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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标  准  

《营林机械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编  制  说  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林业行业标准《营林机械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是对 LY/T 1045-2007《营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

的修订，是根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林科标便字【2020】第 38号文的要求制定，项目编号：2020-LY-087。 

2、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哈尔滨林业机械研究所、林海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永佳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永康威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华盛中天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巧力林业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浙江三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皇嘉园林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浙江派尼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标准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雪峰、吴兆迁、程业昭、刘桂阳、李峰、胡安国、邵逸群、姜春林、杨锋、唐

恩常、朱道庆。 

4、主要工作过程 

在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牵头协调下，于 2020 年 5 月成立标准起草工作小组，同

时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微信群。 

第一阶段  初稿形成 

起草工作小组前期进行了大量资料准备工作，收集了目前国内各类营林机械的资料，参考了 LY/T 

1621-2017《园林机械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通过对本标准的结构框架、技术内容和编写格式等进行反

复调整、修改和完善，于 2020年 10月底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初稿。 

第二阶段  征求意见稿形成 

初稿形成后，在标准起草小组微信群进行了组内征求意见，各专家都积极对标准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起草小组通过认真研究和讨论，又经反复研究以及标委会秘书处的进一步修改后，于 2020年 12月中旬形

成最后的标准征求意见稿。 

第三阶段  送审稿形成 

征求意见稿完成后，由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通过邮件定向发送、电话征询问访、网

站公示等形式，从 2021年 2 月 5日至 2021年 3月 15日向行业内各企业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截图见附件），

并发送了统一的征求意见反馈表。发送标准征求意见稿 275家，其中委员单位 31家。收到回复意见 48家，

未回复意见的单位 227家，提出修改意见共计 13条。其中同意且有修改意见的 8 家(其中委员单位 7家)，

同意但没有意见的 40家（其中委员单位 21家），不同意的 0家。收到意见中委员和委员所在单位回复意

见的占全体委员的 96.8%[(7+21)/31*100%=96.8%]。意见采纳情况汇总：采纳和部分采纳的有 12条，不采

纳的有 1条。理由详见意见汇总处理表。 

在收到的反馈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形成了标准送审稿，2021年 3月下旬将标准送审稿送交给了秘书处，

会议用标准送审稿于 2021 年 4 月上旬通过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送达参加“全国林业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1 年年会暨标准审定会”的委员和专家，以备参会委员和专家提前审阅和提出意

见。 

第四阶段  报批稿形成 

全国林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2021年 5月 11～12日在广州市召开标准审定会。会议首先听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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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起草小组对标准的编制说明和征求意见稿意见处理的结果，然后各位委员和专家带着会前准备好的意

见，对标准进行了审定，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一致通过了《营林机械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的审定。审定

结论如下： 

1.该行业标准系对行业标准“LY/T 1045-2007营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的修订，标准起草小组在广

泛收集和分析国内外有关信息，充分考虑采纳用户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制定过程中广泛地

进行了征求意见，并对反馈意见认真梳理汇总和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标准的制定程序符合国家要求。 

2.该标准中给出的各项指标借鉴相关先进标准的同时，又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要求合理，可操作

性强，标准编写符合 GB/T 1.1-2020的规定，标准全文语句流畅，用词准确，表达清晰。 

3.该标准对推动我国营林机械中的产品型号编制的规范、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促进产品贸易等方面都将

起到积极的作用。 

该标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会议一致通过（赞成 2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对该标准的审定，并

要求起草小组按审定意见修改，作为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上报。 

起草小组根据审定会上各专家提出的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形成了最后的报批稿提交至秘书处，

秘书处于 2021年 7月上报该标准的报批材料。 

二、标准的编制原则和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说明 

1、标准的编制原则 

（1）本标准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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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对

LY/T 1045-2007《营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进行修订。 

（2）既考虑与国际接轨，借鉴发达国家先进标准的同时，又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 

2、标准的主要内容 

标准共有三章，一个附录，内容框架为：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4  型号组成 

5  组成部分含义与表示 

  5.1 通则 

  5.2 品牌代号或制造商代号 

  5.3 产品名称代号 

  5.4 产品主参数代号 

  5.5 动力类别代号 

  5.6 动力主参数代号 

  5.7 机型或结构形式特征代号 

  5.8 设计序列代号 

  5.9 变型序列代号 

6 型号示例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常用营林机械产品名称代号及主参数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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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技术内容的说明 

本文件代替 LY/T 1045-2007《营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与 LY/T 1045-2007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修改了文件的名称，由原来的“营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改为“营林机械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并修改了文件的英文名称； 

b) 修改了文件的范围； 

c) 修改了产品型号组成； 

d) 增加了组成部分含义与表示通则； 

e) 删除了类别代号及其内容； 

f) 增加了品牌或制造商代号； 

g) 组别代号修改为产品名称代号，并修改其内容； 

h) 修改了主参数的规定； 

i) 增加了动力类别代号的规定； 

j) 增加了动力主参数代号的规定； 

k) 将“特征代号”修改为“机型或结构形式特征代号”，并修改其内容； 

l) 增加了设计序列代号的规定； 

m) 修改了型号编制示例； 

n) 将附录 A中的“林木种子机械”改为“林木种子及果实机械”； 

o) 在附录 A中增加“油茶垦抚机”、 “毛竹垦抚机”、 “步道松土除草机”、 “施药筑床机”、

“苗圃施药机”、“挖树机”、“吊运机”、“灌木平茬机”、“灌木收割切碎机”、“枝丫切

碎机”、“能源林收获机”、“林木采育机”等的型号编制和命名内容； 

p) 调整了原附录 A中的表格名称、结构、内容。 

 

本次修订对上一版本的型号编制方法进行了彻底改变，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上一版的类别代号、组别代

号存在很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不太符合现在的市场经济。另外，本标准与 2017 年修订的“LY/T 1621-2017

园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大同小异，LY/T 1621 已通过了专家的审核，而且经过这几年的过渡，大家也渐

渐已适应此种型号编制。 

型号编制最主要的目的是统一命名，让企业、用户通过型号能直观的了解产品的名称、性能，所以给

出类别代号和组别代号意义不大。本次修订给出的型号编制第一部分为品牌代号或制造商代号，这个为可

选要素，企业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第二部分为产品名称代号和产品主参数代号，第三部分为动力类别代

号和动力主参数代号，通过这两部分内容就可直观的了解产品的名称、性能主参数、动力源类型以及动力

主参数。第四部分为机型或结构形式特征代号，第五部分为设计序列代号和变型序列代号，这两部分内容

均为可选要素，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四、主要试验或者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结论，预期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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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六、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关系 

无。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1、征求意见稿初稿发到小组群时，有专家对“5.1.3 当产品主参数或动力主参数中含有小数时,应按照

‘四舍五入’的规则圆整成整数。”提出:如果功率为 0.5 kW～1.4 kW，采用四舍五入圆整后都是 1，很容

易产生混淆。建议改为：主参数为功率时数值扩大到原来的 10倍，按照“四舍五入”的规则圆整。除功率

以外的其他主参数，按照四舍五入”的规则圆整。例如：代号 05 表示功率为 0.5 kW，代号 10 表示功率为

1.0 kW，代号 100表示功率为 10 kW. 

经过起草小组讨论，最后将 5.1.3 的内容与原 5.1.1 的内容合并，修改为：产品主参数代号、动力主

参数代号及设计序列代号应采用正体阿拉伯数字并以整数表示，当产品主参数或动力主参数中含有小数时,

宜按照“四舍五入”的规则圆整成整数，根据需要也可将数值扩大到原来的 10 倍，并按照“四舍五入”的

规则圆整。 

2、征求意见稿初稿发到小组群时，有专家对 5.7 表 2 机型或结构型式特征代号中“手持式 sc 操作者双

手或单手握持方式带机操作”建议去掉“带机”。经过起草小组讨论，如果去掉“带机”，则变为“操作者

双手或单手握持方式操作”，这容易引起歧义，因为“手持式”主要针对的是动力源的携带方式，是手持、

侧挂还是背负，去掉“带机”后则变为针对“操作方式”，所以修改为“操作者采用双手或单手握持方式携

带机器”。 

3、征求意见时，有专家提出“现在产品大的类别中还有林果采摘机械，应包括各种各样的林果采摘机”。

林果采摘机械目前国家大力提倡研发，但基于林果的多样性与其特有的生长特性，导致这类林果采摘机械

的研发非常复杂，所以目前市场上还没有比较成熟的机器。另外，林果机械与林木种子机械的工作原理很

多都相同，所以经起草小组讨论，又咨询了相关专家，决定将附录 A 中的“林木种子机械”改为“林木种

子及果实机械”。 

4、征求意见时，有专家建议将附录 A 中的施肥机械归类为“森林抚育机械”，因为森林抚育的定义：

林业上用来保证幼林成活、促进林木生长和改善林木品质，以提高森林生产率的各项措施。包括除草、松

土、间作、施肥、灌溉、排水、去藤、修枝、抚育采伐、下木栽植等工作。 

经起草小组讨论，认为施肥机械不仅用于森林抚育机械，在育苗时也需要使用，但也不能再育苗机械

和森林抚育机械中都放，所以决定将其放入其他营林机械中。 

八、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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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方法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的行业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颁布之时代替并废止 LY/T 1045-2007《营林机械  型号编制方法》。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编写小组 

                                                        2021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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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发送征求意见稿邮件及网页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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