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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浙江制造”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按照 GB/T 4754-2017 国家标准划分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散装水泥螺

旋卸船机制造被归入 C34“通用设备制造业”，其统计代码为 C3434。

连续卸船机是一种利用连续输送机械将散粒物料连续不断地提出船

舱，然后卸载到臂架或机架并能运至岸边主输送机系统去的专用机械。大

型港口散料装备在能源、电力、冶金、建材、粮食等行业特别是一些大宗

散料集散中心的高速、稳定运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用连续式卸船机可

大大提高卸货效率，最小的粉尘污染可保持环境清洁，高效环保。卸船机

的制造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港口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由于全球贸

易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对散料运输的需求增长迅猛，铁矿石、煤、粮食等

散货的海运量上升呈快速增长的态势。2005 年的统计数据，全世界每年用

远洋船运输运散装物料总量为2.85亿吨，其中运输水泥的总量约有1 亿吨。

水泥和熟料运输中，只有 450 艘船自带卸船机，而散装运输船大约就有 7100

艘。2014 年世界干散货较运量环比增长 5％，特别是 5 大主要散货增长 8％，

其中铁矿石增长 13％。从地区来看，亚洲增幅最大，达到 19％，而中国内

地进口量增幅高达 24％。2015 年，我国各大沿海港口完成的货物吞吐量达

78.4 亿吨。按照泊位数量看，2020 年全国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592 个，

比上年末增加 72 个。其中，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2138 个，增加 62

个；内河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 454 个，增加 10 个，万吨级泊位构成见下

图。



2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2 项目来源

由杭州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

请，经省品牌联论证通过并印发了浙品联〔2021〕8 号《关于发布 2021 年

第三批“浙江制造”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项目名称为：散装水泥螺旋卸

船机。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订单位：浙江省机械工业联合会。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奥拓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杭州三螺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

后)。

3.1.4 本标准起草人为：XXXXXXX、XXXXXXX、XXXXXXX 。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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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浙品联〔2021〕8 号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工作安排，由浙江省机械工业

联合会负责牵头组织“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浙江制造标准的研制工作。于 2021

年 5 月 11 日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标准起草工作组组成人员来自企业、科研院

所、检测认证机构，客户、供应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标准研制重点和提纲，

明确各参与单位或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时间进度安排等。

（一）研制计划如下：

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标准研制计划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立项 ★

标准调研 ★

技术指标验证和标准草案 ★

标准研讨和征求意见 ★ ★

标准评审和修订 ★

报批和发布 ★ ★

（二）人员职责分工：

公司董事长季贵波高度重视，亲自牵头和协调工作，由副董事长袁锡康全面

负责项目的总体工作安排、项目立项等工作；公司工程师黄兆伟负责标准参与单

位、牵头单位的横向联系和协调；高级工程师周英强负责标准研制过程中相关技

术参数的确认和验证；袁锡康、周英强、工程师张学东负责标准草案的编制和相

关标准情报搜集和调研；工程师张亚刚负责后勤及相关资源统筹。

3.2.2 标准草案研制。

《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根据使用条件要求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控制策略，以

获得最佳性能。工作组根据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理念，除提升重要技术性能指

标外，在产品设计、原材料、工艺过程、检验设备等方面的先进技术提出要求，

作为本标准的技术支撑。宗旨为快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研制先进的产品标准，

支撑行业的发展。

标准研制过程中，起草工作组邀请了牵头单位、大学、科研院所、检测单位、

客户、供应商等单位的专家，就标准条文进行研讨，主要针对以下问题展开研讨：



4

针对产品主要特性和使用功能出发，提出产品可量化的主要技术指标，提出

提升技术指标，具有前瞻性和先进性。

3.2.3 征求意见（根据标准版次调整）。

3.2.4 专家评审（根据标准版次调整）。

（按照“浙江制造”标准评审要求，召开评审会；专家评审意见记录。）

3.2.5 标准报批（根据标准版次调整）。

（按照专家评审意见修改情况。）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4.1.1 标准起草小组本着全面、科学、合理、实用的原则进行本标准的制定工

作。

4.1.2 本标准的编制是根据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产品生产的行业现状、环境保

护的要求和生产技术需求，结合实际情况，做到了优化、量化、细化，维护

了标准的协调与统一。

4.1.3 本标准规范具有广泛的适宜性，兼容并包，具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4.1.4 本标准规范根据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2.1 主要内容

4.2.1.1 本标准规范的内容包括结构、分类和型号、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质量承诺。

4.2.2.2 本标准规范中的所有要求均符合相应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相关法

律、法规、政策要求，并与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产品的实际生产相结合。

4.2.2 主要内容确认论据

4.2.1 基本要求根据“浙江制造”相关要求而定

4.2.2 技术要求主要参考行业标准 JT/T 1044-2016 港口螺旋式连续卸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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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T 2575-2020 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国外先进企业的产品技术参数。

本标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科学适用性。

本标准中主要技术指标提升依据如下：

1、7.2.2 卸船机应配备粉尘收集装置，集灰回收至物料输送系统中，污染

物排放浓度应≤10 mg/m³。 提升依据：粉尘排放关系到工作人员身体健康,所以

越低越好。

2、7.3.3 螺旋取料、垂直和水平螺旋输送机驱动减速机处的振动速度不应

大于 4.0 mm/s。卸船机属于港口装卸机械，工作需要连续、稳定、可靠，该参

数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耐久性和可靠性，所以越低越好。

3、7.5.5 卸船机工作岗位运转噪声应≤80 dB(A)。提升依据：设备噪声过

大，说明制造精度低，同时过大的运行噪声对岗位工人身体健康产生直接危害。

4、表 1 基本参数：垂直螺旋输送机内外摆幅度/° 外摆≥40，内摆≥

30；水平螺旋输送机仰俯幅/° 俯≥20，仰≥30；承台水平回转角/° ≥

-135°～135°。垂直螺旋输送机内外摆幅度、水平螺旋输送机仰俯幅、承台水

平回转幅度三个指标关系到螺旋卸船机的卸船能力，以期提高产品的适用性，所

以越大越好。

5、表 1 基本参数：整机电耗 kW·h/t ≤0.69。卸船机属于港口装卸机

械主要能耗大户之一，关系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所以越低越好。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型式试验内规定的所有指标对比分析情况。

产品核心技术对比（见标准先进性比对）

5.2 基本要求

1）精心设计：

应具备计算机辅助动态力学分析能力。

2）精良选材：

6.2.1 铸钢件无损检测应符合 JB/T 5000.14—2007 中 4 级的有关规定，

锻钢件无损检测应符合 JB/T 5000.15—2007 中 IV 级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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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车轮材料应满足：

a) 当采用合金结构钢锻件时，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JB/T 6396—2006

表 3 中 40Cr 的规定；

b) 当采用碳素结构钢锻件时，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JB/T 6397—2006

表 3 中 45 的规定；

c) 当采用低合金钢铸件时，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JB/T 6402—2018

表 2 中 ZG35CrMnSi 的规定；

d) 当采用碳素钢铸件时，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11352—2009 表

2 中 ZG310-570 的规定。

6.2.3 取料螺旋输送机、垂直螺旋输送机、水平螺旋输送机采用材料应

满足：

a) 螺旋叶片和外管宜采用低合金结构钢，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1591—2018 表 7、表 8、表 9、表 10 中 Q355B 的规定。

b) 螺旋管轴轴头宜采用合金结构钢锻造件，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3077—2015 表 3 中 40Cr 的规定，热处理后表面硬度应达到 230-270 HB。

c) 螺旋管轴宜采用优质碳素结构钢，材料力学性能不应低于 GB/T 699

—2015 表 2 中 20 钢的规定。

6.2.4 卸船机安装采用的高强螺栓，其性能等级不应低于 8.8 级。

6.2.5 电机能效等级应符合 GB 18613—2012 表 1 中 2 级的规定。

6.2.6 回转支承应符合 JB/T 2300 的规定。

6.2.7 回转机构应设置位置保护限定开关。

6.2.8 液压元件应符合 GB/T 7935 的规定。

6.2.9 船载式卸船机的动力电缆应符合 GB/T 13029.1、GB/T 20637 的特

殊规定。

6.2.10 船载式卸船机的控制和仪器回路用电缆应符合GB/T 9332的特殊

规定。

6.2.11 船载式卸船机的电机应符合 GB/T 7060 的特殊规定。。

3）精工制造：

6.3.1 应具备大型装备气体保护焊的加工能力。

6.3.2 车轮踏面和轮缘内侧面应采用热处理工艺，后表面硬度应达到

300-380 HB，淬硬层深度 15—20 mm 处不应低于 260 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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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精准服务：

应具备卸船机耐久性能检测设备、动平衡测试等设备。

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

应具备计算机辅助动态力学分析能力。

卸船机应配备粉尘收集装置，集灰回收至物料输送系统中，污染物排放浓

度应≤10 mg/m³ 。

电机能效等级应符合 GB 18613—2012 表 1 中 2 级的规定。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JT/T 1044-2016 港口螺旋式连续卸船机

JC/T 2575-2020 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是否存在标准低于相关国标、行标和地标等推荐性标准的情况。

无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699—2015 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1591—2018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077—2015 合金结构钢

GB/T 3766 液压传动 系统及其元件的通用规则和安全要求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5226.1—2019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

GB/T 5700 照明测量方法

GB/T 7060 船用旋转电机基本技术要求

GB 7251.1 低压成套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第 1部分：总则

GB/T 7932 气动 对系统及其元件的一般规则和安全要求

GB/T 7935 液压元件 通用技术条件

GB/T 8196—2018 机械安全 防护装置 固定式和活动式防护装置的设计与制造一般要求

GB/T 9239.1 机械振动 恒态(刚性)转子平衡品质要求 第 1 部分：规范与平衡允差的检验

GB/T 9286—1998 色漆和清漆 漆膜的划格试验

GB/T 9332 船舶电气装置 控制和仪器回路用 150/250V（300V）电缆

GB/T 10183.1—2018 起重机 车轮及大车和小车轨道公差 第 1部分：总则

GB/T 11022 高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

GB/T 11352—2009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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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3029.1 船舶电气装置 低压电力系统用电缆的选择和安装

GB/T 13306 标牌

GB/T 16754 机械安全 急停 设计原则

GB/T 17248.3 声学 机器和设备发射的噪声 采用近似环境修正测定工作位置和其他指定

位置的发射声压级

GB/T 17888.2 机械安全 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 第 2部分：工作平台和通道

GB/T 17888.3 机械安全 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 第 3部分：楼梯、阶梯和护栏

GB/T 17888.4 机械安全 进入机械的固定设施 第 4部分：固定式直梯

GB 18613—2012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0303.1 起重机 司机室和控制站 第 1 部分：总则

GB/T 20303.4 起重机 司机室 第 4 部分：臂架起重机

GB/T 20637 船舶电气装置 船用电力电缆 一般结构和试验要求

GB/T 28591—2012 风力等级

GB/T 32979 建材机械产品分类及型号编制方法

GB 50060 3~110kV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JB/T 2300 回转支承

JB/T 5000.14—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 14 部分：铸钢件无损探伤

JB/T 5000.15—2007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 15 部分：锻钢件无损探伤

JB/T 6396—2006 大型合金结构钢锻件 技术条件

JB/T 6397—2006 大型碳素结构钢锻件 技术条件

JB/T 6402—2018 大型低合金钢铸件 技术条件

JB/T 7943.1 润滑系统及元件 第 1 部分：基本参数

JB/T 7943.2 润滑装置及元件 第 2 部分：检查验收规则

JC/T 406 水泥机械包装技术条件

JC/T 532—2007 建材机械钢焊接件通用技术条件

JC/T 2575—2020 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

7 社会效益

制定“浙江制造”标准作为行业标杆，规范和引导行业规避生产过程

的风险，促进行业健康持续，具有显著的社会效益。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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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已批准发布的“浙江制造”标准，文本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在官方网站

（http://www.zhejiangmade.org.cn/）上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

杭 州 奥 拓 机 电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将 在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http://www.ttbz.org.cn/）上自我声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

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1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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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水泥螺旋卸船机》浙江制造标准 先进性比对表

序

号
项目

行业标准

JT/T 1044-2016

行业标准

JC/T 2575-2020

国外企业 拟制定

浙江制造标准
备注

德国 IBAU 瑞典 Siwertell

1. 粉尘排放浓度，mg/m³ 无 ≤10 ≤30 无 ≤10 降低环境污染风险

2.
取料、垂直和水平螺旋输送机驱

动减速机处的振动速度（mm/s）
无 ≤4.5 无 无 ≤4.0 提高耐久性和可靠性

3. 运转噪声,dB(A) ≤85 ≤80 ≤80 ≤80 ≤80 降低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4. 垂直螺旋输送机内外摆幅度，° 无 外摆≥40，内摆≥30 无 外摆≥30，内摆≥30 外摆≥40，内摆≥30 提高适用性

5. 水平螺旋输送机仰俯幅，° 无 俯幅≥20，仰幅≥30 无 俯幅≥20，仰幅≥33 俯幅≥20，仰幅≥30 提高适用性

6. 承台水平回转幅度，° 无 ≥-135°～135° 无 -110°～+110° ≥-135°～135° 提高适用性

7. 整机电耗，kW·h/t 无 ≤0.7 无 无 ≤0.69 提高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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