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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项行业标准名称及主要内容 

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轻工行业 

1  QB/T 1618-2018 腰带     本标准规定了腰带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皮革、毛皮、人造革/合成革、再生革、织物等制

成的日用腰带。 

    本标准不适用于各种特殊用途的腰带。 

QB/T 1618-2006   

2  QB/T 1619-2018 票夹     本标准规定了票夹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皮革、毛皮、再生革、人造革/合成革、织物及其

他材料制成的各种票夹。手机套可参照使用。 

QB/T 1619-2006   

3  QB/T 1333-2018 背提包     本标准规定了背提包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日常生活用的背提包。具有特殊用途的背提包

可参照使用。 

QB/T 1333-2010   

4  QB/T 2155-2018 旅行箱包     本标准规定了旅行箱（旅行硬箱、旅行软箱）、旅行包的产品分

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具有携带衣物功能，配有走轮、拉杆的旅行箱、

旅行包。 

QB/T 2155-2010   

5  QB/T 2822-2018 毛皮服装     本标准规定了毛皮服装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各种毛皮为主要原料的服装。 

    本标准不适用于吊面毛皮服装。 

QB/T 2822-2006   

6  QB/T 1584-2018 日用皮手套     本标准规定了日用皮手套的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QB/T 158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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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本标准适用于以天然皮革制成的日用皮手套（含露指手套）。 

    本标准亦适用于人造革、合成革等材料制成的日用手套，亦适用

于以天然皮革、人造革、合成革材料为主，以纺织品等为辅的日用手

套。 

    本标准不适用于各种特殊用途和要求的皮手套。 

7  QB/T 2920-2018 箱包  行走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旅行箱包的行走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带走轮的旅行箱、旅行包。 

QB/T 2920-2007   

8  QB/T 2922-2018 箱包   振荡冲击试验方

法 

    本标准规定了箱包的振荡冲击试验的原理、装置和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日用箱包。 

QB/T 2922-2007   

9  QB/T 2919-2018 箱包   拉杆耐疲劳试验

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箱包用拉杆耐疲劳试验方法的原理、装置、试验方

法、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箱包用拉杆。 

QB/T 2919-2007   

10  QB/T 2002.1-2018 皮革五金配件   电镀层

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五金配件电镀层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

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皮革五金件电镀层，其他基体材料的电镀层可

参照使用。 

QB/T 2002.1-1994   

11  QB/T 2002.2-2018 皮革五金配件   表面喷

涂层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五金配件表面喷涂层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

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皮革五金件表面喷涂层，其他有机覆盖层可参

照使用。 

QB/T 2002.2-1994   

12  QB/T 1344-2018 制革机械  喷浆干燥机     本标准规定了喷浆干燥机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皮革加工设备电脑控制喷浆干燥机。 

QB/T 1344-1991   

13  QB/T 1736-2018 木工钻     本标准规定了木工钻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钻削木质孔的木工钻。 

QB/T 1736-1993   

14  QB/T 1518-2018 电焊钳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电焊钳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QB 1518-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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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标 

情况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焊条直径不超过 10mm的手工焊条电弧焊用的电焊

钳。 

    本标准不适用于水下焊接用的电焊钳。 

15  QB/T 5231-2018 安全锤     本标准规定了安全锤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车辆发生紧急事故或灾害时，用于以击碎玻璃、割

断安全带等方式进行辅助逃生的手持式安全锤。 

    

16  QB/T 5232-2018 贵金属摆件制造工艺规

范 

    本标准规定了贵金属摆件的制造工艺要求、其他工艺要求、检验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境内生产和销售的贵金属摆件。 

    

17  QB/T 5233-2018 贵金属饰品制造工艺术

语 

    本标准规定了贵金属饰品制造工艺通用术语和定义、分类术语和

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贵金属饰品行业。 

    

18  QB/T 5234-2018 贵金属饰品   回收处理

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贵金属饰品回收处理的术语和定义、贵金属饰品回

收处理的要求、回收处理技术规范、处理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贵金属饰品、贵金属饰品零配件及贵金属饰品生产

加工过程产生的可回收贵金属。 

    

19  QB/T 5235-2018 制鞋机械  分条机     本标准规定了分条机的组成、型号、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鞋工业中利用旋转刀片将宽幅带状材料分切成

若干条所需宽度条料的分条机。 

    

20  QB/T 5236-2018 制鞋机械  帮脚起毛机     本标准规定了帮脚起毛机的分类、组成、型号及基本参数、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鞋生产中用于打磨鞋帮帮脚的帮脚起毛机。 

    

21  QB/T 5237-2018 制鞋机械   翻转模式鞋

底成型机 

    本标准规定了翻转模式鞋底成型机的分类、组成、型号、基本参

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鞋工业中对热可塑性鞋底材料采用翻转模式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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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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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采标 

情况 

色成型工艺，射台移动而模站固定的鞋底注射成型机。 

22  QB/T 5238-2018 制鞋机械  防水压胶机     本标准规定了防水压胶机的组成、型号及基本参数、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于制鞋行业利用热风加热和滚轮加压将胶条贴紧于防

水鞋（如运动鞋、登山鞋、雪靴、高尔夫球鞋、劳保工作鞋等）缝制

针眼上的防水压胶机。其他行业的防水压胶设备可参照使用。 

    

23  QB/T 5239-2018 制鞋机械  鞋面定型机     本标准规定了鞋面定型机的组成、型号、基本参数、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鞋生产中各式鞋面在结帮之前进行二次定型用

的鞋面定型机。 

    

24  QB/T 5240-2018 制鞋机械   中底板切割

机 

    本标准规定了中底板切割机的组成、型号、基本参数、要求、试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制鞋工业中采用震动刀片切割中底的机器。 

    

25  QB/T 5241-2018 制鞋机械   聚氯乙烯面

材保压成型机 

    本标准规定了聚氯乙烯面材保压成型机的型号、基本参数、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借助原材料预加热、加热成型模刀裁断，保压定型

的聚氯乙烯面材保压成型机。 

    

26  QB/T 5242-2018 电动自行车用电线束     本标准规定了电动自行车用电线束的术语和定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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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B/T 1714 中界定的电动自行车所用的电线束。 

    

27  QB/T 5243-2018 手包     本标准规定了手包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日常生活用的手包。腰包可参照使用。 

    

28  QB/T 5244-2018 吊面毛皮服装     本标准规定了吊面毛皮服装的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毛皮、毛革为内胆，以纺织品为主要面料的毛皮

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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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QB/T 5245-2018 充绒内胆皮革服装     本标准规定了充绒内胆皮革服装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各种皮革为主要面料的充绒（鸭绒、鹅绒等）内

胆服装。 

    

30  QB/T 5246-2018 皮件   带类产品动态耐

折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皮件带类产品动态耐折试验的原理、装置、试验方

法、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腰带、背带、箱包软提把等带类产品。 

    

31  QB/T 5247-2018 箱包配件   塑料插扣耐

用性能试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塑料插扣耐用性能试验的原理、装置、试验方法、

结果表示、试验报告。 

    本标准适用于箱包、服装服饰用塑料插扣的测试。 

    

32  QB/T 5248-2018 皮革   耐清洁剂试验方

法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耐清洁剂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涂饰后的皮革及皮革制品。 

    

33  QB/T 5249-2018 皮革   化学试验   总有

机物挥发量的测定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中总有机物挥发量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皮革。 

    

34  QB/T 5250-2018 皮革   色牢度试验   加

速老化条件下颜色的变

化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加速老化条件下颜色的变化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皮革。 

  ISO 17288:2005，MOD 

35  QB/T 5251-2018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燃烧性能：丁烷气体燃烧

法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的以丁烷气体火焰为点火源的可点燃性试验

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皮革。 

    

36  QB/T 5252-2018 皮革   色牢度试验   颜

色迁移到聚氯乙烯膜上

的测试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中的染料及颜料迁移到白色聚氯乙烯薄膜中

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皮革、坯革及皮革制品。 

  ISO 15701:1998，MOD 

37  QB/T 5253.1-2018 皮革   物理和机械试验  

沾污性能的测定  第1部

分：马丁代尔摩擦法 

    本标准规定了皮革沾污性能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皮革。 

  ISO 26082-1:2012，MOD 

38  QB/T 5254-2018 天然植物材料熏香   檀     本标准规定了天然植物材料熏香中檀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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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标 

情况 

香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天然植物材料熏香中檀香。 

39  QB/T 5255-2018 圆珠笔笔头与墨水匹配

检测技术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圆珠笔的笔头与墨水匹配检测的术语和定义、检测

项目及要求、试验方法和检测结果评价。 

    本标准适用于中性墨水圆珠笔、水性墨水圆珠笔，也适用于中油

油墨圆珠笔。 

    

包装行业 

40  BB/T 0001-2018 气雾剂灌装机     本标准规定了气雾剂产品的灌装机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气雾剂产品的灌装机。 

BB/T 0001-1994   

41  BB/T 0076-2018 包装容器  自立袋     本标准规定了自立袋的术语与定义、产品分类、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盛装液体的自立袋。功能类似的自立袋可参考使

用。 

    

42  BB/T 0016-2018 包装材料  蜂窝纸板     本标准规定了蜂窝纸板的术语和定义、材料、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本标准适用于未经特殊处理加工的蜂窝纸板的生产、使用和检

验。经增强、防潮、防火、防静电等特殊加工处理的蜂窝纸板可参照

执行。 

BB/T 0016-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