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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机械学会公告 
 

2019 年第 2 号（总第 6 号）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批准《热泵型批式循环谷物干燥机》等 27 项

团体标准（标准编号、名称、主要内容和实施日期见附件），现予

以公布。 

 

附件：27 项团体标准编号、名称、主要内容及实施日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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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 项团体标准编号、名称、主要内容和实施日期一览表 

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实施日期 

1 T/NJ 1111—2019 
热泵型批式循环谷物干

燥机 

本标准规定了热泵型批式循环谷物干燥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号、技术

要求、安全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烘干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和种子，以热泵提供热源

的批式循环干燥机，其他农作物籽粒干燥机可参照执行。 

2020-03-25 

2 T/NJ 1113—2019 
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性

能评价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乘坐式水稻插秧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性能评价指标、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性能评价方法和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2020-03-25 

3 T/NJ 1114—2019 
免（少）耕施肥播种机  

性能评价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免耕或少耕施肥播种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性能评价指

标、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产品性能等级评价方法和标识。 

本标准适用于机械式、气力式免耕或少耕施肥播种机产品性能评价 

2020-03-25 

4 T/NJ 1116—2019 手扶式电动韭菜收割机 

本标准规定了手扶式电动韭菜收割机产品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由蓄电池提供动力的手扶式电动韭菜收割机。 

2020-03-25 

5 T/NJ 1136—2019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田

间试验  远程测试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农林拖拉机和机械田间试验远程测试的术语和定义、试

验条件、试验方法、故障分类与判断原则、试验报告等。 

本标准适用于农林拖拉机和机械的田间试验远程测试，其他农业机械

的田间试验远程测试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020-03-25 

6 T/NJ 1137—2019 
果园及温室大棚轮式拖

拉机  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果园及温室大棚轮式拖拉机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交货、标志、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果园轮式拖拉机（发动机 12 h 标定功率小于等于 88.3 

kW）7及温室大棚轮式拖拉机（发动机 12 h标定功率大于等于 22.1 kW

但小于等于 36.8 kW）。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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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实施日期 

7 T/NJ 1149—2019 
绿色产品评价  小型潜

水电泵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小型潜水电泵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取原

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小型潜水电泵产品的评价。 

2020-03-25 

8 T/NJ 1150—2019 
绿色产品评价  井用潜

水电泵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井用潜水电泵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取原

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井用潜水电泵产品的评价。 
2020-03-25 

9 T/NJ 1151—2019 
绿色产品评价  污水污

物潜水电泵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污水污物潜水电泵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

取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污水污物潜水电泵产品的评价。 
2020-03-25 

10 T/NJ 1152—2019 
绿色产品评价  微型电

泵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微型电泵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取原则、

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功率≤3.0kW的单相（220V）或三相（380V），与电动机

同轴连接（共轴）的绿色微型电泵产品的评价。 

2020-03-25 

11 T/NJ 1153—2019 
绿色产品评价  管道屏

蔽电泵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管道屏蔽电泵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取原

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管道屏蔽电泵产品的评价。 

2020-03-25 

12 T/NJ 1154—2019 
绿色产品评价  旋涡式

自吸电泵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旋涡式自吸电泵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取

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旋涡式自吸电泵产品的评价。 

2020-03-25 

13 T/NJ 1156—2019 
绿色产品评价  滴头和

滴灌管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滴头和滴灌管产品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指标选取原

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滴头和滴灌管产品的评价。 

2020-03-25 

14 T/NJ 1172—2019 
拖拉机  液压多路换向

阀 

本标准规定了拖拉机用液压多路换向阀的术语和定义、单位和符号、

基本参数、符号和标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装配和外观的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和贮存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液压油或性能相当的其他液体为工作介质的多路阀。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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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实施日期 

15 T/NJ 1173—2019 

摆线转阀式开心无反应

集成阀型  全液压转向

器 

本标准规定了摆线转阀式开心无反应集成阀型全液压转向器的术语

和定义、型式、基本参数和连接尺寸、要求、试验装置和试验条件、

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装配和外观的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仅适用于以液压油或性能相当的其他矿物油为工作介质的全

液压转向器。 

2020-03-25 

16 T/NJ 1178—2019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液

压油缸用密封环及挡圈 

本标准规定了农林拖拉机和机械液压油缸用密封环及挡圈的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农林拖拉机和机械液压油缸用密封环及挡圈。 

2020-03-25 

17 T/NJ 1179—2019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  橡

胶减震器 

本标准规定了农林拖拉机和机械用橡胶减震器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农林拖拉机和机械用橡胶减震器。 

2020-03-25 

18 T/NJ 1180—2019 农田石头捡拾机 

本标准规定了农田石头捡拾机的术语、定义、型号编制规则、安全要

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农田石头捡拾机。 

2020-03-25 

19 T/NJ 1181—2019 生物质颗粒热风炉 

本标准规定了生物质颗粒热风炉的型号、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颗粒状的生物质为燃料的热风炉。 

2020-03-25 

20 T/NJ 1182—2019 
气吸式蔬菜精量播种流

水线 

本标准规定了气吸式蔬菜精量播种流水线的分类和型号、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可依次连续完成铺床土、播种、覆土、洒水等多项作业，

用于工厂化育苗的气吸式蔬菜精量播种流水线，其他型式的蔬菜精量

播种流水线可参照执行。 

2020-03-25 

21 T/NJ 1183—2019 
水稻机插精量播种流水

线 

本标准规定了水稻机插精量播种流水线的分类和型号、技术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可依次连续完成铺秧盘底土、播种、覆土、洒水等多项

作业，采用穴播或条播方式作业的水稻机插育秧用精量播种流水线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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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实施日期 

22 T/NJ 1185—2019 
拖拉机机组作业载荷数

据传输协议 

本标准规定了农业拖拉机机组在田间作业工况下，作业载荷数据传输

的协议结构、通信连接、数据包结构与定义、数据单元格式与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拖拉机机组田间作业载荷测试试验，测试终端与远程平

台的通信和数据传输。 

2020-03-25 

23 T/NJ 1186—2019 
青饲料收获机作业载荷

数据传输协议  

本标准规定了青饲料收获机在田间作业工况下，作业载荷数据传输的

协议结构、通信连接、数据包结构与定义、数据单元格式与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青饲料收获机田间作业载荷测试试验，测试终端与远程

平台的通信和数据传输。 

2020-03-25 

24 T/NJ1187—2019 百合洗料机 

本标准规定了百合洗料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百合洗料机。 

2020-03-25 

25 T/NJ1188—2019 百合熟料机 

本标准规定了百合熟料机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基本参数、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百合熟料机。 
2020-03-25 

26 T/NJ1189—2019 百合加工成套设备 

本标准规定了百合加工成套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型式与型号、技术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百合加工成套设备。 
2020-03-25 

27 T/NJ 1192—2019 
农业机械  旋耕起垄施

肥播种机 

本标准规定了旋耕起垄施肥播种机的定义、产品型号、技术要求、安

全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旋耕起垄施肥播种机。 

202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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