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类别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主编部门 起草单位 报批时限

一、工程建设强制性（全文）国家标准

1 室外给水工程技术
规范

研编

适用于室外给水工程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取水工程、输配水管网、泵站、给
水处理、自来水厂等各类给水设施，主要规定：城乡给
水工程规划要求，给水工程功能、性能、目标要求，以
及给水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的技术
要求，改造要求等。包括：给水工程选址及布局，用地
规模，项目建设规模和项目构成；工艺和装备；配套工
程；供水服务；节能、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安防等方
面的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2 室外排水工程技术
规范

研编

适用于室外排水工程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排水管网、泵站、污水、污泥及再
生水、内涝防治等各类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主要规
定：城乡排水工程规划要求，排水工程功能、性能、目
标要求，以及排水工程勘察、设计、施工、验收、运行
维护的技术要求，改造要求等。包括：排水工程选址及
布局，用地规模，项目建设规模和项目构成；工艺和装
备；配套工程；节能、环境保护与安全卫生、安防等方
面的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等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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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乡道路交通工程
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城乡道路交通工程规划、建设、养护维修和使用
。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道路、桥梁、隧道、城市公共交通
（含公共汽电车、有轨电车等）、停车场、公共交通枢
纽等各类设施。主要规定：城市各级道路及其交通设施
的布局、用地规模、选址；道路工程的功能和性能要求
及建设规模划分原则；城市公共交通（公共汽电车、有
轨电车）线网、停车场及城市客运交通枢纽的布局、用
地规模和选址；公共交通限界、公众采用公共交通方式
出行的功能和性能方面的基本要求。道路横断面、平面
和纵断面的技术要求；路基和路面的技术要求；桥梁荷
载标准、结构、防洪、抗震、安全防护等技术要求；隧
道断面布置、线位选择和纵断面的技术要求；管线、排
水、充电、停车、照明、绿化和景观设施的技术要求；
道路、桥梁及隧道施工质量验收及养护维修技术要求。
城市公共交通（含公共汽电车、有轨电车）在路权、站
点、厂、场设施等方面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管理的
技术要求；公共交通枢纽（含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
租车、社会机动车、自行车、步行等）的交通需求分析
、总体设计、空间布局、建筑与环境、交通衔接、道路
、广场及停车、信息系统 、应急系统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4 园林绿化工程技术
规范

研编

适用于园林绿化工程的规划、建设、维护和养护。
主要技术内容：统筹城乡绿色生态空间，涵盖绿地、公
园。主要规定：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放
空间用地等绿地的布局、选址条件、建设控制、多功能
利用等基本要求，包括绿地与城市其他功能区的关系、
可达性要求、安全与卫生要求、配套公共和市政设施要
求、应急避难场所的要求以及开发建设控制要求等。公
园绿地内植物配置、建（构）筑物、市政设施、配套服
务设施建设与管理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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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容环卫工程技术
规范

研编

适用于市容环卫工程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垃圾收集点（站）、垃圾转运站
（码头）、垃圾粪便码头、环卫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
、环卫车辆停车场以及公共厕所、户外广告设施、店牌
店招等；主要规定：各类设施的功能、性能、布局、规
模要求，以及建设过程技术措施；环卫清扫保洁作业、
质量和评价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6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
工程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维护
。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生活垃圾（包含建筑垃圾、餐厨垃
圾、粪便）处理处置设施，包括填埋场、焚烧厂、堆肥
厂、综合园区、建筑垃圾、粪便处理处置等设施。主要
规定：各类设施的功能、性能、布局、规模要求，以及
工程建设及运行维护全过程的技术措施。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
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7 居住建筑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居住建筑的建设、适用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住宅、公寓、宿舍。主要规定居住
建筑的规模、布局、功能、性能等要求，以及空间布局
、户型要求、建筑构造要求（墙、顶、地、屋面、楼梯
、地下室等）、建筑设备的要求（水、气、热、电、通
讯）、无障碍、防火、节能、安防、隔声、环保等要求
。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等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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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共建筑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公共建筑的规划、建设、使用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教育建筑、科研建筑、办公建筑、
商业建筑、金融建筑、文化建筑、体育建筑、交通建筑
、社会福利建筑等，规定城乡公共服务设施配置基本要
求（行政办公、商业金融、文化娱乐、体育、教育科研
、社会福利），公共建筑（包含地上及地下建筑）的功
能性能要求，包括布局、建筑空间、建筑构造、无障碍
、防火、节能、安防、隔声、环保、建筑设备的要求
（水、气、热、电、通讯）等方面的技术要求，以及建
筑文化特色塑造等基本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9 特殊建筑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特殊建筑的规划、建设、使用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民政建筑（殡仪馆、火葬场）、公
检法司建筑（派出所、法院、检察院、监狱、看守所、
戒毒所、消防站）。规定建筑功能、性能要求，以及建
设技术措施等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10 特殊设施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特殊设施的规划、建设、使用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地下综合管廊、应急避难场所、城
市停车楼、加油加气站、充换电站、机动车维修保养及
洗车设施、城市雕塑与纪念性设施等。规定建筑功能、
性能要求，以及建设技术措施等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11
自然与历史文化保
护区保护利用技术
规范

研编

适用于自然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与利用。
主要技术内容：涵盖风景名胜区、传统村落、世界自然
遗产、历史保护区域和历史建筑（不含文物建筑）。主
要规定风景名胜区的资源保护、资源利用、规划建设、
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传统村落、世界自然遗产
、历史保护区域和历史建筑（不含文物建筑）保护、维
护、管理等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
乡规划管理中心等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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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乡规划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城乡规划。
主要技术内容：城乡规划用地分类、规划建设用地标
准；规划区内各类用地、公共设施市政公用设施、道路
交通设施的统筹布局与综合使用地上地下空间协调和总
体布局要求；城乡空间规划、居住区规划、地下空间规
划、各类工程设施规划要求；城乡安全设施布局、应急
避难体系、应急保障设施、生命线系统防灾、主要自然
灾害防治、重要工程设施布局要求；资源利用、环境保
护、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 2018.3

13
结构作用与工程结
构可靠性设计技术
规范

研编

适用于结构作用和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
主要技术内容：规定结构设计应考虑的各类作用最低要
求值及其组合要求。设置可靠度水平、结构的安全等级
和设计使用年限；结构设计应考虑的设计状况、对结构
的功能要求和结构的极限状态分类；结构可靠度定义及
其度量指标；作用分类和作用组合的规则；影响结构可
靠性的各种基本变量的取值原则和方法及结构的设计基
准期；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基本变量设计值和作用组
合效应设计值的确定方法。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 2018.3

14 无障碍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建筑与市政工程的无障碍设计、施工、验收、使
用、维护保养。
主要技术内容：规定无障碍设施设置、功能、性能、安
全以及技术措施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15 砌体结构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砌体结构的设计、施工和验收。
主要技术内容：材料性能要求，结构安全要求，结构设
计要求，结构构造要求，结构施工及质量验收等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等 2018.3

16 组合结构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组合结构设计、施工和验收。
主要技术内容：材料性能要求，结构安全要求，结构设
计要求，结构构造要求，结构施工及质量验收等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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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木结构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木结构设计、施工和验收。
主要技术内容：木结构工作环境要求，材料性能要求
（木材及木产品长期强度要求），结构安全要求，结构
设计要求，结构构造要求，木结构防护（防腐和防火）
要求，结构施工及质量验收等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南京工业大学、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等

2018.3

18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
震技术规范

研编

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设计、施工和验收。
主要技术内容：针对各类建筑工程（不含工业建筑）和
市政工程（设施）从抗震防灾角度规定工程的规划选址
、场地勘察、抗震设防分类、抗震设防标准、概念设计
及非结构抗震要求、地基基础抗震验算及抗液化措施、
结构地震作用取值、混凝土、钢结构和砌体结构等主要
结构体系的基本抗震构造措施、隔震和消能减震技术的
基本要求、工程材料与施工的抗震专门要求等抗震技术
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 2018.3

19 建筑防火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建筑工程防火设计及建筑工程防火设施使用和维
护。
主要技术内容：针对各类建筑工程，规定工程防火的功
能、性能要求，以及具体技术措施要求。包括，材料防
火性能要求，建筑耐火性能规定，工程设计防火要求，
各类工程消防设施（消火栓、气体灭火、喷淋等）的技
术要求。

公安部、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等 2018.3

20 建筑环境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建筑工程环境设计及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系统设
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建筑声、光、热环境的基本要求，建筑
声学、照明采光、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从设计、施工、
验收到运行管理全过程的技术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 2018.3

21 建筑节能与可再生
能源利用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工程设计、施工、验
收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建筑外围护结构的节能设计、施工、验
收、运行维护的基本要求，以及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
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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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建筑给水排水与节
水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建筑给水排水与节水工程的设计、施工、运行与
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给水、排水、热水、管道直饮用水、建
筑中水、雨水利用、游泳池、公共浴池等的系统技术要
求，以及建筑物的节水系统、非传统水源利用、节水设
施与设备等的技术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23 市政管道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市政管道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对市政给水、排水、热力、燃气等工程
中的管道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做出规定。建筑
与市政工程管道防腐蚀的基本要求，包括工程防腐材料
的性能要求，各类防腐蚀措施的技术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24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
工质量控制技术规
范

研编

适用于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主要技术内容：规定建筑与市政工程单位工程施工质量
管理和验收要求，现场材料检验要求，以及地基基础、
主体结构、设备检验（检测）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8.3

25 施工安全卫生与职
业健康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安全卫生与职业健康管理。
主要技术内容：规定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过程中安全防
护措施要求、安全管理要求、环境卫生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等 2018.3

26 既有建筑鉴定与加
固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设计、施工、验收。
主要技术内容：规定既有建筑的鉴定的技术要求和方
法，以及加固材料性能要求和结构加固的设计、施工技
术要求，包括：安全性鉴定、抗震鉴定、危险房屋鉴定
、震损房屋应急评估等鉴定技术要求，震损房屋处理要
求，既有建筑的维护系统、设施设备系统、消防系统、
救援系统等鉴定评估的技术要求，以及历史建筑勘察等
。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四川省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等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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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既有建筑维护与改
造技术规范

研编

适用于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
主要技术内容：规定既有建筑运行维护的基本要求，房
屋各损坏类型的处置要求，房屋各构件修缮和更新技术
要求，历史建筑修缮技术要求。建筑修缮、改造的技术
要求，包括节能改造、安全防范设施、无障碍设施、建
筑部件和设备更换、建筑加层、房屋扩建、房屋功能改
变、建筑移位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等 2018.3

28 建筑安全防范技术
规范

研编

适用于以建筑物为载体的安全防范工程的设计、施工、
验收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安全防范工程的功能、性能要求，以及
具体技术措施要求，包括设备性能要求、系统功能要
求，设计、施工、检验、验收、运行和维护等技术要求
。

公安部、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等 2018.3

29
国家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体系(公路

工程部分)
研编

适用于公路工程建设领域。

主要技术内容：在《公路工程标准体系》修订及开展公
路工程建设标准整合精简工作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公路
工程建设标准的发展方向、整体框架、公路工程技术特
点、兼顾现状和长远，按照国家公路建设发展和管理的
需求，科学、合理确定标准定位和属性，梳理公路工程
国家强制性标准体系，构建出结构合理、规模适度、内
容科学的国家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体系(公路工程部

分)，并界定体系中各强制性标准项目的主要内容、适

用范围、关联关系等。

交通运输
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等 2017.12

30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体系（兵器工程
部分）

研编

适用于兵器工程建设领域。
主要技术内容：研究制订符合我国工程建设需要的，兵
器工程领域强制性标准体系总体框架，并界定体系中各
种强制性标准项目的主要内容、适用范围、关联关系等
。

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
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等 2017.12

二、工程建设推荐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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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斗导航综合监测
系统工程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城市基础建设北斗导航综合监测系统的性能测试
、环境适应性测试、数据中心机房的建设、观测墩的施
工验收、设备的安装和使用、运行维护等方面。
主要技术内容:北斗导航综合监测系统建设，包括数据
监测采集子系统、数据通信子系统、数据处理子系统、
综合管理与监测平台、中心机房建设和观测墩的设计、
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等。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安徽四
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工业大学、安徽迈威
斯微波通信导航有限公司、广州中海达卫星导航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华力创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安徽省城建设计研究院等

2019.12

32
公共广播系统工程
技术标准（GB 
50526-2010）

修订

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公共广播系统电声工程部分
的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
。
主要修订内容：
修订原标准的一些电声性能指标；
修正原标准的某些电声性能指标的测量方法；
在原标准内加入新的技术和要求，使之能保持其先进性
和科学性。增加系统运行维护要求。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
子学会声频工程分会、广州市迪士普音响科技有
限公司等

2019.12

33
特种气体系统工程
技术标准
（GB50646-2011）

修订

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的电子工厂生产用特种气体系
统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不适用于特种气体的制取
、提纯、灌装系统的设计、施工和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三面围墙，顶棚与围墙有距离的，可以
定义为户外；
硅烷容器：区分为“有卸压装置”和“无卸压装置”两种；

容器状态：区分了“存储”和“使用”两种情况；

安全距离：根据考虑了“钢瓶水容积”、“充装压力”、“有
无卸压装置”、“限流孔大小”、“使用/储存”等情况不同

组合；
“金属有机物(MO)”相关内容。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信息产
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系统工、上海正帆超净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八研究所
、上海华宏NEC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爱德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兄弟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等

2019.12

34 公共场所光纤宽带
接入工程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机场、火车站、学校、商场、酒店等公共场所或
公共建筑的光纤宽带接入工程。
主要技术内容：光纤宽带通信设施的工程界面、配置原
则等基本规定，并提出通信设施安装、光缆敷设、性能
指标、设备选型、工艺要求、施工前检查、管道敷设、
线缆敷设与连接、设备安装、性能测试、工程验收等。

工业和信
息化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华信咨询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公司
、吉林吉大通信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海科技有限公司
、中邮建技术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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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互联网网络安全设
施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互联网网络安全新建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等
。
主要技术内容：互联网网络安全工程建设方案、安全工
程设计、安全工程实施、安全工程验收等相关项目和技
术要求。

工业和信
息化部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华信咨询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2019.12

36

宽带数字集群通信
工程技术标准
（GB/T50760-
2012）

修订

适用于国内宽带数字集群通信网建设工程。
包括核心网、无线网、网管和传输配套等。
主要技术内容：组网结构、网元设置、系统覆盖和容量
配置、编号计划、频率计划、设备选型、设备安装工艺
要求、施工与验收要求等。

工业和信
息化部

上海邮电设计咨询研究院有限公司、中讯邮电咨
询设计院有限公司、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
、华信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省电信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2019.12

37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
标准(GB50151-
2010、GB50281-
2006)

修订

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工程中设置的泡沫灭火系统的
设计、施工、验收及维护管理。

主要修订内容：整合《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泡
沫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梳理有关泡沫液、比例混合器(装置)、泡沫产生器的相

关要求，限制囊式压力比例混合装置的容积；

增补水溶性可燃液体储罐的设计参数；

删除外浮顶储罐泡沫产生器设置在浮顶的方式及相关设
计、施工要求；

完善低倍数泡沫系统相关设计参数，调整固定顶储罐泡
沫混合液供给强度和连续供给时间，延长外浮顶储罐泡
沫混合液连续供给时间；

删除油罐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相关条文，将其它内容与
高倍数泡沫系统合为一章；

修改系统动力源的设置要求等。

公安部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限
公司
、中国寰球工程公司等

2019.12

38 金属非金属矿山充
填工程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在建设与生产期间充填工程的设
计与施工。
主要技术内容：对充填工艺设计，充填料制备、输送和
性能检验，施工技术，安全环保等方面提出的技术要求
。

国家建筑
材料工业
标准定额

总站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
充填材料应用技术分会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情报研究所
、建筑材料工业技术监督研究中心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欧凝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
、北京华德创业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北京融达建业建筑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北京易
料通科技有限公司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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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建材工程术语标准
（GB/T 50713-
2011）

修订

适用于建筑材料工业中水泥、平板玻璃、建筑卫生陶瓷
、墙体和屋面材料、石材、玻璃纤维、矿物棉等专业工
程建设项目中的勘察、设计、施工、验收、维修、工程
监理、工程管理。
主要修订内容：对原有章节中内容进行全面补充、修改
及完善，并新增玻璃纤维和矿物棉专业术语。

国家建筑
材料工业
标准定额

总站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中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建材工程建设协会、中国建材国际
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凯盛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等

2019.12

40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
计标准（GB50038-
2005）

修订

适用于新建或改建的属于下列抗力级别范围内的甲、乙
类防空地下室以及居住小区内的结合民用建筑易地修建
的甲、乙类单建掘开式人防工程设计。
主要修订内容：人防工程的规划布局、防核武器标准、
防常规武器标准、防生化武器标准、内部环境标准、各
类工程的配置要素、平战转换要求以及地下空间开发兼
顾人防需要等方面都发生重大变化；与《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建筑抗震设
计规范》等相关现行国家标准规范相协调。

国家人防
办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
放军理工大学
、上海市地下空间设计研究总院
、军委后勤保障部工程兵第四设计研究院
、军委后勤保障部工程兵科研三所、北京市建筑
设计研究院
、清华大学
等

2019.12

41
水泥混凝土路面技
术标准（GBJ97-
87）

修订

适用于新建和改建的公路、城市道路、厂矿道路和民航
机场道面等现场浇筑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设计、施工及
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增加路面设计要求；增加术语章； 施
工准备：
增加一般规定、施工组织、拌和站、原材料与设备检查
、路基沉降观测与基层检查修复、夹层与封层施工及试
验路段铺筑等内容；修订基层、水泥混凝土板、水泥混
凝土路面质量检查和竣工验收
等。

交通运输
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交通运输部
公路科学研究所
等

2019.12

42 秸秆热解炭化多联
产工程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秸秆热解炭化多联产工程的
设计、施工、验收和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设计原则、设计依据、选址与布置、工
艺系统设计参数、工程设计要求、施工、验收及运行维
护等。

农业部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农业部农业生态与资源
保护总站、合肥天焱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武
汉光谷蓝焰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新能源推
广站、沈阳农业大学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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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有机肥工程技术标
准

制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有机肥工程的设计、施工及
验收、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厂址选择与总体布置，工艺，原料预处
理、高温发酵、后腐熟、造粒、臭气控制等不同环节的
工艺参数及设施设备标准，运行管理、维护保养、设备
车辆、计量信息、在线监管、环境保护、安全运行、节
能减排和档案管理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农业部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等 2019.12

44
喷灌工程技术标准
（GB/T50085-
2007）

修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农业、林业、牧业及园林绿
地等喷灌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及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充实和完善设备选择与安装、工程施工
、性能试验及工程验收等方面内容，重点体现规模化喷
灌系统的要求；进一步细化各类喷灌系统的适用条件和
选型原则；明确不同气候区特性修订喷灌均匀系数取
值；进一步细化和充实喷灌技术参数，增加喷灌工程采
用材料设备的质量要求。

水利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
灌溉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等

2019.12

45
机井工程技术标准
（GB/T50625-
2010）

修订

适用于农业、工业和生活供水机井工程规划、设计、施
工、配套、验收、管理、改造与修复和机井报废。

主要修订内容：修订时合并修订《机井井管标准》
(SL154-2013)。在机井布局方面，修订井群布置的限制

条件，量化饮用水防护带范围；在管井设计方面，修订
井管过滤器的形式和结构；在辐射井设计和施工方面，
修订竖井和辐射管设计，以及针对不同地层的施工方法
。

水利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中国地质调查局水文
地质环境地质调查中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田灌溉研究所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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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微灌工程技术标准
（GB/T50485-
2009）

修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微灌工程规划、设计、施工
、安装及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不同地区的作物滴灌耗水强度、湿润比
、灌溉制度、灌水小区流量偏差、水头偏差、工程验收
均匀度等；水量平衡计算、湿润比计算、流量偏差和水
头偏差计算、各种材质管道多口出流水头损失计算、系
统首部压力计算等。

水利部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
研究所、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黑龙江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中冠
保尔国际灌溉设备工程有限公司等

2019.12

47
渠道防渗工程技术
标准（GB/T50600-
2010）

修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农田灌溉、发电引水、供水
、排污等渠道防渗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测验和管
理。
主要修订内容：对防渗规划进行修订和补充，主要包括
渠道防渗的生态要求、渠道安全防护要求、渠道防渗规
划布局等内容；对防渗材料与防渗结构进行修订和补
充，增加防渗材料性能指标的检测方法；总结近年来涌
现的渠道防渗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方法，对原规范相关
内容进行修订和补充，主要包括模袋混凝土衬砌防渗渠
道、抛物线混凝土衬砌防渗渠道、装配式渠道、渠道安
全防护设施等。

水利部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山西水利水电科学研究
院、扬州大学、浙江省水利厅、河北省水利水电
勘测设计研究院等

2019.12

48 灌区改造技术标准
（GB50599-2010）

修订

适用于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的规划、设
计、施工与验收等。
主要修订内容：对灌区现状评估、水土资源供需平衡分
析、主要技术指标、总体布局、改造技术措施、工程施
工与验收、灌区工程管理等内容进行修订；补充灌区现
代化相关指标。

水利部

中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
、山东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河北省石津灌区管理
局、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农业职业学
院、四川省都江堰管理局、陕西省水利电力勘测
设计院、武汉大学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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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小型水电站技术改
造标准
（GB/T50700-
2011）

修订

适用于单站装机容量0.5MW至50MW的小型水电站技术改
造。
主要修订内容：增加生态修复的要求、生态流量泄放措
施、监测等；增加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内容，如
增加弹性金属塑料瓦在卧轴机组导轴承应用、微机型无
刷励磁技术在低压机组的应用等；增加限制不安全的、
耗能的、产生污染的设备使用的内容等。

水利部

水利部农村电气化研究所、浙江中洲水利水电规
划设计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控制设备研究所、浙
江金轮机电实业有限公司、杭州富春江水电设备
有限公司等

2019.12

50 兵器靶场、试验场
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兵器工业火药、炸药及其制品研制、生产与应用
企、事业单位的新建、改建和扩建靶场、试验场工程项
目的设计、施工、验收及安全评估、安全评价等。
主要技术内容：规定兵器工业工程靶场、试验场设计中
包括工艺、总图、建筑、结构、电气与自动控制、消防
给水、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等安全技术要求。

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

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中国五洲工程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9.12

51 ±1100kV直流换流
站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1100kV直流换流站的设计、施工及验收。
主要技术内容：换流站站址选择；直流输电系统的性能
要求；换流站电气设计；换流站控制和保护设计；换流
站通信设计；换流站土建；换流站辅助设施；换流站噪
声控制和节能；工程施工及验收等。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电网公司、电力规划
总院有限公司、国网北京经济技术研究院、中国
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
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南电力设计院有限
公司、广东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等

2019.12

52
±1100kV特高压直
流输电系统成套设
计标准

制订

适用于±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成套设计，不包括
直流线路和接地极线路相关设计内容。
主要技术内容：±11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系统成套设计
所需涵盖的各方面，包括设计边际条件、直流系统技术
要求、一次设备参数要求、二次控制保护系统设计需求
、阀厅和辅助系统设计通用要求等。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家电网公司、国网北京
经济技术研究院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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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菲涅尔式太阳能光
热发电站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菲涅尔式太阳能发电站规划
、设计、施工及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电力系
统、太阳能资源分析、站址选择、总体规划、集热系统
及设备、热储存系统及设备、蒸汽发生系统及设备、汽
轮机设备及系统、集热场布置、发电区布置、电气设备
及系统、水处理设备及系统、辅助系统及附属设施、信
息系统、仪表及控制、水工设施及系统、建筑与结构、
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劳动安全
与职业卫生、消防等。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北京兆阳光热技术有限公
司、中国电力顾问工程顾问集团华北电力设计院
工程有限公司、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等

2019.12

54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施工及验
收标准（GB50147-
2010、GB50148-
2010、GB50149-
2010、GB50168-
2006、GB50169-
2006、GB50170-
2006、GB50171-
2012、GB50172-
2012、GB50254-
2014、GB50255-
2014、GB50256-
2014、GB50257-
2014、GB51049-
2014）

修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的电气设备（其中
某些为1000kV及以下电气设备）施工及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合并修订GB50147-2010、GB50148-2010
、GB50149-2010、GB50168-2006、GB50169-2006、
GB50170-2006、GB50171-2012、GB50172-2012、
GB50254-2014、GB50255-2014、GB50256-2014、
GB50257-2014、GB51049-2014等标准，修订后内容包
括：高压电器、电力变压器、母线、电缆线路、盘柜及
二次接线、蓄电池、接地、旋转电机、低压电器、串补
装置、工程验收等。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葛洲坝集团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广东省变电工程公司、天津电力建设公司
、湖南火电建设有限公司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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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光伏发电站设计标
准（GB50797-
2012）

局部修订

适用于并网运行的光伏发电系统和100kW及以上的独立
光伏发电系统。
主要修订内容：扩大电站容量，增加配套标准相关内容
。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
、北京科诺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电力设计院
、上海绿色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中电电气(南京)
太阳能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神舟电力有限公司
、诺斯曼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四川中光防
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禹创新能源有限公
司、北京鉴衡质量认证中心、北京乾华科技股科
技有限公司、无锡昊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

2018.6

56

粘胶纤维工厂技术
标准（GB50620-
2010、GB50750-
2012）

修订

适用于以溶解浆(精制天然纤维素)为基本原料，用粘胶
法生产再生纤维素纤维的工厂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
设计、设备工程安装及质量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合并《粘胶纤维工厂设计规范》、《粘
胶纤维设备工程安装与质量验收规范》修订粘胶纤维生
产工艺设计规范；补充制定粘胶纤维智能生产设计；补
充粘胶纤维生产环境的设计等。

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

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恒天(江西)纺织设计院有
限公司、邯郸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中国昆仑工程
公司、恒天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纺织建筑
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协会、中国纺织
勘察设计协会等

2019.12

57

非织造布工厂技术
标准（GB50514-
2009、GB/T50904-
2013）

修订

适用于以化学纤维、天然纤维为主要原料的梳理成网法
非织造布工厂和以聚合物为原料的纺丝成网法非织造布
工厂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合并《非织造布工厂设计规范》、《非
织造布设备工程安装与质量验收规范》；补充非织造在
线复合生产工艺设计规范
；补充制定非织造布智能生产设计
；补充非织造生产环境的设计等。

中国纺织
工业联合

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上海纺织建筑设计研究院
、郑州纺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宏大研究院有限
公司、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
、温州朝隆纺织机械有限公司、辽宁大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
、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江苏迎阳无纺机械有限
公司、汕头三辉无纺机械有限公司、常熟市飞龙
无纺机械有限公司、邵阳纺织机械有限公司、中
国纺织机械协会等

2019.12

58
航空发动机试车台
设计标准（GB 
50454-2008）

修订

适用于航空发动机试车台设计。
主要修订内容：建筑防火分区；
厂界环境噪声评价标准；试车台气动流场及噪声测试等
。

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

公司

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航工程
集成设备有限公司、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中
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境标准研究所、中航工业黎
明发动机公司、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中
航工业西安航空发动机公司、中航工业航空动力
机械研究所、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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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核电厂核岛钢结构
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我国境内核电厂核岛钢结构的设计、制造和安装
。
主要技术内容： 施工设计；材料；焊接；切割与不作

补焊修整；成形；热处理；承重钢结构；薄钢板结构；
表面处理；清洁；组装与预拼装；钢结构安装；施工测
量；施工安全与防护等。

中国核工
业建设集

团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核电工程公
司、东南大学、中核华誉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
江苏中核华纬工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中国核

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二三建设有
限公司等

2019.12

60
核工业铀矿冶工程
技术标准
（GB50521-2009）

修订

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核工业铀矿冶工程设计、施工
、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

资源、储量评价与利用的相关内容、矿床防治水方案的
确定等内容；

矿井通风、采矿设备、原地浸出开采等内容；竖井、斜
井、平巷与平硐等内容；斜井托辊、箕斗提升粉矿回收
的要求，增加主通风机房监测仪表的要求、压缩空气管
路材质的要求等内容；

增加井下“六大系统”内容；

铀尾矿(渣)库防渗设计、铀尾矿(渣)库安全监测、铀尾

渣干式输送内容；补充完善：厂(场)址选择、总体规划

、总平面布置、竖向布置、内外部运输、管线综合布
置，增加“土地复垦”、“水土保持”的内容；

电气与通信内容，增加炸药库的通信安防相关内容；

供热、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供热；

工业建(构)筑物；

消防与节能；

中国核工
业集团公

司
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等 2019.12

6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
术语标准
（GB/T50670-
2011）

修订

 适用于金属切削机床、锻压设备、风机、压缩机、泵

、制冷设备、空气分离设备、起重设备、铸造设备、破
碎设备、粉磨设备、输送设备、锅炉等机械设备安装工
程。

主要修订内容：更新本规范中装配方面(高强螺栓安装

等方面)、“安装检测”方面、压力试验等方面；增加管道

安装方面术语，“机床”一章增加数控机床组合机床术

语，起重机章节增加港口起重机安装术语，锅炉章节中
增加电站锅炉安装术语。

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

会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
第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三安建设有限公司
、中国机械工业第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机
械工业第五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机械工
程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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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施工及验收标准
（GB50278-2010）

修订

适用于电动葫芦、梁式起重机、桥式起重机、门式起重
机和悬臂起重机等起重机的安装及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更新本规范起重机小车车轮踏面与轨道
顶面之间的间隙，起重机轨道中心线与安装基准线的水
平位置偏差，起重机轨道接头，起重机小车轨距、主梁
上拱度、静刚度等内容；删除起重机跨度的相对差和桥
架对角线的相对差；增加通用桥式、门式起重机刚性支
腿与主梁在跨度方向垂直度要求，起重机额定载荷试运
转等内容。

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

会

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
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三安建设有限公司、中
国机械工业第一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第
五建设有限公司等

2019.12

63
带式输送机工程技
术标准（GB 
50431-2008）

修订

适用于利用托辊支承、依靠传动滚筒与输送带之间摩擦
力传递牵引力的普通带式输送机、水平转弯带式输送机
、圆管带式输送机等带式输送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
。
主要修订内容：大运量、长距离、特殊型式、水平转弯
带式输送机；圆管带式输送机；消防与粉尘防治、噪声
、大气、光电污染、固体废弃物防治等。

中国煤炭
建设协会

中煤科工集团沈阳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起
重运输机械研究所
、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唐山冶金矿山机械厂
、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东北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
、太原科技大学
、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

2019.12

64
加油站在役油罐防
渗漏改造工程技术
标准

制订

适用于加油站存储汽油、柴油等车用液体燃油，工作压
力为-2kPa~3kPa的加油站在役钢制油罐更新改造。

主要技术内容：加油站在役钢制油罐防渗漏改造的可行
性、原材料、结构、制造、检验和验收、标记等的基本
要求。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
勤部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澳科中意石油设备
有限公司、金宇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储能能源
设备有限公司等

2019.12

65
石油化工建筑抗爆
设计标准
（GB50779-2012）

修订

适用于有抗爆设计要求的新建石油化工建筑的各专业抗
爆设计。
主要修订内容：将“石油化工控制室抗爆设计”扩充为“石
油化工建筑抗爆设计”。补充对已有砌体结构、钢筋混

凝土框架结构控制室抗爆加固改造设计的相关内容。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
、中石化宁波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
、上海森林钢门有限公司
、上海爵格工业工程有限公司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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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油气回收处理设施
技术标准
（GB50759-2012）

修订

适用于石油化工及石油库的油品油气回收处理设施的设
计、施工及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基本规定(排放浓度限值)、工艺设计(油
气收集系统、油气回收处理装置)、平面布置、自动控

制、公用工程、消防、职业安全卫生与环境保护等。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北京华益高科膜工程
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中能环科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惠利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浙江佳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9.12

67
地下水封石洞油库
技术标准
（GB50455-2008）

修订

适用于石油化工企业、石油及液体化工品库内的汽油、
石脑油、航空煤油、溶剂油、芳烃或类似性质油品的新
建、改建和扩建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的工程设计、施
工、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
洞库涌水量的值；
爆破安全间距；
选址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的限定条件；
对各阶段勘察的要求；竖井数量设置的要求；
竖井内管道及钢构筑物的防腐要求；
洞罐气密性试验要求；
地下工程掘进爆破方式；施工巷道口设置位置的规定；
有关水幕系统设计规定；施工巷道的设计规定；仪表及
控制系统规定；

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

公司

海工英派尔工程有限公司、中国地质大学、中铁
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中石化上海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石化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等

2019.12

68 工业建筑抗震设计
标准

制订

适用于工业建筑的抗震设计。
主要技术内容：钢筋混凝土结构和钢结构两类厂房结
构，厂房类型包括单层排架、单层刚架、多层框架和框
排架结构等。

中国冶金
建设协会

中冶京诚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集团
公司、上海宝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工
程设计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地震局工
程力学研究所、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清
华大学、同济大学、广州大学、中国航空规划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中冶赛迪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建钢构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五洲设计院、中
国石化工程建设公司、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精工钢构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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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烟囱工程技术标准
（GB50051-2013、
GB50078-2008）

修订

适用于新烟囱设计、施工及验收与既有烟囱改造。
主要修订内容：合并《烟囱设计规范》、《烟囱工程施
工及验收规范》；完善玻璃钢材料指标体系，增加铺层
设计规定；增加在规定的铺层设计情况下对应的材料指
标；修改自立式钢内筒烟囱局部屈曲公式由目前的单一
弹性屈曲改为弹性与非弹性屈曲计算公式；增加“烟囱

雨”的防治；完善烟囱防腐蚀规定；修改钢筋混凝土烟

囱刚度折减与承载力计算理论；给出主要塔架式与多管
式钢烟囱体型系数等。

中国冶金
建设协会

中冶华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二十二冶集团
有限公司、上海必立结构设计事物所有限公司、
中冶华天南京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大连理工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东电
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华北
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河北省电力勘测设计研究
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辽宁电力勘测设计院有限
公司、上海富晨化工有限公司、中冶长天国际工
程有限公司、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国家
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德昊化
工有限公司、苏州云白环境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上海电力建筑
工程公司、盐城三美防腐科技有限公司等

2019.12

70
矿山机械设备工程
安装及验收标准
（GB50377-2006）

修订

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冶金矿山机械设备的安装及
质量验收，包括矿山的采矿、选矿的地面及地下工程。
主要修订内容：基本规定，机械设备安装分部、分项工
程划分，设备基础、地脚螺栓和垫板，设备和材料进
场，破碎粉磨及筛分设备安装及验收，分级及选别设备
安装及验收，脱水设备安装及验收，给矿排矿设备安装
及验收，分部、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等。

中国冶金
建设协会

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二十二冶集团有限
公司、鞍钢集团矿业公司齐大山铁矿等

2019.12

71 锑冶炼厂工艺设计
标准

制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锑冶炼工艺设计。 
主要技术内容：硫化锑精矿、硫氧混合锑精矿、脆硫铅
锑精矿、二次锑物料等为原料，采用不同冶炼工艺时，
各工艺对原料、燃料、熔剂、辅助材料的要求、各生产
工序的工艺参数设计指标、装备设计指标、装备水平、
冶金计算、主要设备选择、主要工艺配置、副产品回收
以及安全、节能与环保等。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股份公司
、中南大学
、锡矿山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
、柳州华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辰州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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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钼冶炼厂工艺设计
标准

制订

适用于采用焙烧工艺、钼尾气治理工艺和钼铁冶炼工艺
的新建和改造的钼冶炼项目工艺设计。
主要技术内容：钼精矿采用不同冶炼工艺处理时，各工
艺每个工序的工艺参数指标、装备设计指标、装备水平
、能耗指标等。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洛阳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堆城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龙钼业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有色西安冶金设计院等

2019.12

73 铟冶炼回收工艺设
计标准

制订

适用于从有色金属(锌、铅、锡、铜等)生产过程中产出

的铟富集物、高炉冶炼生铁的瓦斯泥(灰)和含铟再生废

料等原料中回收、提取金属铟的工艺设计。
主要技术内容：采用不同冶炼工艺提取铟时，各工艺每
个工序的工艺参数指标、装备设计指标、装备水平、能
耗指标等。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云南蒙自矿业公司、株洲冶炼厂、云锡冶
炼厂

2019.12

74

有色金属企业总图
规划及运输设计标
准（GB50544-
2009）

修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有色金属企业总图规划及运
输设计。
主要修订内容：对现行总图设计规范进行相应的补充、
调整与完善，使之符合国家的相关政策、法规规定。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股份公司、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
贵阳铝镁设计研究院)
、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中国有色工程

有限公司)
、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沈阳铝镁设计研究院

2019.12

75 医院建筑运行维护
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医院建筑的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
：医院建筑运行维护工作范围
；医院建筑综合效能调适与交付
；医院建筑运行技术
；医院建筑维护技术；医院建筑管理制度
等。

卫生计生
委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新加坡
CPG-FM公司、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圳市建筑
科学研究院、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绿色医院委员会
等

2019.12

76 医院洁净护理与隔
离单元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医院建筑中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医院洁净护理与
隔离单元的设计、施工、验收及运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医院洁净护理与隔离单元的环境参数要
求，工艺平面，特殊装备和要求，建筑、结构和装修，
空调、通风和净化，给水排水和气体供应，电气和自
控，消防设计等。

卫生计生
委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人民医院、解放军总
后勤部建筑设计研究院、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同济大学、解放军301医院、307医院、江苏

省感控中心、北京市医院感控办、公安部天津消
防科学研究所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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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低压配电技术标准
（GB50054-2011）

修订

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中低压配电设计施工、验
收。
主要修订内容：将规范的适用范围由交流、工频1000V
及以下改为交流、工频1000V(1140V)及以下；修改原

规范第五章中对于TT系统配电线路间接接触防护电器动

作特性的要求；修改绝缘导体及电缆载流量及相关修正
系数的引用规范；补充热效应、工频和瞬态过电压、电
磁干扰、工频欠电压等电气事故的防护；补充对特殊场
所的提高和补充要求；补充低压配电安装、施工要求；
对原规范部分条文进行补充、完善和调整。

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

会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有
色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中国联合工程公司等

2019.12

78
20kV及以下变电所
技术标准
（GB50053-2013）

修订

适用于交流电压为20kV及以下的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

的变电所设计及施工。 
主要修订内容：增加术语，对标准中的名词进行定义解
释。 对变压器形式及容量的限制要求进行修订。为便

于变压器在超高层建筑中垂直运输出现的单相变压器组
成三相变压器的应用情况，标准需制定相关技术要求。
预装式变电站的要求在原规范中较为简约，需要根据实
际安装和运行情况，对该部分的设计及安装要求做进一
步的修订等。

中国机械
工业联合

会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新时代国际工程公
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核电
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
公司等

2019.12

79 主题公园工程技术
标准

制订

适用于主题公园工程项目的材料、设计、施工、验收、
运营维护、维修保养等。
主要技术内容：主题公园建设的规划选址要求、土建设
计标准及要求、安全防护设计要求、材料选用技术要求
、主题包装和室内装修技术要求、游乐设备工艺设计安
装技术要求、弱电系统技术集成要求、运维安全保障技
术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院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同济大学设计院、中国京
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中国海诚工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实宝来设备有限公司、深圳红源旅
游景观集团、深圳联点机构、大连海昌集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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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城镇道路路面技术
标准

制订

适用于城镇各等级道路路面设计、施工、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
将《城镇道路路面设计规范》CJJ169-2012、《固化类
路面基层与底基层技术规程》CJJ/T80-98、《透水水泥
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T135-2009、《路面稀浆罩
面技术规程》CJJ/T66-2011、《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190-2012、《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CJJ/T188-
2012、《城市道路低吸热路面技术规范》CJJ/T206-
2013、《城市道路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T218-2014、《城镇道路沥青路面再生利用技术规
程》  CJJ/T 43-2014、《预应力混凝土路面工程技术
规范》G B 50422-2007相关内容纳入；增加基于动态模
量的沥青路面结构设计方法、补充沥青路面再生、温拌
沥青混合料、橡胶沥青混合料技术要求；增加基于动态
模量的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设计方法；增加透水路面设
计、完善砌块路面与桥隧铺装设计；增加与细化旧水泥
混凝土路面加铺沥青面层设计；提高道路排水技术要求
、增加相关海绵城市道路设计内容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同

济大学、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等

2019.12

81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50014-
2006(2014年版)）

修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城镇、工业区和居住区的永
久性的室外排水工程设计。

主要修订内容：调整综合生活污水总变化系数。增加分
流制雨水截留和径流污染控制的设计标准。补充排水管
道进入地下综合管廊的设计要求以及雨水调蓄隧道的设
计内容。根据最新排放标准补充污水厂提标改造设计要
求，增加MBR等成熟的新处理技术的设计要求，增加地

下污水厂和污水厂除臭处理的技术要求。增加对污泥特
性分析、恶臭排放、处理工艺选择与处置方式衔接一致
、污泥出厂要求等内容。补充城镇污水处理厂沼气系统
的设计的规定。增加污泥储存的要求，补充污泥输送类
型以及选择输送设备的原则，干化污泥的输送中臭气控
制要求，干化污泥储存温度和CO控制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北
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天津市市
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
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中
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和中国市
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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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铝合金结构技术标
准（GB50429-2007
、GB50576-2010）

修订

适用于铝合金结构设计、施工、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合并《铝合金结构设计规范》、《铝合
金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增加铝合金高耸结构
、人行桥梁等结构体系的计算规定以及构造要求等内
容；根据近几年铝合金材料新的焊接工艺和新的加工技
术，对焊接强度折减、局部失稳有效厚度计算等规定进
行补充和修订；增加铝合金结构的阻尼比参数、大厚度
铝板强度、高强度铝合金材料等设计规定；增补铝合金
结构防火抗火内容的规定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同济大学、上海市第五建筑有限公司、现代建筑
设计集团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同济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上海通正铝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远大铝
业工程有限公司、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精锐国际建筑系统有限公司、广东
金刚幕墙有限公司、上海高新铝质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中南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装饰幕墙公司、上
海同磊土木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沈阳铝镁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9.12

83
城市公共设施规划
标准（GB50442-
2008）

修订

适用于城市规划以及其它涉及城市公共设施内容的相关
专项规划编制、管理和监督工作。
主要修订内容：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分级、规模、
选址、布局及相关控制指标和技术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等

2019.12

84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
能和耐久性能试验
方法标准（GB/T 
50082-2009）

修订

适用于工程建设活动中对普通混凝土进行的长期性能与
耐久性能试验。 
主要修订内容：
完善早期抗裂试验方法
；完善抗硫酸盐侵蚀试验方法；完善抗冻试验方法；完
善抗氯离子渗透试验方法
；修订完善原有章节相关内容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辽
宁省建设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冶集团建筑
科学研究总院、甘肃土木工程科学研究院、云南
省建筑科学研究院、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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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坡屋面工程技术标
准（GB50693-
2011）

修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筑坡屋面工程的设计、施
工和质量验收。
主要修订内容：增加各类环保型坡屋面用材料、各类节
能型瓦屋面构造内容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中国建材认证集团苏州有限
公司、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苏州防水研究
院、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深圳大学建筑设计
研究院、北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欧文斯科宁(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格雷斯中国有

限公司、曼宁家屋面系统(中国)有限公司、永得

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巴特勒(上海) 有限

公司、上海建筑防水材料(集团)公司、嘉泰陶瓷

(广州)有限公司、渗耐防水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北京圣洁防水材料有限公司等

2019.12

三、工程建设推荐性行业标准

86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
标准

制订

适用于既有房屋的完损等级评定。
主要技术内容：
评定程序与评定方法
；房屋完损标准
；房屋完损等级综合评定方法
；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报告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上海房屋质量检测站
、天津市房屋安全鉴定检测中心
、西安市房屋安全鉴定中心等

2019.12

87 装配式内装修技术
标准

制订
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装配式内装工程的设计、施
工和工程质量验收。
主要技术内容：设计；施工安装；工程质量验收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市保障
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苏州科逸卫浴股份有限公司
、北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卓达新材料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等

2019.12

88
城市废弃渣土堆填
场工程安全排查技
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运行期和封场后城市废弃渣土堆填场的工程安全
排查。 
主要技术内容：堆填场基本属性；废弃渣土的基本属
性；滑坡 ；泥石流；裂缝 ；沉降与滑移变形 ；不稳
定斜坡 ；排水设施 ；环境污染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中国城市建设
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宜生态土研究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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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装配式住宅建筑检
测技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装配式住宅建筑的检测,包括检测的项目与内容
、检测要求及检测报告等。 
主要技术内容：装配式砌块建筑；装配式板材建筑；装
配式盒式建筑；装配式骨架板材建筑；装配式升板和升
层建筑。

住房城乡
建设部

浙江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浙江新盛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中国联合工程
公司、浙江省建筑信息模型(BIM)服务中心、杭
州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总站、安微省建筑科学
研究院设计院、福建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河北省
建筑科学研究院、浙江理工大学等

2019.12

90 悬挂式单轨交通技
术标准

制订

适用于参与悬挂式单轨交通工程设计、施工、验收、运
行维护
主要技术内容：悬挂式单轨在车辆、运营组织、线路设
计、土建工程、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子系统方面的设
计原则及标准。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中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西南交
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重庆市轨道交通设计研
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中铁科工集团有限公司等

2019.12

91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
标准（CJJ140-
2010）

修订

适用于城镇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与工业建筑生活饮
用水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安装调试、验收、设
施维护与安全运行管理。
主要修订内容：细化加强二次供水安全保障应采取的措
施。增加二次供水泵房安全防范措施；调整对二次供水
设施设计与建设条款的顺序；明确二次供水设备水泵机
组的配置、水泵调速比例；进一步明确细化对水泵机组
的选泵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天津市供水管理处、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天津市建筑设计院、青岛市供水管理处、天津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等

2019.12

92

早期推定混凝土强
度试验方法标准
（JGJ/T15-2008 
）

修订

适用于混凝土强度的早期推定、混凝土生产和施工中的
强度控制以及混凝土配合比调整的辅助设计。
主要修订内容：增加“扭矩法”一章； 试验验证混凝
土加速养护法、砂浆促凝压蒸法是否适用于现代混凝
土，如高强高性能混凝土、大掺量掺合料混凝土、新品
种掺合料混凝土、再生骨料混凝土等；完善“早期推定
混凝土强度的应用”一章；完善“混凝土强度关系式的
建立与强度的推定”一章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贵州中建建筑科研设计院
、西安建筑科科技大学、浙江省台州市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中心、台州四强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等

20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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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城市道路交叉口设
计标准（CJJ152-
2010）

修订

适用于新建和改建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
主要修订内容：
补充完善平面交叉口、立交主线及匝道的服务水平与通
行能力的相关规定；
针对目前路口的多种交通方式交叉型式增多，例如与公
交专用道、BRT、有轨电车等相交路口的设计和交通管

理内容应结合工程实践适当补充完善；
适当的调减规范中部分涉及交通设施设计方面的内容等
。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华中科
技大学、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

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院、同济大学等

2019.12

四、城建建工推荐性行业产品标准

94 建筑用不锈钢波纹
膨胀节

制订

适用于建筑用不锈钢波纹膨胀节。
主要技术内容：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记及包装、运
输和贮存。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江苏金羊慧家管道
系统有限公司、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金属
装饰材料分会、江苏金羊慧家管道系统有限公司
、浙江盾安阀门有限公司、上海建科检验有限公
司、宁波埃美柯铜阀门有限公司、浙江苏明阀门
有限公司等

2018.12

95 家用型餐厨垃圾生
化处理设备

制订

适用于我国城市地区家庭使用的餐厨垃圾就地处理设备
。
主要技术内容：家用型餐厨垃圾生化处理设备系列产品
的技术要求，检验准备，检验规则。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复振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
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工商大学等

2018.12

96 高性能混凝土用骨
料

制订

适用于建设工程中高性能混凝土用骨料。
主要技术内容：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术语和定义；
分类；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识、储存和运输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中国建筑
材料研究总院、福建南方路面机械有限公司、北
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等

2018.12

97 一体化雨水轴流泵
站设备

制订

适用于一体化雨水轴流泵站设备的分类、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使用说明书、包装、运输和
贮存等。
主要技术内容：产品分类、等级和标记；形式和构造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产品合格证；贮存和
运输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格兰富水泵(上海)有限公司、广州市市政工程设

计研究院等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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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金属滑轨隔震支座 制订

适用于金属滑轨隔震支座。
主要技术内容：隔震支座的分类、技术要求、设计准则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安装和
维护的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
、北京工业大学
、广州大学
、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江苏扬州合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南京汉高隔震科技工程有限公司
、河北衡水震泰隔震器材有限公司

2018.12

99 建筑结构用平行木
片胶合木

制订
适用于建筑用平行木片胶合木的技术参数、产品质量要
求等。
主要技术内容：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产品标识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木材保护工业协会、深圳嘉汉林业科技有限
公司、山东京博木基材料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
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物流
与采购联合会木材与木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等

2018.12

100 建筑外墙装饰用木
质挂板

制订
适用于木质外墙挂板的技术参数、产品质量要求、工程
质量检验验收等。
主要技术内容：技术要求；试验方法；产品标识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木材节约发展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木材
与木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中国木材保护
工业协会、中国木业有限公司、上海顺源木业有
限公司、上海绿苑木业有限公司等

2018.12

101 建筑装饰用集成墙
面

制订
适用室内外装饰用集成墙面。
主要技术内容：分类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规定、
标志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上海福精特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法狮龙建材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鼎美电器有限公司、中国建
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嘉兴市斯麦尔电器有限公
司、嘉兴缔尚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嘉兴金瑞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盈康创建家居制造有
限公司、佛山市奇田木业有限公司、广东顺德万
仕达木业有限公司、无锡市富瑞特新型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等

2018.12

102 建筑用轻质高强陶
瓷板

制订

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室内外墙面、地面装饰工程。
主要技术内容：轻质高强陶瓷板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
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佛山市奥美达人造板材幕墙配件有限公司 深圳

市新山幕墙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科学

研究院、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中建幕墙有限
公司、北京市建设工程物资协会等

2018.12

第 28 页，共 43 页



201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类别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主编部门 起草单位 报批时限

103 生活垃圾焚烧烟气
净化用粉状活性炭

制订

适用于生活垃圾焚烧用粉状活性炭的生产、包装、运输
和贮存。   
主要技术内容：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大同市云光活性
炭有限责任公司等

2018.12

104 有轨电车信号系统
通用技术条件

制订

适用于有轨电车信号系统。
主要技术内容：有轨电车信号系统的构成、环境条件、
电磁兼容等适用于城市有轨电车信号系统的设计、制造
、改造、检验和维修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通号万全信号设备有限公司、北京全路通信信号
研究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沈阳浑南现代有轨电
车运营有限公司等

2018.12

105 丙烯酸盐喷膜防水
涂料

制订

适用于隐蔽类型的防水工程用的丙烯酸盐喷膜防水涂料
。
主要技术内容：丙烯酸盐喷膜防水涂料的术语和定义、
一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运输及贮存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成都市嘉洲新型防水材料有限公司、西南交通大
学、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中国铁道经
济规划研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铁建所、铁
道第三勘察设计院、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中铁
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隧道集团科学
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中
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有
限公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建材
工业科学研究院等

2018.12

106 装配式结构用多功
能墙板

制订

适用于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装配式和现浇混凝土结
构建筑的外围护墙体及内隔墙体。 
主要技术内容：规范装配式结构墙板设计的共性要
求；分类、外观质量、尺寸偏差、化学物理力学性
能及放射性核素限量；检测方法和检测规则；对装
配式结构墙板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上海前邦科技有限公司等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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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纤维增强覆面木
基复合板

制订

适用于指定建筑面积，不超过24m的6层及以下民用多

层建筑使用的纤维增强覆面木基复合板。
主要技术内容：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运输及贮存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四川星河建材有限公司、四川周兴和实业有限公
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
学研究院、成都军区建筑设计院、四川建筑科学
研究院、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成都七防集
成房屋有限公司、四川火车头星河集团公司等

2018.12

108 混凝土和砂浆用
再生微粉

制订

适用于制备混凝土和砂浆时作为掺合料使用的再生微粉
。
主要技术内容：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与标
识；运输和贮存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建筑大学、青岛理工
大学、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深圳市为海建材
有限公司等

2018.12

109
预装式铝合金低层
房屋及移动屋技术
标准

制订

适用于低层住宅房屋、移动屋,旅游景点度假休闲场
所；房车营地、商铺、超市、餐厅及展馆、报亭等铝合
金房屋。
主要技术内容：材料；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建筑设
备；加工与组装；包装及运输；验收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铝遊家科技有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土木与交通
学院、广州大学、广东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检测总站、肇庆菲思科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广东
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肇庆领锋建材检测
有限公司、肇庆亚洲铝厂有限公司

2019.12

110
建筑用电采暖散
热器（JG/T236-
2008）

修订

适用于直接使用电能为建筑供暖的加热装置，包括直接
作用式和蓄热式两种类型。

主要修订内容：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包装、运输和储存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等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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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生活饮用水净水厂
用煤质活性炭
（CJ/T 345-
2010）

修订

适用于生活饮用水净水厂用煤质活性炭。

主要修订内容：提高碘值、亚甲基蓝值、强度等技术指
标；增加汞技术指标的检测和饱和活性炭的测试方法。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宁夏欣荣洁源环保开发有限公司、江苏泰兴一心
活性炭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水工业
分会给水深度处理研究会、清华大学环境学院、
天津大学环境学院、中国净水行业专家网、内蒙
古太西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自来水有限公司、嘉兴市嘉源给排
水有限公司、 山西大同市活性炭协会等

2018.12

112 虹吸式雨水斗（CJ
∕T 245—2007）

修订

适用于重力流、压力流、虹吸流多种流态、屋面、绿地
等不同场所的屋面排水系统的雨水收集装置。

主要修订内容：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北京泰宁科创雨水利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会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上海深海宏添建材有限公司等

2018.12

113
城市轨道交通站台
屏蔽门（CJ/T236-
2006）

修订

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站台屏蔽门设计、制作、检测、验
收。
主要修订内容：修正技术参数、细化材料要求、完善试
验方法等，以满足对产品的可靠性、稳定性、可维护性
、安全保障功能等方面的要求。

住房城乡
建设部

深圳市方大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深圳市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地
下铁道设计研究院、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等

2018.12

114
低地板有轨电车车
辆通用技术条件
（CJ/T417-2012）

修订

适用于城市低地板有轨电车。
主要修订内容：低地板有轨电车车辆的使用条件、技术
规格、基本要求，车体、车辆连接及其它系统的试验、
检查、验收等信息，对其进行完善和补充，增加安全设
施和设备，提高公共安全性能等内容。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青岛四方
车辆研究所有限公司、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
西南交通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中车大连电力牵引研发中心、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2018.12

115
钢筋连接用灌浆套
筒（JG/T 398-
2012）

修订

适用于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直径为12mm~40mm热轧带肋

或余热处理钢筋灌浆连接用的套筒。
主要修订内容：根据相关引用标准的变更，调整相关条
文内容；
增加产品规格种类，纳入近几年新发展的灌浆套筒结构
型式；
在要求一章中，根据《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
一2010的修订内容和近几年的灌浆套筒新材料变化，修

订相关技术要求条款；增加对新材料的性能检验要求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廊坊

凯博建设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思达建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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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建筑用高压热固化
木纤维板（JG/T 
260-2009）

修订
适用于建筑幕墙用高压热固化木纤维板。
主要修订内容：修订普通型层压板的燃烧性能及附加性
能；修订板材的理化性能试验方法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特莱仕(上海)
千思板制造有限公司等

2018.12

117
预应力混凝土用金
属波纹管（JG 
225-2007）

修订

适用于以镀锌或不镀锌低碳钢带螺旋折叠咬口制成并用
于后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中预留孔的金属管。
主要修订内容：补充扁管规格，适应大直径钢绞线的需
要；
修订波纹管的构造要求，体现加工技术的进步；
调整抗渗漏性能试验方法；
补充大直径钢绞线对应的金属波纹管选用表等。修订为
推荐性标准。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国家建筑工程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浙江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开封强力锚固
集团等

2018.12

118
钢筋连接用套筒灌
浆料（JG/T408-
2013）

修订

适用于带肋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所使用的水泥基灌浆材料
。
主要修订内容：“要求”中的“5.2  性能要求”的部分内

容，结合该标准执行过程中的有关情况，对套筒灌浆料
的技术性能依据灌浆施工时环境温度分类别(低温、常

温、高温)提出要求，并提高灌浆料的抗压强度指标(最
高超过120MPa)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北京榆构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北京
市建筑工程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北京预制建筑
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同济大学、沛丰建筑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前田(北京)经营咨询有限公司等

2018.12

119 卷帘门窗（JG/T 
302-2011）

修订
适用于商业和工业场所大量采用的卷帘门窗。
主要修订内容：安全性能指标、保温节能指标、分类、
运行速度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大连舒心门业有限公司
、青岛拉斐特工业门制造有限公司、浙江先锋机
械有限公司、上海宝产三和门业有限公司、许继
施普雷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北京红日升工贸有
限公司、江西百胜门控设备有限公司、沈阳宝通
门业有限公司、无锡旭峰门业有限公司、上海佩
佛自动化控制设备有限公司等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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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结构加固修复用玻
璃纤维布（JG/T 
284-2010）

修订

适用于结构加固修复用玻璃纤维布。
主要修订内容：结构加固修复用玻璃纤维布产品的力学
性能指标、耐久性能指标规定及其对应的检测方法，需
要进行测试验证、数据统计与分析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上海大学、西南科
技大学、 安徽梦谷纤维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哈

尔滨工业大学、华侨大学等

2018.12

121
粘钢加固用建筑结
构胶（JG/T 271-
2010）

修订

适用于粘钢加固用建筑结构胶。
主要修订内容：进行验证测试并分析目前粘钢加固结构
胶产品的性能水平，确定合理的粘钢加固用建筑结构胶
性能指标的规定，并改进、完善、确定相对应的检测方
法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科学研究
院、上海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北京中冶欧德建筑技术有限

公司、天地金草田(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等

2018.12

122 钠基膨润土防水毯
（JG/T193-2006）

修订

适用于钠基膨润土防水毯。
主要修订内容：对产品类型进行重新划分，并对相应产
品(如天然/人工钠基膨润土防水毯)适用领域进行界定。

修订产品物理力学性能指标。修订部分指标测试方法。
增加原材料(天然/人工钠基膨润土)技术指标及鉴别方法

等。

住房城乡
建设部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检
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武汉岩土力学
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清华大学、东南
大学等

2018.12

四、中译英项目

123 防洪标准 中译英 GB50201-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水利部 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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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中译英 GB/T50218-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水利部 长江科学院 2018.6

125 河道整治设计规范 中译英 GB50707-2011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水利部 中水淮河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2018.6

12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中译英 GB/T50286-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水利部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 2018.6

127 橡胶坝工程技术规
范

中译英 GB/T50979-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水利部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18.6

128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中译英 GB50016-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公安部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2018.6

12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中译英 GB50009-2012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2018.6

130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
术规范

中译英 GB50219-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公安部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2018.6

13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设计规范

中译英 GB50116-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公安部 公安部沈阳消防研究所 2018.6

132 烟囱设计规范 中译英 GB50051-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冶金
建设协会

中冶东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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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
与空气调节设计规
范

中译英 GB50019-2015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2018.6

134 电力设施抗震设计
规范

中译英 GB50260-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西北电力设计院 2018.6

135
微组装生产线工艺
设备安装工程施工
及验收规范

中译英 GB 51037-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研究所

2018.6

136 电子工业纯水系统
安装与验收规范

中译英 GB 51035-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
子系统工程第二建设有限公司

2018.6

137 光缆生产厂工艺设
计规范

中译英 GB 51067-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2018.6

138
光缆厂生产设备安
装工程施工及质量
验收规范

中译英 GB50950-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所

2018.6

139 电子工程防静电设
计规范

中译英 GB 50944-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上海电
子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8.6

140 防静电工程施工与
质量验收规范

中译英 GB50611-2010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2018.6

141 天线工程技术规范 中译英 GB50922-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十九研究所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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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试听室工程技术规
范

中译英 GB/T51091-2015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奥
特维科技有限公司

2018.6

143 体育场建筑声学技
术规范

中译英 GB/T 50948-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电
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三研究所

2018.6

144 电子会议系统工程
设计规范

中译英 GB50799-2012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北京奥
特维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台电实业有限公司

2018.6

145
电子会议系统工程
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

中译英 GB 51043-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北京奥
特维科技有限公司

2018.6

146
110kV~750kV架空
输电线路施工及验
收规范

中译英 GB 50233-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018.6

14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气设备交接试验
标准

中译英 GB50150-2016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018.6

14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串联电容器补偿装
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中译英 GB 51049-2014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电力
企业联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 2018.6

149 有色金属选矿厂工
艺设计规范

中译英 GB 50782-2012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2018.6

150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中译英 GB 50863-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2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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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
工质量验收规范

中译英 GB 50204-2015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8.6

152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
验收规范

中译英 GB 50339-2013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8.6

153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中译英 GB 50314-2015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8.6

154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
定标准

中译英 GB 50292-2015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8.6

155 组合结构设计规范 中译英 JGJ 138-2016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8.6

156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设计规范

中译英 JGJ 369-2016工程建设标准中译英。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18.6

五、国际标准制订

157 建筑模数标准
国际标准
制订

编制国际通用适用于一般民用建筑各功能部位，如厨房
、卫生间、隔墙、门窗、楼梯等专项模数协调标准。

住房城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 2018.12

六、专项工作

158
标准年度立项研究
、年度发展报告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城乡建设领域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产品标准
计划编制项目的前期研究、调研与协调。跟踪国际标准
化机构和国外相关领域标准化机构的标准化工作动态，
分析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编制2016年度工程建设
标准化发展研究报告。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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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工程建设强制性标
准技术审核（2017
年度）

专项工作 城建建工领域强制性标准的审核、协调、调研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2017.12

160
城乡规划标准复审
和体系优化（2017
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城乡规划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
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
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7.12

161
工程勘察与测量标
准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勘察与测量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
工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
优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
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7.12

162
建筑设计标准复审
和体系优化（2017
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设计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
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
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

163
建筑地基基础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地基基础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建研地基基础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017.12

164
建筑结构（抗震）
标准复审和体系优
化（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结构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
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
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建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12

165
建筑给水排水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给水排水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7.12

166
建筑环境与节能标
准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环境与节能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
工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
优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
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2017.12

第 38 页，共 43 页



201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类别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主编部门 起草单位 报批时限

167
建筑电气标准复审
和体系优化（2017
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电气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
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
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

168
建筑工程质量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工程质量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7.12

169
建筑施工安全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施工安全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机械化研究分院 2017.12

170

建筑维护加固与房
地产标准复审和体
系优化（ 2017 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维护加固与房地产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
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
方案，优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
、调研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 2017.12

171
市政给水排水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市政给水排水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

172
道路与桥梁标准复
审 和 体 系 优 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道路与桥梁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
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
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
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017.12

173
燃气标准复审和体
系优化（ 2017 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燃气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
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荐性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017.12

174
供热标准复审和体
系优化（ 2017 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供热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
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荐性
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

第 39 页，共 43 页



2017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修订及相关工作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工作类别 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主编部门 起草单位 报批时限

175
市容环境卫生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市容环境卫生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

176
风景园林标准复审
和体系优化（2017
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风景园林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
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
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

177
城市轨道交通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城市轨道交通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7.12

178
信息技术应用标准
复审和体系优化
（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信息技术应用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
作改革方案要求，对标准进行梳理，提出整合方案，优
化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体系。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
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 2017.12

179
建筑制品与构配件
标准复审和体系优
化（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建筑制品与构配件产品标准复审。落实国务院深化
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要求，对现行及在编标准进行梳
理，提出整合方案，优化推荐性标准体系。标准审查、
协调、调研等工作。

住 房 城 乡
建设部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017.12

180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消防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消防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公安部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2017.12

181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水利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水利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水利部
水利部交通运输部国家能源局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

2017.12

182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公路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公路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交 通 运 输
部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分会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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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水运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水运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交 通 运 输
部

中交水运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7.12

184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铁路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铁路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国 家 铁 路
局

国家铁路局 2017.12

185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农业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农业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农业部 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7.12

186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通信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通信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工 业 和 信
息化部

中讯邮电咨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7.12

187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电子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电子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工 业 和 信
息化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工业标准化研究院 2017.12

188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化工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化工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工 程
建 设 标 准
化 协 会 化
工分会

中国石油和化工勘察设计协会 2017.12

189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有色金属工
程部分， 2017 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有色金属工程部分）复审工作
。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有 色
金 属 工 业
协会

中国有色工程有限公司 2017.12

190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石油天然气
工程部分，2017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石油天然气工程部分）复审工
作。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集
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规划总院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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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石油化工工
程部分， 2017 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石油化工工程部分）复审工作
。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石 油
化 工 集 团
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7.12

192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冶金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冶金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冶 金
建设协会

中国冶金建设协会 2017.12

193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轻工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轻工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轻 工
业联合会

中国轻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2017.12

194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建材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建材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国 家 建 筑
材 料 工 业
标 准 定 额
总站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规划研究院 2017.12

195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纺织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纺织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纺 织
工 业 联 合
会

中国纺织经济研究中心 2017.12

196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医疗卫生工
程部分， 2017 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医疗卫生工程部分）复审工作
。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卫 生 计 生
委

国家卫生计生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 2017.12

197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林业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林业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国 家 林 业
局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2017.12

198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广电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广电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国 家 新 闻
出 版 广 电
总局

中广电广播电影电视设计研究院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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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煤炭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煤炭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煤 炭
建设协会

中国煤炭建设协会 2017.12

200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电力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电力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电 力
企 业 联 合
会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2017.12

201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医药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医药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医 药
工 程 设 计
协会

中国医药工程设计协会 2017.12

202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机械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机械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机 械
工 业 联 合
会

中国机械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2017.12

203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兵器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兵器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兵 器
工 业 集 团
公司 

中国兵器工业标准化研究所 2017.12

204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商贸工程部
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商贸工程部分）复审工作。标
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商务部 国内贸易工程设计研究院 2017.12

205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粮食仓储工
程部分， 2017 年
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粮食仓储工程部分）复审工作
。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国 家 粮 食
局

国家粮食局标准质量中心 2017.12

206
工程建设国家标准
复审（核工业工程
部分，2017年度）

专项工作
现行工程建设国家标准（核工业工程部分）复审工作。
标准审查、协调、调研等工作。

中 国 核 工
业 集 团 公
司

中国核工业勘察设计协会 201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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