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工业“十四五”标准化规划 

通用汽油机行业 

 

“十三五”期间，通用汽油机标准化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加强标准化工作，实施标

准化战略指示，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政策指

引下，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业务指导

下，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

13 号）和《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 年)》的要求，按照

内燃机和通用汽油机领域“十三五”标准化规划方案，将通用汽油机标准

化工作的重点放在支撑产业转型升级上，提升标准技术水平、推动标准实

施、扩大标准应用、增强标准服务，切实发挥标准化对通用汽油机行业的

引领和支撑作用，推进标准化改革，促进产品产业迈向中高端，实现产业

的高质量发展。 

一、成绩及问题 

 

（一）通用汽油机行业“十三五”标准化工作成绩 

 

根据内燃机领域和通机领域“十三五”标准化规划为指导，结合机械

工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十三五”期间，通用汽油机领域标准化主要完成

以下工作： 

 



 
 

1、重视标委会建设和管理，克服负责人变动等困难，完成上级下达的各

项任务 

 

1）“十三五”期间，根据《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管理办法》相关

规定，全国内燃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通用汽油机分技术委员会

（SAC/TC177/SC4）顺利完成换届，委员组成和结构更加合理有力，有利于

下一步推进通用汽油机领域的标准化工作。 

2）通过现场会议培训，相关资料及时网络共享等形式加强通机分技术委

员会委员培训，提升委员标准化专业素养。 

3）按照管理规定要求，“十三五”期间，每年召开通用汽油机分技术委

员会年会和标准审查会，委员出席率符合要求，圆满完成各项预定会议议

程。 

 

2、建设和完善通用汽油机领域标准化体系 

 

1）在“十三五”期间，伴随通用汽油机行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主管部门

的工作新要求，结合产业、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行业需求变化，及时调

整完善标准体系。以提升标准适用性、先进性和有效性为重点，着力优化

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施，提升标准化服务能力。 

2）目前通用汽油机领域的标准体系主要包含环保、安全标准，节能标准

和技术标准三个部分。本专业领域现有标准 30项，包括 2项国家标准和 28

项行业标准，详见附件 1。 



 
 

  

3、围绕产业重点，推进通用汽油机领域标准制修订工作 

 

1) 按照通机领域“十三五”标准化规划，推进通机领域标准计划立项和

制修订工作，截止目前已完成体系内全部行业标准计划制修订或立项申请，

一项国标计划正在准备立项申请资料。 

2）首次发布实施通用汽油机行业油耗国家标准 GB/T 37692-2019《非道

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发动机工况法燃料消耗率限值与测量方法》，与

通用汽油机排放标准相协调，服务通用汽油机行业节能减排。 

3）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标准联通一带一路”方针，积极开展

国家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立项了 1 项通用汽油机国家标准的英文版翻译

项目。 

4）加强重点领域重要技术标准研制，积极主动参与绿色制造标准化工作，

参与完成 2项绿色制造团体标准。 

“十三五”期间，制修订标准请见附件 2。 

 

4、完成标准复审工作 

 

按照国标委和工信部的要求，开展标龄 5年以上标准复审工作，并按

时推进强制性标准精简和推荐性标准全面复审工作，淘汰不适用标准、整

合修订落后标准，进一步缩短标准的标龄，着力提升标准的有效性、先进

性和适用性，不断加强标准制定全过程管理。 



 
 

 

5、加强标准宣贯与培训，推进标准实施 

 

在标准发布后，积极开展标准宣贯，通过邮件、微信等方式第一时间

向行业内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宣贯，并利用标委会年会、行业年会、专题研

讨会等途径进行标准宣贯。不断普及标准化知识，提高标准化工作的影响

力。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跟踪，通过不定期走访行业骨干企业，对重点标

准实施应用情况进行调研，为标准的复审或修订提供更多依据。 

 

6、积极协调推进团体标准化工作，做好国标、行标与团标协同发展 

 

以引领产业和企业发展为目标，开展团体标准制订工作。与中国内燃

机工业协会、中国机械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等团体进行工作协同，构建政

府标准与市场标准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目前，由中国机械工业标准

化技术协会下达的通机领域团体标准 4 项，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下达的通

机领域团体标准 5 项，已发布 1项。标准清单详见附件 3。 

 

（二） 存在问题 

 

在“十三五”期间，通机标准化工作在取得成绩和经验的同时，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标准制修订按时完成率有待提高 

 

在标准计划下达后，部分牵头单位未能按照制修订工作计划按时提交

标准文本或未能按照相关编写要求提交标准文本，不符合标准化主管部门

对于标准制修订文件的质量要求，多次反复修改，严重影响项目的进度，

也严重影响了标委会整体项目的按时完成率。 

 

2、新技术和新重点领域标准未得到有效推进 

 

“十三五”期间，随着通用汽油机行业技术的发展，部分新技术和新

重点领域的标准未得到有效推进，如通用汽油机电控方面标准，智能制造

标准。 

 

3、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不够 

 

通用汽油机行业为出口导向型行业，但通用汽油机行业参与国际标准

的专家较少。“十三五”期间，未能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二、 环境及趋势 

 

（一）通用汽油机行业形势 

 



 
 

1、通用汽油机行业情况 

 

“十三五”期间，国内通机产销量总体上呈逐年平稳增长趋势，2018

年年产量已超过 3100 万台，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50%，世界排名第一，国内

市场销售增长迅速。 

 

2、通用汽油机行业国内外形势 

 

1）中国通机产品出口比例高，约占产量的 80%，出口到美国、欧洲等全

球绝大多数国家。国内通机行业的快速发展成长以及国际贸易形势的紧张，

除了应对日趋严格的安全、排放、噪音、EMC、有害物质、能效指令等技术

壁垒，2018 年通机关键零部件化油器产品 337 调查，2020 年初垂直轴发动

机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接踵而来，通机产品出口难度加大。 

2）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通机产品保有量超过 1000 万台，而随着国内工

程建设、农业机械化、园林维护需求的不断增大，通机国内市场快速发展，

未来通机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国内市场以商业应用为主，使用环境较恶劣，

可靠性要求高，节能环保要求不断加严，绿色化、智能化需求日益显现，

对通用汽油机标准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通机“十四五”标准化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发展趋势 

 

目前，企业对标准化的重视程度是我国通机标准化工作的短板之一。



 
 

因而要推动企业放长眼光，加大投入，加快将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积累、

市场经验、管理流程加以提炼集成，通过研发和采用高水平的标准，形成

企业核心竞争力。通过认真执行各类标准，做遵守标准、持续改进标准的

自觉者，从长远上提升产品的品质和市场竞争力。“十四五”期间，通机

领域标准化工作面临以下形势和发展趋势： 

1、服务通用汽油机行业转型升级。 

2、标准化工作支撑通用汽油机行业由大变强。 

3、提高通机生产企业对标准化的重视，强化标准有效实施。 

4、提升通机领域标准的适用性、先进性和有效性。 

5、提升通机领域标准化国际化水平。 

 

三、思路及目标 

 

（一）通机领域“十四五”标准化规划思路 

 

通用汽油机行业“十四五”标准化规划的思路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大力

推动标准化实施战略，深化推进标准化改革，推进标准制度型开放，构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通用汽油机行业标准体系，充分发挥标准在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具体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1、强化顶层设计，加强标准化体系建设，提升通机领域标准化工作的

战略地位。 



 
 

2、提升标准化人员的专业素养。 

3、以内燃机行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开展重点项目，重点领域标准化研

究。重在提升通机标准质量，以高质量标准推进通机技术的发展和质量的

提升。 

4、完善新技术、重点领域、关键零部件等方面的标准制定。 

5、做好标准的复审和宣贯工作。 

6、积极推进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做好外文版翻译工作，支撑“中国

标准走出去”。 

7、做优团体标准。 

 

（二）标准化规划目标 

 

根据《中国制造 2025》、《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内燃机工业节能减

排的意见》、《机械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中国内燃机

工业十四五规划等国家重大政策、规划的要求，加快节能、环保、安全、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等重点领域标准的研究和升级，以高标准助力高技术

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引领高质量发展。通机领域“十四五”标准化规

划目标包含： 

1、科学完善通机标准体系，实现建设高质量标准体系目标。 

2、加强标准化队伍建设。严格管理、动态调整委员，不定期进行标准

化培训，提高标准化人才队伍水平和规模。 

3、按时推进标准制修订过程，不断加强标准制修订过程的透明度，推



 
 

进行业标准的整合优化力度。 

4、加强重点领域，新技术，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测试设备，关键零

部件领域标准研制。通过提升标准水平和质量，推进通机产品技术和生产

工艺进步，积极发挥标准在推动技术产业化、规模化的桥梁作用。 

5、通过标准复审和宣贯工作，提升标准适用性、先进性和有效性，从

而扩大标准的社会效益。 

6、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响应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和“标

准联通一带一路”方针，积极开展国家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提升通机标

准国际化水平。 

7、以引领产业和企业发展为目标，配合中内协和中机标协做好通机领

域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有效发挥团体标准的引领性，补缺性。 

8、优化标委会管理和服务，提升通机分标委秘书处工作效率，使标委

会和秘书处高效运行。 

 

四、任务及重点 

 

（一）通机领域“十四五”标准化工作的主要任务 

 

1、制定科学的通机领域“十四五”标准化体系，并动态完善和调整。 

2、提升通机领域标准化水平。加强标准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相关利

益方参与度，提升标准制修订各阶段质量水平，为通机产品质量提升提供

标准化支撑。 



 
 

3、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领域标准制定，不断完善和补充通机领域标准。

加强与通机终端产品（如林业、农业、建筑、非道路车辆等小型机械产品）

相协调、统一、共生相关的标准制定。 

4、推动标准的宣贯和实施。加强与相关标委会、协会等机构互联沟通，

加大标准宣传。 

5、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工作。推动更多的通机行业专家参与国际标准

化工作，推进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根据“中国标准走出去”，

做好标准外文版翻译工作，提高通用汽油机行业在标准方面的国际话语权。 

6、根据团体标准相关政策，结合通机行业技术发展，配合相关社会团

体推进通机领域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的团体标准制修订工作。 

7、持续加强标准化人员队伍建设，更好发挥企业在标准化工作中的作

用。 

 

（二）通机领域“十四五”标准化工作重点 

 

通用汽油机“十四五”要加大行业标准的整合优化，重点制定本行业

重要产品、工程技术、服务标准。研究制定分等分级标准。推动基础类、

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制造标准制定。制定和升级与污染物排放标

准协调的能效、能耗标准。通用汽油机“十四五”标准化工作的重点领域

包含： 

1、节能、环保、安全标准升级和质量提升。 

2、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类标准。 



 
 

3、通机可靠性、服务类标准制定。 

4、通机电控燃油喷射系统标准。 

5、通机排放后处理系统标准完善和质量提升。 

6、关键零部件标准升级和完善。 

7、蒸发排放控制系统标准。 

8、测试设备领域标准。 

9、分阶段制定产品与标识一致性标准。 

基于以上工作任务和工作重点，“十四五”通机领域标准体系框图请

见附件 4。 

标准助推创新发展，标准引领时代进步。“十四五”期间，通机标准

化将以高标准助力高技术创新，促进高水平开放，引领通用汽油机行业高

质量发展。 

 

 

 

 

 

 

 

 

 

 



 
 

附件 1：通用汽油机领域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2020.3） 

序号 标准编号 标  准  名  称 

1. GB/T 10398-2008 小型汽油机 振动评级和测试方法 

2. GB/T 37692-2019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发动机工况法燃料消耗率限值与测量方法 

3. JB/T 5135.1-2013 通用小型汽油机 技术条件 

4. JB/T 5135.2-2013 通用小型汽油机 台架性能试验方法 

5. JB/T 5135.3-2013 通用小型汽油机 可靠性、耐久性试验与评定方法 

6. JB/T 5136-1991 （2016） 工程机械用汽油机 技术条件 

7. JB/T 5137-2014 通用小型汽油机排气消声器 技术条件 

8. JB/T 5140.1-1999（2016） 磁电机 技术条件 

9. JB/T 5140-1991（2016） 磁电机 术语 

10. JB/T 5141-2014 通用小型汽油机 排气消声器 设计参数 

11. JB/T 5142-1991（2016） 化油器综合流量试验台 技术条件 

12. JB/T 5143-1991（2016） 化油器综合流量试验台 试验方法 

13. JB/T 5144-1991 （2016） 工程机械用汽油机 性能试验方法 

14. JB/T 6730-1993（2016） 磁电机点火系统 测试方法 

15. JB/T 6731.1-2014 通用小型汽油机用化油器 第 1部分：技术条件 

16. JB/T 6731.2-2014 通用小型汽油机用化油器 第 2部分：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制规则 

17. JB/T 8123.1-1999 （2016） 磁电机用点火器 技术条件 

18. JB/T 8123.2-1999 （2016） 磁电机用点火器试验方法 

19. JB/T 9864.1-1999 （2016） 磁电机用断电器 技术条件 

20. JB/T 9864.2-1999 （2016） 磁电机用断电器 试验方法 

21. JB/T 9865.1-1999 （2016） 磁电机用点火线圈 技术条件 

22. JB/T 9865.2-1999 （2016） 磁电机用点火线圈 试验方法 

23. JB/T 11013-2010（2016） 通用小型汽油机用密封垫片 技术条件 

24. JB/T 11014-2010（2016） 通用小型汽油机密封性能 技术要求与试验方法 

25. JB/T 11651-2013 通用小型汽油机  铝连杆技术条件 

26. JB/T 11652-2013 通用小型汽油机  回弹式绳索起动装置技术条件 

27. JB/T 11653-2013 通用小型汽油机  产品名称和型号编制规则 

28. JB/T 12083-2014 通用小型汽油机曲轴 技术条件 

29. JB/T 12084-2014 通用小型二冲程汽油机无缸套铝合金气缸体 技术条件 

30. JB/T 12085-2014 通用小型汽油机用排气催化净化器 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 



 
 

附件 2：“十三五”通机领域制修订标准项目 

 

序号 标准编号/计划号 标  准  名  称 执行情况 

1 GB/T 37692-2019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发动机工况法燃料消耗

率限值与测量方法 
已发布 

2 W20190990 
Running mode specific fuel consumption limits and 
measurement methods for small ignition engines of 
non-road mobile machinery 

制定中 

3 2010-1402T-JB 磁电机 第 1部分：术语 已报批 

4 2010-1403T-JB 磁电机 第 2部分：技术条件 已报批 

5 2010-1404T-JB 磁电机点火系统 测试方法 已报批 

6 2010-1405T-JB 磁电机用点火器 已报批 

7 2010-1406T-JB 磁电机用点火线圈 已报批 

8  通用汽油机 第 1部分：技术条件 已申请立项 

9  通用汽油机 第 2部分：台架性能试验方法 已申请立项 

10  通用汽油机 第 3部分：可靠性、耐久性试验与评定方法 已申请立项 

11  通用汽油机密封垫片 已申请立项 

12  通用汽油机密封性能 已申请立项 

13  通用小型汽油机用化油器 已申请立项 

 

 

 

 

 

 

 

 

 

 



 
 

附件 3：通用汽油机领域团体标准项目情况 

序号 
标准编号/ 

计划编号 
标准名称 执行情况 

1 
T/CAMS/CICEIA 

12-2019 
通用汽油机用炭罐 已发布 

2 CICEIA2018012 
以通用小型汽油机为动力的绿篱修剪

机排放限值及测试方法 
制定中 

3 CICEIA201901 
二冲程通用汽油机空载恒高速可靠性、

耐久性试验与评定方法 
制定中 

4 CICEIA201902 
以通用汽油机为动力的便携式割灌

（草）机排放限值及测试方法 
制定中 

5 CICEIA201903 
以通用汽油机为动力的发电机组 排放

限值及测试方法 
制定中 

6 CAMS2019005 
非道路小型点燃式发动机用燃气减压

阀 
制定中 

7 CAMS2019006 
二冲程通用汽油机无缸套铝合金气缸

体 
制定中 

8 CAMS2019007 通用汽油机用燃油箱 制定中 

9 CICEIA201916 
非道路移动机械用小型点燃式发动机

工况法燃料消耗率限值与测量方法 
制定中 

 

 

 

 

 

 

 

 



 
 

附件 4：通用汽油机领域标准体系表 

 

 

 

 

通用汽油机标准 
101

技术标准 
205 

环保、安全标准 
201 

节能标准
202 

噪

声 

有

害

物

质 

型

号

技 
术 
条 
件 

试

验

方

法

整

机 
零

部

件 

电 
装 
品 

化

油

器

消 
声 
器 

蒸

发

排

放

能

耗 

通用汽油机专业标准体系表

301.1

301.4 

生

态

设

计 
302.1

302.2 

可

靠

性

耐

久

性

303.1 303.2

403.1.1 

403.1.2 403.1.3 

403.1.4 

403.2.5 

403.2.3 403.2.2 403.2.1 

振

动 
电

磁

兼

容 
301.2 

301.3 

智能制造标准 绿色制造标准 
203 204 

后

处

理
403.2.4 

气

缸

403.2.4 

曲

轴

连

杆
403.2.5 

活

塞

活

塞

环
403.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