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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标委会及秘书处基本情况介绍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334

国家标准的立项、批
准和发布

　　我国的标准化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技术委员会是在一定专业领域内，从事标准起草和

技术审查等标准化工作的非法人技术组织，是国家标准化技术支撑机构。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委托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跨部门管理的全国性土方机械专业

标准化的技术工作组织，负责土方机械专业技术领域的标准化技术归口工作。

协助国标委、工信部

工业领域行业标准的立项、
批准和发布

负责土方机械领域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相关工作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SAC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CMIF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334

工业和信息化部
MIIT

1　标委会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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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组织和协助土方机械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复审工作，负责组织土方机械标准的宣讲、 解释工作；对已

颁布标准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和分析；提出本专业领域标准化成果奖励项目的建议。

l 对口的 ISO/TC l27 土方机械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化工作，负责ISO/TC127国际标准的国内归口管理工作 。参加国

际标准化活动；承担或参加国际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对外开展标准化技术交流活动；承担本专业领域国际标准和国

外先进标准的采标工作。 

l 申报或开展土方机械领域标准化科研项目研究，及时向主管部门提出土方机械领域标准化工作的方针、政策、 技

术措施的建议。

l 可面向社会开展本专业领域标准化工作，接受省、市和企业等有关方面的委托，承担本专业领域地方标准、企业标

准的制定、审查和宣讲、咨询等技术服务工作。

对口ISO组织    ISO/TC 127土方机械技术委员会  涉及土方机械的12类机种

     SC1——有关安全和机器性能的试验方法 

     SC2——安全、人类工效学和通用要求 

     SC3——机器特性、电气及电子系统、操作和维修 

     SC4——术语、商业名称、分类和规格 

现行ISO标准147项

国家标准采标139项

转化率95%

2　标委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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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及秘书处基本情况介绍

土方机械领域

现行标准331项

国家标准192项

行业标准139项

3　标准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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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郑尚龙

副主任委员：龙工 陈  超、山推 徐  刚、试验场 李建友、徐工集团 沈  勇、三一重机 俞宏福

秘书处挂靠单位：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秘书长：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尚海波

副秘书长：厦工 姚建平、北方重型  李来平、厦门质检院 王一峰、柳工 黄中良、中联 杨西川

秘书处成员：贾晓雯、陈树巧、吴红丽、李广庆、刘  佼、邓艳芳、张  钰、刘锡霞、陈宝庆、  

刘迎春、于林鑫

4　组织结构



PART  02
标委会2019年工作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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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名称 性质 制、修订

1 土方机械 司机操纵装置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国家标准 修订

2 土方机械 司机操纵装置和其他显示装置用符号 第2部分：机器、工作装置和附件的特殊符号 国家标准 修订

3 土方机械 斗齿 国家标准 修订

4 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通用要求 国家标准 制定

5 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 国家标准 制定

6 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故障诊断知识库构建要求 国家标准 制定

7 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预测性维护要求 国家标准 制定

8 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设计及维保优化指南 国家标准 制定

1  标准制修订工作

1.1   标准立项      2019年立项15项国家标准、5项行业标准和8项外文版翻译标准                                

 2019年立项的15项国家标准和5项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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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标准名称 性质 制、修订

9 土方机械 机器安全标签  通则 国家标准 修订

10 土方机械 液压挖掘机和挖掘装载机动臂下降控制装置 要求和试验 国家标准 修订

11 土方机械  功能安全  第1部分：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和性能要求的确定方法 国家标准 修订

12
土方机械  功能安全  第3部分：控制系统安全相关部件中使用的电子和电气部件的环境适应性及
测试要求 国家标准 制定

13
土方机械与建筑施工机械  带有内部电源的机器的电磁兼容性  第1部分：典型电磁环境条件下的
一般电磁兼容性要求 国家标准 制定

14
土方机械与建筑施工机械  带有内部电源的机器的电磁兼容性  第2部分：功能安全的附加电磁兼
容性要求 国家标准 制定

15 土方及矿山机械  自主和半自主机器系统安全 国家标准 制定

16 土方机械  带外部供电装置的电动液压挖掘机  技术条件 行业标准 制定

17 土方机械  带外部供电装置的电动液压挖掘机 试验方法 行业标准 制定

18 土方机械  电动轮胎式装载机  技术条件 行业标准 制定

19 土方机械  电动轮胎式装载机  实验方法 行业标准 制定

20 土方机械  平地机燃油消耗量  试验方法 行业标准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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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标准号 标准名称 翻译语种

1 GB/T 35199-2017 土方机械　轮胎式装载机　技术条件 英文

2 GB/T 36974-2018 土方机械　轮胎式叉装机　技术条件 英文

3 GB/T 35213-2017 土方机械   履带式推土机   技术条件 英文

4 GB/T 35191-2017 土方机械　履带式吊管机 英文

5 GB/T 35196-2017 土方机械　非公路电传动矿用自卸车　技术条件 英文

6 GB/T 35195-2017 土方机械　非公路机械传动矿用自卸车　技术条件 英文

7 GB/T 35194-2017 土方机械　非公路机械传动宽体自卸车　技术条件 英文

8 GB/T 35200-2017 土方机械　履带式湿地推土机　技术条件 英文

2019年立项的5项行业标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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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9.7.24　参加了国标委组织的国家标准答辩，答辩了6项国家标准，均为制定标准
　　　　1.《土方机械  平地机燃油消耗量  试验方法》
              2.《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通用要求》
              3.《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数据采集与处理方法》
              4.《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故障诊断知识库构建要求》
              5.《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预测性维护要求》
              6.《土方机械  关键技术装备远程运维  设计及维保优化指南》

（二）2019.9.10　参加了工信部的行业标准答辩，答辩了1项行业标准，为制定标准
　　　　1.《土方机械再制造  减速机技术规范》——“绿色制造”标准专项项目

（三）2019.11.19　参加了工信部的行业标准答辩，答辩了4项行业标准，为制定标准
　　　　1.《土方机械  带外部供电装置的电动液压挖掘机  技术条件》  
　　　　2.《土方机械  带外部供电装置的电动液压挖掘机  试验方法》
　　　　3.《土方机械  电动轮胎式装载机  技术条件》  
　　　　4.《土方机械  电动轮胎式装载机  试验方法》

立项答辩      2019年秘书处共参加了3次标准立项答辩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 334

　　

序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发布时间 公告时间

1 GB/T 13751-2019 土方机械  挖掘装载机  试验方法 2020-03-01

国标委第10号公告
2019年8月30日2 GB/T 37899-2019 土方机械  超大型液压挖掘机 2020-03-01

3 GB/T 37904-2019 土方机械  步履式液压挖掘机 2020-03-01

4 GB/T 38181-2019 土方机械  快速连接装置 安全 2020-05-01 国标委第13号公告
2019年10月8日

1.2   标准发布       2019年共计发布了4项国家标准 

 2019年发布的4项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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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标准报批     

　　2019年报批了9项国家标准，22项行业标准（6项分标委行业标准），8项外文翻译标准。       

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制修订 报批时间

1 GB/T 37899-2019  土方机械　超大型液压挖掘机 制定 2018年12月17日

2 GB/T 37904-2019  土方机械　步履式液压挖掘机 制定 2018年12月17日

3  GB/T 38181-2019  土方机械　快速连接装置  安全  制定 2018年12月17日

4  JB/T 4198.1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技术条件 JB/T 4198.1—2001 2018年12月14日

5  JB/T 4198.2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性能试验方法 JB/T 4198.2—1999 2018年12月14日

6  JB/T 50188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可靠性、耐久性试验方法 JB/T 50188—1999 2018年12月14日

7  JB/T 10902  工程机械  司机室 JB/T 10902—2008 2018年12月14日

8  JB/T 10761  土方机械  压路机压实度测量仪 JB/T 10761—2007 2018年12月14日

 2019年上半年报批31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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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制修订 报批时间

9  JB/T  土方机械  轮胎式推土机  试验方法 JB/T 7153.3—1993 2018年12月14日

10  JB/T 8547  液力传动用合金铸铁密封环 JB/T 8547—2010 2018年12月14日

11  JB/T  潜孔液压挖掘机 制定 2018年12月14日

12  JB/T  液压挖掘机  支重轮 制定 2018年12月14日

13  JB/T  土方机械  液压元件再制造  通用技术规范 制定 2018年12月14日

14  JB/T  土方机械  液压油缸再制造  技术规范 制定 2018年12月14日

15  JB/T  土方机械  液压泵再制造  技术规范 制定 2018年12月14日

16  JB/T  土方机械  液压马达再制造  技术规范 制定 2018年12月14日

17  JB/T  土方机械再制造  零部件表面修复技术规范 制定 2018年12月14日

18  JB/T 土方机械  振荡压路机  技术条件 JG/T 5077.1一1995 2018年12月14日

19  JB/T 土方机械  振荡压路机  试验方法 JG/T 5077.2-1995 2018年12月14日

20  JB/T 土方机械  振动压路机  减振系统检验规范 JG/T 5076.2-1996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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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制修订 报批时间

21 JB/T 土方机械  铲运机　技术条件 JG/T 5040.1-1993 2018年12月14日

22  JB/T 土方机械  铲运机  性能试验方法 JG/T 5040.2-1993 2018年12月14日

23  JB/T 土方机械  铲运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 JG/T 5040.3-1995 2018年12月14日

24 GB 16710-2010翻译 土方机械  噪声限值 翻译 2019年6月

25 GB/T 14782-2010 平地机  技术条件 翻译 2019年6月

26 GB/T 18148-2015 土方机械  压实机械压实性能试验方法 翻译 2019年6月

27 GB/T 25028-2010 轮胎式装载机  制动系统用加力器  技术条件 翻译 2019年6月

28 GB/T 25626-2010 冲击压路机 翻译 2019年6月

29 GB/T 25629-2010 液压挖掘机  中央回转接头 翻译 2019年6月

30 GB/T 8506-2008 平地机  试验方法 翻译 2019年6月

31 GB/T 9139-2008 液压挖掘机  技术条件 翻译 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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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制修订 报批时间

32 GB/T 10168 土方机械  挖掘装载机  术语和商业规格 GB/T 10168—2008 2019年9月

33 GB/T 7920.9 土方机械  平地机  术语和商业规格 GB/T 7920.9—2003 2019年9月

34 GB/T 16937 土方机械  司机视野  试验方法和性能准则  GB/T 16937—2010 2019年9月

35 GB/T 土方机械  使用电力驱动的机械及其相关零件和系统
的电安全  第1部分：一般要求 制定 2019年9月

36 GB/T 土方机械  使用电力驱动的机械及其相关零件和系统
的电安全  第2部分：外部动力机器的特定要求 制定 2019年9月

37 GB/T 土方机械  使用电力驱动的机械及其相关零件和系统
的电安全  第3部分：自行式机器的特定要求 制定 2019年9月

38 JB/T 7153.2 土方机械  轮胎式推土机  第2部分  技术条件 JB/T 7153.2—1993
JB/T 7153.1—1993 2019年9月

39 JB/T 50091 轮胎式推土机  可靠性试验方法、失效分类及评定 JB/T 50091—1997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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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标准复审     

　　按照工信部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要求，标委会在8月份上报了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的土方
机械专业领域2019 年度行业标准拟开展的复审计划共计20项，以修订和废止为主 。      

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拟复审结论

1 JB/T 7159-2007 工程机械用车灯  试验方法 修订

2 JB/T 7694-2007 工程机械  前照灯 修订

3 JB/T 9718-2010 轮式工程机械  制动系统  术语 修订

4 JB/T 9719-2010 轮式工程机械  转向系统  术语 修订

5 JB/T 10283-2008 工程机械  工业修补剂  应用技术规范 修订

6 JB/T 10762-2007 液力变矩器  可靠性试验方法 修订

7 JB/T 5961-2007 推土机  角刀片孔的尺寸及布置 修订

8 JB/T 7698-2007 轮胎式装载机车轮轮辐与轮毂安装尺寸 修订

 2019年标准复审拟修订和废止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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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标准号 标准名称 拟复审结论

9 JB/T 8845-2000 轮胎式装载机变速箱操纵阀  技术条件 修订

10 JB/T 6033-2007 履带式推土机  热平衡性能试验方法 修订

11 JB/T 6036-2007 履带式推土机  水密性试验方法 修订

12 JB/T 7151-2007 履带式推土机  松土作业试验方法 修订

13 JB/T 2784-1979 履带式推土机 型式和基本参数 废止

14 JB/T 7306-1994 履带式推土机 技术条件 废止

15 JB/T 3688.1-1996 轮胎式装载机  基本参数 废止

16 JB/T 3688.2-1998 轮胎式装载机  技术条件 废止

17 JB/T 3688.3-1998 轮胎式装载机  试验方法 废止

18 JB/T 10136-1999 履带式吊管机 废止

19 JB/T 1666-1997 履带式推土机  试验方法 废止

20 JB/T 5960-1991 履带式湿地推土机  技术条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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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方机械国际标准化工作

　　我国是ISO/TC127及其SC1-SC4的P成员国，标委会对口负责ISO/TC127的国际标准化工作。截至目前，已

转化ISO标准139项。秘书处密切关注国际标准动态，下载最新的ISO/TC127国际标准各种文件，及时对国际标准

草案和需复审标准进行了审查和投票。2019年完成ISO/TC127国际标准草案项目投票38项，国际标准复审项目投

票14项。     

 国际标准草案项目投票3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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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标准复审项目投票1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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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年举办的行业活动

　　共召开8次会议，4次电动挖掘机起草工作组会议，1次再制造标准工作组会议，1次外文版翻译审查会议、1次标

委会年中工作会议，1次标委会年会。

2018年12月在湖南株洲召开了第一次电

动挖掘机起草工作组会议，会议确定了2

项电动挖掘机牵头起草单位、标准名称

和标准框架。

2019年4月在江苏常州召开了第二次起

草工作组会议，会议对2项标准内容逐字

逐句进行了讨论。

2019年６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三次起草工

作组会议，会议对２项标准再次进行了

细致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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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年举办的行业活动

　　2019年5月在天津召开了外文版翻译标准审查会议，会议对8项外文版翻译标准进行了审查。

特别感谢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AEM）

约翰迪尔（天津）有限公司

杰西博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沃尔沃建筑设备(中国)有限公司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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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年举办的行业活动

　　2019年6月在西安召开了“2019年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工作会议”，会议对20项土方机械国家行业标准送审稿

和3项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团体标准进行了审查。会议在与会代表的积极努力下取得圆满成功，达到预期的要求。

　　会议对“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

司”在会议期间给予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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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电动液压挖掘机标准工作组会议”，会议对2项带外部供电装置的电动液压挖掘机草案

稿进行了细致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标准工作组成员及相关单位代表共 70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利勃海尔机械（大连）有限

公司”在会议期间给予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表示感谢！

3  2019年举办的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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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对“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和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道路机械分

公司”在会议期间给予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表

示感谢！

           2019 年 10月 ，在江苏省徐州市组织召开了“2019 年土方机械再制造标准工作组”会议，会议对《土方机械 再

制造履带式液压挖掘机》和《土方机械 再制造振动压路机》二项标准草案进行了细致的讨论，标准工作组成员及相关单

位代表共 31 人参加了会议。

3  2019年举办的行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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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2019年开展工作介绍

            2019 年 11月 27日，今天我们在嘉兴组织召开“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2019年会”会议将对5项标准

送审稿和15项标准草案进行审查。

3  2019年举办的行业活动

感谢浙江赛克思液压有限公司、浙江宏

源车轮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和盛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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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四五”工程机械行业标准化规划编制工作
       

　　2019年10月21日上午，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标准工作部在

北京组织召开了机械工业“十四五”标准化规划编制工作启动会

暨支撑高质量发展机械工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座谈会，会议确定了

“十四五”工程机械行业标准化规划编制工作组组长单位为天津

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工作组组长由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

限公司尚海波同志担任，负责组织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等5个专

业领域标准化人员成立规划编制工作组，完成包括土方机械、建

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升降工作平台、工业车辆和凿岩机械气动工

具等5个专业领域的“十四五”工程机械行业标准化规划编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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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 年发展中国家国际产

能和装备制造标准化合作研修班”
       

　　2019年11月1日，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人员为“2019 年发展中国

家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标准化合作研修班”学

员作了题为《中国土方机械标准化》的讲座，

该国际研修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对外

援助培训项目，共邀请了来自约旦、缅甸、乌

兹别克斯坦、古巴、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发展

中国家的十六名司处级标准化官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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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委员 天工院  尚海波

副主任委员

徐工研究院 赵斌         

中机检测 李铁生       

装甲兵学院再制造实验室 朱  胜     

秘书长 徐工研究院   蹤雪梅

副秘书长

天工院  贾晓雯            

柳工  丁文勇          

赛克思  姚广山

    分技术委员会(SC2)主要成员名单6　分标委成立工作
       

　　2019年，“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可持续

发展分技术委员会”的筹建工作已经完成，筹建资料已

于2019年11月上报到了上级部门。

l 可持续发展分技术委员会（SC2)秘书处挂靠在江苏

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l 第一届委员4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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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参与国家课题情况

7.1   2019年“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项目”工作座谈会

　　为贯彻《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行动计划（2017-2019年）》（工信部节[2017]110号），加快推进工业节能与

绿色标准研究项目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会于2019年2月28日在北京召开2019年“工业节能与绿

色标准化项目”工作座谈会。

　  秘书处按照节能与绿色标准研究项目上报了行业标准《土方机械  平地机燃油消耗量  试验方法》。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司有关负责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加强工业节能与绿色标准化工作是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是落实国务院标准化工作改革精神的

具体举措。各单位要加快标准研究和制修订，加强项目管理，提升标准质量，强化监督实施，持续推动工业节能与绿

色发展。应节能与综合利用司要求，项目有关标准化委托机构负责单位分别派代表在会上汇报了研究项目的立项、发

布等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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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２   2019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座谈会

　　

     2019年4月23日，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19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

我国2018年机械工业整体情况以及标准化工作进行整体介绍，并对2019年机械工业政策引领和发展路线，以

及标准化重点工作进行介绍。

　　

     按照会议要求，标委会秘书处网上填报了对口国际标准转化情况调研报告和外文版翻译调研报告。国家市

监局标准管理司对机械工业近年来的标准化工作给予肯定，对国家标准委的机构改革以及2019年国家标准重

点工作进行介绍，并对机械工业的国家标准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殷切希望。工信部科技司标准处对行业标准

的立项工作调整、发布实施等做重点介绍。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对机械工业2018年标准化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以及对2019年标准化工作任务进行部署，并向参加会议的各标委会征求《2019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

（征求意见稿）》意见，2019年5月正式印发了《2019年机械工业标准化工作要点》。会议传达了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关于开展国际标准转化情况调研工作的通知、关于开展中国标准外文版工作现状调查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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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2019年开展工作介绍

      

7.３    关于“中国--巴西工程机械标准比对及中国标准应用和推广研究”课题
　　　

     标委会对中巴相关工程机械的基础性标准、安全环保标准、技术标准、零部件标准等标准及法规进行比对研究，

分析中巴双方相关标准项目的相同和差异情况。

  　

      为了落实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等国家

文件精神，推动中国装备标准推广实施，唱响中国装备品牌，2019开展的“中国-巴西工程机械标准比对及中国标

准应用和推广研究”项目是依托主要工程机械企业在巴西投资建厂合作项目和土方机械、起重机械、混凝土机械、

工业车辆等主要产品出口巴西情况，对中国和巴西相关工程机械的标准进行比对研究，分析中巴双方相关标准相

同和差异情况，提出两国开展标准化工作合作方向和重点；探讨中巴工程机械标准化工作合作方式和机制。

      

      2019年11月8日-9日，标委会参与了国标委下达给中国机械工业协会的关于中国2019年标准技术管理专项

“中国—巴西工程机械标准比对及中国标准应用和推广研究”的课题。并去徐工集团进行了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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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2019年开展工作介绍

      

7.３    关于“小型多功能高机动重大自然灾害救援机器人装备研制”项目
　　　

      标委会参与了“小型多功能高机动重大自然灾害救援机器人装备研制”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其中的”小型

多功能应急救援机器人标准研究“

       开展应急救援机器人相关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及装备研究，突破应急救援机器人机动性差、效率低、功能单

一等技术瓶颈，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型多功能高机动救援机器人装备，建立相应的应急救援机器人标准化

试验验证技术指标体系，为全面提升我国自然灾害救援保障能力提供有力支撑。

      该项目主要针对小型多功能应急救援机器人产品目前尚无相关标准化试验验证技术指标等问题，分析本项目所

研究产品的优势及特点，综合归纳本项目研制的小型多功能应急救援机器人的技术条件、验证方法、功能要求、

关键参数及基础术语等相关内容，完成“小型多功能应急救援机器人 技术条件”、“小型多功能应急救援机器人 

试验方法”及“小型多功能应急救援机器人 现场作业规程”等标准的制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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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奖励

8.1　荣获2019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科学进步奖”三等奖

　　　　　土方机械再制造系列标准（GB/T 32081-2016～GB/T 32086-2016）

获奖单位：

　　１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２　杭州宗兴科技有限公司

　　３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４　宏源精工车轮股份有限公司（原河南宏源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５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６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７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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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2019年度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优秀工作者”

　　　　王渠、茅永林、牛颖、李亮辉、姚广山、王欢利、范翠玲、郑振宇、刘太平、蒙小行

8.3    “全国土方机械标委会标准工作组优秀组长单位”

　　WG1 非公路自卸车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WG2 再制造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WG3 节能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WG6  轮胎式叉装机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厦门厦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WG7  车轮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宏源精工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

　　WG8  压路机标准工作组组长单位（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道路机械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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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行业工作

　　7-9月，天工院标准所承担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程
机械行业成就展”的相关工作。
展区总长约300米，展览面积近
1000平米，展览内容主要包括
“行业巨变”、“重器崛起”、
“技术发展”、“品牌力量”、
“社会责任”和“工程机械行
业突出贡献人物”等内容。贾
晓雯所长带队承担了展区的解
说工作，集中呈现中国工程机
械行业70年来的历史性跨越发
展成就，得到了行业各界领导
和同仁的高度赞扬。

　　10-11月，标准所承担《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程机械成就展纪念册》编辑工
作，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工程机械行业成就展”为主体内容，全书128页，
生动全面的展现了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该书的出版将再次
引起行业的广泛关注。



PART  03
标委会2020年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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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委会2016年开展工作介绍1　标准制修订工作
（１）立项《土方机械  提升和捆系装置  性能要求》等最新ISO标准等，提升中国土方机械标准的国际化水平，

增强我国土方机械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序号 标准名称 　ISO标准

1 土方机械　提升和捆系装置　性能要求 ISO 15818:2017 

2 土方机械　危险监测系统及其可视辅助装置　性能要求和试验 ISO 16001:2017

3 土方机械　安全　第15部分：小型工具承载架的要求 ISO 20474-15:2019 

4 土方机械　装载机　术语和商业规格 ISO 7131:2009(Amd 1:2017) 

5 土方机械　自卸车　术语和商业规格 ISO 7132:2003(Amd 1:2018) 

6 土方机械　液压挖掘机　术语和商业规格 ISO 7135:2009(Amd 1:2019) 

7 土方机械　挖掘机保护结构的实验室试验和性能要求　第2部分：6t以上挖掘机的
滚翻保护结构（ROPS）

ISO 12117-2:2008(Amd 
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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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合“中国装备”标准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及“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标准需求，继续推进我国制订的土方机械标准的外

文版的立项、翻译等工作，与“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的

标准体系建立对接合作机制，在土方机械领域形成一批国际

互认标准，促进中国标准品牌效益的明显提升。

（3） 深入开展再制造标准体系建设，重点开展再制造整机

产品标准的制订工作　

（4）深入开展电动产品标准体系建设，重点开展电动整机产

品标准的制订工作。

（5）重点启动安全系列标准项目制订工作。

序号 标准性质 标准名称

1 国强标 《土方机械安全技术规范》

2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3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2部分：推土机的要求

4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3部分：装载机的要求

5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4部分：挖掘装载机的要求

6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5部分：挖掘机的要求

7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6部分：自卸车的要求

8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7部分：铲运机的要求

9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8部分：平地机的要求

10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9部分：吊管机的要求

11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10部分：挖沟机的要求

12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11部分：土方回填压实机的要求

13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12部分：机械挖掘机的要求

14 国标 土方机械　安全　第13部分：压路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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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需求调查工作
　　结合行业发展变化，了解和掌握对标准化工作的新需求，重点开展土方机械烟度测试方法系列标准、土方

机械电动产品系列标准等项目的需求研究。

 

3　标委会换届工作
　　根据《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的要求，标委会每届任期5年，任期届满应当换届，换届前应

当公开征集委员，并于技术委员会任期届满前3个月将换届方案报送国标委。标委会计划于年底启动换届工作，

本着广泛征集的原则，向行业征集委员。

 4　工程机械“十四五”工程机械行业标准化规划编制工作　

      负责组织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等5个专业领域标准化人员成立规划编制工作组，完成包括土方机械、建筑施

工机械与设备、升降工作平台、工业车辆和凿岩机械气动工具等5个专业领域的“十四五”工程机械行业标准化

规划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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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际标准化工作
（１）组织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ISO/TC127和4个SC的年会，组织参加2020年6月在法国举办的ISO/TC127年会，并组织

行业做好各项技术准备工作。

（２） 国际标准草案及文件审查和投票：继续及时有效地对ISO/TC127的国际标准草案及文件进行审查和投票，确保国

际标准的跟踪和审查，组织会员积极参与审查，更多地反映我国土方机械行业的技术要求和利益。

（３）继续申请叉装机的ISO标准立项。

（４）继续申请成立 SC5“可持续发展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6　标准工作会议
　　2020年继续以标准工作组的方式开展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如计划组织召开安全标准工作组，电动标准工作组等

会议。并拟在7月份组织召开标准工作会议，四季度召开标委会年会，进行工作总结、标准审查、工作研讨、下年度工

作计划安排及表彰等。

7　其他工作
　　完成好标委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完成国机重工以及天工院布置的相关工作，积极参与天津市以及北辰科技园区标

准项目的研究和各类奖项的申报。积极参与企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和团体标准（机械工业联合会）的相关工作，等等。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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