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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行业标准制修订规范性要求 

——“编制说明”的规范性编写 

一、编制说明的重要性 

编制说明是记录标准在制定过程中需要论证分析和说明解释事项的

文件。标准本身是不说明也不包括技术路线的确定依据、数据的来源与

分析过程、技术参数的确定方法、技术内容的验证过程等等，但是，在

制定过程中，为了各利益相关方能够认同，达成协调意见；为了理解条

款的准确含义；为了明晰技术内容的适用条件；为了证明制定过程的规

范；为了体现标准的对社会的贡献；也为了标准的连续性、继承性，有

利于标准的技术路线延续、发展和创新等等，编制说明成为了重要的技

术文件之一。 

二、编制说明编写的基本原则 

1、编制说明按工作阶段可分为“标准草案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送审稿编制说明”和“报批稿编制说明”，内容均应包含制

修订对应阶段及其之前的全过程。 

2、编制说明包含十二项内容，每项标题都要求保留并一一对应描述，

不得删除、不得合并。 

3、编制说明应结合立项时的《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和《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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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说明》的内容进行编写。 

三、编制说明的主要内容 

1、“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主要参加单位和工

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2、“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包括本标准编制的原则、本标准主

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

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修订时应列出本标准与原标准的主要差异和

水平对比。 

3、“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试验或主要

验证情况的分析。 

4、“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要明确说明本标准中有无涉及专利。

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

专利披露声明。 

5、“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本标准批准

发布后，经宣贯、实施，预期能产生的社会效益情况估计，以及对产业

发展（如技术进步、结构调整、规范市场等方面）的作用。 

6、“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本标准在制定或修订过程中，采用国

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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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标准水平评价。 

7、“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简要说明本标准在本专业领域标准体

系中位于哪个层次，以及与法律、法规、标准的协调性。 

8、“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主要适用于对矛盾、分歧较

大的意见，处理结果与处理依据的说明。 

9、“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机械行业标准一般为推荐性标准。 

10、“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11、“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修订标准时说明新旧标准的替代

关系。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用于陈述本标准编制阶段与原计划有

差异的情况、原因、阶段和审议结果（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陈述起草阶

段变更时的工作组结论；送审稿编制说明陈述征求意见阶段、起草阶段

变更的工作组结论；报批稿编制说明陈述审查结论）。 

四、编制说明编写的规范性要求 

《××××××（标准名称）》编制说明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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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不设封面，标准名称要与对应阶段标准文本××稿一致 

——阶段名一定要有，表明本编制说明针对的工作阶段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此段描述内容必须与工信部下达的计划项目内容保持完全一致。 

2 主要工作过程 

分阶段叙述，必须说清楚各个阶段的时间节点和工作内容。 

——起草（草案、论证）阶段：（什么时间成立工作组、做了什么工

作、什么时间完成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阶段：（什么时间开始征求意见、什么时间结束征求意

见、什么时间处理意见等） 

——审查阶段：（什么时间形成送审稿、什么时间完成审查准备工作、

什么时间进行会审或函审等） 

——报批阶段：（什么时间形成报批稿、什么时间上报标委会等） 

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无变更时，与计划一致且与对应阶段标准文本（××稿）一致 

——如有牵头单位变更，名称后加括号注明，并在第十二项“其他

应予说明的事项”中详细说明 

——此处对标准文本中出现的起草单位和成员必须全部列出，并介

绍其承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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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编制原则应符合《机械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细则（2015 年）》1.5

条的规定和标准立项原则（如产业发展原则、市场需要原则、重点突出

原则、成套成体系原则） 

——简明阐述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修订标准的差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产品标准，必须要进行试验（或验证），并简要叙述主要情况 

——术语等基础标准不涉及此项内容，可写为： 

“本标准是术语标准，不需要进行试验或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不涉及专利时，在标准文本的前言中不写免责声明，此处应写

为：“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涉及专利时：在制定/修订过程中存在某些技术内容、条款涉及

专利，应在此章说清情况。在标准文本的前言不写免责声明，而应在引

言中进行描述（描述方法和要求见附录 A），并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人的

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等相关文件材料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描述标准实施后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要注意：不要写行业的发展过程，也不要写产品发挥的作用，

而应该描述本标准的实施对行业发挥的作用。要从本标准的特点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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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标准制定或修订，对产业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解决了什么问题等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此处包括四个方面内容，避免漏项： 

——有没有采用国际、国外标准，若采用了，其采用程度如何 

——与同类国际、国外标准的主要技术对比情况 

——是否测试了国外的样品、样机，如有也讲清楚相关数据的对比 

——标准水平的结论（国际先进水平、国际一般水平、国内先进水

平） 

a）如果为国际先进水平或国际一般水平，必须是采标项目，并且必

须要有与国际、国外标准的技术水平对比 

b）除采标项目外，一律定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说清本标准的准确层次（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图做为上报公

文附件 4上报一份）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情况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如没有，应写：“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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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写为“建议按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标准批准发布后有过渡要求的一定要写清楚 

——如没有，写为：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9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制定项目写：“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修订项目写被代替的标准编号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若标准文本（××稿）与计划项目名称、起草单位不一致时，

应在此条中写明变更的情况，包括充分理由、变更阶段和审查结果（征

求意见稿编制说明陈述起草阶段变更时的工作组结论；送审稿编制说明

陈述征求意见阶段及其以前阶段变更的工作组结论；报批稿编制说明必

须有会审或函审对变更的结论描述） 

——涉及专利时也需要在此详细说明使用专利的理由、专利处置情

况、审查时对专利的审查情况等 

——其他情况（如代替标准变更、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及程度变更、

对标准编号方式的建议等）也需要在此项中说明充分理由 

——当涉及多项变更情况时，采用不编号列项的形式，分段分别叙述

每项变更情况 



8 

 

五、 “编制说明（报批稿）”示例 

《往复式真空泵》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行业标准制修订

计划（工信厅科[2012]年 182 号文），计划编号

2012-1792T-JB，项目名称“往复式真空泵”进行修

订，代替 JB/T 7675-2005,修改采用 ISO726: 1993,

主要起草单位：泰兴新型工业泵厂，计划应完成时间

2014年。 

2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计划下达后，2012

年 12 月 5 日标委会组织各起草单位成立了“往复真

空泵”起草工作组，由泰兴新型工业泵厂担任主要起

草工作，确定了工作方案，提出了进度安排。起草工

作组对国内外往复真空泵设备产品和技术的现状与

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同时广泛搜集和检索了国

内外的技术资料。经过大量的研究分析、资料查证工

作，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全面地总结和归纳，编制了

*“编制说明”不建

议设封面。 

*标题形式为：“《标

准名称》编制说明

（报批稿）”。 

*“任务来源”必须

与工信部下达的计

划项目内容保持完

全一致。完全按计划

下达内容写，不要进

行改动。 

*“主要工作过程”

分阶段叙述，必须说

清楚各个阶段的时

间节点和工作内容。

尽量详细介绍制定

过程，时间节点与其

他材料填表时间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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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复真空泵》标准草案初稿，并组织专家对标准

中的主要内容进行多次研讨和认真修改。于 2013 年

2 月 3 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经组长审核后报至秘

书处。 

征求意见阶段：经标委会秘书处同意，2013 年

3 月 5 日，由工作组牵头负责通过网站公开、杂志登

载、文稿邮寄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共向 45 家有关

单位、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及有代表性的标准利益

方发函征求意见。截止到 2013 年 5 月 10 日，收到

38 家单位的回函，其中 8 家单位共提出 27 条意见或

建议（见行业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通过对这些反

馈意见进行整理和分析，并与来自起草单位的专家们多次召开工作组会

议进行商讨，最终全部采纳了 19 条、部分采纳 1 条和不采纳 7 条意见和

建议，并对标准征求意见稿进行了补充、修改，于 2013 年 6 月 20 日，

完成了标准送审稿和编制说明，提交真空标委会秘书处。 

审查阶段： 2013 年 7 月 23 日~26 日，在广东东莞召开了“《往复

真空泵》标准审查会”，经投票表决，赞成 31票，反对 0票，弃权 1票，

赞成票占全体委员的 77.5%，获得会议审查通过。 

报批阶段：工作组按照会议审查意见对标准送审稿作了进一步的修

改、整理和完善，于 2014 年 6 月初形成了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及其它

相关文件，报至全国真空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征求意见阶段不少

于 30个工作日。 

*函审一般 30天。 

*会审要写明投票情

况和结论。 

*报批阶段只写到报

送标委会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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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等 

本标准由泰兴新型工业泵厂、淄博真空设备厂有

限公司、山东精工泵业有限公司、东莞劲胜精密组件

股份有限公司、沈阳真空技术研究所共同负责起草。 

主要成员：董巧妮、李冠喜、戴光荣、吴炎、徐

法俭、刘继睿、李峰、李娟、周国荣、王玲玲。 

所做的工作：董巧妮任起草工作组组长，全面协

调标准起草工作。李冠喜、戴光荣、吴炎负责标准的

具体起草与编写工作。徐法俭、刘继睿、李峰、李娟、

周国荣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

结合实际应用经验，对往复真空泵的技术内容进行归

纳、总结，王玲玲负责对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行归

纳、分析，以及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修订工作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

自主制定、适时推出、及时修订、不断完善”的原则，

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进、应用推

广相结合，统筹推进。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

*“主要参加单位和

工作组成员及其所

做的工作等”： 

——无变更时，应与

计划一致且与报批

稿一致。 

——如有牵头单位

变更，名称后加括号

注明，并在第十二项

“其他应予说明的

事项”中详细说明。 

——此处对标准文

本中出现的起草单

位和成员必须全部

列出，并写明其承担

的工作。 

*第二章的内容根据

具体标准情况编写。 

——如产业发展原

则、市场需要原则、

重点突出原则、成套

成体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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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则 第 2 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

方法》进行编写。在确定本标准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时，

综合考虑生产企业的能力和用户的利益，寻求最大的

经济、社会效益，充分体现了标准在技术上的先进性

和技术上的合理性。 

2、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往复真空泵的型式和基本参数、技

术要求、抽样及判定方法、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抽除不含颗粒的气体

的往复式真空泵。 

3、主要技术差异 

3.1 根据行业现有产品的实际情况及用户使用情况，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增加了 GB/T 6070、HG/T 20592 和 GB/T 191 三项标准。 

3.2 “术语和定义”的修改、增加和删除。 

3.2.1 按照 GB/T 3163 修改了极限压力的定义，使之相一致。 

3.2.2 增加了轴功率和最大比功率的术语和定义，因为这两个术语在

标准正文中均有描述。 

3.2.3 删除了抽气效率的定义，因为正文中不再涉及该术语。 

3.3．对“型式与基本参数”的修改。 

1） 对4.1泵的型式中增加了按气缸润滑方式和按结构分类两种型式。

因为这两种型式已得以广泛生产和使用。 

„„(略) 

——简明阐述主要

内容，如技术指标、

参数、公式、性能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等的论据 

——修订标准的技

术差异。 

——解决的主要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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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解决的主要问题 

本标准于 1989 年首次发布，1995 和 2005 年进行了修订，本次是第

三次修订。 

本次修订，充分纳入和反应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

技术成果，补充了WLW系列、2WLW系列无油往复真空泵及双级无油往

复真空泵规格型号、基本参数及性能试验的相关规定，解决了标龄老化

问题，保证了标准的时效性、延续性和完整性，为往复真空泵的推广应

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规范往复真空泵的设计、制造、选

型、性能试验、产品验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性能、安

全可靠性，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升。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往复式真空泵是一种靠活塞往复运动使泵腔（气

缸）的工作容积周期性地变化来抽气的真空泵，又称

活塞真空泵。广泛用于真空蒸馏、真空浓缩、真空结

晶、真空过滤、真空干燥和混凝土真空作业等。国内

许多厂家在其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方面已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各型号规格的往复式真空泵均已经过生

产实践验证，用户遍布全国各地，反应良好。 

本标准是在 JB/T 7675-2005《往复真空泵》的基

础上，结合我国往复真空泵设计、生产和使用经验的

基础上而修订完成的。起草单位通过对往复真空泵进

*产品标准必须要进

行试验（或验证），

并简要叙述主要情

况、试验（或验证）

数据对比。 

*术语等基础标准不

需要验证，写清情况

即可。如：“本标准

是术语标准，不需要

进行试验或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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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厂检验和和现场试验，以及用户的现场使用经验，对 WLW200A、

WLW600A、WLW1200 无油往复真空泵主要性能指标进行了验证。 

型号 
极限压力 

kPa 

泵温升 

℃ 

入口压力为 16kPa

时的抽气速率 

L/S 

最大消耗功率 

kW 

WLW200A 1.9 12 152 13.1 

WLW600A 1.8 15 484 38.9 

WLW1200 1.7 25 946 72 

经过对比分析，各主要性能指标均符合标准规定

的要求。证明本标准规定的主要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

既先进合理，又切实可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等情况 

本标准为复审修订项目。通过修订，充分纳入和

反映了当今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先进技术成果，

如：WLW无油立式往复泵系列及 2WLW双级无油立式

往复泵系列，解决了标龄老化问题，保证标准的时效

性，为往复真空泵的推广应用提供技术支撑，对引导

*涉及专利时，在第

四章要详细说明情

况，并提供全部专利

所有权人的专利许

可声明和专利披露

声明等相关文件材

料。 

*第五章描述标准实

施后预期达到的社

会效益。要从本标准

的特点谈，通过标准

制定或修订，对产业

发展起到了什么作

用，解决了什么问

题，本标准的实施对

行业发挥的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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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规范往复真空泵技术的发展，提升标准的先进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为提高其技术水平起到关键性的支撑作用。 

本标准为往复真空泵的推广应用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为指导和

规范往复真空泵产品的设计、制造、验收提供了依据，有利于提高产品

的技术性能、安全可靠性及环保性能。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修改采用 ISO 726：1993。 

本标准的与国际标准的主要技术差异： 

„„（略） 

本标准修订过程中对三种国外的样机进行了测

试，如下表（略）。 

本标准为国际一般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图见附件 4《真空技

术领域标准体系框图》。 

本标准属于真空技术标准体系“真空泵与机组”

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第六章包括四个方

面内容，避免漏项： 

——采标情况、程度

和差异 

——与同类国际、国

外标准的对比情况 

——测试国外的样

品、样机的对比 

——标准水平 

*非采标项目全部定

为“国内先进水平”。 

*第七章包含三个内

容。 

——体系中的位置

要描述到标准具体

所在层次。 

——别忘了还有协

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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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按推荐性行业标准发布。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9 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实施时，代替 JB/T 7675-2005。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凡是与计划不一致的内容，以及涉及专利等情况，均应在第十二章中叙述。 

——与计划项目名称、起草单位不一致时，应在此条中写明变更的内容、变更理由、变更阶段和

审查结果 

——涉及专利时需要在此详细说明使用专利的理由、专利处置情况、审查时对专利的审查情况等 

——其他情况（如代替标准变更、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及程度变更、对标准编号方式的建议等）也

需要在此项中说明充分理由 

*当涉及多项变更情况时，采用不编号列项的形式，分段分别叙述每项变更情况。 

*第八章如有二次审

查情况，应视为重大

分歧意见写明处理

经过和依据。 

*第十章如有过渡要

求的一定要写清楚；

如没有，按示例写即

可。 

*第十一章 

——制定项目写：

“无废止现行相关

标准的建议。” 

——修订项目必须

写出被代替的标准

编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