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业标准编制项目 

编制说明 

 

 

项目名称：木材工业气力运输与除尘系统节能技术规范（修订） 

项目编号：2019-LY-094 

合同编号：2019130004-143 

委托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 

承担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起止年限：2019 年 01 月—2020 年 12 月 

 

 

 

 

 

《木材工业气力运输与除尘系统节能技术规范》标准编制组 

二○二○年十二月



1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 2019年 7月 12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下达 2019年林业行业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林科发[2019]69 号），《木材工业气力运输与除尘系统节

能技术规范》的修订予以立项（项目计划编号 2019-LY-094），由南京林业大学承

担该标准的修订编制工作，并于 2019年 7 月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学技术司签订

了项目合同任务书和业务委托合同（合同编号 2019130004-143）。 

2、修订意义 

提质增效、节能降耗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对木材加工这一传

统产业技术升级的提出的新要求。林业是我国支柱产业之一，在生态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和西部开发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林业不仅肩负着保

护生态环境的使命，而且承担着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绿色环保产品的任务。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的林产加工产业发展迅猛，产值近 4 万亿，现有人造板、家具、木

地板等规模以上生产企业 3 万余家，绝大多数企业的生产线建于高速发展时期，

生产线装备配置上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重产出、轻投入”、“重主机、轻辅助”

的现象，曾经一段时期我国木质产品的生产综合能耗相对较高，经过近 5 年来通

过生产工艺和主要装备技术的升级，在生产综合能耗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对

于占生产电能能耗 15-22%的除尘类气力输送设备而言，仍然具有可观的节能潜

力。 

气力输送设备是用于生产过程中运送散碎原料和清除加工切削废料的重要生

产辅助设备，广泛应用于纤维板、刨花板、胶合板、家具、木地板、装饰装修材

料生产企业。因产品的生产规模、原材料、工艺与设备布局的变化，使得输送装

置在选型、组件配置、参数的选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而表现为非标准的定制

设备。然而，非标设备的规划设计、设备选型和参数等对其能耗水平的高低起到

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气力输送是木材加工工艺、环境工程、粉体工程、多相流等

多领域的交叉应用技术，同时因输送对象又有别于化工、煤炭、水泥等其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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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长期以来没有收到足够的重视等诸多因素，因此，掌握这项专门技术的人员

依然较少。 

该标准发布于 2009年，在贯彻实施的过程中，通过研讨会、专题讲座、设计

规划部门技术交流、企业技术咨询等形式的活动，积极进行宣贯，收到一定的效

果。但实施的过程中，从气力输送系统的节能的角度，从中也发现从事设计、使

用等单位和个人在一些节能技术与措施的细节方面存在短板，在输送系统的设计、

制造、安装与竣工验收之间脱节，为此，这正是该标准本次修订的初衷与重点。 

本次修订，本着气力输送系统节能措施全面细化和强化非标准设备的设计、

制造与验收联动的思路，对标准的机构、内容进行优化，同时在颁布后加大宣贯

的力度，以期为各类人造板、家具、木竹地板、门窗等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节能降

耗提供技术支持。 

3、起草小组 

（1）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南京林业大学。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江苏森茂竹木业有限公司、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

北美枫情木家居（江苏）有限公司、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新港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宁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徽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泗阳升茂塑

胶制品有限公司、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常州科林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洛阳博

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南京三乐微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溧阳中净环保机械有限

公司、广州力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株洲新时代宜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苏州

市协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溧阳市远奥机械厂、霍拓普燕森（青岛）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江苏平陵机械有限公司、溧阳市品至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溧阳市科达环

保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技术归口单位：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林业能源管理分

委会。 

（3）标准起草人：周捍东、周曦禾、刘海良、陈龙、余光明、严川林、魏明、

李新国、杨晓刚、康松杰、陆斌、陶冶、李波、闫奔、袁正勇、马靖华、楚孟桥、

程松青、周斌、马志远、奚建明、闫芳、王成明、钟群武、吴方境、何建军、安



3 

兴祥、吴浩、宣莹、马小明、孙勤杰。 

（4）协作单位 

为使本修订能够准确针对人造板、家具、地板等类型企业在输送系统存在的

不利于的真空地带，同时，通过用户的本地调研、听取意见，一方面是加深生产

企业对输送系统节能潜力的认识并重视这类非标类设备节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

使本标准便于执行和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此，起草小组选择了有代表性的输送系统用户（木业企业）、设计单位、设

备制造等单位作为协作单位，主要有：宁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木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福建

福人木业有限公司、索菲亚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北美枫情木家具（江苏）有限公

司、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宜华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廊坊华日家具股份有限公

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人造板机器厂有限公司、江苏洛基

木业有限公司、江苏森茂竹木业有限公司、泗阳升茂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安徽扬

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爵格工业设备公司、苏州市协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新时代宜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此外，标准承担单位起草人员在修订过程

中也得到了同类产品生产其他企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本标准的修订奠定坚实

的基础，对此也表示由衷的感谢。 

4、主要工作过程 

标准工作组自 2019年 7月开始标准的编制工作，具体分为以下阶段： 

（1）成立标准工作组 

本标准工作小组于 2019年 7月正式成立，工作小组由南京林业大学、江苏森

茂竹木业有限公司、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宁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美枫情

木家居（江苏）有限公司、山东新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洛阳博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溧阳中净环保机械有限公司、广州力晖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株洲新时代宜

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市协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溧阳市远奥机械厂、安

徽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泗阳升茂塑胶制品有限公司、霍拓普燕森（青岛）环

保设备有限公司、江苏平陵机械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人员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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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讨论了此次修订的基本思路、工作计划、修订目标，并形成一致的意

见。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任务、分工以及各阶段的时间节点。 

（2）补充调研、资料收集 

本标准修订小组成立后，于 2019 年 7 月至 10 月，围绕修订的目标，主要开

展了补充调研、资料收集工作。 

按照任务的分工，承担单位负责调研的主要工作，标准参与单位主要针对各

自的客户进行。起草人员通过实地走访、资料收集等方式，补充调研、收集了人

造板、家具、木/竹地板、木塑/塑胶地板、木门等生产企业有关输送系统的使用

与能耗状况、存在的问题等。 

2019 年 7月至 10月，起草人员分赴江苏、上海、浙江、安徽、山东、福建、

广东、广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省区，主要有：宁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淮北、济宁、连云港）、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宁）、万华化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大亚人造板集团有限公司（丹阳）、圣象木业集团（家具、地板、

木门）、福建福人木业有限公司、山东新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东盾木业集团

有限公司（常州）、绿洲森工（淮南）有限公司、索菲亚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黄冈）、北美枫情木家具（江苏）有限公司、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河南恒大

TATA 门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山市大自然木业有限公司、江山欧派门业有限公司、

宜华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廊坊华日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德华兔宝宝装饰新材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人造板机器厂有限公司、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江苏森茂竹木

业有限公司、安徽科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泗阳升茂塑胶制品有限公司、安徽

扬子地板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爵格工业设备公司、苏州市协力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株洲新时代宜维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山市天蓝除尘设备有限公司等 23 家企

业、32 条生产线，其中：8 家人造板企业的刨花板、OSB、纤维板 10 条生产线，

家具企业 5 家（板式、实木），8 家 10 条木地板（坯料、浸渍层压、多层实木复

合、）生产线，5家木门和 2家木塑/塑胶铺装材料生产企业。 

（3）起草与征求意见稿形成 

2019 年 11月-2020年 3月，起草小汇总调研获取的信息，结合原标准在实施

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综合分析现阶段输送系统实际耗能高的原因，并从系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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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节能的角度，将问题的原因归纳为输送系统实施过程的以下三个环节：且不

符合环保、安全规范，主要暴露出突出的问题主要是输送系统规划不仅不符合环

保、安全的要求，同时对机床粉尘吸集效果差、管道堵塞、风机磨损严重、室外

分离装置或除尘器排气不稳定、以至于超标，原因主要有： 

（1）输送系统规划、风机在系统中的位置设置不合理； 

（2）吸尘罩结构不合理，气流量利用低效； 

（3）风机选型时其工作点已脱离高效区、甚至偏离稳定区而进入非稳定区，

造成风机低效运行； 

（4）部分生产企业在自行设计、改造除尘系统时，在管道的设计不科学，配

管采用人工估算，甚至无理论依据； 

（5）部分除尘设备制造企业，在进行复杂管路设计时，存在着人工估算，甚

至不进行设计计算，或折算方法错误；部分用户随生产需要随意增加直观的数量； 

（6）管路系统设计时不掌握并联管平衡设计方法，导致气流量未能“按需分

配”，造成气流量的浪费； 

（7）除尘系统制造企业普遍不掌握机床吸尘罩吸尘所需最小吸气量的确定方

法，但为了保证对粉尘的吸集效果，而盲目增大吸气量。 

（8）处于市场竞争的压力，相当数量的企业以不同的程度地不顾除尘效果和

高动力消耗的后果，而盲目提高袋式除尘器的表观滤速或旋风分离器的入口速度，

以减小除尘器和分离设备的规格达到降低报价。 

（9）输送系统非标件的制作、管道的安装与设计不吻合，造成实际运行时风

机脱离设计规划的高效工作区，最终导致实际运行的高能耗。 

（10）业内普遍存在着：用户将非标设备等同于标准设备，重价格、轻技术

内涵，要求高质量。又盲目压低价格；长而久之，在业内了形成了输送设备服务

商想尽各种办法既降低成本，当然也包括不科学、不合理，甚至是违背原理的办

法，如选用比常规小一个规格的除尘器，结构是提高袋式除尘器的表观滤速、以

多消耗动力和除尘效果为代价；再例，采用结构不合理的弯头、三通、吸尘罩等，

减小管道材料的厚度，最终结果是降低了工程质量，管路寿命缩短，造成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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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漏。 

（11）用户对该类设备的维护保养管理不善，时常产生吸尘罩吸集效果不好，

管道与料仓及除尘器堵塞，除尘效率下降，风机振动加剧，电机过载损坏等现象。 

（12）输送系统的设计与制造、制造与验收 2 个环节的普遍脱节，结果是输

送系统工作紊乱，以至于无法知晓风机的实际工作点，风机甚至运行在非稳定区，

不仅增加了耗能，而且也无法保证系统工作所需的气流参数。 

针对当前输送系统存在上述的问题与原因，起草小组研讨、确认本次修订的

文本构架，并着手完成本标准的工作意见稿，并于 2020 年 3 月 10 日以邮件方式

进行审阅，以视频会议的方式逐条进行讨论，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8月起草小组向“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林业能源管

理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交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并征求林业能源管理分技术

委员会全体委员的意见。 

同时，起草小组以邮件的方式，分发至河北鑫鑫木业有限公司 、镇江福马机

械有限公司、苏州中福马机械有限公司、大亚人造板（肇庆）有限公司、大亚人

造板（江西）有限公司 、广州市极东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宁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浙江世友木业有限公司、江苏洛基木业有限公司、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廊坊华日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宜华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通跃通自动化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新港企业集团有限公

司、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北京林业机械研究所、山东新

天力机械有限公司、万华禾香板业(荆门)有限责任公司、江苏东盾木业集团有限

公司、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千年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耀东华装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书香门地（上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等 24 家用户、设备制

造厂家、设计院征求意见。 

4、送审稿形成 

编制小组汇总 42家单位反馈的意见，逐条分析、讨论，并修改、完善《编制

说明》、标准的文本等，形成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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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制原则 

（1）本标准严格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环境方面的法规和标准，遵循标准化的工

作有关规定，体现技术先进，方法科学性、规程可行性和合理性的原则。 

（2）本标准的修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

法。 

（3）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能源方针、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 

（4）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进行编写》。 

（5）本着科学、合理，遵循气力输送系统的能耗规律，针对输送系统的能耗

现状，坚持重点与整体节能相结合、技术与管理并重、高效与经济性统一、阶段

进步与持续提升的原则。 

2、标准主要内容确定 

（1）标准范围确定 

根据气力输送系统在木材工业的用途与应用的范围，遵循其运行的原理及用

能规律，针对目前该类设备在生产实际中使用情况与能耗现状，围绕具有节能潜

力的薄弱环节，依托技术与管理并重的节能策略，以行之有效、便于使用、有利

于节能降耗的指导性文件目标，最终确定本标准的范围。 

（2）标准主要内容的确定 

总结原标准发布实施以来的情况，与本标准关联的现行规范文件的相配套，

吸收国内外今年来的技术成果，以气力输送系统节能为目标，以重点与整体相结

合、效果与经济相统一，阶段进步与持续提升为原则，以此确定本标准的主要内

容。 

5、标准的主要内容 

（1）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木材工业气力运输与除尘系统节能的一般原则，并规定了节能

设计、制造与验收、运行与维护、经济运行要求和实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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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木竹材产品、人造板（含秸秆类）及其装饰材料、涉及植物纤

维原料的木塑、木石塑等复合材料及产品生产企业（车间/生产线）新建、改造项

目中气力运输与除尘系统节能设计、制造、验收和运行过程的节能管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 GB/T 6422《用电设备能量测试导则》、GB/T 13471-2008《节电措施经

济效益计算与评价方法》、GB 18262《人造板机械通用技术条件》、GB 

19153-2009/2019《容积式风机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GB 

19761-2009/2020《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JB/T 10563《一般用途离心

通风机技术条件》、LY/T 1423《木材工业用旋风分离器》、LY/T 1995《气固分离

装置分类、规格与性能参数表示方法》、LY/T 2002《木材工业气力输送系统验收

通则》、LY/T 2162《矩形等截面主管道型吸尘系统》和 LY/T 2394《林业企业能源

计量器具的管理》11 项规范性引用文件，更新原标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版本。 

（3）本标准给出了该标准实施过程 6 个必要的术语和定义：气力输送系统、

气力运输系统、气力除尘系统、风机组、联合运行风机组、支管当量长度。 

（4）原则和要求 

该章修订具体体现如下的 5 个层次的原则： 

作为涉尘设备，从气力输送系统整体提出了在围绕节能的同时，应与输送系

统的性能发挥、安全相统一。 

提出了输送系统节能的针对性、重点与整体、技术与管理、效果与经济性、

阶段与持续等原则； 

提出了保证节能措施实施效果的连贯性，即规划设计、制造、验收、运行 4

个环节； 

提出了通用节能技术与输送系统本体节能的同步性； 

提出了技术节能与运行维护管理节能的协同性。 

（5） 节能设计要求 

包括：输送系统规划、输送系统选型（除尘系统、运输系统）、系统组件配置

（电机与电气系统、风机、分离装置、供料器与卸料器、管道及构件）、气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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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混合浓度、气流量、气流速度）。 

（6）建造与验收要求 

（7）运行与维护要求 

（8）经济运行要求 

（9）实施要求 

6、 主要修订内容说明 

（1）范围 

在标准的内容上增加了术语和定义便于准确理解必须的术语，按照设计节能

的全环节设置标准技术要求的结构，即原则和要求、节能设计、制造与验收、运

行与维护、经济运行等要求。 

在标准的适用范围上，具体列出了锯材、家具、地板、门窗、木屋构件等木

竹制品和人造板板材及装饰材料生产等应用企业，明确了也适用于秸秆人造板、

木塑、木石塑等产品生产，以及建设项目类型，同时明确了输送系统节能的设计、

运行、管理等范围，以方便适用。 

（2）规范性文件引用 

增加 GB/T 13471-2008《节电措施经济效益计算与评价方法》、GB 18262《人

造板机械通用技术条件》、GB 19153-2019《容积式风机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

节能评价值》、GB 19761-2020《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节能评价值》、JB/T 10563《一

般用途离心通风机技术条件》、LY/T 1423《木材工业用旋风分离器》、LY/T 1995

《气固分离装置分类、规格与性能参数表示方法》、LY/T 2002《木材工业气力输

送系统验收通则》、LY/T 2162《矩形等截面主管道型吸尘系统》和 LY/T 2394《林

业企业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11 项规范性引用文件。 

更新了 GB 18613-2012/2020《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

级》、LY/T 1659-2020《人造板工业粉尘防控技术规范》、LY/T 1806-2008《木材工

业气力除尘（运输）系统设计规范》。 

（3）原则和要求 

重新梳理、凝练了一般原则，具体体现如下的 5 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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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涉尘设备，从气力输送系统整体提出了在围绕节能的同时，应与输

送系统的性能发挥、安全相统一。 

——提出了输送系统节能的针对性、重点与整体、技术与管理、效果与经济

性、阶段与持续等原则。 

——提出了保证节能措施实施效果的连贯性，即规划设计、制造、验收、运

行 4 个环节。 

——提出了通用节能技术与输送系统本体节能的同步性。 

——提出了技术节能与运行维护管理节能的协同性。 

（3）节能设计要求 

在 5.1 输送系统规划一节，着重强调在满足大气环境保护、防火防爆、职业

健康等对厂区布局规定的前提下，应根据生产的要求、碎料输送与除尘要求，以

有利于降低输送系统能耗，同时避免二次污染，便于碎料后期处置（厂内处置、

外运）为原则，进行输送系统的规划，目的是避免涉及环保、安全与节能的“条

块分离”，以利整体厂区防尘、粉尘污染治理、涉尘防火防爆的一体化。 

在 5.2 输送系统选型一节，细化了厂区内运输系统与除尘系统之间的衔接，

以便于充分发挥各自的优点，以利于输送系统的整体节能。 

在 5.3 输送系统组件配置一节，对电机以电气系统、风机、分离装置及除尘

器、供料器与卸料器、管道及其构件，具体提出在选配时有利于节能的技术要求。 

在 5.4 气流参数确定一节，因风机的能耗主要取决于气流量、管路的总阻力

和风机的运行工况，而气流速度是决定管路、分离装置及除尘器阻力的重要参数，

因此，该节给出了具体的技术要求。 

（4）建造与验收要求 

设计是输送系统节能的技术基础，建造是实现输送系统节能的物质保障，验

收是对输送系统节能效果的实际检验，因此，该章强调建造与验收行必须与规划

设计相吻合，并提出了建造、验收条件等具体的要求。 

（5）运行与维护要求 

一套节能的输送系统在验收之后与常年的使用过程是否依然保持其能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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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运行的维护与保养，为此，该章强调并提出了运行过

程中应注意的事项，同时对能源器具的使用及管理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6）经济运行要求 

输送系统运行时最终的能量消耗体现在实际运行中，也是对输送系统在设计、

建造、验收、运行、维护与管理等采取的系列节能实施措施效果的检验，为此，

对耗能设备的能效提出基本的要求。 

（7）实施要求 

设计是输送系统节能的技术基础，制造是实现输送系统节能的物质保障，验

收是对输送系统节能效果的实际检验。为了彻底解决木竹加工产业气力输送系统

的高能耗问题，针对设计、制造、验收与运行维护之间的脱节问题，对从事木材

工业气力输送系统设计的技术人员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 

1）应熟悉国家有关环境保护、职业卫生健康、涉尘安全生产等法令法规，熟

悉各类木质产品的生产工艺，掌握木质碎料的特性，具备工程流体力学、流体机

械的相关知识和工程设计能力。 

2）除了加大标准贯彻实施等活动，还要求从事木材工业气力输送系统设计的

技术人员应接受过由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行业协会等部门组织的有关木材工

业气力输送系统设计的培训，并取得考核合格证。 

三、主要实验 

该标准为方法标准，无数据需试验验证。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 

起草小组通过网上检索，并委托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检索，目前均没有检索

到国外有同类的标准。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该项标准的修订是严格按照上述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符合现行国家法

令、法规、政策、指导性文件及有关强制性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规定。该标准引用

的标准如下： 

GB/T 6422 用电设备能量测试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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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12497 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 

GB/T 13466  交流电气传动风机（泵类、空气压缩机）系统经济运行通则 

GB/T 13470  通风机系统经济运行 

GB/T 13471-2008  节电技术经济效益计算与评价方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与管理通则   

GB/T 18262  人造板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GB 18613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153  容积式空气压缩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19761  通风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1056  风机、泵类负载变频调速节电传动系统及其应用技术条件  

JB/T 10563  一般用途离心通风机技术条件 

LY/T 1423  木材工业用旋风分离器 

LY/T 1659-2020  人造板工业粉尘防控技术规范   

LY/T 1806  木材工业气力除尘（运输）系统设计规范   

LY/T 1995-2011  气固分离装置分类、规格与性能表示方法   

LY/T 2002  木材工业气力输送系统验收通则   

LY/T 2162  矩形等截面主管道型吸尘系统   

LY/T 2394  林业企业能源计量器具的管理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起草小组内对所提交的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  

气力输送系统是一类涉及粉尘的设备，本项标准的内容主体是输送系统的节

能，且本身的功能是保护工作场所与大气环境，也未涉及安全的实质性条目，是

一种有关节能规范性文件。并非是涉及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标准，所以建议该标准

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 

（1）加大贯彻行业节能降耗政策力度，增强企业用户对节能内生动力的迫切

感。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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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降耗的原动力来自于木竹加工企业，只有企业充分认识到节能降耗对企

业的提质增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的竞争力的实际意义，同时也有利于形

成生产用户、设备制造企业互利互惠的业态，避免以低格取向的恶心竞争，最终

实现有序的、良性的分工协作的市场环境。 

（2）加大贯彻标准的力度，培养培训一批熟悉生产、掌握节能原理技术的工

程设计队伍。 

（3）发挥木材工业设计规划单位的资源优势，不断提升木竹加工生产线输送

系统的规划设计水平。 

（4）积极探索和推进针对木材加工产业这一减材加工的涉尘特点，以及除尘

系统肩负环境保护、防爆安全和自身的节能降耗，依托相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团体，有组织地开展除尘系这类非标类重要生产设备的节

能设计人员的的技术培训与技术能力考评，使从业人员同时具备环保、涉尘安全

与节能的知识与技能，使木业除尘系统实现非标系统的设计专业化、工程规范化，

从而为行业提供优质的服务，助推加工产业的技术升级，真正实现高质量、绿色

发展。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由于本标准修订后，现行标准将被取代，建议本标准发布后将现行标准《木

材工业气力运输与除尘系统节能技术规范》行业标准（LY/T 1862-2009）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南京林业大学 

《木材工业气力运输与除尘系统节能技术规范》编写小组 

2020 年 12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