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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标技字〔2018〕10 号 

 
 

“2018 年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工作会议”会议纪要 

标委会委员、通讯委员和有关单位：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于 2018 年 7

月 23-28 日，在包头市组织召开了“2018 年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工作会

议”，会议由标委会委员、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标准技术研究所

所长贾晓雯同志主持。标委会委员、通讯委员和有关代表共 92 人出席会议

（其中委员代表 51 名，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见附件 3）。 

一、中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情况介绍 

标委会秘书长、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尚海波同志结

合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环境以及 2018 年上半年工程机械主要产品的

销售情况，就我国工程机械行业运行环境及发展趋势向与会代表做了专题

汇报。重点介绍了当前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形势的发展特点，指出当前形势

下推动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的动力因素以及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他强

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的部署，特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要求，着力解决工程机械行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不断提高工

程机械整机、配套件质量水平和可靠性；提升智能化、数字化水平；积极

稳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绿色制造的发展理念，实现工程机械行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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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健康发展。 

二、标委会秘书处工作报告 

标委会委员、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标准技术研究所所长贾晓

雯同志向与会代表汇报了标委会 2018 年已开展的主要工作情况和下半年的

工作计划，她结合国标委“2018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的要求，从土方

机械标准制修订工作、土方机械标准国际化、强制性国家标准立项申报、

标准项目研究、中国机械工业科技进步奖和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申报工作

等方面,详细介绍了标委会开展的各项工作，同时对标委会下一步工作计划

和重点任务做了说明。 

三、企业标准化工作交流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郭海全同志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公司

的发展情况，并重点结合公司在非公路自卸车标准制修订方面的工作经验

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江代祥同志围绕标准化起源和发展、标准

与认证等方面作了专题报告。同时，重点介绍了柳工标准化工作，尤其是

柳工在国际标准化工作方面的经验和体会。 

四、标委会重点工作介绍 

标委会秘书长、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尚海波同志重

点介绍了标委会计划开展的 4 项重点工作： 

1.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十周年纪念册的编制工作； 

2. 土方机械标准汇编（2013-2017）的编制工作； 

3.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管理工作； 

4. 可持续发展分技术委员会筹建工作。 

五、标准化知识培训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标准工作部张洪同志，结合长期从事标准化工作

经验，作了题为“标准的编写”的专题培训，详细讲解了标准编写的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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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标准的编写、采用国际标准的编写和注意事项等内容，同时结合标准

编写实例同与会代表进行了问答交流。 

六、土方机械标准草案审查 

按照土方机械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和会议议程，会议对 5 项推荐性国

家标准和 13 项推荐性机械行业标准的送审稿进行了审查（审查的标准项目

见附件 1），并形成以下结论：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18 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对适应和满

足我国土方机械行业发展的需要，提高产品质量，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委员和代表按照标准制修订工作的要求，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认真、

细致地讨论，一致通过了 18 项标准送审稿的审查。会议要求各标准起草工

作组按会议审查的意见，认真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修改、整理和完善，尽快

按规定程序完成标准报批稿并上报。 

七、委员会审议事项 

1.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

办法》的要求，同时结合标委会实际情况，秘书处向委员会提交委员变更

的议案，提出拟增补陈汉杰等 10 名委员，取消杨正等 3 名委员的议案，经

过委员会的充分讨论，一致同意对委员进行调整（委员调整名单见附件 2）。 

2. 根据当前国内外行业的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土方机械行业标准体系现

状，为了更有效推进再制造、绿色制造等可持续性发展需求，建立土方机

械可持续发展体系，秘书处向委员会提出组建“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土方机械可持续发展分技术委员会”的议案。经过委员会的充分讨

论，一致同意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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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同意由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全国土方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 

会议采用分组讨论审查，最后集中到标委会委员会议进行审定的形式。

在标准和有关议题审查中，委员和代表们充分发表意见，最终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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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统一的结论。 

会议对协办单位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表示感

谢！ 

会议要求全体代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中国土方机械标准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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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会议审查的标准送审稿清单。 

2.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调整名单。 

3. 2018 年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工作会议代表名单。 

 

 

 

2018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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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审查的标准送审稿清单 

序号 标准号 标 准 名 称 

1 GB/T 10170—×××× 挖掘装载机  技术条件 

2 GB/T 13751—×××× 挖掘装载机  试验方法 

3 GB/T 10168—×××× 土方机械  挖掘装载机  术语和商业规格 

4 GB/T 7920.9—×××× 土方机械  平地机  术语和商业规格 

5 GB/T 8511—×××× 单级向心涡轮液力变矩器  型式和基本参数 

6 JB/T 9711—×××× 单级向心涡轮液力变矩器  通用技术条件 

7 JB/T 9869—×××× 工程机械用内燃机排气消声器  技术条件 

8 JB/T ×××××—×××× 工程机械  气管  技术规范 

9 JB/T ×××××—×××× 工程机械  水管  技术规范 

10 JB/T 7152.1—×××× 轮胎式装载机  全液压式动力转向器  技术条件 

11 JB/T 8846.1—×××× 履带式推土机湿式转向离合器  技术条件 

12 JB/T 8846.2—×××× 履带式推土机干式转向离合器  技术条件 

13 JB/T ×××××—×××× 土方机械再制造  液压元件通用技术规范 

14 JB/T ×××××—×××× 土方机械再制造  液压油缸技术规范 

15 JB/T ×××××—×××× 土方机械再制造  液压泵技术规范 

16 JB/T ×××××—×××× 土方机械再制造  液压马达技术规范 

17 JB/T ×××××—×××× 土方机械再制造  零部件表面修复技术规范 

18 JB/T ×××××—×××× 工程机械用含油轴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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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委员调整名单 

 

序号 
本会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调整类型

1 委员 陈汉杰 河南宏源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2 委员 王欢利 临工集团济南重机有限公司 新增 

3 委员 裴  洁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新增 

4 委员 姚广山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公司 新增 

5 委员 李亮辉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新增 

6 委员 朱广岗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 新增 

7 委员 王永建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新增 

8 委员 李长山 徐州罗特艾德回转支承有限公司 新增 

9 委员 卜凡纬 徐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新增 

10 委员 张春敏 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新增 

11 委员 孙大刚 太原科技大学 解聘 

12 委员 任丽萍 阿特拉斯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解聘 

13 委员 杨  正 
山特维克矿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 
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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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工作会议代表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称/职务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张  洪 标准部主任 

2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尚海波 秘书长 

3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贾晓雯 所长 

4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郭海全 副总经理 

5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来平 总设计师 

6 卡特彼勒技术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张苏林 标准与法规顾问 

7 上海永信仪表有限公司 彭敏智 总经理 

8 沃尔沃建筑设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朱海艳 部长 

9 约翰迪尔（天津）有限公司 刘彩玲 
产品安全 

工程师 

10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纪伟江 工程师 

11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邓志华 高级工程师 

12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蔡  亮 高工 

13 天津威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韩志远 产品安全工程师 

14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周榕梅 高工 

15 小松（常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杨永红 技术管理科长 

16 河北冀工胶管有限公司 吕  舰 总工 

17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范翠玲 正高工/部长 

18 久保田建机（无锡）有限公司 华  夏 工程师 

19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钮  红 高工 

20 青岛力克川液压机械有限公司 邵作顺 研发工程师 

21 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程晓青 高工/副总工 

22 广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邹  勇 技术管理室经理 

23 广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陈宣文 标准化管理 

24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江代祥 高工/部长 

25 中机科（北京）车辆检测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郭春华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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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王四新 标准与法规顾问 

27 日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叶海路 专职部长 

28 临工集团济南重机有限公司 王欢利 部长 

29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高鹏飞 国际所所长 

30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张怀亭 高工/所长 

31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杨久虎 工程师 

32 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袁俊洲 研究员/总工 

33 天津移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张海潮 高工/副总 

34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分公司 马广荣 工程师 

35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王  渠 高工 

36 徐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崔祥柱 研究员/副主任 

37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任  婕 工程师 

38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朱海英 工程师 

39 河南宏源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陈汉杰 总经理 

40 雄县鑫海浮动油封厂 张在学 总经理 

41 浙江恒立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严超群 副总 

42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朱  斌 高级工程师 

43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田铁军 所长 

44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冯西友 职员 

45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雷  明 主任 

46 杰西博工程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杨家俊 营运计划经理 

47 杭州宗兴齿轮有限公司 詹永红 副总经理 

48 上海彭浦机器厂有限公司 陈宝明 高工/主任 

49 上海彭浦机器厂有限公司 吴志国 工程师/经理 

50 国家场（厂）内机动车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王一峰 高工/院长助理 

51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黄志强 高工 

52 龙工（上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陈世清 高工/部长 

53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董栓牢 院长助理 

54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季霞 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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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赵  馨 工程师 

56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王  灿 工程师 

57 江苏徐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韩帅帅 工程师 

58 
机械工业工程机械及液压件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

心（天津） 
张志烁 工程师 

59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茅永林 高工/主任 

60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王学敏 高工 

61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唐小芳 工程师 

62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裴  洁 高级业务经理 

63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邹文学 高工 

64 本溪北方机械重汽有限责任公司 吴云发 工程师/主任 

65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朱广辉 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66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王红霞 工程师 

67 卡特彼勒（青州）有限公司 李  玉 工程师 

68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胡建国 高工/所长 

69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夏万军 主任 

70 利勃海尔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牛  颖 工程部主管 

71 利勃海尔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赵  鑫 工程师 

72 设备制造商协会（AEM） 王  莹 技术经理 

73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 李  宣 部长 

74 山重建机有限公司 柴育鹏 主任 

75 中冶京城（湘潭）矿山装备有限公司 陆  璐 副总经理 

76 内蒙古一机集团大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花胜利 研高工 

7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刘太平 高级工程师 

78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孙水莲 高级工程师 

79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常  明 副部长 

80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彭秉洲 标准化工程师 

81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挖掘机械分会 赵丽媛 工程师 

82 徐州徐工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杨位东 副所长 

83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李亮辉 高工 



-10- -

84 安徽至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金惠杰 
高级工程师 

/总经理 

85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陈民忠 高工 

86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宋金云 高级工程师 

87 厦门厦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沈光伟 董事长 

88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广庆 高工 

89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  钰 工程师 

90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  佼 工程师 

91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邓艳芳 工程师 

92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宝庆 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