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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中国工程起重机市场准入机制及新标准对行业的影响》。

广东力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谢为金站在设备用户的

角度，做了“专业提升起重工程企业服务”的发言，提出“起重

机重在专业”的观点，并呼吁设备用户和制造商更多的联合开

发产品。华南理工大学汽车工程学院杜群贵、马鞍山统力回转

支撑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宁、北京京城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副总经理李全强等分别作了主题报告。此外，还有来自大连理

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山东建筑大学等高校的专家介绍了

新技术以及新设计方法，体现了工程起重机学会的“技术”特

质，让与会嘉宾受益匪浅。

记者发现，此次年会上不少专家都谈到了工程机械设备的

报废政策，中国工程机械学会监事长石来德教授说到：“国家

有关部门正在考虑出台工程机械设备报废的相关政策，汽车起

重机的使用年限为15年，其它工程机械寿命为10年。”中国工

程机械工业协会秘书长苏子孟在发言中也说到：“协会一直在

推动工程机械设备的报废机制，合理的寿命应该是起重机15

年，挖掘机10年，装载机7年。”记者将石来德教授的讲话发到

微博上后，引起了行业人士的广泛探讨，绝大多数网友非常欢

迎出台强制报废政策，也建议同时应出台旧机回收鼓励政策。

但也有人提出“用年限不科学，用开机时间靠谱点”的观点，更

有人表达了“即使有政策出台，也会因为监管不力落实不到实

处”的担忧。

1 中国工程起重机行业总体情况 
工程起重机主要包括汽车起重机、轮胎起重机、履带起重

机、全地面起重机和随车起重机，广泛应用于野外起重、抢险、

仓库、车站、码头及狭窄工地作业等。我国工程起重机行业经

过三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目前生产工程起重机的

主要企业约30余家，已形成国企、民营、外资三大阵营：国企以

徐工重型为代表，民营企业则以三一重工等为代表，外资则以

特雷克斯、马尼托瓦克、多田野、利勃海尔等为代表。主要产品

系列有：汽车起重机为8t~130t，全地面起重机为25t~2000t；履

带起重机为25t~3600t，随车起重机为2t~16t。 

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四大类工程起重机（汽车起重机、轮

胎起重机、履带式起重机和随车起重机）销量为49477台，同比

增长14.2%。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扩展和延伸,2012年国内工

程起重机行业经营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上半年，全行业营业

收入近190亿元，同比下降24.6%；利润总额21.9亿元，同比下降

40.7%；各类工程起重机销量共计20000台，同比下降31.6%。其

中,汽车起重机销售13200多台，同比下降43.1%，下降尤为突出；

全地面起重机销售107台，同比下降10%，履带起重机销售939

台，同比下降11.1%；只有随车起重机一枝独秀，销售反而增长

迅速，销售5800多台，同比增长18.8%，在工程起重机总销量中

的比例上升到29%，发展态势良好。截止2012年8月底，我国汽

车起重机销量为1.6万余台，同比下降40.2%。其中，全地面起重

机销售159台。从各机型销量看，中小吨位产品仍是市场的主力

军，占汽车起重机总销量80%以上，尤其是20�25t产品，累计销

量占比超过50%。就各月销售特点看，2月，汽车起重机销量达到

峰值，超过2800台，3月销量为2400台，同比下滑65.1%。履带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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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机总销量1100余台，同比下降17.1%，从产品销量看，100t以下

的产品销售火爆，占总销量近80%的份额。从产品类别看，全地

面起重机和随车起重机的销量上升很快，反映了我国企业生产

制造能力的提高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但与2011年同期相比，各

吨位产品销量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面对国内外严峻的的经

济形势，国内工程起重机行业仍将面对生产经营不断紧缩的局

面，进一步加强研发创新，提高着产品质量，采取差异化战略，

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2 中国工程起重机市场准入机制介绍 
目前，中国根据工程起重机的类型不同，国家实行的市场

准入机制不同，涉及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不同，企业生产准入和

产品准入制度不同，政府主管部门也不同。其中轮胎起重机、履

带式起重机和随车起重机纳入特种设备管理。 

由于汽车（含全地面）起重机既有普通汽车的行驶功能，

又安装了供作业的专用装置。因此国家有几个部门对该类产品

同时进行管理，包括公告管理、CCC认证、特种设备、环保目录

等。 

另外、对生产安装随车起重机的随车起重运输车市场准入

也比较复杂：公告管理、CCC认证、特种设备、环保目录、交通

部油耗。

2.1 各种市场准入机制简介
（1）汽车公告管理。

主管部门：国家工信部

管理依据：国务院文件及国家汽车产业政策

技术依据：各部委相关文件及国家标准

（2）强制性产品认证（3C认证）。

部门：国家认监委

管理依据：国家认证认可工作条例及国家汽车产业政策

技术依据：实施规则及国家标准

（3）特种设备管理。  

部门：国家质检总局

管理依据：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技术依据：制造许可规则、型式试验细则及国家标准。 

（4）环保目录管理。  

部门：国家环保部 

管理依据：节能减排法律法规 

技术依据：国家排放标准 

另外，对安装有随车起重机的随车起重运输车，交通部依

据《道路运输车辆燃油消耗量检测和管理办法》进行油耗管

理。 

2.2 下面以汽车起重机为例，介绍市场准入程序
可合法销售的汽车（全地面）起重机的市场准入过程

（1）公告申报的基本信息。

从2001年起，《目录》逐渐过渡到了《公告》，公告是国家对

汽车产品实施管理的重要手段，目前它仍是汽车在地方车管所

上牌照的主要依据。 

a.技术审查机构：中机车辆技术服务中心。

b.检验机构：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授权的第三方实验室。

c.依据标准：

GB/T6068-2008《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试验规范》 

QC/T 252-1998《专用汽车定型试验规程》

GB 7258-2012《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等。 

d.主要检验项目

定型试验项目包括：主要技术参数、基本性能、安全环保

项、专用装置、可靠性试验等；

汽车产品强制性检验项目包括：汽车外部照明和信号装置

的安装规定、汽车后下部防护装置、汽车侧面防护装置、汽车后

视镜安装要求、汽车外廓尺寸及质量参数、汽车号牌板、侧倾稳

定角、汽车标记及车辆识别代号（VIN）、机动车安全运行强制

性项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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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公告流程

（2）CCC认证的基本信息。

CCC认证制度是从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 。强制性产品

认证是政府为保护广大消费者人身和动植物生命安全，保护环

境、保护国家安全，依照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种产品合格评定制

度，它要求产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和技术法规。 

a.认证机构：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和中汽认证中心。 

b.检验机构：由国家认监委授权的第三方实验室。

c.主要依据：CNCA-02C-023:2008《机动车辆类强制性认

证实施规则》，JB 8716-1998《汽车起重机和轮胎起重机 安全

规程》，GB 20062-2006《流动式起重机作业噪声限值及测量

方法》等。

d.专用装置检验项目包括：质量参数、上装电气系统、危险

标志、作业噪声、安全防护装置、操作系统、整车稳定性、液压

系统、吊钩、钢丝绳、上车制动器、起升机构、变幅机构、伸缩机

构、回转机构、压力表、结构强度、上车排放（若安装上车发动

机）等。 

e.CCC认证流程

（3）特种设备制造许可的基本信息。

为规范机电类特种设备制造许可工作，确保机电类特种设

备的制造质量和安全技术性能，从2003年开始实施机电类特种

设备制造许可。 

a.检验机构：由质检总局授权的检验机构。

b.依据标准：国质检锅[2003]174号关于印发《机电类特种

设备制造许可规则（试行）》的通知, TSG Q7005-2008 《流动

式起重机型式试验细则》,GB/T6068-2008 《汽车起重机和轮

胎起重机试验规范》等。

c.型式试验主要项目包括：技术文件审查 、样机检查 、主

要参数和基本尺寸测量 、性能试验 、安全保护装置试验 、连

续作业试验、 结构应力试验 、排放、噪声试验、可靠性试验。

d.特种设备制造许可申请流程。

 （4）《国家环保目录》的基本信息。

《国家环保目录》是国家环境保护部贯彻《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加强对新生产机动车执行国家机动车排

放标准的监督管理力度，对达到排放标准的车型和发动机型开

展的型式核准工作。《国家环保目录》的申报工作始于2001年。   

a.检验机构：

由环保部授权的第三方实验室

b.依据标准：

GB 17691-2005 《压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

车辆排气污染物 》

GB 3847-2005 《压燃式发动机和装用压燃式发动机的车

辆排气可见污染物 》

GB 1495-2002《汽车加速行驶车外噪声限值及测量方法》

等 

c.检验项目:噪声、排放。

d.《国家环保目录》申请流程：

3 工程起重机发动机排放法规要求 
（1）TSG Q7005-2008《流动式起重机型式试验细则》：

2008年 1 月 8 日，由国家质检总局批准颁布。

在《流动式起重机型式试验项目及其内容、方法和要求》

的 B5.1条款排放试验中规定：柴油车自由加速烟度排放测试按

照GB 3847-2005《车用压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

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试方法》的规定进行，测试结果应当符合

该标准规定。汽油车怠速污染物排放测试按照GB 18285-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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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式发动机排气污染物限值及测试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

工况法）》的规定进行，测试结果应当符合该标准规定。

（2）CNCA—02C—023：2008《机动车辆类强制性认证实

施规则》2008年1月1日实施，由国家认监委批准发布。 

在《型式试验项目及依据标准》的03-04条款规定:发动机

的排气污染物应符合GB 17691-2005《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

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

Ⅳ、Ⅴ阶段）》的要求；排气烟度应符合GB 3847-2005《车用压

燃式发动机和压燃式发动机汽车排气烟度排放限值及测试方

法》的要求。

在《型式试验项目及依据标准》的07-19条款规定: 

上车发动机自由加速烟度不大于3.5Rb。

（3）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1年 第92号《关于实施国家第四阶

段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公告》,2011年12

月29号发布。 

实施《车用压燃式、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排气污

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Ⅲ、Ⅳ、Ⅴ阶段）》（GB17691-

2005）第四阶段排放限值（以下简称“国四标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节选）： 

（a）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车严格实施国四标准。所

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的气体燃料点燃式发动机与汽

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

（b）对在北京市、上海市销售和注册的、用于公交、环卫和

邮政用途的装用压燃式发动机汽车，实施国四标准，停止销售

和注册登记不符合国四标准要求的相关车辆。

（c）自2013年7月1日起，所有生产、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

的车用压燃式发动机与汽车必须符合国四标准的要求。 

4 工程起重机新标准对行业的影响 
（1）在欧洲销售的移动式起重机必须遵从欧洲法律，因

此，安装在该设备上的发动机应该遵守97/68/EC规章内容。

按移动式起重机EN13000:2010的欧洲安全标准的要求，充分

讨论事件记录器和 “数据记录器”的应用。EN13000:2010 修

正版 2013即将开始的UAP 程序最有可能在2013年下半年生

效，其中有一年的过渡期；其主要议题是：超驰键 和悬臂监控 

等。

（2）GB6067.1-2010《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第一部分：总

则》的2011年6月1号实施，对安全防护装置的设置提出了更严

格的要求，对起重机和零部件的安全要求进行了细化。 

（3）GB15052-2010 《起重机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符号总

则》的2011年12月1号实施，本标准的内容与ISO13200：1995保

持一致。 

（4）GB26512-2012《商用车驾驶室乘员保护》的2012年1

月1号实施，为尽可能的消除在意外事故中伤害汽车起重机驾

驶室内乘员的危险提供了保障。目前，工程起重机行业龙头企

业已进行试验，驾驶室的结构不断优化。 

（5）GB/T14560-2011 《履带起重机》的2011年12月1号实

施，对超大吨位的起重机可靠性试验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以确保整机和零部件的可靠性。 

（6）GB20062-2006《流动式起重机作业噪声限值及测量

方法》的2006年8月1号实施，标准规定了流动式起重机作业噪

声的限值及测量方法。适用于发动机额定功率不大于350kW的

流动式起重机。该标准在2012年正在修订，机外噪声测定点将

由地面的四个测点改为空间六个点，将进一步降低产品作业时

的噪声限值，以减少噪声对操作人员的危害和噪声对环境的污

染。 

（7）GB1589-2004《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

值》的颁布实施，对起重量100吨以上的汽车（全地面）起重机

（总质量超过为55t限值规定）的公告上牌的影响越来越大，已

制约了大吨位起重机的市场销售。根据企业的反馈，2012年11

月6日中机中心发布了《关于规范汽车起重机完整状态界定条

件的通知》，开始对不符合通知要求的车型进行清理，如何使

大吨位汽车起重机在保证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实现与法律法

规的对接，希望全行业共同谋划对策。 

总之，随着工程起重机整机和零部件新标准的颁布实施，

对工程起重机的安全、环保节能、可靠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带

动整个行业转变盈利模式，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和品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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