022 乘坐式水稻插秧

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乘坐式水稻插秧机的能效等级及限定值、试验方法、

能效判定规则及能效等级标注。

本文件适用于乘坐式水稻插秧机的能效分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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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JB/T 14391-2022 半喂入联合收割

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半喂入联合收割机的能效等级及限定值、能效评价、

试验方法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半喂入联合收割机的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7 JB/T 14392-2022 青饲料收获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青饲料收获机的能效等级及限定值、能效评价、试验

方法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青饲料收获的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8 JB/T 14393-2022 全喂入联合收割

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全喂入联合收割机的能效等级及限定值、能效评价、

试验方法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轮式和履带式全喂入联合收割机的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9 JB/T 14297-2022 屏蔽式潜水电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屏蔽式潜水电泵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

值、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单相或三相的屏蔽式潜水电泵的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10 JB/T 14298-2022 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轻小型喷灌机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值、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配套功率小于或等于22kW的轻小型喷灌机的能效分级

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11 JB/T 14299-2022 无堵塞泵 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本文件规定了无堵塞泵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值、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输送含有固体颗粒和纤维等固体悬浮物的工业废水、

城乡生活污水及其它类似液体的无堵塞泵的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12 JB/T 14300-2022 园艺电泵 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本文件规定了园艺电泵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值、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输送温度不大于 35℃的清水或物理化学性质类似清水

的园艺电泵的能效分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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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JB/T 14301-2022 自吸泵 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自吸泵的能效等级、能效限定值、节能评价值、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配套功率为 0.25kW 及以上的自吸泵的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14 JB/T 14394-2022 带式输送机能效

测试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带式输送机能效测试方法的测试条件、测试方法、有

效功率的计算、能效值的计算及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 GB/T 10595 中规定的带式输送机的能效检测，其他带

式输送机的能效检测可参照使用。

本文件不适用于发电状态的下运带式输送机

批准

后六

个月

15 JB/T 1456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空

气源热泵冷热水

机组

本文件规定了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

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空气为热源的空气源冷水（热泵）机组、低温空气

源热泵（冷水）机组、地板采暖用空气源热泵热水机组和空气源热泵冷

热水两联供机组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活动，其它类似产品的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16 JB/T 14569-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多

联式空调（热泵）

及类似机组

本文件规定了多联式空调（热泵）及类似机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

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热源侧为空气的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单元式空

气调节机、风管送风式空调（热泵）机组、屋顶式空气调节机组和低环

境温度空气源热泵热风机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活动，其它类似产品的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活动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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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JB/T 14570-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计

算机和数据处理

机房用空气调节

机

本文件规定了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空气调节机绿色设计产品的

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计算机、数据处理机和程控交换机等机房用空气调节

机、各类数据中心及通信机房用空气调节机（包括机房用制冷剂泵-压缩

机双循环空气调节机和机房用间接蒸发冷却空调机组等）的绿色设计产

品的评价活动，其它类似产品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18 JB/T 14571-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汽

车用空调器

本文件规定了汽车用空调器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汽车用空调器和汽车用电驱动空调器的绿色设计产品

的评价活动，其它类似产品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19 JB/T 14572-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蒸气

压缩循环水源式

冷水（热泵）机组

本文件规定了蒸气压缩循环水源式冷水（热泵）机组绿色设计产品

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水冷式冷水机组、地埋管式冷热水型水源热泵机组和

地表水式冷热水型水源热泵机组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活动，其它类似

产品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20 JB/T 1457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高

温热泵机组

本文件规定了高温热泵机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电动机驱动、采用蒸气压缩制冷循环或使用侧出水温

度大于 55℃的水源或空气源高温热泵机组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21 JB/T 14574-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热

泵烘干机

本文件规定了热泵烘干机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烟叶、果品、蔬菜、食用菌和中药材等物料干燥的热

泵烘干机（由电动机驱动，采用蒸气压缩制冷循环，以空气为热源提供

高温热风）的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活动，其它类似产品的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活动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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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JB/T 14154-2022 污水处理用鼓风

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污水处理用鼓风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以及能效等级标志。

本文件适用于压力19.6kPa～98kPa与流量 1m3/min～500m3/min电动

机驱动的各种类型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处理用空气鼓风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23 JB/T 1423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柴

油发动机

本文件规定了柴油发动机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柴油发动机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24 JB/T 1467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活

塞

本文件规定了内燃机活塞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气缸直径不大于 200 mm 往复式内燃机活塞绿色设计产

品的评价活动，其他用途活塞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25 JB/T 12345-2022 铅酸蓄电池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

本文件规定了铅酸蓄电池企业生产的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的技术

要求和计算原则、统计范围及计算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铅、铅合金及硫酸为主要原料生产铅酸蓄电池产品

的能耗核算活动

JB/T

12345-20

15

批准

后六

个月

26 JB/T 14174-2022 铅酸蓄电池行业

绿色工厂评价要

求

本标准规定了铅酸蓄电池行业绿色工厂的评价总则和评价指标及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铅酸蓄电池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27 JB/T 14406-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铅

酸蓄电池

本文件规定了铅酸蓄电池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生命周期评价

报告编制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铅酸蓄电池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28 JB/T 14460-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放

映银幕

本文件规定了反射和透射放映银幕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原则、评价

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流程、评价要求、评价报告和文档管理说明。

本文件适用于银幕生产企业和制造商开展绿色设计产品的自我评价

以及第三方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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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建议
实施
日期

29 JB/T 14451-2022 钢质锻件锻造生

产能源消耗限额

及评价方法

本文件规定了钢质锻件生产的单位能源消耗计算方法以及评价标准

和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天然气或电为能源的钢质锻件生产过程中加热、锻

造、热处理工序的能源消耗核算及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30 JB/T 14452-2022 钢质楔横轧件材

料消耗工艺定额

编制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钢质楔横轧件材料消耗工艺定额的编制方法和明细

表。

本文件适用于钢质楔横轧件的材料消耗工艺定额的编制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31 JB/T 14539-2022 内燃机共轴泵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本文件规定了内燃机共轴泵的基本要求、能效限定值、能效等级、

检验规则及能效等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内燃机共轴泵的能效分级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32 JB/T 14461-2022 炼钢电弧炉工业

节能评估技术要

求

本文件规定了炼钢电弧炉工业节能评估的技术要求和测定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常规顶加料电弧炉以全废钢为原料的生产过程中的能

耗评估活动，电弧炉制造过程中的能耗评估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33 JB/T 14502-2022 工业膜法水处理

设备水效评价方

法

本文件规定了工业膜法水处理设备的技术要求和水效检测。

本文件适用于以自来水、再生水和非常规水资源（海水淡化水除外）

等为水源，以膜为主要水处理单元，生产供工业和类似用途用水的连续

式给水净化处理装置的水效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34 JB/T 1450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污

水处理用泵

本文件规定了污水处理用泵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绿色设计产

品评价的评价方法、评价流程、评价依据及评价报告。

本文件适用于输送各类污水的单级单吸离心式污水泵和单级双吸离

心式污水泵以及混流式和轴流式污水污物潜水电泵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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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JB/T 1468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一

般用冷冻式压缩

空气干燥器

本文件规定了一般用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器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原

则、评价方法、评价指标、评价流程、评价要求、评价报告、评价结果

判定及文档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工作压力为 0.4MPa～1.6MPa 的一般用冷冻式压缩空

气干燥器的绿色设计和绿色评价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36 JB/T 14321.1-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1

部分：通则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总体要求、策划、实

施与控制、绩效评价及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活动，其他组织的绿色

供应链管理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37 JB/T 14321.2-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2

部分：绿色设计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绿色设计总体要求、

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品质属性、设计人员及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绿色产品开发设计或

改进设计的管理活动，其他组织的绿色设计管理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38 JB/T 14321.3-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3

部分：绿色采购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绿色采购要求和供应

商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绿色采购管理活

动，其他组织的绿色采购管理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39 JB/T 14321.4-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4

部分：绿色生产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绿色生产总体要求、

生产组织管理、生产工艺与设备、资源与能源、检测与监测和文件及信

息。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绿色生产管理活

动，其它组织的绿色生产管理活动可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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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JB/T 14321.5-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5

部分：绿色物流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绿色物流总体要求、

绿色仓储、绿色物流包装、绿色物流设备、绿色运输、运行管理及逆向

物流。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的绿色物流管理活

动，其他组织的绿色物流管理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41 JB/T 14321.6-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6

部分：绿色回收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回收的总体要求，设计、

采购、生产和物流环节中的绿色回收要求，回收、处理及绿色回收信息

管理。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及

废弃物、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损坏的产品、零部件、产品包装物及使用

后的产品的绿色回收管理活动，其他组织的绿色回收管理活动可参照使

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42 JB/T 14321.7-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7

部分：信息平台规

范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信息化管理平台的总体要

求、基本功能、技术要求及建设模式。

本文件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信息化平台建设的管

理活动，其他组织的绿色供应链信息化平台建设的管理活动可参照使用

批准

后六

个月

43 JB/T 14776-2022 铸造用水玻璃旧

砂再生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铸造用水玻璃旧砂回收再生过程中旧砂的回收与贮

存、再生工艺及其选择原则、再生处理工艺要求、再生砂技术指标和环

保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企业产生的水玻璃旧砂的再生利用活动

批准

后六

个月

44 JB/T 14407-2022 机械行业绿色工

厂评价 导则

本文件规定了机械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的原则、范围及实施方要求、

方法、指标、要求、程序、报告和文档管理等。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机加工和装配等生

产过程的机械行业企业的绿色工厂评价的指导

批准

后六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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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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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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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JB/T 14408-2022 铸造行业绿色工

厂评价要求

本文件规定了铸造绿色工厂的总体框架、评价内容与要求、评价程

序及结果、评价报告及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铸造生产企业的绿色工厂评价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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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项，制定项目 44 项，修订项目 1项。

（二）报批项目的领域划分及分布情况

本次报批的 45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绿色制造 5个领域（见表 1）。

表 1 45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的专业领域

序号 绿色制造领域 专业领域 项数

1 绿色产品 铸造机械、大型铸锻件、农业机械、连续搬运机械、风

机、铅酸蓄电池、锻压、泵、工业电热设备、环境保护

机械、铸造

21

2 绿色工厂 酸蓄电池、绿色制造技术 3

3 绿色供应链 铸造 7

4 绿色评价与服务 冷冻空调设备、内燃机、铅酸蓄电池、电影和电教机械、

环境保护机械、压缩机
13

5 绿色综合基础 锻压 1

合计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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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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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基础公益项目 5项（见表 3），其他为一般性项目。

表 2 重点领域标准目录

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空气源热泵

冷热水机组

属于 2020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中的绿

色制造重点领域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072T-JB

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多联式空调

（热泵）及类似机组

属于 2020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中的绿

色制造重点领域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073T-JB

3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计算机和数

据处理机房用空气调

节机

属于 2020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中的绿

色制造重点领域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074T-JB

4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汽车用空调

属于 2020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中的绿

色制造重点领域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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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器 2019-1075T-JB

5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蒸气压缩循

环水源式冷水（热泵）

机组

属于 2020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中的绿

色制造重点领域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076T-JB

6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高温热泵机

组

属于 2020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中的绿

色制造重点领域

工 信 厅 科 函

[2021]25 号

2021-0059T-JB

7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热泵烘干机

属于 2020 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中的绿

色制造重点领域

工 信 厅 科 函

[2021]25 号

2021-0060T-JB

8 污水处理用鼓风机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五、

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升工程”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126 号

2019-0100T-JB

9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柴油发动机

1）《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一、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概述”中“6a）为实现绿色制造

的持续改进而制定的评价与服务标准”;

2）《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

（2017-2019 年）》“三、重点任务”中“（一）

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修订”“1.制定一

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的项目) ;

3）2019 年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研究项目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126 号

2019-0101T-JB

10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活塞

1）《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一、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概述”中“6a）为实现绿色制造

的持续改进而制定的评价与服务标准”;

2）《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

（2017-2019 年）》“三、重点任务”中“（一）

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制修订”“1.制定一

批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的项目) ;

3）2019 年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研究项目

工 信 厅 科 函

[2021]25 号

2021-0054T-JB

11 铅酸蓄电池行业绿色

工厂评价要求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重点领域中

的绿色工厂评价标准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126 号

2019-0102T-JB

1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铅酸蓄电池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重点领域中

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077T-JB

13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放映银幕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提出要

积极推进绿色产品评价等重点工作，力争到

2020 年推动实现创建百家绿色设计示范企业、

百家绿色设计中心、开发推广万种绿色产品的

工作目标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126 号

2019-0096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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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名称 主要理由 计划来源

14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污水处理用

泵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重点领域”

第 2 条“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

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资源化、生

命周期方面的标准”

工 信 厅 科 函

[2019]245 号

2019-1069T-JB

15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一般用冷冻

式压缩空气干燥器

《中国制造 2025》及《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关于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构建绿色制造

体系，推动形成产品绿色生产方式的要求，更

好地贯彻执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国家发展

战略政策

工 信 厅 科 函

[2021]25 号

2021-0063T-JB

16 铸造用水玻璃旧砂再

生技术规范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重点领域

——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

利用清洁能源、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

准

工 信 厅 科

[2017]70 号

2017-0472T-JB

17 机械行业绿色工厂评

价 导则

《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绿色制造

重点标准建议”中明确提出研制电子、钢铁、

机械、石化、建材、轻工等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标准，《机械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导则》是其中

重点研制标准之一

工 信 厅 科

[2017]40 号

2017-0235T-JB

表 3 基础公益项目目录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来源

1 压铸铝熔炉 能效等级及评定方法 工信厅科函[2019]126 号 2019-0479T-JB

2 带式输送机能效测试方法 工信厅科函[2019]245 号 2019-1297T-JB

3 钢质锻件锻造生产能源消耗限额及评价

方法

工信厅科函[2019]245 号 2019-1296T-JB

4 内燃机共轴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工信厅科函[2020]263 号 2020-1688T-JB

5 工业膜法水处理设备水效评价方法 工信厅科函[2020]263 号 2020-1687T-JB

（四）报批项目对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

1．本次报批的机械行业标准专项基本情况

本次报批的 45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涉及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21 项、绿色工厂标

准专项 3项、绿色供应链标准专项 7项、绿色评价与服务标准专项 13 项以及绿色综

合基础标准专项 1项。

2．本次报批的机械行业标准项目对产业的支撑作用

（1） 推行绿色设计和引导绿色生产作用

例如：《压铸用模温机 能耗分等》。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943201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JNZT124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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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目前，我国压铸机产能已居全球第一，压铸装备市场保有量 10 万余台，据统计，

“十二五”期间压铸机总耗电量超过 220 亿千瓦时，折算标准煤超过 70 万吨，相当

于北京每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总电耗。在压铸机产业做大的同时，有“电老虎”

之称的非节能压铸机，消耗着我国大量的能源。

近年来，我国陆续提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绿色制造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工业和通信业节能与综合利用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

优先支持工业节能和绿色制造体系方面的标准研究。为配合国家产业政策，解决压

铸行业高能耗的问题，压铸机企业把节能技术作为开发重点，模具温度控制就是重

点开发的节能技术之一。目前使用压铸模温机应用企业近两万家，主要分布在长三

角、珠三角、西南地区及华中地区，均为高峰用电量重点管控地区。

铸造领域也把“压铸用模温机能耗分等”作为“十三五”～“十四五”期间行

业标准的研究重点，目标是针对高耗能的压铸行业，通过行业标准制定、评价及推

荐，实现该产品进入国家能效标识管理目录，从而对压铸装备能效实现有效的监管，

同时促进行业节能新技术应用。该标准通过调研验证，收集了大量的能耗数据，将

模温机能效等级划分为 5级，其中 1级表示能效的最高水平，该指标代表着未来 2～

5年节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具备一定的先进性。通过对行业能耗分等，可指导行业对

压铸模温机的能耗可以进行有依据的评估，可促使压铸模温机生产企业走绿色节能

的道路，生产出更加节能的压铸模温机。最终淘汰耗能的落后产品，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走节能化发展道路。

该标准规定了压铸用模温机的能耗测试方法、单位功效耗电量计算、能效等级

评定、节能评价值和能效等级的标注，统一了压铸模温机的能耗测定方法及等级评

定规则，提供了压铸模温机能耗的评估方案，成为国家对压铸机产品实施节能监督

管理的标准之一。

通过该标准的制定及实施，使用户的节能意识得到提升，对模温机的能效乃至

压铸机的整体能效的关注度得到增强，模温机产业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得到发展，

有助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淘汰高耗能和落后技术的压铸模温机，降低行业综合能

耗。有助于我国在全球高能耗产业竞争中，积极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升我国相

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果按压铸机总耗电量超过 220 亿千瓦时计算，通过技术改

进模温机的能耗等级均达到或优于 4级，预计该标准实施可以实现每年节电 3%～5%，

相当于每年节约（19800～33000）万千瓦时；依据高耗能能效标识管理的相关制度，

年度节能按每年新增 1%的能效指标折算，“十四五”期间，节能能耗将达到（26400～

39600）万千瓦时/年。有效提升行业的能源使用率，减少对空气中的热源及二氧化

碳的排放量，经济效益显著。

例如：《压铸铝熔炉 能效等级及评定方法》。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

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压铸机熔炉适用于压铸机配套熔化铝合金使用，熔炉的能耗在整个压铸生产过

程中占 50%以上，是行业众多企业节能技术应用重点关注的产品。据不完全统计，熔

炉生产企业有 200 余家，压铸应用企业近两万家，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珠三角、西

南地区及华中地区，均为高峰用电量重点管控地区。压铸装备市场保有量 10 万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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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汽车行业近五年消耗铝近 1500 万吨，总耗电量超过 75 亿千瓦时，折算标准煤 90

万吨，相当于北京每年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的总电耗约 20%。而随着能源问题日益受到

重视，节约能源变得越来越重要。

为配合国家产业政策，解决压铸领域高能耗的问题，压铸装备领域把节能技术

作为开发重点，熔炉就是重点开发的节能技术之一。“压铸铝熔炉能耗检测方法”

及“压铸铝熔炉能效等级及评定方法”作为“十三五”～“十四五”期间行业标准

的研究重点，目标是针对高耗能的压铸铝熔炉，通过行业标准制定、评价及推荐，

实现该产品进入国家能效标识管理目录，从而对压铸铝熔炉高耗能产品能效实现有

效的监管，同时促进行业节能新技术应用。

该标准规定的压铸铝熔炉的能效等级评定、节能评价值、评定方法、能效等级

标注和评定举例，提供了压铸机熔炉能效等级的评估方案。通过该标准的制定及实

施，将可使得用户的高效节能意识得到提升，对压铸铝熔炉的能效乃至压铸机的整

体能效的关注度得到增强，压铸铝熔炉产业节能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得到发展，有助

于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淘汰高耗能和落后技术的压铸铝熔炉，降低行业综合能耗；

有助于我国在全球高能耗产业竞争中，积极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升我国相关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

由于有效的能效标识管理制度性设计，按每年 3%～5%的节电幅度描述总能耗，

仅汽车行业年消耗 300 万吨铝，预计每年节约（4500～7500）万千瓦时；依据高耗

能能效标识管理的相关制度，年度节能按每年新增 1%的能效指标折算，“十四五”

期间，节能能耗将达到（6000～9000）万千瓦时/年，有效提升行业的能源使用率，

减少对空气中的热源及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带动耐火保温材料的节能、绿色、

再制造及热能材料等领域的技术发展，通过节能减排降耗对绿色循环经济的做出贡

献，经济效益显著。

例如：《绿色数据中心用飞轮储能装置》。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

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飞轮储能是一项新兴物理方法储能技术，由于其环保、高可靠性和长寿命等优

势，美欧日等国家的飞轮储能产品已实现了商业生产、销售和较成熟的应用。我国

高度重视飞轮储能技术，大型飞轮储能装置入选《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

用指导目录（2019 年版）》，入选工信部《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先进适用技术产品目

录（2020）》。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飞轮储能装置已经研制成功并逐步推广应用，

该标准的研制解决了飞轮储能装置标准依据问题。该标准根据国内外技术研究和应

用情况，确定了关键性能指标、功能性要求以及核心部件要求，形成了一整套绿色

数据中心用飞轮储能装置的技术指标以及检验方法，填补了标准空白，为科研、生

产和订货提供了依据，有利于规范产品设计和生产经营，推动技术进步，助力国产

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该标准项目涉及产品属于绿色节能型产品，具有安全可靠、

经济性好、节约电能、节约资源、环境友好无污染和可循环利用等特点。

——安全可靠：带来 75％环节可靠性的提升，飞轮能量无衰减。该标准对产品

本身特别做了电气安全和机械安全的基本要求，解决了储能单元是整个供电系统的

不可靠隐患的难题。放电时间方面，100％负载时＞15s，75％负载时＞20s，50％负

载时＞30s，25％负载时＞60s，满足外接电源启动时间，并规定了产品并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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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据负载情况和外接电源品质设置负载冗余。再充电时间＜1000s，二次响应迅速

（响应速度不随时间和外界环境而减少，二次响应时间约为传统电池的 4％）。放电

电压限值要求在放电电压设定值的±10％范围以内或配套装置的电压窗口以内，放

电电压稳压精度±3％或满足配套装置的电压精度要求，稳定性好。

——经济性好：飞轮寿命 20 年以上，期间无需更换；机械结构维护简单，维护

成本低。

——节约电能：环境温度适应能力强，无需空调伺服。该标准规定工作温度 0℃～

40℃，贮存温度－25℃～55℃；规定适用海拔为 3000mm 及超过 3000m 的降容使用要

求。该标准规定待机充电电流＜5A，待机充电电压 400V DC～600V DC 或 220V AC 或

380V AC，待机功率＜2kW，电能节约率约 30％。

——节约资源：占地面积节约 75％以上；节约水。

——环境友好无污染，可循环利用：可减少 CO2 的排放；没有固体污染；材料

可循环利用，标准规定产品的可再生利用率应不低于 70％。

随着我国飞轮储能装置的自主生产、产业规模扩大和价格的大幅下降，有利于

更多的数据中心应用飞轮储能技术。通过该标准的广泛应用，将降低数据中心总用

电量/IT 负载用电量（PUE）、降低碳排放、减少不可再生的资源消耗、减少排放物

和电子垃圾对自然环境产生污染等，促进我国绿色数据中心的建设发展。

例如：《高温超导电缆技术规范》。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1a） 为

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品、推行绿色设计、提升产品节能环保低碳水平、引导绿色生

产和绿色消费而制定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超导电缆是超导技术在电力工业最重要的应用之一。与传统输电线路相比，满

足输电特性的同时，高温超导电缆具有大容量、体积小和质量轻等特点，而且增加

系统可靠性，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高温超导电缆作为重要

的输电线路，目前尚无统一的标准来规范该产品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高温超导电缆标准的研究填补我国该领域的标准空白，解决无标准可依的现状；

制定功能、性能及安全要求，有利于高温超导电缆技术的发展，以保证超导电缆的

安全、稳定和可靠运行，推动高温超导电缆的技术创新；性能要求中的导体和屏蔽

层数量、绝缘厚度、绝热管结构和外护套材料满足输电的一般性能要求。为超导电

缆产品开发和应用提供了可靠的指导，对规范产品开发和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该标准的制定统一了技术门槛，有效避免了市场无序竞争，提高了企业的经济

效益。该标准综合国内外超导电缆工程经验和近 20 年的研究积累，对超导电缆各项

技术参数提出的要求，确保了超导产品性能指标可满足电网用户安全稳定运行需求，

为高温超导电缆的推广和普及提供技术支撑，使我国高温超导电缆产品能够参与国

际竞争，提升行业竞争力；有利于规范我国高温超导电缆的设计、生产和检测等活

动，提高超导电缆产品质量，推动节能环保技术的创新与电力产业的发展。

例如：《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

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粮食生产国，种植机械是农业作业全程机械化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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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之一，随着我国种植机械化水平进一步产品，乘坐式水稻插秧机因为种植效率

大幅提升，成为我国水稻种植机械中产业化和市场集中度最高的领域，也是农机装

备的代表性产品之一。乘坐式水稻插秧机在我国南方广大地区的水稻秧苗种植有广

泛的使用。在进行乘坐式水稻插秧机能效评价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受地块大小限制，

作业效果的检查困难，机器作业可靠性测量限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企业进行燃料

经济性评价是在较短时间内燃料经济性的单一因素评价，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提高生

产效率和节约能源消耗的效果，国内企业生产的乘坐式高速插秧机在保证相同的生

产效率和作业效果前提下，燃油消耗量也普遍比国外先进企业同类机型大 30%到 80%

不等。

该标准针对上述问题，采用不少于 6小时纯作业时间的累计试验方法，规定了

田间测定插秧相对均匀度、插秧深度合格率、伤秧率、漏插率、飘秧率和翻倒率等

作业质量的要求，并规定综合考虑燃料消耗率和作业效率的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

能够有效解决能效评价科学性的问题，解决科学测定作业效率和作业效果的问题，

使进行乘坐式水稻插秧机能效评价时能够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规范企业的生产行

为，以控制和减少乘坐式水稻插秧机的油耗，节约能源，实现绿色发展。

例如：《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

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半喂入联合收割机是目前收获机械产品中技术含量处于中高端的产品，在我国

各地区的稻麦产品收获作业中有广泛的使用。目前在进行半喂入联合收割机能效评

价时，最大的问题是受实际作业气候差异大、地形多样、地块大小限制和试验检测

仪器设备的量程限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企业进行燃料经济性评价是在不考虑作

业效率的条件下进行单程短距离评价燃料经济性，使能效评价复现性、一致性和可

比性较差，进行节能控制的效果并不明显。

该标准针对上述问题，采用定距离燃油消耗和作业循环评价能效水平的试验方

法，规定燃料消耗率和作业效率的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能够有效解决能效评价

复现性、一致性和可比性较差的问题，使进行半喂入联合收割机能效评价时能够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以控制和减少半喂入联合收割机的油耗，

节约能源，实现绿色发展。

例如：《全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

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全喂入联合收割机是目前收获机械产品中覆盖面最广，基数最大的产品，在我

国各地区的稻麦产品收获作业中有广泛的使用。目前在进行全喂入联合收割机能效

评价时，最大的问题在于受实际作业气候差异大、地形多样、地块大小限制和试验

检测仪器设备的量程限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企业进行燃料经济性评价是在不考虑

作业效率的条件下进行单程短距离评价燃料经济性，使能效评价复现性、一致性和

可比性较差，进行节能控制的效果并不明显。

该标准针对上述问题，采用定距离燃油消耗和作业循环评价能效水平的试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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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定燃料消耗率和作业效率的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能够有效解决能效评价

复现性、一致性和可比性较差的问题，使进行全喂入联合收割机能效评价时能够有

章可循，有法可依，规范企业的生产行为，以控制和减少全喂入联合收割机的油耗，

节约能源，实现绿色发展。

该标准的实施能产生可观的节能效益。根据实际试验，该标准中规定的能效限

值比目前的整体能效水平提高9%左右，按照全喂入联合收割机每年7.49万台的销量，

每天使用 8小时，每年作业 30 天估算，每年新投入作业的全喂入联合收割机大约能

够节约燃油 2103 万升。

例如：《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产品：绿色产品设计、减量化、产品能效及水效、利用清洁能源、

资源化、生命周期”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轻小型喷灌机是我国应用比较广泛的一种喷灌机具，在农田灌溉、排涝抗旱及

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轻小型喷灌机

具有多种机组型式，可满足各种地形条件、投资水平及劳动力状况等不同场合应用。

目前国产机组的水力性能较好，部分配套件质量达到或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但

产品的能耗、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与国外产品仍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农业生产力水

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在未来较长时间内，轻小型喷灌机在节水灌溉设备行业仍

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该标准结合国内轻小型喷灌机技术水平情况，建立了轻小型喷

灌机产品的能效等级指标体系、能效等级和评价规范，将有效解决行业中存在的高

能耗产品，这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提升市场竞争力具有引领

性作用。

该标准中规定的能效指标以产品标准中规定的燃油消耗率或电泵效率指标值为

基础，分为三个等级进行加严，燃油消耗率 1级指标小于规定值的 0.85 倍，2 级指

标小于规定值的 0.9 倍；电泵效率 1级指标增加 3%，2 级指标增加 1%。根据近几年

轻小型喷灌机产品年销售量及平均功率，经不完全统计并测算，执行标准中规定的 2

级指标，年节能量为 883575 万度电或 238.5 万吨燃油。

通过该标准的实施，引导排灌产品在设计、制造、产品验收和选型等各环节采

用节能高效的产品技术，也为各环节评定产品的能效水平提供依据，有利于提高产

品的技术性能和节能水平。在保障产品的节本增效和控制环境污染的作用等方面将

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促进我国排灌设备的健康发展，快速提高

我国排灌设备技术水平。

例如：《带式输送机能效测试方法》。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五、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量提

升工程中“*以高效节能节水、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为重点，建立和完善节能环

保产业标准体系。加强节能环保产业基础标准、性能检测方法标准和评价管理标准

的研制”，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带式输送机是应用最广泛的物料搬运机械之一，被广泛应用在煤炭、冶金、电

力、化工、矿山、港口、建材和粮食等领域，长期以来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发

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带式输送机的能效测试方法和能效限额标准研究还处于空白阶

段，由于此类产品在设计、制造和使用等环节并未考虑能效问题，设备运行效率低，

能源浪费严重。因此，急需开展该标准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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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利益的角度：

*有效地降低我国能源的消耗；

* 升级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改善生态环境，最大化地提高我国经济的增

长点。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

*对我国连续搬运机械领域的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填补连续搬运机械领域的能效标准空白，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节能措施和市场

准入机制，提供技术依据。

——从生产企业和使用单位的角度：

*使生产企业重视节能设计，降低能耗，从根本上为生产企业降低成本，节约能

耗提供指导，让使用单位获得节能带来的效益；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平，增强我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市场竞争力，有

效地促进行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该标准是在质检公益性科研专项项目《物料搬运机械能耗标准体系及关键标准

研究》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制定的。该标准规定的有限功率及能效值的计算等内容，

重点解决了产品在设计、制造和使用等环节考虑能效事宜时没有技术依据的问题。

该标准的制定，填补国内连续搬运机械领域没有能效测试标准空白，对加快带

式输送机领域的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发挥重要作用；为我国建立连续搬运机械能效

标准体系奠定基础，对指导国内外生产企业开展能效测试研究，推动带式输送机能

效限额标准的制定，促进行业节能降耗等具有重要作用；也为我国提出国际标准提

案《带式输送机能效测试》奠定基础。该标准实施后，将对整个物料搬运机械行业

乃至其他相关行业的节能研究起到指导性作用。

例如：《内燃机共轴泵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依据《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工

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2017-2019）年》（工信部节[2017]110 号）、《工

业和通信业节能与综合利用领域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工信厅节[2014]149 号）

中“（三）重点领域机械行业中重点加强内燃机产品燃油消耗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

的研究和制定”，该项目属于“绿色产品标准专项”。

节能减排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内容，内燃机共轴泵以风冷汽油

机和柴油机为动力，消耗汽油或柴油，同时排出废气（CO+HC+NOX）。内燃机共轴泵

广泛应用于广大农村生活和农业生产一线，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节能减排已经成为

节能工作的重要问题。据估算，内燃机共轴泵全国年产量 200 万台，出口产品和国

内销售产品各占 50%。假设一台泵只用 5年，那么全国内燃机共轴泵保有量为 500 万

台。若 1台水泵一年使用 20 次，一次使用 2个小时，一年估计消耗燃油 20 万吨，

如果所有内燃机共轴泵能效水平提高到二级能效，那么一年节约近 2 万吨燃油，同

时能减少废气（CO+HC+NOX）排放 1.3 万吨，大大减少对食品农作物和空气的污染。

该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提高了内燃机共轴泵能效评估水平，有利于减少能源消

耗，同时减少污染废气排放。碳氢化合物是产生光化学烟雾的重要成分,减少碳氢化

合物的排放，就降低了其对农作物生长和对病虫害抵抗力的危害。氮氧化物与空气

中的水结合最终会转化成硝酸和硝酸盐，硝酸是酸雨的成因之一，降低氮氧化物排

放，不仅可以降低酸雨形成的几率，还可以降低其对大豆、番茄和甘薯等对二氧化

氮敏感农作物的毒害。

通过该标准的制定，提高了内燃机共轴泵的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排放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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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和检测机构无能效评估标准可依的问题，确保广大消费者的利益，引导节

能减排技术进步，促进我国内燃机共轴泵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 实现生产洁净化和能源低碳化作用

例如：《机械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导则》。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2a）为

实现工厂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而制定的标准”，该

项目属于“绿色工厂标准专项”。

该标准贯彻落实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联合发布的《绿色制造工程

实施指南（2016-2020 年）》，指导现阶段我国机械行业绿色工厂建设、运行管理和

评价，是规范机械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工作的技术依据，有助于推动国内绿色制造工

程实施和绿色制造体系构建。

该标准从全生命周期，构建绿色工厂的评级指标体系，规范评价方法和流程，

指导机械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并作为机械行业细分领域制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通

用依据。促进企业在制造过程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

实现制造过程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的节能减排，全面推进我国机械工业

绿色转型升级。

例如：《铸造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2a）为

实现工厂用地集约化、生产洁净化、废物资源化、能源低碳化而制定的标准”，该

项目属于“绿色工厂标准专项”。

该标准从铸造全流程，构建了铸造行业绿色工厂的评级指标体系，规范了评价

方法和流程，可以作为工信部绿色工厂评价的依据，通过绿色工厂的评价，促进铸

造企业在制造过程中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减少和避免污染物的产生，引导铸造产

业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促进铸造行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遏制低水平重复建

设和产能盲目扩张，保护生态环境，推进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水平，提

升我国装备制造业整体实力，推进我国从世界铸造大国向铸造强国转变。

依据标准内容，国内铸造企业可增建绿色环保治理设施，达到铸造绿色工厂标

准的排放要求。对于工艺设备落后，环保设施落后、缺失和工艺水平粗放且又疏于

管理，或者根本不具备治理条件的部分企业将被淘汰，促进铸造行业的结构优化，

提升我国绿色铸造装备的研发水平，引导铸造工业污染防治从“末端治理”向“全

生命周期控制”转变，改善企业环境及对外排放，实现企业与社会共赢。

（3）建立资源节约的供应链作用

例如：《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七部分。

依据《装备制造业标准化和质量提升规划》中“五、实施绿色制造标准化和质

量提升工程”的“指导装备制造业产品设计、制造、使用、回收及再利用等全生命

周期的绿色化”“绿色采购、绿色消费、绿色物流等绿色供应链标准”,本项目属于

“绿色供应链标准专项”。

本次报批的“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7个部分标准，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

色供应链管理的总体要求、策划、实施与控制、绩效评价以及管理评审和持续改进，

标准适用于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活动。

7项标准填补了行业标准空白，为机械行业企业开展绿色供应链管理工作提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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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指引，为全产业链关键节能环保技术改进和管理模式创新提供支撑，实现采购、

生产、销售、物流、使用和回收处理等产品全生命周期环节绿色管理，引导机械行

业龙头企业带动供应商、物流商、销售商和终端用户等共同提升全产业链绿色发展

水平，实现全行业能源资源消耗量下降，能源资源利用率提升，碳排放减少，助力

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第 1部分：通则”规定了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目的、范围和总体要求，

以及机械产品生命周期内绿色供应链管理的策划、实施与控制、绩效评价、管理评

审与持续改进要求，指导和推动机械行业企业将绿色制造、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和生

产者责任延伸理念融入供应链管理体系，识别产品及其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的绿色属

性，协同供应链上设计商、供应商、制造企业、物流企业、销售商、用户、回收商

和再利用企业等实体，对产品/物料的绿色属性进行有效管理，减少产品/物料及其

制造、运输、储存及使用等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对人体的健康危害，

促进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实现企业绿色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推动整个产业链条

的绿色化不断提升。

“第 2部分：绿色设计”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绿色设计的总

体要求、资源属性、能源属性、环境属性、品质属性、设计人员及管理要求，指导

和推动机械行业企业将绿色设计贯穿于产品从原材料的获取，到产品设计、生产、

包装、运输、使用及回收利用，直至最终处置全过程，并考虑减少材料种类和使用

量，减少有毒有害物质使用，采用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和再循环使用的包装设计等，

并带动供应商、物流商、销售商和终端用户等参与绿色设计工作。

“第 3部分：绿色采购”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绿色采购要求

和绿色供应商管理要求，引导机械行业企业树立绿色采购理念，加强绿色供应商管

理，优先选用符合环保标准和节能要求，具有低能耗、低污染、无毒害、资源利用

率高和可回收再利用等各种良好性能的材料，并优先采购通过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节能产品认证和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推荐的绿色产品名录等的产品。

“第 4部分：绿色生产”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中绿色生产的总

体要求、生产组织管理、生产工艺与设备、资源与能源、检测与监测和文件及信息，

指导机械行业企业更好地开展绿色生产管理，采用绿色生产的工艺与设备，减轻生

产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第 5部分：绿色物流”规定了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回收的总体要求、

绿色仓储、绿色物流包装、绿色设备、绿色运输、运行管理和逆向物流，引导机械

行业企业开展绿色物流相关工作，在仓储建筑材料生产、房屋建筑和构筑物施工及

使用过程中融入绿色理念，提升仓储建筑能耗及建筑节能率，提高减量化包装使用

率、可再利用材料使用率、生物降解塑料包装材料使用率、清洁能源物流装备使用

比例和标准化周转容器使用率等，在运输中增加新能源车或者符合国家最新环保要

求车辆。

“第 6部分：绿色回收”规定了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绿色回收的总体要求，

设计、采购、生产和物流环节中的绿色回收要求，回收、处理及绿色回收信息管理，

指导产品全生命周期各环节绿色回收的相关工作，引导机械行业企业构建绿色回收

体系，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品及废弃物、运输储存销售过程中损坏的产品、零部

件、产品包装物及使用后的产品进行收集和回收，提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再制造率。

“第 7部分：信息平台规范”规定了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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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总体要求、基本功能、技术要求和建设模式，引导机械行业企业基于信息技术

和生命周期理念构建能够实现产品设计、采购、生产、物流、销售、使用及末端处

置等供应链环节相关绿色信息收集、传输、处理、存储、分析、评价、共享及披露

功能的绿色供应链信息化管理平台，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信息化水平提升。

机械行业是典型的离散型制造行业，通过打造绿色供应链，发挥行业中代表性

强、影响力大和经营实力雄厚的核心企业“采购力量”的作用，可以“牵一发而动

全身”，带动链上相关企业改进环境绩效，持续提升机械行业供应链的绿色发展水

平。

例如：《铸造用水玻璃旧砂再生技术规范》。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三）

重点领域——绿色供应链构建、绿色采购、回收及综合利用”方面的标准，该项目

属于“绿色供应链标准专项”。

铸造用水玻璃砂的再生是铸造工业实现低碳循环发展的重要内容。水玻璃旧砂

的再生利用在我国推进较快，国内对水玻璃砂的再生利用技术已取得新突破，获得

了新成果并开发了新设备。

水玻璃砂具有强度高、成本低、工艺简单、无气味、环境友好、能耗低、铸件

质量好及铸件缺陷少等优势。水玻璃砂是最有可能实现绿色铸造的型砂种类。以往

水玻璃废砂除了部分回用与制造建材外，余下的废砂基本都采用填埋的方式处理，

既极大地浪费了有限的硅砂资源，也增加了废砂处置成本，还严重污染了生态环境。

该标准规定的常用水玻璃旧砂再生方法（干法再生、湿法再生及热法再生等技

术），构建了合理完整的水玻璃砂回收利用技术规范，对于铸造企业的固废资源利

用、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均具有指导意义和示范引领作用。

该标准的制定，是实施绿色铸造工程的有效举措，指导铸造企业选择合理的水

玻璃砂再生利用技术，提高水玻璃砂旧砂的再生利用率，减少企业购买新砂的成本

以及旧砂排放处置费用，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该标准的实施，将大大减少硅砂资源的开采使用，水玻璃旧砂不再无组织排放，

避免空气、土壤和水资源受到污染，有效改善生态环境，从而实现铸造行业的可持

续发展。

（4）实现绿色制造持续改进的评价作用

例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 “6a）

为实现绿色制造的持续改进而制定的评价与服务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评价与服

务标准专项”。

该标准面向冷冻空调设备中最为量大面广的冷水机组类产品，且只针对热源侧

为空气源的产品（通过蒸气压缩制冷循环或逆循环，将空气中的低品位热源加以利

用，从而高效、无污染和全天候的获取空调、生活或工艺用冷热水）。

该标准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为考查对象，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以碳排放为

终极指标，给出该类产品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要求和具体的评价方法，建立绿色产

品评价体系，为后续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产品认证等产品评价活动提供了技

术依据；该标准给出的碳排放的量化评价方法，为行业后续进一步开展双碳研究提

供了基础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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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标准是我国制冷空调领域首批支撑“绿色设计产品评价”的行业标准，突破

传统思维模式，紧扣绿色设计内涵，为加速推进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工作提供了依

据，为产业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新的方向，为行业进一步开展双碳研究提供了技术支

撑。

例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多联式空调（热泵）及类似机组》。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 “6a）

为实现绿色制造的持续改进而制定的评价与服务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评价与服

务标准专项”。

该标准是以多联机为切入点，面向冷冻空调设备中最为量大面广的空气源单元

机这一大类产品（它们通过蒸气压缩制冷循环或逆循环，将空气中的低品位热源加

以利用，从而高效、无污染和全天候的制取冷热风）。

该标准以产品的全生命周期为考查对象，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引，以碳排放为

终极指标，给出该类产品作为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具体的评价方法，建立绿

色产品评价体系，为后续基于全生命周期的绿色设计产品认证等产品评价活动提供

技术依据；该标准给出的碳排放的量化评价方法，为行业后续进一步开展双碳研究

提供了基础性支持。

该标准规定了多联式空调（热泵）及类似机组作为绿色设计产品的评价要求和

评价方法。

该标准主要把以碳排放为衡量标准的创新型评价方法和行业最为关注的“能效”

与“制冷剂替代”两个热点问题有机的结合，引导生产企业在注重能效的同时加大

对低 GWP 值制冷剂的研究和应用推广，一方面落实国家《高效制冷行动方案》，另

一方面从标准的层面推动我国制冷剂替代进程的发展，为我国政府更好的履行国际

公约提供技术支撑。

例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放映银幕》。

依据国标委、工信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304 号《绿色

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6a)为实现绿色制造

的持续改进而制定的评价与服务标准”,本项目属于“绿色评价与服务标准专项”。

该标准的制定符合《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部署，按照产品全生命周

期理念，全面考虑银幕产品的资源环境影响因素，积极推进银幕产品绿色设计工作，

推动形成银幕产品的绿色生产方式，提高产品竞争力，提升供给的质量和效益。

该标准的制定，引导银幕产品实现绿色制造，形成产品对能源资源消耗小，对

生态环境或人体健康无影响或危害小的评价方法，对银幕产品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绿

色产品统筹评价，更好地贯彻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国家发展战略政策。

近年来，我国银幕行业发展迅速，逐步取代了国际上许多老牌企业，成为世界

第一生产大国和强国。但企业水平参差不齐，产品质量也存在较大差距，建立绿色

设计产品标准可以为环保型银幕树立赶超的目标，规范银幕产品的绿色评价，帮助

提高银幕产品绿色设计的整体水平，有效促进行业新产品快速发展，规范市场秩序，

改善环境。该标准的制定对我国银幕产品的研发、生产规范和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促进产品保持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领导地位。

例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污水处理用泵》。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 “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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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绿色制造的持续改进而制定的评价与服务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评价与服

务标准专项”。

水泵作为工业核心流体输送设备，占据着耗能的主要部分，每年的耗电总量达

到全年总耗电量的 20%以上，已经成为节能工作首要解决的问题。

该标准规定的污水处理用泵产品评价是依据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选取对环

境影响大的产品可回收率、产品能效、生产车间噪声和产品可靠性等绿色性能指标

作为评价标准。绿色产品评价指标体系框架由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组成。该标准优

化污水处理用泵原材料选择、产品设计和制造方案，提出污水处理用泵生态化改进

方案，大幅提升污水处理用泵的生态友好性；规定的污水处理用泵生产企业的绿色

要求，提高泵的能源利用效率。

该标准填补了环保机械领域行业标准空白，提升污水处理用泵可靠性，提高产

品质量水平，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例如：《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一般用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器》。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一、绿色制造标准体系概述”的 “6a）

为实现绿色制造的持续改进而制定的评价与服务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评价与服

务标准专项”。

一般用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器是目前压缩空气干燥器行业生产量大和应用面广

的产品，近年保持高速发展态势，而高速发展的同时所消耗大量的制冷剂、能源和

原材料，以及排放污染物等，都对环境产生诸多不利影响。为了引导冷冻式压缩空

气干燥器产品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全面考虑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环境、

资源、人体健康与安全影响因素，从设计、生产、使用和回收全过程制定产品绿色

评价技术规范。

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器如要实现绿色设计产品，应在保证产品技术性、经济性

的前提下，在开发阶段即以能源资源消耗小，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影响或危害

小，可再生率最大化为宗旨，按统一的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方法和评价要求,指导和开

展绿色设计产品的自我评价，以及第三方机构对生产企业进行绿色设计产品评价。

该标准给出了绿色设计、可回收利用率和生命周期评价等术语和定义，帮助行

业统一认识；明确提出了电子电气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禁用石棉制品，涂料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限量等要求，对制冷剂的种类、回收和电磁兼容做了相应的规定，

大大降低冷干机产品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由于冷干机消耗能量较大，该标准在产品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格冷干机的比

功率和压降指标，规定使用无气损型冷凝液排放装置，有效降低产品的耗能，给用

户带来节能空间，指标要求可以为用户的绿色工厂提供参考。

该标准属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绿色环保的新制定项目，符合《中国制造

2025》及《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的部署，可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构建

压缩空气净化行业绿色制造标准体系。

该标准的制定填补了压缩空气净化领域绿色设计产品标准的空白，规范引导冷

干机产品实现绿色设计和制造，形成产品对能源资源消耗小，对生态环境或人体健

康无影响或危害小，可再生率最大化的评价方法，更好地贯彻执行资源节约和环境

保护的国家发展战略政策。

该标准所提出的评价指标及数据具有科学性和先进性及可操作性，体现绿色设

计产品的节能降耗和绿色高端引领的作用，有助于规范一般用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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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企业节约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

（5）支撑绿色制造的基础性作用

例如：《钢质楔横轧件材料消耗工艺定额编制要求》。

依据国家标准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2016 年 9 月 7 日印发的工信部联节〔2016〕

304 号《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中“三、绿色制造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二）

重点领域——绿色技术与工艺及绿色管理”方面的标准，该项目属于“绿色综合基

础标准专项”。

该标准所采用的楔横轧工艺是锻压领域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特种成形工艺，是一

种高效、清洁和绿色的轴类零件成形先进技术。该标准为楔横轧企业间和供需双方

提供材料消耗工艺定额的计算方法，统一材料消耗的衡量标准，便于各楔横轧企业

对生产中的材料消耗进行科学合理地管理。该标准使用倍尺钢材和搭配下料，减少

了材料甩头损失，提高楔横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利用率；该标准要求钢材

直径均匀一致且尽可能保持中差，保证了产品质量，减少楔横轧企业的材料浪费和

废品损失；该标准采用小料头轧制，从节材角度考虑，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

料头越小越好，有利于引导各楔横轧企业竞相研究减小料头和提高产品质量的方法，

提升楔横轧行业工艺技术水平，以增强企业在激烈市场中的竞争力。

该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楔横轧件在锻造领域的竞争力，引导楔横轧行业使

用先进的定额计算方法，规范生产过程中的材料管理，降低成本，倒逼企业工艺技

术升级改造；有助于楔横轧件解决目前存在的材料消耗参差不齐和材料浪费现象严

重的问题，推动楔横轧件绿色技术快速替代普通锻造技术，符合国家关于建设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

（五）报批项目总体技术水平及与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对比分析的总体

情况

本次报批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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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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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批报批项目制定的主要过程

本次报批的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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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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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行业和跨领域的协调情况

本次报批的 45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无跨行业和跨领域的协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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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报批项目的审核情况和审核意见

1. 本次报批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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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报批项目涉及计划变更情况的有 31 个（详见附件 4），其中，项目名称

变更 21 项，项目牵头单位变更 9 项,计划延期 1 项，均有“计划调整申请表”，并

在各领域的相关文件中说明。

3.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宣传解读列表见附件 5。

4. 本次报批项目建议批准公布后六个月实施。

5. 本次报批项目建议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经审核，本次报批的 45 项机械行业标准项目符合行业标准的报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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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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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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8-2022 压铸用模温机

能耗分等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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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奥

德机械有限公司、深圳市奥德机

械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92T-JB

2 JB/T 14359-2022 压铸铝熔炉 能

效等级及评定方

法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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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科学

研究总院海西（福建）分院有限

公司等

基础公

益-绿

色产品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79T-JB

3 JB/T 14405-2022 绿色数据中心用

飞轮储能装置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2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二重（德阳）重型装备有限公司、

二重德阳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四

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20]263 号

2020-1719T-JB

4 JB/T 14389-2022 高温超导电缆技

术规范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电线电

缆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上海电缆研究所有限公司、上海

国际超导科技有限公司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1T-JB

5 JB/T 14390-2022 乘坐式水稻插秧

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浙江星莱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洋马农机（中国）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3T-JB

6 JB/T 14391-2022 半喂入联合收割

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星

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质

量技术监督检测研究院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0T-JB

7 JB/T 14392-2022 青饲料收获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中

农博远农业装备有限公司、中机

美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2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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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B/T 14393-2022 全喂入联合收割

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中联重

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机械

化科学研究院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1T-JB

9 JB/T 14297-2022 屏蔽式潜水电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温

岭市产品质量检验所、浙江东音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 126 号

2019-0487T-JB

10 JB/T 14298-2022 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

院、江苏旺达喷灌机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 126 号

2019-0486T-JB

11 JB/T 14299-2022 无堵塞泵 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温岭市产品质量检验所、中国农

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元

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 126 号

2019-0485T-JB

12 JB/T 14300-2022 园艺电泵 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中

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新界

泵业（浙江）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 126 号

2019-0484T-JB

13 JB/T 14301-2022 自吸泵 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农业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山

东名流泵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岭市产品质量检验所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 126 号

2019-0488T-JB

14 JB/T 14394-2022 带式输送机能效

测试方法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连续搬

运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北京起重运输机

械设计研究院河南分院

基础公

益-绿

色产品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297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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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B/T 1456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空

气源热泵冷热水

机组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冷冻空

调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

司、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

[2019]245 号

2019-1072T-JB

16 JB/T 14569-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多

联式空调（热泵）

及类似机组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冷冻空

调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

[2019]245 号

2019-1073T-JB

17 JB/T 14570-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计

算机和数据处理

机房用空气调节

机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冷冻空

调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青

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

[2019]245 号

2019-1074T-JB

18 JB/T 14571-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汽

车用空调器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冷冻空

调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汽

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公

司、山东通盛汽车科技有限公司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

[2019]245 号

2019-1075T-JB

19 JB/T 14572-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蒸

气压缩循环水源

式冷水（热泵）

机组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冷冻空

调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珠

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

[2019]245 号

2019-1076T-JB

20 JB/T 1457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高

温热泵机组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3 全国冷冻空

调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广

东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函

[2021]25 号

2021-0059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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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JB/T 14574-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热

泵烘干机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3 全国冷冻空

调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青岛海尔空调电子有限公司、佧

诺（安徽）科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函

[2021]25 号

2021-0060T-JB

22 JB/T 14154-2022 污水处理用鼓风

机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风机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长

沙鼓风机厂有限责任公司、沈阳

鼓风机研究所（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

[2019]126 号

2019-0100T-JB

23 JB/T 1423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柴

油发动机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内燃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

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

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

[2019]126 号

2019-0101T-JB

24 JB/T 1467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活

塞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3 全国内燃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滨州渤海活塞有限公司、成都银

河动力有限公司、湖南江滨机器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函

[2021]25 号

2021-0054T-JB

25 JB/T 12345-2022 铅酸蓄电池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

额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修订 JB/T

1234

5-20

15

2020 全国铅酸蓄

电池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超

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天能电池

（芜湖）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9T-JB

26 JB/T 14174-2022 铅酸蓄电池行业

绿色工厂评价要

求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铅酸蓄

电池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河

南超威正效电源有限公司、骆驼

集团蓄电池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工

厂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102T-JB

27 JB/T 14406-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铅

酸蓄电池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铅酸蓄

电池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天能电池集团（安徽）有限公司、

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安徽理

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077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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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JB/T 14460-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放

映银幕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机械工业电

影和电教机

械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广州美视晶莹银幕有限公司、芜

湖影星巨幕有限公司、张家港宝

视特影视器材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096T-JB

29 JB/T 14451-2022 钢质锻件锻造生

产能源消耗限额

及评价方法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锻压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一拖（洛阳）铸锻有限公司、东

风锻造有限公司、北京机电研究

所有限公司等

基础公

益-绿

色产品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296T-JB

30 JB/T 14452-2022 钢质楔横轧件材

料消耗工艺定额

编制要求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2 全国锻压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河北东安精工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科技大学、北京科大机翔科技

有限公司、北京机电研究所有限

公司等

一般-

绿色综

合基础

工信厅科函

[2020]263 号

2020-1690T-JB

31 JB/T 14539-2022 内燃机共轴泵能

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2 全国泵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重庆市农业机械鉴定站、中船重

工重庆智能装备工程设计有限公

司、上海凯泉泵业（集团）有限

公司等

基础公

益-绿

色产品

工信厅科歪

[2020]263 号

2020-1688T-JB

32 JB/T 14461-2022 炼钢电弧炉工业

节能评估技术要

求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全国工业电

热设备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西安电炉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冶

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安

徽双林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产

品

工信厅科函

[2020]263 号

2020-1696T-JB

33 JB/T 14502-2022 工业膜法水处理

设备水效评价方

法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机械工业环

境保护机械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北京智汇清源科技有限公司、北

京亦庄环境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碧水源膜科技有限公司等

基础公

益-绿

色产品

工信厅科函

[2020]263 号

2020-1687T-JB

34 JB/T 1450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污

水处理用泵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1 机械工业环

境保护机械

标准化技术

机械工业环保产业发展中心、江

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蓝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069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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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 务

35 JB/T 1468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一

般用冷冻式压缩

空气干燥器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3 全国压缩机

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

司、合肥工业大学等

重点-

绿色评

价与服

务

工信厅科函

[2021]25 号

2021-0063T-JB

36 JB/T

14321.1-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1

部分：通则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

公司、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104T-JB

37 JB/T

14321.2-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2

部分：绿色设计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

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7T-JB

38 JB/T

14321.3-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3

部分：绿色采购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等

一般-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7T-JB

39 JB/T

14321.4-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4

部分：绿色生产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

公司等

一般-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7T-JB

40 JB/T

14321.5-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5

部分：绿色物流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中环联合（北京）认证

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中创碳投科

技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7T-JB

41 JB/T

14321.6-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6

部分：绿色回收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中环联合（北京）认证

中心有限公司、北京中创碳投科

一般-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7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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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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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有限公司等

42 JB/T

14321.7-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

应链管理 第 7

部分：信息平台

规范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中国机械工

业联合会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际经济技术合

作中心、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

公司、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

心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7T-JB

43 JB/T 14776-2022 铸造用水玻璃旧

砂再生技术规范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19 全国铸造标

准化技术委

员会

海汇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标准

化研究院、莒州集团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供

应链

工信厅科

[2017]70 号

2017-0472T-JB

44 JB/T 14407-2022 机械行业绿色工

厂评价 导则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19 全国绿色制

造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重庆大学、

奇瑞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

重点-

绿色工

厂

工信厅科

[2017]40 号

2017-0235T-JB

45 JB/T 14408-2022 铸造行业绿色工

厂评价要求

节能与

综合利

用

制定 2020 全国绿色制

造技术标准

化技术委员

会

中国铸造协会、宁夏共享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中机第一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等

一般-

绿色工

厂

工信厅科函

[2019]195 号

2019-0678T-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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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报批行业标准项目计划调整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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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3T-JB

水稻插秧机

能效评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水稻插秧

机 能效评价规范》调

整为《乘坐式水稻插秧

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计划项目名称《水稻插秧机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标准中

规定的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的生产能

力条件下的燃油消耗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体系进

行综合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械行业

的共识；同时，乘坐式水稻插秧机已经成为目前国内的主流产品，而手扶式插秧机作

为成熟机型实际使用率很低，主要是山区的零散作业，因此将标准名称变更为《乘坐

式水稻插秧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

2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3T-JB

水稻插秧机

能效评价规范

牵头单位由“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调

整为“浙江星莱和农业

装备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标准在起草阶段成立标准起草工

作组后，起草工作组根据标准编制单位的业务专长和承担任务量的大小，并结合起草

人的任务分工实际情况，投票决定变更牵头单位为浙江星莱和农业装备有限公司。此

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

3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0T-JB

半喂入联合收

割机 能效评

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半喂入联

合收割机 能效评价规

范》调整为《半喂入联

合收割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计划项目名称《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

标准中规定的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的

生产能力条件下的燃油消耗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

体系进行综合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

械行业的共识。因此将标准名称变更为《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6

4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2T-JB

青饲料收获机

能效评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青饲料收

获机 能效评价规范》

调整为《青饲料收获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计划项目名称《青饲料收获机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标准

中规定的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的生产

能力条件下的吨料燃油消耗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

体系进行综合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

械行业的共识。因此将标准名称变更为《青饲料收获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7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JNZT0155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JNZT0155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JNZT0152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JNZT015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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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5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1T-JB

全喂入联合收

割机 能效评

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全喂入联

合收割机 能效评价规

范》调整为《全喂入联

合收割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计划项目名称《全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征求意见阶段，考虑到

标准中规定的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的

生产能力条件下的燃油消耗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

体系进行综合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

械行业的共识。因此将标准名称变更为《全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8

6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1T-JB

全喂入联合收

割机 能效评

价规范

牵头单位由“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调

整为“星光农机股份有

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标准在起草阶段成立标准起草工

作组后，起草工作组根据标准编制单位的业务专长和承担任务量的大小，并结合起草

人的任务分工实际情况，投票决定变更牵头单位为星光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此变更事

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8

7 工信厅科函

[2019] 126 号

2019-0487T-JB

屏蔽式潜水电

泵 能效评价

规范

项目名称由《屏蔽式潜

水电泵 能效评价规

范》调整为《屏蔽式潜

水电泵 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计划项目名称《屏蔽式潜水电泵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起草阶段，考虑到标准中

规定的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负荷下的

使用电能工作效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体系进行综

合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械行业的共

识。因此将标准名称由《屏蔽式潜水电泵 能效评价规范》变更为《屏蔽式潜水电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9

8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6T-JB

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评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轻小型喷

灌机 能效评价规范》

调整为《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

计划项目名称《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起草阶段，考虑到标准中规

定的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负荷下的使

用电能或燃油工作效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体系进

行综合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械行业

的共识。因此将标准名称由《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评价规范》变更为《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0

9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6T-JB

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评价规范

牵头单位由“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调

整为“江苏大学流体机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江苏大学流体

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标准编写和技术指标验证等，并且江苏

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喷灌技术方面有大量的研究积累。因此申请将牵头

10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JNZT01532019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JNZT015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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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单位调整为江苏大学流体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0 工信厅科函

[2019] 126 号

2019-0485T-JB

无堵塞泵 能

效评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无堵塞泵

能效评价规范》调整为

《无堵塞泵 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

计划项目名称《无堵塞泵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起草阶段，考虑到标准中规定的

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负荷下的使用电

能或燃油工作效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体系进行综

合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械行业的共

识。因此将标准名称由《无堵塞泵 能效评价规范》变更为《无堵塞泵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1

11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4T-JB

园艺电泵 能

效评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园艺电泵

能效评价规范》调整为

《园艺电泵 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

计划项目名称《园艺电泵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起草阶段，考虑到标准中规定的

能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负荷下的使用电

能工作效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体系进行综合系统

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械行业的共识。因

此将标准名称由《园艺电泵 能效评价规范》变更为《园艺电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2

12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4T-JB

园艺电泵 能

效评价规范

牵头单位由“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调

整为“利欧集团浙江泵

业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利欧集团浙江

泵业有限公司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标准编写和技术指标验证等，并且利欧集团浙江

泵业有限公司在园艺电泵技术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并具有大量的试验研究积累。

因此申请将牵头单位调整为利欧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2

13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8T-JB

自吸泵 能效

评价规范

项目名称由《自吸泵

能效评价规范》调整为

《自吸泵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计划项目名称《自吸泵 能效评价规范》。在标准起草阶段，考虑到标准中规定的能

效限定值是在特定的工作条件下，通过特定的试验方法测定在相应负荷下的使用电能

或燃油工作效率，能效等级也是按照等级限值划定，不需要通过对指标体系进行综合

系统评价的方式证实能效限定值和能效等级的满足情况，这也是农业机械行业的共

识。因此将标准名称由《自吸泵 能效评价规范》变更为《自吸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3

14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488T-JB

自吸泵 能效

评价规范

牵头单位由“中国农业

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调

整为“温岭市产品质量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温岭市产品质

量检验所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标准编写和技术指标验证等，并且温岭市产品质量检

验所在泵技术方面有大量的试验研究积累。因此申请将牵头单位调整为温岭市产品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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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检验所”。 量检验所。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5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072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低环境温度空

气源热泵（冷

水）机组

项目名称由《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低

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

（冷水）机组》调整为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 空气源热泵冷

热水机组》

计划项目名称《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低环境温度空气源热泵（冷水）机组》。

在标准的起草过程中，经起草组充分调查、研究、分析和讨论后发现，依据起草组确

定的评价方案，对于与低环温热泵同属一个门类的各类、冷热水机组，只要其热源侧

为空气，则其评价指标及方法等基本相同，仅限值略有差异，该标准完全可以作为整

个空气源冷热水机组的绿色设计评价准则。为了构建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避免日后

按单一产品编制标准带来的交叉重复工作，将标准名称变更为《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

术规范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此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5

16 工信厅科函

[2019] 245 号

2019-1073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项目名称由《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多

联式空调（热泵）机组》

调整为《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多联式

空调（热泵）及类似机

组》

计划项目名称《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多联式空调（热泵）机组》。在标准起草

阶段，经起草组充分调查、研究、分析和讨论后发现，依据起草组确定的评价方案，

对于与多联机同属一个门类的风管机、屋顶机及热泵热风机等其它单元机类产品其评

价指标和方法等基本相同，仅限值略有差异，该标准完全可以作为整个单元机类产品

的绿色设计评价准则。为了构建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避免日后按单一产品编制标准

带来的交叉重复工作，将标准名称变更为《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多联式空调（热

泵）及类似机组》。此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6

17 工信厅科函

[2019] 245 号

2019-1073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多联式空调

（热泵）机组

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

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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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在标准的起草阶段，各产

品指标限值的摸底过程中，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测试工

作，提供了标准中多处有价值的数据，不但参与了统计数据的分析，也同时验证了标

准给出的测试与评价方法。故将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调

整为“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6

18 工信厅科函

[2019] 245 号

2019-1074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计算机和数据

处理机房用单

元式空气调节

机

项目名称由《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计

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

单元式空气调节机》调

整为《绿色设计产品评

价技术规范 计算机和

计划项目名称《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单元式空气调节

机》。在标准的研制过程中，经起草组充分调查、研究、分析和讨论后发现，依据起

草组确定的评价方案，对于单元式机房空调产品或是多联式机房空调产品其评价指

标、方法及限值等基本相同，该标准完全可以作为整个机房空调类产品的绿色设计评

价准则。为了构建完整的技术标准体系，避免日后按单一产品编制标准带来的交叉重

复工作，将标准名称变更为《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空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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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数据处理机房用空气调

节机》

气调节机》。此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9 工信厅科函

[2019] 245 号

2019-1074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计算机和数据

处理机房用单

元式空气调节

机

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

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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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在标准的起草阶段，各产

品指标限值的摸底过程中，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测试工

作，提供了标准中多处有价值的数据，不但参与了统计数据的分析，也同时验证了标

准给出的测试与评价方法。故将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调

整为“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7

20 工信厅科函

[2019] 245 号

2019-1075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汽车用空调器

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

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

司”调整为“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计划项目牵头单位“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在标准的起草阶段，考虑

到汽车空调的系统集成方案以及各零部件的技术要求通常都是由整车的设计方提出，

并在整车上进行验证，因此在秘书处的协调下，项目的牵头单位由检测机构调整为了

整车厂，这样也更利于标准日后的落地实施。调整后的智己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为上汽

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专业从事汽车科技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是上汽集团与张

江高科及阿里巴巴集团联合打造的汽车高科技企业，有雄厚的实力完全可以胜任标准

的研制工作。此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8

21 工信厅科函

[2019] 245 号

2019-1076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蒸气压缩循环

冷水（热泵）

机组

项目名称由《绿色设计

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蒸

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

机组》调整为《绿色设

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蒸气压缩循环水源式冷

水（热泵）机组》

计划项目名称《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蒸气压缩循环冷水（热泵）机组》。在标

准的起草阶段，起草组发现“空气源”的冷水机组和“水源式”冷水机组在计算运行

能耗时存在较大的差异，评价思路完全不同，导致绿色指标评价限值也完全不同。为

了构建和谐统一的技术标准体系，依据秘书处的统一安排，本标准只针对水源式机组，

空气源类机组由另一标准覆盖，故将标准名称变更为《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蒸

气压缩循环水源式冷水（热泵）机组》。此变更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19

22 工信厅科函

[2019] 245 号

2019-1076T-JB

绿色设计产品

评价技术规范

蒸气压缩循环

冷水（热泵）

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

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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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在标准的起草阶段，各产

品指标限值的摸底过程中，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相关部门做了大量的测试工

作，提供了标准中多处有价值的数据，不但参与了统计数据的分析，也同时验证了标

准给出的测试与评价方法。故将牵头单位由“合肥通用机电产品检测院有限公司”调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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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机组 整为“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此变更事项经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23 工信厅科函

[2019]126 号

2019-0104T-JB

机械行业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

理通则

项目名称由《机械行业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通

则》调整为《机械行业

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1

部分：通则》。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通则》。起草阶段有专家指出，根据 GB/T

1.1 的规则部分标准应按分部分标准名称编写规则应有“第※部分：”。因此，将本

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1 部分：通则》。此变更经全体专家

审核通过

36

24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7T-JB

机械行业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

理 绿色设计

项目名称由《机械行业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设计》调整为《机

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2 部分：绿色设计》。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设计》。起草阶段有专家指出，

根据 GB/T 1.1 的规则部分标准应按分部分标准名称编写规则应有“第※部分：”。

因此，将本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2部分：绿色设计》。此

变更经全体专家审核通过

37

25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6T-JB

机械行业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

理 绿色采购

项目名称由《机械行业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采购》调整为《机

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3 部分：绿色采购》。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采购》。起草阶段有专家指出，

根据 GB/T 1.1 的规则部分标准应按分部分标准名称编写规则应有“第※部分：”。

因此，将本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3部分：绿色采购》。此

变更经全体专家审核通过

38

26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8T-JB

机械行业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

理 绿色生产

项目名称由《机械行业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生产》调整为《机

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4 部分：绿色生产》。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生产》。起草阶段有专家指出，

根据 GB/T 1.1 的规则部分标准应按分部分标准名称编写规则应有“第※部分：”。

因此，将本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4部分：绿色生产》。此

变更经全体专家审核通过

39

27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5T-JB

机械行业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

理 绿色物流

项目名称由《机械行业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物流》调整为《机

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5 部分：绿色物流》。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物流》。起草阶段有专家指出，

根据 GB/T 1.1 的规则部分标准应按分部分标准名称编写规则应有“第※部分：”。

因此，将本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5部分：绿色物流》。此

变更经全体专家审核通过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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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计划项目编号 计划项目名称 调整内容 说明

对应

项目

28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49T-JB

机械行业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

理 绿色回收

项目名称由《机械行业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回收》调整为《机

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6 部分：绿色回收》。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绿色回收》。起草阶段有专家指出，

根据 GB/T 1.1 的规则部分标准应按分部分标准名称编写规则应有“第※部分：”。

因此，将本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6部分：绿色回收》。此

变更经全体专家审核通过

41

29 工信厅科函

[2019]245 号

2019-1350T-JB

机械行业企业

绿色供应链管

理 信息平台

规范

项目名称由《机械行业

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信息平台规范》调整为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

管理 第 7 部分：信息

平台规范》。

计划项目名称《机械行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信息平台规范》。起草阶段有专家指

出，根据 GB/T 1.1 的规则应按分部分标准名称编写规则应有“第※部分：”。因此，

将本项目名称变更为《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7 部分：信息平台规范》。此变

更经全体专家审核通过

42

30 工信厅科

[2017]70 号

2017-0472T-JB

铸造用水玻璃

砂回收利用技

术规范

项目名称由《铸造用水

玻璃砂回收利用技术规

范》调整为《铸造用水

玻璃旧砂再生技术规

范》

计划项目名称《铸造用水玻璃砂回收利用技术规范》。在标准审查阶段，委员专家建

议指出回收利用的只能是旧砂，新砂不存在回收利用的事情,所以在标准名称中应明

确注明是旧砂；本标准规定的是如何将旧砂再生，砂的使用不是本标准应规定的内容，

本标准的标准化对象就是水玻璃旧砂,“水玻璃旧砂再生”的表述更规范，也符合行

业习惯。所以，将标准名称变更为《铸造用水玻璃旧砂再生技术规范》。此变更经审

查会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3

31 工信厅科

[2017]40 号

2017-0235T-JB

机械行业绿色

工厂评价 导

则

计划完成时间由 2019

年调整到 2020 年

计划完成年限是 2019 年。该标准研究的对象是面向机械行业的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由于机械行业涉及铸造、锻压、焊接、热处理、机加工以及总装等众多细分领域，每

一个细分领域的评价要求不尽相同，且在标准研制过程中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较多，

导致标准研制过程中的具体标准条款较难达成一致意见，存在重复修改以及部分章节

的增加和删减。为了保证标准质量，工作组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需要经过多轮讨

论、修改和完善才能最终定稿。因此将标准完成时间延长到 2020 年。此变更事项经

全体委员审查通过

44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JBCPZT094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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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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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58-2022

压铸用模温机 能耗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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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年会进行宣贯，以及利用标委会网站和微

信等方式编发宣贯材料

2 机械 JB/T

14359-2022

压铸铝熔炉 能效等级及评

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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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年会进行宣贯，以及利用标委会网站和微

信等方式编发宣贯材料

3 机械 JB/T

14405-2022

绿色数据中心用飞轮储能装

置

大型铸锻

件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归口单位为主体，以飞轮储能装置的研发、制造和使用单位，

以及数据中心设计和建造单位为主要宣贯对象，利用专题宣贯会、

行业网站和学术期刊等方式，进行宣贯

4 机械 JB/T

14389-2022

高温超导电缆技术规范 电线电缆 全国电线电缆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通过网络工作平台及微信公众号“线缆标准

TC213”开展线上培训

5 机械 JB/T

14390-2022

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6 机械 JB/T

14391-2022

半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7 机械 JB/T

14392-2022

青饲料收获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8 机械 JB/T

14393-2022

全喂入联合收割机 能效限

定值及能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9 机械 JB/T

14297-2022

屏蔽式潜水电泵 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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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机械 JB/T

14298-2022

轻小型喷灌机 能效限定值

及能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11 机械 JB/T

14299-2022

无堵塞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12 机械 JB/T

14300-2022

园艺电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

效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13 机械 JB/T

14301-2022

自吸泵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

农业机械 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利用网络在标委会网

站和视频账号上向社会大众宣传

14 机械 JB/T

14394-2022

带式输送机能效测试方法 连续搬运

机械

全国连续搬运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微信公众号和门户网站进行解读；在各种

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上予以宣传等

15 机械 JB/T

1456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空气源热泵冷热水机组

冷冻空调

设备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专题宣贯会议和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向用

户、设计院、制造商和生产商等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16 机械 JB/T

14569-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多联式空调（热泵）及类似

机组

冷冻空调

设备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专题宣贯会议和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向用

户、设计院、制造商和生产商等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17 机械 JB/T

14570-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计算机和数据处理机房用空

气调节机

冷冻空调

设备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专题宣贯会议和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向用

户、设计院、制造商和生产商等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18 机械 JB/T

14571-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汽车用空调器

冷冻空调

设备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专题宣贯会议和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向用

户、设计院、制造商和生产商等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19 机械 JB/T

14572-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蒸气压缩循环水源式冷水

（热泵）机组

冷冻空调

设备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专题宣贯会议和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向用

户、设计院、制造商和生产商等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20 机械 JB/T

1457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高温热泵机组

冷冻空调

设备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专题宣贯会议和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向用

户、设计院、制造商和生产商等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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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机械 JB/T

14574-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热泵烘干机

冷冻空调

设备

全国冷冻空调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专题宣贯会议和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向用

户、设计院、制造商和生产商等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22 机械 JB/T

14154-2022

污水处理用鼓风机能效限定

值及能效等级

风机 全国风机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在各种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上，结合企业的实

际工作，全方位对相关人员进行宣贯

23 机械 JB/T

1423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柴油发动机

内燃机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制作宣传讲解视频，

在各种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及标委会网站上予以宣传

24 机械 JB/T

1467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活塞

内燃机 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制作宣传讲解视频，

在各种相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及标委会网站上予以宣传

25 机械 JB/T

12345-2022

铅酸蓄电池单位产品能源消

耗限额

铅酸蓄电

池

全国铅酸蓄电池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

26 机械 JB/T

14174-2022

铅酸蓄电池行业绿色工厂评

价要求

铅酸蓄电

池

全国铅酸蓄电池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

27 机械 JB/T

14406-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铅酸蓄电池

铅酸蓄电

池

全国铅酸蓄电池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召开专题宣贯会议

28 机械 JB/T

14460-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放映银幕

电影和电

教机械

机械工业电影和电教

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在每年的专业会议或年会中，以专家解读的方

式宣贯

29 机械 JB/T

14451-2022

钢质锻件锻造生产能源消耗

限额及评价方法

锻压 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标准年会及组织召开技术培训进行宣贯；

撰写标准解读等技术性文章，在行业期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

刊登，向社会大众宣传

30 机械 JB/T

14452-2022

钢质楔横轧件材料消耗工艺

定额编制要求

锻压 全国锻压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标准年会及组织召开技术培训进行宣贯；

撰写标准解读等技术性文章，在行业期刊、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上

刊登，向社会大众宣传

31 机械 JB/T

14539-2022

内燃机共轴泵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

泵 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标准宣贯会议，制作宣讲视频，行业网站

和本领域杂志等方式和平台向社会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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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机械 JB/T

14461-2022

炼钢电弧炉工业节能评估技

术要求

工业电热

设备

全国工业电热设备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年会或专题宣贯会等会议，以及制作视频

材料上传网络等方式进行宣贯

33 机械 JB/T

14502-2022

工业膜法水处理设备水效评

价方法

环境保护

机械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会议形式，面向环保领域企业，进行宣贯

34 机械 JB/T

14503-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污水处理用泵

环境保护

机械

机械工业环境保护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会议形式，面向环保领域企业，进行宣贯

35 机械 JB/T

14688-2022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一般用冷冻式压缩空气干燥

器

压缩机 全国压缩机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组织专家通过专题宣贯会和行业论坛等会议进

行宣贯；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网上进行宣传；通过标准化服务走

访进行宣贯

36 机械 JB/T

14321.1-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1 部分：通则

绿色供应

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联合会为主体，利用机械行业论坛会议、大赛和展览等平台宣

传；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机械行业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

37 机械 JB/T

14321.2-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2 部分：绿色设计

绿色供应

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联合会为主体，利用机械行业论坛会议、大赛和展览等平台宣

传；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机械行业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

38 机械 JB/T

14321.3-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3 部分：绿色采购

绿色供应

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联合会为主体，利用机械行业论坛会议、大赛和展览等平台宣

传；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机械行业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

39 机械 JB/T

14321.4-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4 部分：绿色生产

绿色供应

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联合会为主体，利用机械行业论坛会议、大赛和展览等平台宣

传；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机械行业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

40 机械 JB/T

14321.5-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5 部分：绿色物流

绿色供应

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联合会为主体，利用机械行业论坛会议、大赛和展览等平台宣

传；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机械行业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

41 机械 JB/T

14321.6-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6 部分：绿色回收

绿色供应

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联合会为主体，利用机械行业论坛会议、大赛和展览等平台宣

传；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机械行业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

42 机械 JB/T

14321.7-2022

机械行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第 7 部分：信息平台规范

绿色供应

链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以联合会为主体，利用机械行业论坛会议、大赛和展览等平台宣

传；制作宣传讲解视频，在机械行业相关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宣传

43 机械 JB/T

14776-2022

铸造用水玻璃旧砂再生技术

规范

铸造 全国铸造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通过年会以及利用标委会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等

方式编发宣贯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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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机械 JB/T

14407-2022

机械行业绿色工厂评价 导

则

绿色制造

技术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现场或网络会议等方式组织召开专题宣贯

会议，同时制作宣传讲解材料，在行业网站、公共号上向社会大

众宣传

45 机械 JB/T

14408-2022

铸造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绿色制造

技术

全国绿色制造技术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以标委会为主体，利用现场或网络会议等方式组织召开专题宣贯

会议，同时制作宣传讲解材料，在行业网站、公共号上向社会大

众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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