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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队从战略和战术层面决定了武器装备的需求和发展趋势

2.J工科研生产单位的能力水平决定了装备质量与技战术水平上限

3.代表国家工业水平基础的广大基础制造企业决定了装备的下限

给J品配套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依然是J用标准化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个主体的标准化水平代表了我国武器装备基础领域的工业
水平，其J用标准化工作的开展事关武器装备战斗力与保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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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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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阶段
上世纪80年代初

王
震

国标发〔1979〕069号
《关于加强J用标准化工作的请示报告》

n 初期主要是采用和转化前苏联的J用标准，

J用标准化工作处于分散管理状态

n 1979年国家标准总局在设立专门机构开

展J用标准化工作的呼声下，向国务院副

总理王震呈报了《关于加强J用标准化工

作的请示报告》

n 在王震、张爱萍、洪学智等领导重视下，

同年9月，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各自设立

了标准化管理部门；1982年国防科工委

成立，在综合计划部综合计划局设立标准

计量处，统一管理J用标准化工作。自此J

用标准化工作正式起步

（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快速发展阶段
80年代初~1998年

ü 1984年 国务院、中央J委以〔1984〕8号文件批准发布《J用

标准化管理办法》

ü 这一时期由国防科工委统管，确立了J用标准化工作的地位，

明确了J用标准化集中统一管理和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模式

ü 根据我J装备建设的需求，J用标准化确立了“认真研究，积极

采用，区别对待”的采用美国J用标准的方针

（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全面发展阶段
1998年~2015年

ü 1998年 总装备部成立，归口管理全国J用标准化工作；

ü J用标准化工作体制实行总部+部门的两级管理体制；

ü J用标准实行分级制定，国家J用标准+部门J用标准；

ü 相继发布四版J用标准体系表，J用标准体系逐步完善；

ü 在全国全J范围内召开J用标准化工作会；

ü 持续推动顶层设计和理论创新；

ü 开展综合标准化和型号标准化工作；

ü 重视标准贯彻实施综合效益和武器装备三化；

ü 推进及论证标准化J民融合工作。

2002年版
1986年版

1995年版

（下）

1995年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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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阶段
2015年至今

ü  J改后，全国J用标准化工作的主管机关由原总装备部电子信息基础部技术基础局

    变为J委装备发展部综合计划局技术基础处；

ü  国家J用标准由原总装批准发布改为中央J委批准发布，J委装备发展部统一编号；

ü  J用标准化工作将推动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ü  持续有效强化制标、研标、贯标、维标等全过程标准化活动，保证标准研制质量，

     动态维护标准体系持续更新；

ü  加强J用标准贯彻实施与监督工作，使标准落地，最大限度发挥作用；

ü  深入推进装备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推进标准化J民融合深度发展。

（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1. J用标准化工作机制

J用标准化主管机关：J委装备发展部综合计划局技术基础处

                               （管战略、规划、计划）

合同制项目管理机关：J委装备发展部装备项目管理中心（管

                                  合同）

技术支撑单位：航空301所J用标准化研究中心（技术管理和

                        信息服务）

（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2. 项目申报渠道

J委机关相关业务局：J委办公厅机要局、J委联合参谋办公厅、J委政治工作
部网络舆情局、J委后勤保障部卫生局、J委装备发展部信息系统局、J委训练
管理部训练局...
 
J兵种：陆J、海J、空J、火箭J、战支航天系统部、战支网络系统部、武警部
队、联勤保障部队
 
J事院校：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J事科学院
 
J委装备发展部直属单位：装备发展部项目管理中心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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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申报渠道

装备发展部项目管理中心：

10个J工集团：核工业、航天科技、航天科工、航空工业、航空发动机、船

舶、兵器工业、兵器装备、中电科技、中电产业

7个民口配套：机械、石化、冶金、建材、纺织、有色、轻工

其他：中科院、电子四院

（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相关
民口
归口
部门

机械配套行业

有色金属配套行业

石油化工配套行业

冶金配套行业

建材配套行业

纺织配套行业

轻工配套行业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机生产力促进中心

ü机械配套行业J用标准化主办部门

ü机械配套行业J用标准化归口管理单位

以通用基础机电产品、通用材料及制品、通用机械和零部件、通用保障
产品、通用测试仪器、先进制造技术、先进检测服务技术、尖端材料及
产品等J方共性需求为着力点，围绕J用标准体系建设、J用标准化政策
研究、产品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研究、J用标准化基础建设、J用标准贯
彻实施、J用标准化手段建设、标准化J民融合开展相关工作

（一）J用标准化工作情况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1.J用标准体系建设

（2）J用标准预先研究和验证

重大标准制定之前开展的先期研究和验证项目。

u 以制定国家J用标准为最终目的；

u 共性通用，涉及广泛；

u 技术难度大，或需要进行验证。

（1）国家J用标准制修订

年度国家J用标准的制修订项目。

u 标准技术内容固化，J事需求显著；

u 主管部门专业清晰，职责明确；

u 主编单位代表性强，起草人员构成合理。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1.J用标准体系建设

（3）J用标准体系研究

     通常是针对具有一定覆盖面的某一技术领域开展标准体系研究和顶层设计。

对象过于狭窄，研究的结果往往是把标准无限肢解，使简单问题复杂化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1.J用标准体系建设

（4）外J重大标准跟踪和转化研究

      以转化或修订国家J用标准为目的，而不是泛泛性的研究。

注意：

u 主要是对外JJ事类相关的标准化资料进行研究和转化，一些先进的国际标

准转化研究，如不是直接与J事需求相关，一般不予支持。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2.J用标准实施与监督

u  一般安排全J性重大通用基础标准，或行业领域重大标准，或某一领域成体系

标准的宣贯和培训教材、实施指南编写；

u  专业性强、适用面窄、涉及个别单位的单项标准宣贯一般不予安排。这类标

准的宣贯通常结合工程建设进行。

（1）标准宣贯和培训教材编写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2.J用标准实施与监督

       配合国家J用标准贯彻实施和推广应用，研制开发必要的配套软件、

设备、测试工具等，相当于把标准“物化”。一般也是针对通用性强应

用面广的项目。

（2）标准配套软硬件开发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2.J用标准实施与监督

u 一般来说，标准符合性检测手段和设施建设属于条件保障和技改范畴，通常是需要

花大钱的事情。

u 技术基础计划中可以分技术领域，安排标准符合性检测研究类项目，提出需求和布

局建议，作为条件保障和技改工作的牵引。

（3）标准符合性检测研究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2.J用标准实施与监督

       是指分析现有标准对新研装备或新兴技术领域的适用性，提出标准剪裁的应用

建议或标准修订建议。

（4）标准适用性分析研究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2.J用标准实施与监督

       针对某项重大标准的推行，研究提出现役装备贯标改造技术方案、路线图和时间

表，明确改造的对象范围、技术途径、改造后的性能要求、测试与验证要求、进度要

求等内容。

示例：

（5）现役装备贯标改造和迁移过渡方案研究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3.武器装备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

u  主要针对全J通用、适用于多种装备类型、跨行业跨部门、有广阔应用前景的通用

化产品或货架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

u  某一单位开展的，旨在解决本单位同一时期不同装备横向通用，或不同时期同类

装备纵向继承的“三化”产品开发研制，一般不予安排。

（1）“三化”产品研制开发和推广应用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3.武器装备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

       通常是针对某一大类装备，开展型谱研究和“三化”顶层设计，确立装备体系结

构，确定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发展的总体技术方案，明确实现系列化发展需要简

化、统一的技术要素。

（2）武器装备型谱研究和“三化”顶层设计

u J用移动电站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方案研究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3.武器装备通用化系列化组合化

       是指针对当前某类装备或产品品种繁多的情况，研究提出统一、简化方案，提

高装备的“三化”水平。

（3）武器装备统型研究

       

uJ用电加热元件统型研究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4.基础建设

u 外J标准引进和跟踪研究

u 标准化刊物

u 网站与信息化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建设

u 标准配发和资料信息服务

u 重大工程标准资料保障

u 国家J用标准复审

u 标准化培训和技术交流

u 发展战略和中长期规划研究制定

u J用标准化法规规章建设

u J用标准化理论研究创新



（二）J用标准化项目计划类别

5.标准化J民融合

u 标准化对象具有J民通用属性的标准融合研究，避免重复共建

u 民用领域具有潜在J事价值的先进制造技术、新型产品标准适用性分析，

通过采用机制支持J标体系建设（民用机械制造标准采用分析与验证）

u 民用领域标准符合性检测资源的开放共享研究，J用基础产品在民口检

测机构中的合格认证研究（紧固件产品与检测评定标准化开放共享研究）

u 标准化基础手段建设与信息服务保障体系的J民共享研究

u J民专家资源共享机制研究，J民标准化组织交流、专家库资源建设等

未来标准化发展的重点领域



三、标准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1.必要性原则

u 项目是否具有明确的装备和工程应用背景；

u 是否符合五年规划的重点方向，是否急需；

u 能否在现有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基础上通过剪裁和补充

就可以满足或基本满足工程需求；

u对于修订标准，是否有实质性的修改内容和一定的修改量，发修改单是

否就能解决问题。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2.协调性原则

u固体铝电解电容器通用规范

uGJB 3516《铝电解电容器总规范》

uGJB 603A《有失效率等级的铝电解电容器通用规范》

u与已有或正在制定的标准界面是否清晰，是否存在严重的交叉重复；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2.协调性原则

u 舰船装备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通用要求 

u GJB 6600《装备交互式电子技术手册》

u与上层标准或全J通用标准是否协调一致，是否有可能会对全J统一

标准的实施构成障碍，形成新的烟囱。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3.通用性原则

示例：

u XX对空情报雷达备件损耗计算方法

u 标准规范的是不是该领域的共性技术问题；

u 标准化对象有无可能扩展和适用到更为广泛的领域，是否符合用最少数量的标准

尽可能满足最广泛需求的标准化原则；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3.通用性原则

示例：

u 原子激光法铀同位素分离技术术语

u标准的应用范围多大，是否应用面过窄，是否是只涉及某一个单位、甚至某一个

课题组的“自定自用型”标准。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4.科学性原则

常见问题：

u标准内容是否完整，标准设置的是否过细、过于零碎甚至是对标准的肢解；

u把某一产品的某一性能要求或某一参数测试方法作为一项标准。

u雷达吸波材料电磁参数测试方法

u星载导航系统时延参数测试方法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4.科学性原则

u 把标准中的某一章条拿出来作为一个标准；

示例：

u卫星图象数据产品质量评定准则  第1部分：总则

u卫星图象数据产品质量评定准则  第2部分：可见光

u卫星图象数据产品质量评定准则  第3部分：合成孔径雷达

u 按照工作分解结构对产品进行无限分解，层层列通用规范。

常见问题：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5.成熟性原则

       国内是否具备相应的研究基础；技术储备是否已具备上升为标准的条件，具体

实施过程中是否会遇到很大困难、甚至干不下去的情况。有的项目仓促上马，或不断

修改名称和内容范围，或中途夭折，或多次延期。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6.可行性原则

u 承担单位在该领域是否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相关单位是否会支持和配合标

准的制定；

u 课题组组成和专业能力是否满足研究需求；

u 进度是否合适，有无可能缩短；

u 经费是否合理。



（三）立项应把握的一般原则

7.J民融合原则

u 有无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u 民用标准适用性如何；

u 能否在工程型号中通过剪裁、补充满足要求；

u 如确需制定国家J用标准，能否尽可能保持技术体制一致，以保证互连互通。



四、J标项目策划方法和思路



（四）J标项目策划方法和思路
1.立项流程

2019年开始，项目两上两下

Step1：装备发展部主管机关面向各部门征集项目需求

Ø 装发会根据5年规划、J用标准体系表等顶层指导文件，结合年度重点任务，一般在每年

的年底布置任务、次年的年初要求各主办部门以公函的形式上报



（四）J标项目策划方法和思路
1.立项流程

Step2：装备发展部主管机关委托J用标准化专业组评审需求

Ø 专业组一般会审两轮，初审、复审，主管机关对评审结果，按

照当年经费预算、重点急需，对项目总体情况进行综合平衡，

凭经验总体一般是1/3通过率，这一轮需求评审是至关重要的



（四）J标项目策划方法和思路
1.立项流程

Step3：需求评审通过的项目发布招标指南

Ø J队部门的项目：立项权下放给各J队，J队可视情组织招投标或定向发布，决

定项目任务具体由哪家单位承担，一般是定向给提出单位

Ø 地方部门的项目：由装备项目管理中心发布招标指南，通过竞争择优的方式

确定项目承担单位，分3种情况：

    1.公开招标：分为互联网公开招标和涉密招标，符合资质的单位均可竞标；

    2.单向定向发布：只有被单独定向的单位可以申报，其他单位看不到信息

    3.多向定向发布：只有两家或以上定向的单位可以申报，竞争择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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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立项流程

Step4：装备项目管理中心依托专业组评标

评审结果上报装发主管机关，主管机关统一列入年度武器装备技术基础计划上

报J委联席会议，会议通过后正式立项（一般是10月底前后）

Step5：签订合同

装备项目管理中心根据计划，组织中标单位进行开题评审，通过评审的签订项

目合同，项目转入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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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行业特征

为国防和武器装备建设配套的基础通用产品和共性技术，经过总结提炼、梳

理分析形成标准化成果，供某一行业或领域重复共用

涵盖专业：电机、电器、通用机械、电线电缆、轴承、元器件、零部件、仪

器仪表、包装、通用车辆、改装车辆、移动电站、测试仪器、保障设备、基

础材料等

标准类型：产品规范、试验方法、试验规程、术语符号、型谱标准、指导性

文件（计算方法、选用指南、分级分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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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立项出发点

能为J队或装备解决什么问题？
1.企业有了J方订购的新产品，希望转化为GJB；

2.产品在民标领域有了基础，希望加一些J事需求转化为GJB；

3.单位比较重视标准，希望通过GJB作为企业名片进一步打开市场；

4.标准化部门有一些项目任务要求或业绩指标；

5.传统主营业务，阵地不能被别人抢占；

6.上传下达，业务部门有兴趣就报，没兴趣就不报。



（四）J标项目策划方法和思路
4.实际需求

1.J品竞争性采购需要GJB

    基础产品具有用量大、涉及面广、非技术垄断、市场竞争激烈等特点，J方

在武器装备订购时，在原材料、零部件、配套设备这些基础层级时，一方面

考虑在满足技战术要求前提下的最优费效，另一方面要考虑后端保障、量产

情况的重复采购产品的质量一致性，因此以标准要求为竞争择优的最低门槛，

可以大大节省采购时间成本、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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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际需求

2.拓展新科技成果的J事应用

   民口部门在申报国家J用标准项目需求时，尤其是新制定标准，标准化对象

的选择严格遵循已经在某型武器装备配套使用或至少完成J方定型验收的产品。

此类产品代表了我国最新武器装备对基础产品的新要求，实现要求的产品凝

聚了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将其制定为标准有助于新技术的固化和推广，指

导更多其他型号装备甚至民用领域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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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际需求

3.共用属性有助提升装备费效

    民口领域的国J标制定需求是基于跨部门、跨装备平台使用原则，充分考虑

标准化对象的共用、通用属性。针对跨部门、跨装备共用的基础产品制定国

家J用标准有助于大幅提升产品的通用化程度，有助于减少非标产品的定制、

缩短研制周期、降低维修保障成本、加强跨领域间的联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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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际需求

4.标准体系及升级换代需求

    基础通用产品是新版J用标准体系表中的根目录板块，民口的标准是标准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随着产品的升级换代，标准的修订更新任务也不能

离开民口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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