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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标技字〔2018〕26 号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8 年会暨标准审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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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3 日～11 月 27 日，在上海市召开“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8

年会暨标准审查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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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人出席会议（其中委员代表 52 名，全体会议代表名单见附件 2）。

标委会主任委员、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尚龙同志致

开幕词，他回顾总结了标委会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开展的主要工作，充分肯

定了标委会这十年来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尤其在国际标准化工作方面，主

导制定了两项 ISO 标准和首次承办国际标准化 ISO/TC 127 年会，并指出标

委会还要继续加强对新标准化法的学习和贯彻，更好地用这部法来规范、

引导、保障土方机械标准化工作。新时期，标委会将继续贯彻开放发展理

念，以标准化工作推动产品、装备、技术、服务走出去，要积极全面参与

和主导制定国际标准，提高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和参与度。

要积极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主要贸易国的标准化合作，加强与

主要贸易国（地区）标准互认，助推中国标准走出去，助推中国制造走出

去，推动中国土方机械走向世界。

一、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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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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要面对的风险，就我国 2018 年

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企业运行情况，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情况，推动土方机械

行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和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发展趋势向与会代表做了专题介

绍。介绍了当前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形势及发展特点，指出当前经济环境下

行业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他强调“十三五”期间，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正

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同时也面临“中国制造 2025”和“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的重大机遇和挑战。要不断提高土方机械整机、配件质量水平和

可靠性，提升智能化、数字化水平；转变发展方式，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实现工程机械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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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雯同志向与会代表详细汇报了标委会 2018 年开展的主要工作和 2019 年工

作计划；通报了标委会十周年活动的安排和 2018 年 ISO/TC 127 年会相关

事宜。她对土方机械标准制修订工作、土方机械国际标准化工作、国标委

和工信部等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2018 年 ISO/TC 127 年会的各项决议、申

报土方机械标准项目奖励情况等进行了介绍，对标委会今后一段时期的工

作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和建议。

三、标委会网站上线介绍

标委会秘书处李广庆同志从标委会官方网站（www.sactc334.com）的

功能与使用方面向与会代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为标委会委员和通讯委员

对网站的应用提供了技术指导，突出了标委会网站作为标委会土方机械标

准制修订工作、ISO 土方机械国际标准工作、信息交流分享和咨询服务的线

上平台的作用。

四、企业标准化工作交流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张怀亭所长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公司的发展

情况，参与土方机械标准化工作的情况，并对创新开展企业标准化工作等

工作经验进行了交流和分享。

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袁俊洲总工程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公司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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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科研成果和标准化工作的情况，并对公司市场维护等工作经验进行了

交流和分享。

杭州蓝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龙小平博士作了题为“挖掘机电动化的可

能性与技术方向”的专题报告。向与会代表分享了公司在电动挖掘机工作

方面取得的经验。

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张飈执行秘书长向与会代表介绍了

2019 年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的情况。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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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项推荐性国

家标准和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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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单见附件 1），并形成以下结论：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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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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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修改、整理和完善标准送审稿，尽快按规定

程序完成标准报批稿并上报。

会议各项议题采用分组讨论审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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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

共识，形成了统一的结论。

会议对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宏源精工车轮股份有限公司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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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会代表通讯录。

2018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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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2-×××× 土方机械 平地机 技术条件

2 GB/T ×××× 土方机械和移动式道路施工机械 工地数据交换 第 3 部

分：远程信息处理数据

3 GB/T ×××× 土方机械 步履式液压挖掘机

4 GB/T ×××× 土方机械 超大型液压挖掘机

5 GB/T ×××× 土方机械 合格评定和认证过程

6 GB/T ×××× 土方机械 快换连接装置 安全

7 JB/T 4198.1-××××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技术条件

8 JB/T 4198.2-××××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性能试验方法

9 JB/T 50188-×××× 工程机械用柴油机 可靠性、耐久性试验方法

10 JB/T 10902-×××× 工程机械 司机室

11 JB/T 10761-×××× 土方机械 压路机压实度测量仪

12 JB/T 7153.3-×××× 土方机械 轮胎式推土机 型式试验方法

13 JB/T 8547-×××× 液力传动用合金铸铁密封环

14 JB/T ×××× 潜孔液压挖掘机

15 JB/T ×××× 土方机械再制造 减速机技术规范

16 JB/T ×××× 液压挖掘机 支重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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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8 年会代表名单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称/职务

1 全国土方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郑尚龙 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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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研究所所长

4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李来平 正高工/总设师

5 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 赵家宏 高工/副总

6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朱 斌 高工

7 福建省闽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郑华婷 工程师

8 福建省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 纪伟江 工程师

9 杭州蓝力电动科技有限公司 龙小平 董事长

10 河北冀工胶管有限公司 李福润 副总经理

11 久保田建机（无锡）有限公司 华 夏 工程师

12 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王四新 标准与法规顾问

13 利勃海尔机械（大连）有限公司 牛 颖 工程主管

14 龙工（上海）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陈世清 高工/部长

15 青海省高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程晓青 高工/副总工

16 日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叶海路 专职部长

17 日立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刘 鑫 副部长

18 厦门厦金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沈光伟 总经理

19 山东山工钢圈有限公司 刘芳絮 技术部长

20 山东源根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袁俊洲 研究员/总工

21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郑振宇 所长

22 上海永信仪表有限公司 彭敏智 总经理

23 神钢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尚向阳 担当课长

24 国家工程机械质量检测监督检验中心 郭春华 高工

25 设备制造商协会（AEM） 王 莹 技术经理

26 徐州徐工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王 勇 所长

27 山东省农业机械科学研究院 韩兴昌 检测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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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称/职务

28 陕西同力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范翠玲 高工/主管

29 天津市兴顺科工贸有限公司 马韩津峤 销售经理

30 沃尔沃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刘 崟 质量经理

31 沃尔沃建机（中国）有限公司 彭继伟 质量主管

32 西安依恩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刘 涛 总经理

33 西安依恩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隋虹宇 行政秘书

34 西安依恩驰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李 蕾 行政秘书

35 现代(江苏)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万霄飞 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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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迪尔（天津）有限公司 刘彩玲 产品安全工程师

39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王学敏 高工

40 郑州宇通重工有限公司 李立敏 技术部副部长

41 重庆业浩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秦海权 技术总监

42 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邹文学 高工

43 天津移山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张海潮 副高/首席专家

44 中国国机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张春敏
科技信息处处长/高

工

45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王一峰 高工/主任

46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黄志强 高工/副主任

47 厦门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陈 良 工程师

48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肖青松 高工/所长

49 青岛雷沃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王洪云 高级经理

50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司建明 高工

51 安徽至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金惠杰 高工/总经理

52 河南宏源车轮股份有限公司 陈汉杰 总经理

53 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张 飈 执行秘书长

54 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戴永奋 工程师/院长

55 长安大学 谢立扬 副主任



-7--

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称/职务

56 徐工集团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 董栓牢 院长助理/高工

57 徐工集团江苏徐州工程机械研究院 管恩禄 所长助理/工程师

58 三一重机有限公司 多形宏毅 总裁助理

59 天津威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韩志远 产品安全工程师

60 本溪北方机械重汽有限责任公司 吴云发 工程师/主任

61 国机重工集团常林有限公司 周榕梅 高工

62 小松（常州）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杨永红 技术管理科长

63 斗山工程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雷 明 主任

64 广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高加良 助理工程师

65 合肥永安绿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宋 皓 高工/总工

66 临工集团济南重机有限公司 王欢利 技术支持部长

67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姚广山 高级/总裁

68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包琪伟 技术部长

69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茅永林 高工/主任

70 内蒙古一机集团大地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花胜利 研高工

71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钮 红 高工

72 吉林大学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学院 苏丽达 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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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师

75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常 明 副部长

76 泰安航天特种车有限公司 房文晋 产品经理

77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陈民忠 研究员

78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赵联海 高工

79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闫珊珊 工程师

80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分公司 王新梅 高工

81 小松（山东）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赵 建 工程师

82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施晓明 高工/主管

83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崔六零 高工/主管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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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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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名称 姓名 职称/职务

85 英轩重工有限公司 刘 言 副高/部长

86 广西玉柴重工有限公司 陈超旺 高工

87 住友建机（唐山）有限公司 李春花 担当

88 徐州徐工挖掘机械有限公司 王 渠 高工

89 山东临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张怀亭 高工/所长

90 安徽合力股份有限公司 蔡志刚 技术主管

91 山东大启机械有限公司 李 健 技术质量经理

92 山东蓬翔汽车有限公司 李 辉 工程师

93 上海彭浦机器厂有限公司 吴志国 工程师/经理

94 上海彭浦机器厂有限公司 王璞泽 工程师

95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胡建国 所长

96 徐州徐工筑路机械有限公司 焦玉元 高工

97 三一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李亮辉 高工

98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文炳培 高级工程师

99 徐州凯尔农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张珊珊 助工

100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吴清本 研发中心副主任

101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渭南分公司 刘太平 高工

10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 王金星 高工/副秘书长

103 沃尔沃建筑设备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朱海艳 高工

104 莱茵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单 明 资深经理

105 卡特彼勒技术研发（中国）有限公司 金葵娟 产品合规专员

106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树巧 高工

107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吴红丽 高工

108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 钰 工程师

109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锡霞 工程师

110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邓艳芳 工程师

111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 佼 工程师

112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广庆 高工

113 天津工程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陈宝庆 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