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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量化摩托车链条》 

“浙江制造”标准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链条一般为金属的链环或环形物，多用作机械传动、牵引。链条按不同的用

途和功能区分为传动链、输送链、曳引链和专用特种链四种。摩托车链条属于传

输机械动力链条（传动链），广泛应用于各类大小排量的军用、警用、民用摩托

车产品上。 

随着近几年过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

们开始迷恋相对于中高端的攀爬越野摩托车，相关行业中的雅马哈、铃木、本田

以及国内的宗申、春风等摩托车生产企业也针对此类风向，相应的研发相关产品。

行业年平均研发新品攀爬型摩托车约 100 台左右，年销售攀爬型中高端摩托车约

5000 万台左右。此外由于近些年各类摩托车生产企业对产品的外观纷纷投入较

多的设计经费、机车的外形深受民众喜爱，另外摩托车的价格相对民用汽车低、

养护成本低、没有停车困难等问题已经受到许多民众的认可.预计到 2022 年攀爬

越野型摩托车的年销售量将会超过 8000 万台，年销售金额超 50 亿元。 

然而越野摩托车的链条是整台设备中必不可缺的核心部件，另外链条作为产

品的易损件，其配套的产量往往是产品销售的数倍，随着国内工业水平以及技术

的赶超，国内产品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国外同类产品甚至部分产品已经赶超国外

水平。因此未来产品的销售途径在技术突破后，必定在行业内引起极大的风波，

甚至将产品返销给德国、美国、日本等工业强国地区，产品的发展趋势不可估量，

发展前景十分美好。 

因传统链条易断裂、不耐磨的特性，不适用于高强度的越野摩托车赛事，

给使用者带来了诸多的不利。而摩托车链条国外市场基本上由日本 DID 大同工业

和美国莫斯链条占领。同时具有直接参考意义的国际标准也未发布。生产的标准

则是各国链条生产企业按照所属国家的标准或者参考行业领先企业的制造标准

进行生产。此外在国内市场上特别是近几年我国摩托车市场在逐渐发生变化，以

休闲娱乐为主要目的 250cc 及以上排量摩托车增速明显，市场空间正不断增大，

产品车型逐年增多。随着消费者对摩托车的外观设计、性能和安全性有了更高的

要求，中、大排量摩托车市场的娱乐性和个性化特征逐步显现。而行业内能套用

的标准也寥寥无几，基本上只有 GB/T 14212-2010 摩托车链条技术条件和试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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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JB/T 53397-1999 精密滚子链、套筒链产品质量分等(内部使用)标准可参考。

但此类标准已出版多年，直接可以参考的国家标准的技术指标已经和目前市场的

技术指标脱节，许多技术指标在国家标准中根本无法获得标准数据。下表是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关注点： 

标准号 标准名称 国别/属性 关注点 

GB/T 14212-2010

摩托车链条 技

术条件和试验方

法 

国标 
尺寸、测量力、抗拉强度、疲劳

强度 

JB/T 53397-1999

精密滚子链、套

筒链产品质量分

等(内部使用) 

行标 

抗拉载荷、链长精度、滚子直径、

内节内宽、联结牢固度、灵活性、

铆头量、扭曲量 

 

与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行业标

准 JB/T 53397-1999《精密滚子链、套筒链产品质量分等》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摩托车链条.特性和试验方法》相比，提升了内链节压出力、抗拉

强度、疲劳强度等安全性指标，新增了重量指标以保证产品轻量性，更适合高强

度赛事，新增了磨损性能（伸长率）指标，延长产品寿命，因为有必要通过成果

标准化的方式，努力将“浙江制造”的打造成 “中国制造”的标杆。今后，我

司将继续以标准引领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在实施高标准、

追求高质量，培育和创建知名品牌的工作中再创佳绩，引领机动车链条行业的发

展。 

由杭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请，经

省品牌联论证通过并印发了《关于 2020 年第四批“浙江制造”标准制订计划的

通知》（浙品联[2020] 25 号），项目名称：《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由于在研

讨过程中将原计划名称为《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现改为《竞技用摩托车链条》。 

理由如下:原名称范围较广，主要应用在高端越野摩托车、轻量化公路越野

摩托车、轻量化丛林越野摩托车、轻量化攀爬越野摩托车配套产品。使用领域技

术水品不同，而在行业内技术水平最高的最能体现该类产品先进性的即轻量性、

安全性、耐久性。适用于竞技赛用途的摩托车链条更为安全可靠。修改后名称较

清晰，更能够反应起草单位产品的实际情况。考虑标准之间的协调性和标准的适

用性，经研讨会专家讨论一致同意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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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来源 

由杭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立项申

请，经省品牌联论证通过并印发了浙品联〔2020〕25 号文件《关于发布 2020

年第四批“浙江制造”标准制订计划的通知》，项目名称：《轻量化摩托

车链条》。 

3   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3.1  标准制定相关单位及人员 

3.1.1  本标准牵头组织制订单位：浙江蓝箭万帮标准技术有限公司。 

3.1.2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1.3  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湖州持正链传动有限公司。 

3.1.4  本标准起草人为：（待定）。 

3.2  主要工作过程 

3.2.1  前期准备工作 

 企业现场调研 

对主要起草单位进行现场调研，主要围绕“浙江制造”标准立项产品的设计、

原材料、生产制造、检测能力、技术指标、质量承诺等方面进行调研，并开展先

进性探讨。 

 成立标准工作组 

根据省品牌联下达的“浙江制造”标准《轻量化摩托车链条》制订计划，

杭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了更好地开展编制工作，召开了标准起草准备

会，成立了标准工作组，明确了轻量化摩托车链条标准研制的重点方向。 

其中，工作组成员单位为：杭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蓝箭万帮标准

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方信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等。 

 研制计划 

1) 2020 年 05 月前期调研阶段：完成实地调研和相关标准的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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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0 年 06-08 月：起草阶段：编写标准（草案），及标准编制说明； 

3) 2020 年 09 月：召开标准启动会暨研讨会。 

4) 2020 年 09 月-10 月前：启动会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向利益相

关方等发送电子版标准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并根据征求意见，汇总成征求意

见汇总表。 

5) 2020 年 10 月中旬：标准研制工作组探讨专家意见，并修改、完善征求

意见稿、标准编制说明等材料，编制标准送审稿及其它送审材料并推荐评审专家，

提交送审材料并等待评审会召开。 

6) 2020 年 11 月初：评审阶段，召开标准评审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及其

它送审材料进行评审，给出评定建议。 

7) 2020 年 12 月初：根据评审会专家评定建议，根据专家意见对标准（送

审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报批稿），同步完善其它报批材料，并提交等

待标准发布。 

3.2.2  标准草案研制 

本标准（草案）已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研制完成；确定了本标准的先进性；

充分考虑了“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架要求、编制理念和定位要求等，全面体现

了标准的先进性。具体说明如下： 

本标准的型式试验项目规定的全技术指标是在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

《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摩托车链条 特

性和试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际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从产品的术

语和定义、结构形式、产品标记、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和质量承诺对该产品进行标准的编制，提高

了内链节压出力、抗拉强度、疲劳强度等这些核心技术要求，均高于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摩托车链条 特性和试验方法）以及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的

相关要求（见附表 1），并从产品的轻量化、耐久性角度出发，相较于该些标准

首次提出了重量、磨损性能（伸长率）的相关要求，体现了本产品的先进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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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浙江制造”标准“对标国际”的研制理念和“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定

位要求。 

 产品基本要求的研讨情况 

为响应“浙江制造”标准作为产品综合性标准的理念，从产品全生命周期角

度出发，“轻量化摩托车链条”浙江制造团体标准研制工作组围绕轻量化摩托

车链条的设计、原材料、工艺及装备、检测等方面，进行先进性提炼，涵盖了

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 

（1）在设计上，标准研制工作组从“自主创新、精心设计”的角度出发，

对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的设计工具（如 UG 等）及设计能力方面进行提炼，体现了

其产品设计的先进性。 

（2）在原材料方面，标准研制工作组从“精良选材”的角度出发，以产品

突出的安全耐用性能为结果导向，链板、滚子、套筒、销轴材料采用 GB/T 3077

中的优质合金结构钢，从而从源头保障了产品的可靠性。 

（3）在生产制造方面，标准研制工作组从链板加工应采用精密级进模进行

多工位连续冲压工艺，多工位连续冲压过程应具有检测、挤孔工位等技术角度，

以及链条组装采用装配、检测、上油、铆头、预拉、清洗、切断等工序为一体的

自动流水线方式凸显“浙江制造”标准“精工制造”的定位要求。 

（4）在检测能力方面，标准研制工作组从应具备对产品精度指标、物理性

能指标的检测设备及能力角度来保障产品的可靠性，并采用链条影像检测仪，对

链条进行在线检测。 

 质量承诺 

为体现“浙江制造”标准的“精诚服务”这一理念，浙江制造标准研制工作

组从对产品的质保承诺和响应时间出发，对产品质量的保证能力提出了要求。 

 标准研讨会研讨情况 

3.2.3  征求意见 

3.2.4  专家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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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标准报批 

4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4.1  编制原则 

标准研制工作组遵循浙江制造标准“合规性、经济性、先进性、适用性、可

操作性”的“五性并举”编制原则，尽可能与国际通行标准接轨。此外，本标准

严格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1—2020）

的规范和要求撰写。 

4.2  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标准主要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结构形式、产品标

记、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及贮存和质量承诺十一个方面对标准进行编制。其中基本要求涵盖了产品设计、

原材料、工艺及装备及检测四方面；技术要求包括外观质量、最小极限拉伸载荷、

疲劳性能、压出力、链长精度、链条磨损、重量、灵活性和预拉跑合检验载荷九

项方面指标要求，其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质量承诺的确定依据如下：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基于浙江制造团体标准的研制要求及标准研制工作组根据杭

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先进企业对于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生产

全生命周期的先进性调研结果制定。 

 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基于浙江制造标准“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研制定位，标准

研制工作组参考了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

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摩托车链条 特性和试验方法），结合

国际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的水平情况，充分论证后确定技术项目和

指标值。 

 试验方法 

本标准提出的外观质量采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测试；极限拉伸载荷试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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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效受控链段至少由 5个自由链节组成，链段两端同材料试验机夹头的连

接应保证在链条零件上不产生附加应力的方法进行测试；疲劳性能试验方法

按 GB/T 20736—2006 的规定测试；压出力采用将铆头后的整链解体，取出

内外链节试件，内、外链节分别拆除一边链片，分别装入主机平台规格模具

中；主机滑动梁顶针将销轴、小管从外链板和内链板中压出，获得最高压出

力的方法进行测试；链长精度试验、预拉跑合检验载荷试验采用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磨

损试验、称重和灵活性检验由于目前行业中未提出相关测试方法，故本标准

研制工作组参考了杭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方法对产品的此项目

进行测定。 

 检验规则 

标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1）标志 

链条外链板中部表面应有链号及 SFR 商标。 

2）包装和运输 

A.产品经请洗干净并进行防腐蚀处理后，应内外包好，同一包装单位的

产品规格和尺寸必须相同。 

B.包装型式与单位包装重量符合运输和贮存的要求，产品自出厂之日

起，在正常的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一年内不应产生锈蚀。 

C.每个外包装单位内部应附有产品合格证。 

D.每个外包装单位外避应标明： 

——产品名称、代号； 

——净重或毛重； 

——防潮标志； 

——数量； 

——制造厂名称。 

3）贮存 

链条应存放在干燥防雨的环境中，并防止接触腐蚀性物质。 

 质量承诺 

主要以标准起草工作组调研结果为基础，按照“浙江制造”标准制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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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要求，增加了质量承诺的内容。 

主要参考标准和技术规范： 

GB/T 14212-2010  摩托车链条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2828—2012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GB/T 8053—2008  不合格品率的计量标准型一次抽样检查程序 

GB/T 9785—2007  链条链轮名词术词 

GB/T 20736-2006  传动用精密滚子链条疲劳试验方法 

JB/T 7365—1994  液压加封闭力流链条磨损试验机技术条件 

JCAS 1-1981  日本工业标准(JIS)链条摩托车链条 

根据以上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指导标准研制，同时： 

 考虑了：企业的检测能力和实验的可重复性。 

 结合了：浙江制造的定位理念及研制要求。 

5  标准先进性体现 

5.1  型式试验内规定的所有指标对比分析情况。 

以杭州持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主要起草单位研制的《轻量化摩托车

链条》标准的技术要求有外观质量、最小极限拉伸载荷、疲劳性能、压出

力、链长精度、链条磨损、重量、灵活性和预拉跑合检验载荷九项方面指

标要求。本标准对比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

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摩托车链条 特性和试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

国际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从产品的术语和定义、结构形式、产品标记、

基本参数、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

存和质量承诺对该产品进行标准的编制，提高了内链节压出力、抗拉强度、疲劳

强度等这些核心技术要求，均高于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 技

术条件和试验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摩托车链条 特性和试

验方法）以及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的相关要求（见附表 1），并从产品

的轻量化、耐久性角度出发，相较于该些标准首次提出了重量、磨损性能（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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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相关要求，体现了本产品的先进性，也符合“浙江制造”标准“对标国际”

的研制理念和“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定位要求。 

 由附表 1 分析可见，该标准： 

 新增了“重量/kg”的指标要求：本标准对比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

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摩托车链

条 特性和试验方法），以及国际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新增了重

量的指标要求，大大保障了产品的轻量性。 

序号 
质量  

特性 

关键

项目 

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

国外

优秀

企业

标准

日本

大同

本公

司检

测报

告 

国际标准 

（ISO10190:2008) 

拟提

高/

增加 

备注

1 
轻量

性 

重量

/kg 
/ 

≤

1.42
/ 

≤

1.2 
新增

 

新增理由说明：摩托车链条的重量直接影响摩托车的整车重量，发动机的动

力传输损耗，目前行业内相关及类似的链条，行业内有代表性的链条生产商一般

在 1.42kg 左右；而我们研发的齿宽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的重量控制在 1.2kg 范围

内，此数据比行业内链条生产相关优秀企业的 1.42KG 更低。通过制定对链条重

量的控制，使摩托车整车重量同比减轻，链条使用寿命大大的延长，动力传输更

强劲。 

 提升了“内链节压出力/N、抗拉强度/kN”的要求：本标准对比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

（摩托车链条 特性和试验方法），以及国际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

提高了内链节压出力和抗拉强度的指标要求，大大保障了产品的安全性。 

序号 
质量  

特性 

关键

项目 

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

国外

优秀

企业

国际标准 

（ISO10190:2008) 

拟提

高/

增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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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日本

大同

本公

司检

测报

告 

2 

安全

性 

内 链

节 压

出 力

/N 

≥760 
≥

1200
≥760 

≥

2200 
提高

3 

抗 拉

强 度

/kN 

≥30.5 ≥32 ≥30.5 ≥36 提高

 

提升理由说明：内链节压出力：链条在工作使用过程当中，内单节链接牢固

度过低，则会严重影响链条的使用寿命。摩托车链条国家标准要求链条内链节链

接牢固度应在 0.76kN 以上。行业优秀的链条制造企业，相关链条内链节链接牢

固度情况，一般是在 1.2kN 范围内，此款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的内链节连接牢固度

在 2.2KN 范围，相对于同行业 1.2KN 可以体现我们浙江制造的链条是非常先进，

也是此款轻量化摩托车链条最主要先进性体现之一。抗拉强度：链条抗拉强度的

大小直接关系到链条传动的安全性能及赛车手的人生安全。根据 

GB/T14212-2010 标准对链条抗拉强度的要求，标准要求为 30.5kN，链条行业较

为优秀企业生产的链条一般情况是在 32kN 这个范围。此款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的

抗拉强度为 36kN；此链条的抗拉强度要求范围，才能够满足高端越野赛车链条

需求的传动强度和安全性能。杭州持正研发的轻量化摩托车链条具有足够的链条

抗拉强度。本链条应用于高端越野摩托车上，保证摩托车传动系统的安全性能及

赛车手的人生安全在整个链条行业领域属一流的技术。 

 提升了“疲劳强度/万次”的要求：本标准对比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

《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

（摩托车链条 特性和试验方法），以及国际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

提高了疲劳强度的指标要求，大大保障了产品的耐久性。 

序号 
质量  

特性 

关键

项目 

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

国外

优秀

企业

标准

国际标准 

（ISO10190:2008) 

拟提

高/

增加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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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大同

本公

司检

测报

告 

4 
耐久

性 

疲劳

强度

/万

次 

≥300 
≥

500
≥300 

≥

700 
提高

 

提升理由说明：链条的使用寿命取决于链条的动载疲劳强度，疲劳强度高说

明链条的原材料、零件制造、热处理加工、组装各工序生产精度高链条的使用寿

命长。目前摩托车链条国家标准对链条疲劳强度要求规定 300 万次，同行业优秀

链条制造商链条的疲劳强度在 500 万次，我们研发的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的疲劳强

度控制在 700 万次范围，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使用寿命

长，在目前国内国际范围来讲，属于一流水平。 

 新增了“磨损性能（伸长率）/%”的要求：本标准对比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和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Motorcycle chains. Characteristics and test methods second edition

（摩托车链条 特性和试验方法），以及国际优秀企业日本大同的技术指标，

新增了的指标要求，大大保障了产品的耐久性。 

序号 
质量  

特性 

关键

项目 

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

国外

优秀

企业

标准

日本

大同

本公

司检

测报

告 

国际标准 

（ISO10190:2008) 

拟提

高/

增加 

备注

5 
耐久

性 

磨损

性能

（伸

长

率）

/% 

≤0.7 
≤

0.5
≤0.7 

≤

0.3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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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理由说明：考关于摩托车链条磨损性能的要求，在 JB/T8820-1998 标

准当中，国家标准要求是在 0.7%范围之内，即在此数值范围内的链条磨损百分

比率，能满足正常需求。目前行业内链条生产的优秀企业，大多生产出来的链条，

磨损性能在 0.5%范围；我们研发的轻量化摩托车链条的磨损性能在 0.3%范围。

到达高端越野摩托车比赛的赛事要求，属于一流产品。 

5.2  基本要求(型式试验规定技术指标外的产品设计、原材料、关键技术、工艺、

设备等方面)、质量承诺等体现“浙江制造”标准“四精”特征的相关先进性的

对比情况。 

 设计 

 链条和链轮的啮合互换性参数应符合 ISO606:2015 中相应规格的要求。 

 应采用 UG 等技术制图软件和有限元分析对链条外形、尺寸进行设计优化，

三维立体快速模拟成型产品来验证产品的结构可靠性。 

 应采用直读光谱、金相显微镜对链条材料的化学成分和金相组织进行检测和

分析，并对链条的抗拉强度、疲劳性能进行设计优化。 

说明：通过对设计工具、设计能力提出要求，要求企业由独立自主的设计能

力。应根据模块化设计理念，采用 UG 等技术制图软件和有限元分析，三维立体

快速模拟成型产品来验证产品的结构可靠性，优化设计机架组件、锯切组件、工

作台组件、进料组件、出料组件等各个组件的整体结构布局，提高产品研发的质

量与速度，有效的控制因设计问题可能造成的成本、周期、人物力的浪费。 

 原材料 

 链板、滚子、套筒、销轴材料应采用 GB/T 3077 中的优质合金结构钢，其化

学成分应符合 GB/T 3077—2015 中 6.1 的规定，力学性能应符合 GB/T 3077

—2015 中 6.4 的规定。 

说明：通过对链条主要原材料提出化学、力学性能要求，从源头保障产品的

安全可靠性性。 

 工艺及装备 

 链板加工应采用精密级进模进行多工位连续冲压工艺，多工位连续冲压过程

应具有检测、挤孔工位。 

 套筒应采用冷拔圈料一次成型冷镦加工。 

 滚子应采用冷拔圈料一次成型冷镦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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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轴应采用全自动校直切断机及外圆无心磨床精密研磨加工。 

 链条组装应采用装配、检测、上油、铆头、预拉、清洗、切断等工序为一体

的自动流水线方式。 

 链条预拉应施加预拉载荷不小于表 1中最小抗拉强度的 30%，时间不小于 15

秒。 

 油烟油雾应采用工业油烟油雾净化设备及工业除尘设备，对废弃进行净化处

理。 

 工业污水应采用工业污水沉淀及污水压缩过滤系统，对污水进行净化处理并

循环回用。 

 

说明：运用全自动生产线，劳动强度低，降低工人操作风险，同时由电脑端

智能操作控制，通过设备智能化控制，来提高产品综合性能和效率。 

 检验检测 

 应采用直读光谱、影像投影仪、数显链条测长仪、链条压出力试验机、液压

万能材料试验机、高频疲劳试验机、磨损试验机对链条的材质、精度、压出

力、抗拉强度、疲劳强度、磨损试验性能进行检测。 

 应采用链条影像检测仪，对链条进行在线检测。 

说明：大大保障了产品的可靠性能。 

 质量承诺 

 根据客户需求，利用电话、网络等途径及时给予客户技术咨询和技术支持，

若客户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生产商应在 24 h 内做出处理和响应，及时为

客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在正常运输、贮存且包装完整和未经启封的 24 月内，若出现因厂家原因造

成的产品质量问题，生产商应予以免费更换。 

5.3  标准中能体现“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先进性的内容说明。（若无相

关先进性也应说明）。 

智能制造：产品生产过程中，温度、转速等参数采用自动化控制系统，精准

控制参数，确保产品质量，实现智能生产；产品质量的检测，采用高精度光谱测

试仪、自动对焦投影仪、微机控制显微硬度仪、高清晰金相显微镜、微机控制整

链疲劳测试仪等检测设备进行检测分析，提高产品生产过程的质量稳定性降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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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检测分性能力的依赖，同时与安徽工业大学合作，共建高性能无缝套筒链条

项目的技术平台，产品质量控制过程实现智能化控制检测，智能制造水平较高。 

绿色制造：公司坚持绿色共赢的理念，采用高精度冲压、中心定位扩孔、表

层铬化处理等链条生产核心技术，提高链条的抗冲击性能、磨损性能、疲劳性能

及材料的利用率，对生产工艺进行改进，采用先进的自动控制可控气氛全自动生

产工艺，对零部件加工过程进行全面的生产、质量控制，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气和

废水，全部低于国家环保相关要求标准，并取得环保部门审批的《排污许可证》；

产品应用过程，由于经过高精密冲裁剪切 设计，提高了链板冲裁的使用利用率，

减轻链条的自重，同时减轻了整车的重量 ，绿色制造水平较高。 

6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6.1  目前国内主要执行的标准有： 

GB/T 9785—2007  链条链轮名词术词 

GB/T 14212-2010 摩托车链条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20736-2006  传动用精密滚子链条疲劳试验方法 

 

 

6.2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相冲突情况。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6.3  本标准引用了以下文件： 

GB/T 14212-2010  摩托车链条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T 2828—2012  逐批检查计数抽样程序及抽样表 

GB/T 8053—2008  不合格品率的计量标准型一次抽样检查程序 

GB/T 9785—2007  链条链轮名词术词 

GB/T 20736-2006  传动用精密滚子链条疲劳试验方法 

JB/T 7365—1994  液压加封闭力流链条磨损试验机技术条件 

JCAS 1-1981  日本工业标准(JIS)链条摩托车链条 

    引用文件现行有效。 

7  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研制重点是提高浙江制造标准的水平，使标准更趋于合理、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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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以此来推动企业产品质量的提高，满足在新的市场经济形势下，对产品技

术和质量严要求，高把关，对减少国际贸易中因产品标准的不对等造成技术贸易

壁垒，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在“浙江制造”品牌建设工作中，我司秉持“精心设计、精良选材、精工制

造、精准服务”的理念，通过 IATF16949 管理生产和质量控制的全过程，按照摩

托车用车环境的情况不断设计新产品，通过模拟各种复杂恶劣的用车环境，确保

产品的质量可控，使用寿命大大提升。生产过程中，产品经过层层检测，不合格

绝不进入下一道工序；为了让客户选到优秀的产品，我公司推出免费试用服务，

同时与科研院所、高端生产企业合作建立研发中心，检验产品的实际应用效果。

我公司严格践行优秀产品的四个标准：1）理论上成立；2）大学和科研机构有科

学的试验数据；3）用户能反复体验到产品带来的好处；4）安全，成分明确，可

检测。努力将“浙江制造”的打造成 “中国制造”的标杆，引领机动车链条行

业的发展。今后，我司将继续以标准引领技术创新、产品质量提升和产业转型升

级，在实施高标准、追求高质量，培育和创建知名品牌的工作中再创佳绩。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9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提出标准强制实施或推荐实施的建议和理由 

本标准为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团体标准。 

11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已批准发布的“浙江制造”标准，文本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在官方网站

（http://www.zhejiangmade.org.cn/）上全文公布，供社会免费查阅。 

杭 州 持 正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将 在 企 业 标 准 信 息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pbz.gov.cn/）上自我声明采用本标准，其他采用本标准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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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在信息平台上进行自我声明。 

12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轻量化摩托车链条》标准研制工作组 

2020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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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浙江制造”标准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的核心技术指标 对比表 

序号 质量  特性 关键项目 

国家标准 

（GB/T  

14212-2010）

国外优秀企业标

准 

日本大同 

本公司检测报

告 

国际标准 

（ISO 

10190:2008) 

拟提高/增加 备注 

1 轻量性 重量/kg / ≤1.42 / ≤1.2 新增 

2 
安全性 

内链节压出力

/N 
≥760 ≥1200 ≥760 ≥2200 提高 

3 抗拉强度/kN ≥30.5 ≥32 ≥30.5 ≥36 提高 

4 

耐久性 

疲劳强度/万次 ≥300 ≥500 ≥300 ≥700 提高 

5 
磨损性能（伸长

率）/% 
≤0.7 ≤0.5 ≤0.7 ≤0.3 新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