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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人民银行 国资委 银监会 证监会

保监会 外汇局关于印发《对外投资备案(核准)
报告暂行办法》的通知

商合发〔2018〕24号

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中央企业:

根据中央深改组第三十五次会议精神和国务院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有关要求,为加强对外投

资备案(核准)报告管理工作,建立健全部门间信息统一归集和共享机制,切实防范风险,促进对外投资健康

有序发展,商务部、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国家外汇局制定了《对外投资备案(核

准)报告暂行办法》,现予以印发,请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8年1月18日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有效防范风险,引导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顺利实施,依据有关规定和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的相关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外投资备案(核准),系指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包括兼并、收购及其他方

式)企业前,按规定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相关信息和材料;符合法定要求的,相关主管部门为其办理备案或

核准。

前款所述境内投资主体是指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境内机构,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所述企业为最终目

的地企业,最终目的地指境内投资主体投资最终用于项目建设或持续生产经营的所在地。

第三条　境内投资主体在开展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按规定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其对外投资情况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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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信息;相关主管部门依据其报告的情况和信息制定对外投资政策,开展对外投资监督、管理和服务。

第四条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工作由各部门分工协作,实行管理分级分类、信息统一归口、违规联

合惩戒的管理模式。商务部牵头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信息统一汇总。

商务、金融、国资等主管部门依各自职能依法开展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等工作,按照

“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原则,形成监管合力。

第五条　境内投资主体是对外投资的市场主体、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责任主体,按照“政府引导、企业

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原则开展对外投资,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第二章　备案和核准

第六条　商务主管部门、金融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负责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的备案或核准管理。

国务院国资委负责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对外投资的监督和管理。

相关主管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按照“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模式建立健全相应的对外投资备案(核

准)办法。

第七条　鼓励相关主管部门运用电子政务手段实行对外投资网上备案(核准)管理,提高办事效率,提

供优质服务。

第八条　相关主管部门应根据境内投资主体提交的备案(核准)材料进行相关审查;符合要求的,应正

式受理,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应提供的材料由相关主管部门规定。

第九条　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的对外投资,属于《中央企业境外投资监督管理办

法》(国资委令第35号)规定的“特别监管类”项目的,应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要求履行相应手续。

第十条　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将每个月度办理的对外投资备案(核准)事

项情况,于次月15个工作日内通报商务部汇总。商务部定期将汇总信息反馈给上述部门和机构。

第十一条　境内投资主体履行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手续后,应根据外汇管理部门要求办理相关外汇登

记。

第三章　报　　告

第十二条　境内投资主体应按照“凡备案(核准)必报”的原则向为其办理备案(核准)手续的相关主管

部门定期报送对外投资关键环节信息。

第十三条　境内投资主体报送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信息: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规定应填

报的月度、年度信息;对外投资并购前期事项;对外投资在建项目进展情况;对外投资存在主要问题以及遵

守当地法律法规、保护资源环境、保障员工合法权益、履行社会责任、安全保护制度落实情况等。

境内投资主体报送信息的具体内容、途径、频率等由相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另行规定。

第十四条　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对负责的境内投资主体报送的对外投资

信息,每半年后1个月内通报商务部统一汇总。商务部定期将汇总信息反馈给上述部门。

第十五条　商务部建立“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联络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平台),相关主管部门可通过平

台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信息转商务部,实现信息数据共享,共同做好对外投资监管。

第十六条　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出现重大不利事件或突发安全事件时,按“一事一报”原则及时向相

关主管部门报送,相关主管部门将情况通报商务部。

第十七条　相关主管部门应按照本部门职责和分工,充分利用商务部汇总收集的信息,动态跟踪研判

对外投资领域涉及国民经济运行、国家利益、行为规范、安全保护、汇率、外汇储备、跨境资本流动等问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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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按轻重缓急发出提示预警,引导企业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对外投资健康发展。

第四章　监　　管

第十八条　相关主管部门应对所负责的对外投资进行监督管理,对以下对外投资情形进行重点督查:

(一)中方投资额等值3亿美元(含3亿美元)以上的对外投资;

(二)敏感国别(地区)、敏感行业的对外投资;

(三)出现重大经营亏损的对外投资;

(四)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及群体性事件的对外投资;

(五)存在严重违规行为的对外投资;

(六)其他情形的重大对外投资。

第十九条　商务部牵头开展对外投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定期进行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

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相关主管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制定相应的“双随机、一公

开”抽查工作实施细则并开展抽查工作。

第二十条　相关主管部门每半年将重点督查和随机抽查的情况通报商务部汇总。

第五章　事后举措

第二十一条　境内投资主体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备案(核准)手续和信息报告义务的,商务部会同相

关主管部门视情采取提醒、约谈、通报等措施,必要时将其违规信息录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企业的

行政处罚通过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

第二十二条　境内投资主体未按本《办法》规定履行备案(核准)手续和信息报告义务,情节严重的,相

关主管部门根据各自职责,暂停为其办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手续,同时采取相应措施。

第二十三条　相关主管部门在开展监管工作过程中,如发现境内投资主体存在偷逃税款、骗取外汇等

行为,应将有关问题线索转交税务、公安、工商、外汇管理等部门依法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中央管理的其他单位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发布部门共同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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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公　　　告

2018年　第5号

2010年8月29日和9月26日,商务部分别发布第52号和第51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白羽

肉鸡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和反倾销税。2013年8月,商务部发布第56号公告,依法认定相关公司更名事宜。

2014年,商务部发布2014年第44号公告,调整了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率。2016年8月22日和9月26日,商
务部发布第41号和第40号公告,决定将该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延长至2021年。

2017年12月26日,原反倾销和反补贴案申请人代表国内产业向商务部提出撤销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的申请。经审查,调查机关认为没有必要维持该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经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同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五十六条,决定自2018年2
月27日起终止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白羽肉鸡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进 出 口 税 则》:02071100、02071200、02071311、02071319、02071321、02071329、02071411、02071419、

02071421、02071422、02071429和05040021。
对本决定不服的,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

五十二条的相关规定,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本公告自2018年2月27日起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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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公　　　告

2018年　第9号

2015年12月1日,商务部发布2015年第60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和日本的进口甲基丙

烯酸甲酯实施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自2015年12月1日起5年。
2016年12月30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黑龙江中盟龙新化工有限公司、山

东宏旭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向商务部提出申请,主张反倾销措施生效后原产于新

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

烯酸甲酯对中国出口倾销幅度加大,超过终裁确定的反倾销税税率,要求对其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

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九条和商务部《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相关规

定,商务部对申请人的资格、申请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等情况进行了审查。
2017年2月28日,商务部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

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

销幅度期中复审。本次复审调查范围是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

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复审调查的

被调查产品与原反倾销措施的被调查产品相同,即甲基丙烯酸甲酯。该产品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

税则》:29161400。该税则号项下甲基丙烯酸甲酯以外的其他产品不在本次调查产品范围之内。
根据此次反倾销期中复审调查结果,商务部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修改相关反倾销税的建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条和商务部《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的规定,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复审裁定

经调查,商务部裁定,在本次复审调查期内,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
二、征收反倾销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的有关规定,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2018年2月28日起,
将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

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的反倾销税率调整为:
新加坡的公司:
1.璐彩特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10.7%
(LuciteInternationalSingaporePte.Ltd.)
2.SumitomoChemicalSingaporePteLtd 30.6%
3.其他新加坡公司(AllOthers) 30.6%
泰国的公司:
1.泰国 MMA单体制造销售公司 32.6%
(THAIMMACO.,LTD.)
2.PTT旭化成化学有限公司 32.6%
(PTTAsahiChemicalCompanyLimited)
3.其他泰国公司(AllOthers) 32.6%
日本的公司:
1.三菱丽阳株式会社 34.8%
(MitsubishiRayonCo.,Ltd.)
2.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 34.8%

—7—

ww
w.
mo
fc
om
.g
ov
.c
n



(ASAHIKASEICHEMICALSCORPORATION)
3.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34.8%
(SumitomoChemicalCompany,Limited)
日本其他公司适用税率依照商务部2015年第60号公告执行。
三、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

自2018年2月28日起,进口经营者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缴纳相应的反倾销

税。反倾销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从价计征,计算公式为:反倾销税额=海关完税价格×反倾销税税率。
进口环节增值税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加上关税和反倾销税作为计税价格从价计征。

四、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对本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本公告自2018年2月28日起执行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

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的裁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8年2月27日

附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

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

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

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的裁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称《反倾销条例》)和商务部《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

则》(以下称《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的规定,2017年2月28日,商务部(以下称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决定

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

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即被调查产品)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调查。
调查机关对被调查产品在复审调查期内的倾销及倾销幅度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依据《反倾

销条例》和《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的规定,调查机关作出复审裁定如下:
一、调查程序

(一)原反倾销措施。

2015年12月1日,调查机关发布2015年第60号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和日本的进口甲基

丙烯酸甲酯实施反倾销措施,实施期限自2015年12月1日起5年,反倾销税率为6.7%-34.6%。

(二)复审申请。

2016年12月30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黑龙江中盟龙新化工有限公司、山

东宏旭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称国内产业申请人)向调查机关提出申请,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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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倾销措施生效后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

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对中国出口倾销幅度加大,超过终裁确定的反倾销税税率,要求对其

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2017年12月26日,申请人补充提供了2016年相关数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九条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则》相关规定,调查

机关对申请人资格、申请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等情况进行了审查。

(三)立案前通知。

2017年1月11日,调查机关就收到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申请事宜通知了新加坡驻华使馆、泰国驻

华使馆和日本驻华使馆,并向其转交了期中复审申请书的公开文本及保密资料的非保密概要。在规定时间

内,调查机关未收到相关评论意见。

(四)立案。

2017年2月28日,调查机关发布立案公告,决定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

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

倾销幅度期中复审。调查机关就复审立案事宜通知了新加坡驻华使馆、泰国驻华使馆、日本驻华使馆、已知

涉案出口商及国内产业申请人。

(五)问卷调查。

2017年2月28日,调查机关在商务部网站发布国外出口商调查问卷。在规定时间内,璐彩特国际(新

加坡)有限公司向调查机关申请延期递交答卷。经审查,调查机关同意给予适当延期。在答卷截止时限内,

调查机关收到了璐彩特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提交的调查问卷答卷。

(六)实地核查。

为核实公司提交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调查机关于2017年11月14日至11月16日对璐彩

特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核查。核查期间,公司的财务、销售、生产和管理等人员接受了核查小

组的询问,并根据要求提供了有关证明材料。调查机关核查了公司整体情况、被调查产品同类产品在新加

坡国内销售情况、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出口销售情况、生产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的工艺、成本及相关费用分

摊情况。对于实地核查中收集的证据材料和信息,调查机关进行了核对。核查结束后,调查机关就实地核

查的基本事实向公司进行了披露。

对实地核查中收集到的材料和信息,调查机关在裁定中依法予以了考虑。

(七)裁定前披露。

根据《反倾销条例》和商务部《反倾销调查信息披露暂行规则》相关规定,调查机关向新加坡驻华使馆、

泰国驻华使馆、日本驻华使馆、璐彩特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披露并说明了计算倾销幅度所依据的基本事

实,并给予其提出书面评论的机会。

(八)利害关系方评论意见。

2017年12月5日,璐彩特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提交了《关于甲基丙烯酸甲酯反倾销期中复审案对实

地核查披露的评论》,就相关信息进行了澄清。考虑到该评论涉及企业保密信息,调查机关在裁定前披露中

予以回应。

(九)公开信息。

根据商务部《反倾销调查公开信息查阅暂行规则》的规定,调查机关将调查过程中所有公开材料及时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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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出口被调查产品。根据《反倾销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决定以该公司与中国非关联客户之间的

销售价格作为确定出口价格的基础。

3.调整项目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规定,为公平合理比较,调查机关对影响价格可比性的调整项目逐一进行了审查。
(1)正常价值部分。

就该公司主张的正常价值调整项目,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回扣、售前仓储费、内陆运费、内陆保险

费、出厂装卸费、信用费用和其他调整项目的调整主张。

关于佣金,公司主张其关联公司为同类产品在新加坡国内的销售提供相关服务,但公司答卷所提交证

明文件和调查机关在实地核查中核实的相关文件均无法支持公司上述主张。因此,调查机关决定不接受公

司该项主张。
(2)出口价格部分。

就该公司主张的出口价格调整项目,经审查,调查机关决定接受回扣、售前仓储费、内陆运费、内陆保险

费、国际运输费、国际运输保险费、信用费用、出口检验费、报关代理费等调整主张。

关于其他需要调整的项目,公司主张其关联公司为被调查产品对中国出口销售提供相关服务,但公司

答卷所提交证明文件和调查机关在实地核查中核实的相关文件均无法支持公司上述主张。因此,调查机关

决定不接受公司该项主张。

4.到岸价格(CIF价格)

经审查,现有证据表明该公司所报告的到岸价格是合理的。调查机关决定接受该到岸价格数据。

SumitomoChemicalSingaporePteLtd和其他新加坡公司

2017年2月28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

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

调查,并将立案公告和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

案立案公告。调查机关就此通知了新加坡驻华使馆和已知的新加坡出口商。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

调查的后果。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的公司,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可获得事实的基础上裁定其倾销幅度。由于SumitomoChemicalSingaporePte
Ltd和其他新加坡公司在规定时限内未提交答卷,调查机关比较分析在调查中可获得的信息,认为申请人提

供的数据和信息是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因此,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参加本次复审调查的申请人提供的数据和

信息作为可获得的事实,认定SumitomoChemicalSingaporePteLtd和其他新加坡公司的正常价值、出口

价格及调整项目。

泰国的公司

2017年2月28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

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

调查,并将立案公告和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

案立案公告。调查机关就此通知了泰国驻华使馆和已知的泰国出口商。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

调查的后果。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的公司,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可获得事实的基础上裁定其倾销幅度。由于泰国 MMA单体制造销售公司、PTT
旭化成化学有限公司以及其他泰国公司在规定时限内均未提交答卷,调查机关比较分析在调查中可获得的

信息,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数据和信息是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因此,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参加本次复审调查的

申请人提供的数据和信息作为可获得的事实,认定泰国 MMA单体制造销售公司、PTT旭化成化学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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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以及其他泰国公司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及调整项目。
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2017年2月28日,调查机关对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

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所适用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

调查,并将立案公告和调查问卷登载在商务部网站上,任何利害关系方均可在商务部网站上查阅并下载本

案立案公告。调查机关就此通知了日本驻华使馆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

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调查机关尽最大能力通知了所有已知的利害关系方,也尽最大能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醒不配合

调查的后果。对于调查机关已尽通知义务但没有提供必要信息配合调查的公司,调查机关根据《反倾销条

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在可获得事实的基础上裁定其倾销幅度。由于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

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在规定时限内未提交答卷,调查机关比较分析在调查中可获得的信

息,认为申请人提供的数据和信息是可获得的最佳信息。因此,调查机关决定采用参加本次复审调查的申

请人提供的数据和信息作为可获得的事实,认定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和日本

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及调整项目。
(二)价格比较。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六条的规定,调查机关在公司和申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基础上,考虑了影响价格

的各种可比性因素,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将被调查产品的出口价格和正常价值调整至相同水平进行比

较。在计算倾销幅度时,调查机关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和加权平均出口价格进行了比较,得出倾销幅度。
五、复审裁定

根据调查结果,调查机关裁定原产于新加坡、泰国以及日本三菱丽阳株式会社、日本旭化成化学株式会

社和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的进口甲基丙烯酸甲酯在复审调查期内存在倾销,倾销幅度为:
新加坡的公司:

1.璐彩特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10.7%
(LuciteInternationalSingaporePte.Ltd.)

2.SumitomoChemicalSingaporePteLtd 30.6%
3.其他新加坡公司(AllOthers) 30.6%
泰国的公司:

1.泰国 MMA单体制造销售公司 32.6%
(THAIMMACO.,LTD.)

2.PTT旭化成化学有限公司 32.6%
(PTTAsahiChemicalCompanyLimited)

3.其他泰国公司(AllOthers) 32.6%
日本的公司:

1.三菱丽阳株式会社 34.8%
(MitsubishiRayonCo.,Ltd.)

2.旭化成化学株式会社 34.8%
(ASAHIKASEICHEMICALSCORPORATION)

3.日本住友化学株式会社 34.8%
(SumitomoChemicalCompany,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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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公　　　告

2018年　第15号

为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根据国务院要求,商务部对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

理。经相关联发部门同意,现决定对以下9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1.废止《关于规范旧机动车鉴定评估工作的通知》(国经贸贸易〔2002〕825号)。

2.废止《商务部关于做好酒类流通备案登记工作的通知》(商运字〔2005〕78号)。

3.废止《商务部关于实施酒类流通随附单制度的通知》(商运发〔2006〕102号)。

4.废止《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酒类流通管理工作的通知》(商办运函〔2016〕611号)。

5.废止《商务部等6部门关于落实2014年度医改重点工作任务提升药品流通服务水平和效率工作的通

知》(商秩函〔2014〕705号)。

6.废止《商务部关于印发〈药品流通统计报表制度(2015-2016)〉的通知》(商秩函〔2015〕64号)。

7.废止《关于认真观察落实〈关于印发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和国际商务专业人员

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外经贸人字〔2002〕388号)。

8.废止《关于加强国际商务专业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考前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商人字〔2003〕37号)。

9.废止《关于印发〈国际商务职业资格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商人字〔2003〕4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8年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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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商 务 部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国 家 国 防 科 技 工 业 局
国 家 原 子 能 机 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关 总 署

公　　　告

2018年　第17号

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十六条和第十八条规定,禁
止向朝鲜出口本公告所公布的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相关的两用物项和技术、常规武器两用

品。本公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

国家原子能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2018年2月5日

增列禁止向朝鲜出口的两用物项和技术清单

本清单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制定。
一、物项、材料、设备、物品和技术

(一)可用于核和(或)导弹的物项

1.可用于级间分离装置的爆炸螺栓、爆炸螺母、异形爆炸螺栓、挠性线性聚能装药、球锁、压缩弹簧、环
形分离装置和加速火箭

2.能模拟飞行条件(温度、压力、冲击和振动)的任何环境模拟试验舱,用于民用飞机安全目的除外

3.快速成型制造技术,包括增材制造设备

4.可用作碳纤维生产前体的聚丙烯腈(PAN)纤维及其相关生产设备

5.将委员会根据第2270(2016)号决议第25段编写的报告(S/2016/308,附件)所载清单第12项改为

“金属氢化物、例如氢化锆、氢化铍、氢化铝、氢化铝锂和氢化钛”
6.可用于复合推进剂的增塑剂,例如己二酸二辛酯(DOA)、癸二酸二辛酯(DOS)和壬二酸二辛酯(DOZ)
7.在293K(20℃)时能够达到极限抗拉强度1950兆帕或更大的以下任何形态的马氏体时效钢:
(a)薄板、平板或管材,壁厚或板厚等于或小于5.0毫米;
(b)管状型,壁厚等于或小于50毫米,且内径等于或大于270毫米。
8.绕线机及相关设备:绕线机或铺带机:其纤维定位、缠覆及卷绕运动可以二轴或更多轴联动和程控,

且专为以纤维或线状材料制造复合材料结构件或层压板而设计,以及此种设备的联动和程控装置和精密

芯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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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用于化学/生物武器的物项

1.可净化空气的供气式全面罩呼吸器,用于消防员呼吸装置的除外

2.适合用于化学战剂消毒的其他化学品

·二乙烯三胺(111-40-0)

3.神经毒剂化学预防:
·丁酰胆碱酯酶

·溴吡斯的明(101-26-8)
·双复磷(114-90-9)
二、常规武器两用品

(一)特种材料和相关设备

系统、设备和部件

“复合”结构或层压件①

1.由有机“基质”和下列任一材料构成的“复合”结构或层压件:
(a)“特定模数”大于2.54×106 米、在惰性环境下“特定模数”大于2.54×106 米、熔化、软化、分解或升

华点高于1649℃的无机“纤维或丝状材料”。②

(b)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纤维或丝状材料”:
(1)由玻璃化转变温度(tg)高于290℃的芳族聚醚酰亚胺组成的材料,
(2)聚亚芳基酮,
(3)亚芳基团是亚联苯基、苯并菲或其混合物的聚亚芳基硫化物,
(4)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290℃的聚亚联苯基砜,或
(5)上述材料中任何与下列任一介质“混合”的材料:

—51—

①

②

不适用于以环氧树脂浸渍碳“纤维或丝状材料”制成、用于修理“民用飞机”构件或层压件的“复合”
结构或层压件,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

-长度不大于2.5米;

-宽度大于15毫米。
不适用于为下列纯粹民用的应用而专门设计的半成品:
体育用品、汽车工业、机床工业、医疗应用。不适用于为某一具体应用而专门设计的成品。
不适用于以环氧树脂浸渍碳“纤维或丝状材料”制成、用于修理“民用飞机”构件或层压件的“复合”
结构或层压件,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

-长度不大于2.5米;

-宽度大于15毫米。
不适用于为下列纯粹民用的应用而专门设计的半成品:
体育用品、汽车工业、机床工业、医疗应用。不适用于为某一具体应用而专门设计的成品。
不适用于:

-以短切纤维或无序毡形式存在,所含硅石重量等于或大于3%、“特定模数”小于10×106 米的非

连续、多相、多晶氧化铝纤维

-钼和钼合金纤维

-硼纤维

-在惰性环境下融化、软化、分解或升华点低于1770°C的非连续陶瓷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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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特定模数”大于12.7×106 米、“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3.5×104 米的有机“纤维或丝状材料”;③

b.“特定模数”大于14.65×106 米、“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6.82×104 米的碳“纤维状或丝状材料”。④

c.“特定模数”大于2.54×106 米、在惰性环境下熔化、软化、分解或升华点高于1649℃的无机“纤维或

丝状材料”。⑤

(c)“特定模数”大于12.7×106 米、“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3.5×104 米的有机“纤维或丝状材料”。
(d)“特定模数”大于14.65×106 米、“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6.82×104 米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
(e)全部或部分树脂浸渍或人造树脂浸渍“纤维或丝状材料”(预浸材料)、金属或涂碳“纤维或丝状材

料”(坯料)或含有下列任何“纤维或丝状材料”和树脂的碳纤维坯料:
(1)“特定模数”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有机大于2.54×106 米、在惰性环境下熔化、软化、分解或升华点高

于1649℃的无机“纤维或丝状材料”,或
(2)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有机或碳“纤维或丝状材料”:

a.“特定模数”大于10.15×106 米;

b.“特定抗张强度”大于17.7×104 米;且
(3)含有树脂或人造树脂,源自未加工含氟化合物,如:

a.氟化物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10%的氟化聚酰亚胺;

b.氟化物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30%的氟化膦氮烯弹性体;或
(4)动态机械分析玻璃化转变温度等于或高于180℃、含有一种酚醛树脂的各种酚醛树脂;或
(5)动态机械分析玻璃化转变温度等于或高于232℃的其他树脂或人造树脂。⑥

金属和合金⑦

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纤维或丝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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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不适用于聚乙烯。
不适用于:

-用于修理民用飞机构件或层压件、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长度不大于2.5米、宽度大于15毫米的

“纤维状或丝状材料”。

-机械切、磨或割,长度等于或小于25.0毫米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
不适用于:

-用于修理民用飞机构件或层压件、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长度不大于2.5米、宽度大于15毫米的

“纤维状或丝状材料”。

-机械切、磨或割,长度等于或小于25.0毫米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
不适用于:

-用于修理“民用飞机”结构或层压件、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环氧树脂“基质”浸渍碳“纤维或丝状材

料”(预浸材料):

-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

-长度不大于2.5米;且

-宽度大于15毫米。
除非另有规定,否则“金属”和“合金”两词包括原型料和半成品。
原型料:阳极、球材、棒材(包括缺口棒和线棒)、坯料、块坯、中胚、砖料、圆块、阴极、晶体、立方体、晶
粒、颗粒、粉粒、锭、团块、芯块、块锭、粉末、环块、砂粒、板片、块粒、多孔材料、棍材。半成品:通过轧

制、压延、挤压、锻造、冲击、模压、粒化、粉碎及抛光制成的锻材,即:角钢、槽钢、圆环、圆盘、粉末、片
状、箔片、锻件、薄板、冲压、丝带、卷材、棒材(包括焊棒材、线材和轧制线材)、型材、板材、带钢、管材

(包括圆钢、方钢和空心管)、拉制或挤压金属丝。在沙模、压模、金属模、石膏模或其他形式的模型

中成型的铸造材料,包括高压铸件、烧结件和粉末冶金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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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290℃的芳族聚醚酰亚胺组成的材料,
(b)聚亚芳基酮,
(c)亚芳基团是亚联苯基、苯并菲或其混合物的聚亚芳基硫化物,
(d)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290℃的聚亚联苯基砜,或
(e)上述材料中任何与下列任一介质“混合”的材料:
(1)“特定模数”大于12.7×106 米、“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3.5×104 米的有机“纤维或丝状材料”,⑧

(2)“特定模数”大于14.65×106 米、“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6.82×104 米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⑨

(3)“特定模数”大于2.54×106 米、在惰性环境下熔化、软化、分解或升华点高于1649℃的无机“纤维或

丝状材料”。◈10

软件

用于“开发”上述材料的“软件”。
技术

用于“开发”或“生产”上述设备或材料的“技术”。
测试、检验与生产设备

1.用于“生产”或检验上文题为“复合结构或层压件”及“金属和合金”的两节中所述“复合”结构或层压

件的设备;

2.专门设计的部件和配件,包括:
(a)长纤维卷绕机:专为以“纤维或丝状材料”制造“复合”结构或层压件而设计,其定位、包裹和卷绕运

动可经三个或三个以上“主要伺服定位轴”联动和程控。
(b)铺带机:专为制造“复合”机体或导弹结构件而设计,其定位及铺带运动可经五个或五个以上“主要

伺服定位轴”联动和程控。◈11

(c)多方向、多维纺织机或编织机,包括为制造“复合”结构而进行纤维纺织、编织或编结的接驳器和改装

套件。◈12

(d)下列专为“生产”强化纤维而设计或改装的设备:
(1)用于将聚合纤维(如聚丙烯腈、粘胶、人造树脂和聚碳硅烷)转换为碳纤维或碳化硅纤维的设备,包

括在加热过程中对纤维施加张力的专门设备;
(2)利用加热纤维丝基质中各元素或化合物的化学气相沉积制造碳化硅纤维的设备;
(3)难熔陶瓷(如氧化铝)湿纺设备;
(4)通过热处理将含有前体纤维的铝转化为氧化铝纤维的设备;
(5)用于通过热熔法生产“材料”项下第10节“(d)”段所述预浸材料的设备;
(6)专为“复合”材料而设计的下列无损检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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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10

◈11

◈12

不适用于聚乙烯。
不适用于:

-用于修理民用飞机构件或层压件、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长度不大于2.5米、宽度大于15毫米的

“纤维状或丝状材料”。

-机械切、磨或割,长度等于或小于25.0毫米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
不适用于以短切纤维或无序毡形式存在,硅石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的3%、“特定模数”小于10×
106 米的非连续、多相、多晶氧化铝纤维;钼和钼合金纤维;硼纤维;在惰性环境下融化、软化、分解或

升华点低于1770°C的非连续陶瓷纤维。
就本文而言,“铺带机”可在铺带过程中铺布一条或多条宽度大于25.0毫米、小于或等于305毫米

的“纤维带”,并停止和重启单支“纤维带”运程。
编织技术包括针织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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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X光断层扫描三维缺陷检查系统;

b.数控超声波测试机,其定位传导器或接收器可同时经四个或四个以上轴联动和程控,用以测量受测

试部件的三维轮廓。
材料

1.上文题为“复合结构或层压件”及“金属和合金”的两节中列示的所有内容。

2.金属合金、金属合金粉末和合金材料,包括下列内容:
(a)铝化物,包括:
(1)铝含量占总重量的最少15%、最多38%并含有至少一种其他合金元素的镍铝化物;
(2)铝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的10%并含有至少一种其他合金元素的钛铝化物。
(b)以粉末或颗粒材料制成的金属合金,包括:
(1)温度650℃、压力676兆帕时应力断裂寿命达到或超过10000小时,温度550℃、压力1095兆帕时低

周疲劳寿命达到或超过10000循环周次的镍合金;
(2)温度800℃、压力400兆帕时应力断裂寿命达到或超过10000小时,温度700℃、最高压力700兆帕

时低周疲劳寿命达到或超过10000循环周次的铌合金;
(3)温度450℃、压力200兆帕时应力断裂寿命达到或超过10000小时,温度450℃、最高压力400兆帕

时低周疲劳寿命达到或超过10000循环周次的钛合金;
(4)温度200℃时抗拉强度达到或超过240兆帕、温度25℃时抗拉强度达到或超过415兆帕的铝合金;
(5)在3%氯化钠水溶液中按照 ASTM 标准 G-31或国家相当标准测量,抗拉强度达到或超过345兆

帕、腐蚀速率小于1毫米/年的镁合金;
(6)具有下列所有特性且以下列任一组合物制成的金属合金粉末或颗粒材料:

a.经认证可用于涡轮发动机零部件的镍合金(Ni-Al-X、Ni-X-Al),即其中所含大于100微米的非

金属粒子(制造过程中引入)在10̂9合金粒子中少于3种

b.铌合金(Nb-Al-X或 Nb-X-Al、Nb-Si-X或 Nb-X-Si、Nb-Ti-X或 Nb-X-Ti)

c.钛合金(Ti-Al-X或 Ti-X-Al)

d.铝合金(Al-Mg-X或 Al-X-Mg、Al-Zn-X或 Al-X-Zn、Al-Fe-X或 Al-X-Fe)或

e.镁合金(Mg-Al-X或 Mg-X-Al)
(7)在受控环境下通过下列任一程序制成:

a.“真空雾化”

b.“气体雾化”

c.“旋转雾化”

d.“喷溅淬火”

e.“熔体纺丝和粉碎”

f.“熔体淬取和粉碎”

g.“机械合金化”

h.“等离子体雾化”

3.包括所有类型和形式、具有下列任一特性的磁性金属:
(a)最初相对渗透率等于或大于120000、厚度等于或小于0.05毫米

(b)具有下列任一特性的磁致伸缩合金:
(1)饱和磁致伸缩度大于5×10-4;或
(2)磁机械耦合系数(k)大于0.8;或
(c)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无定形或“纳米晶”合金带:
(1)铁、钴或镍含量占总重量至少75%的组合物;
(2)饱和磁感应(Bs)等于或大于1.6T;且具有下列任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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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厚度等于或小于0.05毫米;或

b.电阻等于或大于2×10-4 欧姆。

4.“基质”基于铁、镍或铜,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铀钛合金或钨合金:
(a)密度大于17.5克/立方分米;
(b)弹性限度大于880兆帕;
(c)极限抗拉强度大于1270兆帕;且
(d)伸张度大于8%。

5.长度大于100米或重量大于100克的下列“超导”复合导体:
(a)含有一种或多种铌-钛“纤维”、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超导”“复合”导体:
(1)嵌入除铜或铜基混合基质之外的其他“基质”;且
(2)横截面面积小于0.28×10-4 平方毫米(圆形纤维则直径小于6微米);
(b)由除铌-钛之外的一种或多种“超导”纤维组成、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超导”“复合”导体:
(1)磁感应为零时“临界温度”高于-263.31℃;且
(2)当曝露在任何垂直于导体纵轴方向、导体总体截面相应磁感应为12T、电流密度大于1750安/平方

毫米的磁场时,温度为-268.96℃时仍保持“超导”性能。
(c)“超导”“复合”导体由一种或多种“超导”“纤维”组成,温度高于-158.16℃时仍保持“超导”性能

6.以下液压油和润滑材料:
(a)主要成分为下列任一介质的润滑材料:
(1)苯撑或烷基亚苯基醚或硫醚,或其混合物,含有两种以上的醚或硫醚或其混合物;或
(2)在25℃下测量,动力粘度小于5000平方毫米/s(5000厘拖)的氟化硅;
(b)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制动油和浮选油:
(1)纯度高于99.8%
(2)每100毫升

(3)含有200微米或更大的颗粒数少于25个;且
(4)由至少85%的下列化合物或材质制成:

a.四氟二溴乙烷(CAS25497-30-7、124-73-2、27336-23-8);

b.聚氯三氟乙烯(油性蜡状改型);或

c.聚溴三氟乙烯

(c)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氟碳化合物电子冷却液:◈13

(1)含有下列任一介质或其混合物,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的85%:

a.单体形式的全氟聚烷基醚-三嗪或全氟酯族醚;

b.全氟烷基胺;

c.全氟环烃;或

d.全氟烷烃

e.在298K(25℃)温度下密度等于或大于1.5克/毫升;

f.在273K(0℃)温度下为液体状态;且

g.氟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的60%
7.下列陶瓷粉末、非“复合”陶瓷材料、陶瓷“基质”“复合”材料和原始材料:
(a)单一或复合钛的硼化物陶瓷粉末,不包括故意加入的杂质,所含总金属杂质少于5000ppm(百万分

之五千),平均粒度小于或等于5微米,大于10微米的粒子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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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不适用于指明并包装为医疗产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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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原始或半预制形式的非“复合”陶瓷材料,由密度为98%或理论密度更大的钛的硼化物组成;◈14

(c)陶瓷-陶瓷“复合”材料,加有玻璃或氧化物“基质”,并用纤维加强,具有下列所有特性:
(1)由下列任一材料制成:
a.Si-N;
b.Si-C;
c.Si-A1-O-N;或
d.Si-O-N;且
(2)“特定抗张强度”大于12.7×103 米

(d)陶瓷-陶瓷“复合”材料,或有或没有连续的金属相,有颗粒、晶须或纤维,硅、锆或硼的碳化物或氮

化物形成“基质”;
(e)原始材料(即特殊用途的聚合物或金属有机物),用以生产下列上文所述材料的任意相:
(1)聚二有机硅烷(用于生产碳化硅);
(2)聚硅氮烷(用于生产氮化硅);
(3)聚羰基硅氮烷(以硅、碳和氮化合物生产陶瓷);
(f)陶瓷-陶瓷“复合”材料,具有氧化物或玻璃“基质”,并从下列系统中用连续的纤维加强:◈15

(1)Al2O3(CAS1344-28-1);或
(2)Si-C-N。
8.下列非氟化聚合物质:
(a)下列酰亚胺:◈16

(1)双马来酰亚胺;
(2)“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290℃的聚酰胺-酰亚胺芳烃;
(3)“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232℃的聚酰亚胺芳烃;
(4)“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290℃的聚醚酰亚胺芳烃;
(b)聚亚芳基酮;
(c)亚芳基团是亚联苯基、苯并菲或其混合物的聚亚芳基硫化物;
(d)“玻璃化转变温度”高于290℃的聚亚联苯基砜。
9.下列未加工的含氟化合物:
(a)氟化物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10%的氟化聚酰亚胺;
(b)氟化物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30%的氟化膦氮烯弹性体。
10.下列“纤维或丝状材料”:
(a)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有机“纤维或丝状材料”:◈17

(1)“特定模数”大于12.7×106 米;且
(2)“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3.5×104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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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17

不适用于磨料。
不适用于这些系统中含有纤维的“复合”材料,其中纤维的“抗拉强度”在1273K(1000°C)温度下小

于700兆帕,或在100兆帕负荷和1273K(1000°C)温度下100小时的纤维抗拉蠕变阻力大于1%。
适用于液态或固态“熔融”物质,包括树脂、粉状、丸状、膜状、片状、帶状及箔状。
不适用于聚乙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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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18

(1)“特定模数”大于14.65×106 米;且
(2)“特定抗张强度”大于26.82×104 米;
(c)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无机“纤维或丝状材料”:◈19

(1)“特定模数”大于2.54×106 米;且
(2)在惰性环境下熔化、软化、分解或升华点高于1649℃
(d)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纤维或丝状材料”:
(1)由下列任一介质组成:
a.上文第8节所述聚醚酰亚胺

b.上文第8节所述其他材料

(2)由上文所述且与第10节所述其他纤维混合的材料组成。
(e)全部或部分树脂浸渍或人造树脂浸渍“纤维或丝状材料”(预浸材料)、金属或涂碳“纤维或丝状材

料”(坯料)或含有下列所有介质的碳纤维坯料:◈20

(1)含有下列任一介质:
a.上文所述无机“纤维状或丝状材料”
b.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有机或碳“纤维或丝状材料”:
①“特定模数”大于10.15×106 米;且
②“特定抗张强度”大于17.7×104 米;且
(2)含有下列任一介质:
a.前文各节所述树脂或人造树脂;
b.“动态机械分析玻璃化转变温度”等于或高于180℃、含有一种酚醛树脂;或
c.“动态机械分析玻璃化转变温度”等于或高于232℃、含有上文未曾述及且不是酚醛树脂的树脂或人

造树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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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20

不适于修理“民用飞机”结构或层压件、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纤维或丝状材料”:

1.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

2.长度不大于2.5米;且

3.宽度大于15毫米。
或机械切、磨或割,长度等于或小于25.0毫米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
不适用于:

a.以短切纤维或无序毡形式存在,硅石含量等于或大于总重量的3%、“特定模数”小于10×106 米

的非连续、多相、多晶氧化铝纤维;

b.钼和钼合金纤维;

c.硼纤维;

d.在惰性环境下融化、软化、分解或升华点低于2043K(1770°C)的非连续陶瓷纤维。
不适用于:

a.用于修理“民用飞机”结构或层压件、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环氧树脂“基质”浸渍碳“纤维或丝状

材料”(预浸材料):

1.面积不大于1平方米;

2.长度不大于2.5米;且

3.宽度大于15毫米。

b.全部或部分树脂浸渍或人造树脂浸渍、经机械切、磨或割的碳“纤维或丝状材料”,如使用的树脂

或人造树脂不在前述内容之列,则长度等于或小于25.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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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金属和化合物:◈21

(a)球状、雾状、似球状、片状或磨粉状且粒径小于60微米的颗粒化金属,以锆、镁及其合金含量等于或

大于总量的99%的材料制成;
(b)下列粒径等于或小于60微米的硼或硼合金:
(1)以重量计纯度等于或大于85%的硼;
(2)以重量计纯度等于或大于85%的硼合金;
(c)硝酸胍(CAS506-93-4);
(d)硝基胍(NQ)(CAS556-88-7)
其他技术

修理本文题为“系统、设备和部件”的一节中所述“复合”结构、层压件或材料的“技术”。◈22

(二)材料加工设备

软件

专门为“开发”或“生产”下列设备而设计的“软件”:
(a)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轴、可为“仿形控制”同时联动且具有下列任一特性的车削机床:
(1)“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0.9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行程长度小于1.0

米;或
(2)“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1.1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行程长度等于或大于

1.0米。
(b)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研磨机床:
(1)带有可为“仿形控制”同时联动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三个线性轴加一个旋转轴:

a.“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0.9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行程长度小于1.0
米;或

b.“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1.1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行程长度等于或大于

1.0米。
(2)带有可为“仿形控制”同时联动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五个或五个以上轴:

a.“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0.9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行程长度小于1.0米;

b.“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1.4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行程长度等于或大于

1.0米但小于4米。

c.“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6.0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行程长度等于或大于

4米。
(3)坐标镗床的“单向重复定位精度”等于或小于(优于)1.1微米,沿一个或多个线性轴运动。
(4)带有可为“仿形控制”同时联动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旋转轴的无线式放电加工机。
(5)经过改造用于深孔钻探、最大孔深超过5米的深孔钻床和车床。
(6)“数控”或手动机床及专门为其设计的部件、控制装置和配件,用于刮削、抛光、研磨或珩磨硬化(Rc

=40或40以上)钢针、螺旋和双螺旋齿轮,其节圆直径超过1250毫米,齿宽占节圆直径的15%或更多,成品

品质达到美国齿轮制造者协会14级或更高级别(相当于ISO1328第3级)。
(三)计算机

系统、设备和部件

电子计算机及相关系统、设备和部件或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电子组件”
(a)经专门设计,以具有以下任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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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此处所指金属也指由铝、镁、锆或铍封装的金属或合金。
不适用于使用飞机制造商手册所载碳“纤维或单纤维材料”和环氧树脂、修理民用飞机结构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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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经过抗辐射加固而超过以下任一规格:

a.剂量共计5×103 戈瑞(SI单位制);

b.干扰剂量率5×106 戈瑞(SI单位制)/秒;或

c.单粒子翻转1×10-8 个误差/位/日。
注:不适用于专为“民用飞机”应用而设计的计算机。
(四)电信

系统、设备和部件

1.具有以下任一特点、功能或特征的电信系统和设备以及专门为其设计的部件和附件:
(a)采用包括“跳频”技术在内的“扩频”技术且具有下列任一特征的无线电设备:
(1)用户可编程的扩频码;或
(2)总传输带宽等于或大于任一信息频道带宽的100倍且超过50千赫。
注:不适用于专门为以下任一用途而设计的无线电设备:

a.民用蜂窝无线通信系统;或

b.商业民用电信的固定或移动卫星地面站。
注:不适用于设计输出功率等于或小于1瓦的设备。
(b)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数控无线电接收机:
(1)拥有1000多个频道;
(2)“频道转换时间”少于1毫秒;
(3)自动搜索或扫描部分电磁波谱;
(4)识别收到的信号或发射机的类型。
注:不适用于专为使用民用蜂窝无线通信系统而设计的无线电设备。
技术说明:
“频道转换时间”:从一个接收频率转换到另一接收频率以达到最后规定接收频率或其±0.05%的时间

(即延迟时间)。规定频率范围小于其中心频率±0.05%的物项被定义为无法进行频道频率转换。

2.专为“开发”或“生产”电信设备、功能或特点而设计的电信测试、检查和生产设备以及专门为其设计

的部件或配件。
注:不适用于光纤定性设备。
(五)传感器和“激光器”
系统、设备和部件

1.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水听器:◈23

(a)配有持续且灵活的传感元件;
(b)配有离散传感元件的灵活组件,元件直径或长度小于20毫米,间距也小于20毫米;
(c)配有以下任一传感元件:
(1)光学纤维;
(2)除聚偏二氟乙烯(PVDF)及其共同聚合物(P(VDF-TrFE)和P(VDF-TFE))以外的“压电聚合

物”薄膜;
(3)“灵活压电复合材料”;
(4)由固溶体生成的铅-镁-铌酸盐/铅-钛酸盐(即Pb(Mg1/3Nb2/3)O3-PbTiO3或PMN-PT)

压电单晶;或
(5)由固溶体生成的铅-铟-铌酸盐/铅-镁-铌酸盐/铅-钛酸盐(即 Pb(In1/2Nb1/2)O3-Pb

(Mg1/3Nb2/3)O3-PbTiO3或PIN-PMN-PT)压电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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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专为其他设备设计的水听器的状态取决于其他设备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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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操作深度超过35米且具有加速度补偿;或
(e)操作深度超过1000米。

2.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牵引式水下听音阵列:
(a)水听器组合间距小于12.5米或“可被改装为”小于12.5米;
(b)操作深度被设计为或“可被改装为”大于35米;
(c)包含下文第3节所述航向传感器;
(d)包含纵向钢筋阵列管;
(e)包含直径小于40毫米的组装阵列;
(f)具有上文第1节所述水听器特性,或包含水下听音灵敏度在任何深度都优于180分贝且无加速的水

听器;
(g)基于加速度计且符合以下条件的水声器:
(1)由三个沿三条不同轴安放的加速度计组成;
(2)总体“加速灵敏度”优于48分贝(参考数值每克1000毫伏均方根);
(3)操作深度超过35米;且
(4)工作频率低于20千赫。

3.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航向传感器:
(a)“精确度”优于0.5度;
(b)操作深度超过35米或带有可使操作深度超过35米的可调节或可更换深度传感装置。

4.具有以下任一特性的海底或海湾电缆水听器阵列:
(a)包含上文第1节所述水听器或水下听音灵敏度在任何深度都优于180分贝且无加速的水听器。
(b)包含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多路复用水听器组合信号模块:
(1)操作深度超过35米或带有可使操作深度超过35米的可调节或可更换深度传感装置;
(2)操作时可与牵引式水听器阵列模块进行对调;或
(c)包含基于加速度计的水声传感器。◈24

光学传感器

用于遥感应用且符合下列任一条件的“单光谱成像传感器”和“多光谱成像传感器”:
(a)瞬时视场角小于200微弧度;◈25或

(b)规定在大于400纳米但不超过30000纳米波长范围内运作,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
(1)以数字格式输出成像数据;
(2)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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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符合以下所有条件且基于加速度计的水声传感器:
(1)由三个沿三条不同轴线安放的加速度计组成;
(2)总体“加速灵敏度”优于48分贝(参考数值每g1000毫伏均方根);
(3)操作深度超过35米;
(4)工作频率低于20千赫。
注:不适用于粒子速度传感器或地音探测仪。
注:也适用于接收设备(不管接收设备在正常应用中是否与单独的活动设备相关)以及专门为其设

计的部件。
不适用于峰值响应波长范围大于300纳米但不超过900纳米,且只包含下列任一非“太空级”探测

器或非“太空级”“焦平面阵列”的单光谱成像传感器:

a.不为实现“电荷倍增”而设计或改装的电荷耦合器件;或

b.不为实现“电荷倍增”而设计或改装的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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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太空级”;或

b.设计用于空中作业,利用除硅传感器以外的其他传感器,且瞬时视场角小于2.5微弧度。
光学

1.下列“太空级”光学系统部件:
(a)与同一孔径和厚度的实心坯体相比“等效密度”不到20%的轻型部件;
(b)原始衬底、有表面涂层(单层或多层;金属或介质;导电、半导电或绝缘)或带有保护膜的加工衬底;
(c)设计用于在太空组合成一个光学系统的镜块或镜块组件,该光学系统带有一个聚光孔,孔径等于或

大于直径为1米的单一光纤;
(d)由线性热膨胀系数在任何坐标方向都等于或小于5×10-6 的“复合”材料制成的部件;

2.下列光学控制设备:
(a)专为保持上文“光学”标题下所述“太空级”部件的表面图形或方向而设计的设备。
(b)下列引导、跟踪、稳定和谐振器校正设备:
(1)设计用于承载直径或主轴大于50毫米的反射镜且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光束转向镜台以及专门为

其设计的电子控制设备:

a.大角行程等于或大于±26毫弧度;

b.共振频率等于或大于500赫;

c.“精确度”等于或小于(优于)10微弧度;
(2)带宽等于或大于100赫且精确度等于或小于(优于)10微弧度的谐振器校正设备;
(c)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万向节:
(1)最大摇摆幅度超过5度;
(2)带宽等于或大于100赫;
(3)角瞄准误差等于或小于200微弧度;且
(4)具有下列任一特性:

a.径或主轴长度超过0.15米但不超过1米且角加速度超过2弧度/平方秒;或

b.径或主轴长度超过1米且角加速度超过0.5弧度/平方秒。
磁场和电场传感器

1.使用超导技术并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磁强计”:
(a)为固定运作而设计的超导系统,未带专为减少运行中噪音而设计的子系统,且“灵敏度”在频率为1

赫时等于或低于(优于)每平方根赫50fT(均方根);或
(b)运行中磁强计“灵敏度”在频率为1赫时等于或低于(优于)每平方根赫2pT(均方根)的超导系统,专

为降低运行中噪音而设计;

2.使用光学泵激发或核子推动力(质子/奥弗豪泽)“技术”的“磁强计”,且其“灵敏度”在频率为1赫时

低于(优于)每平方根赫2pT(均方根);

3.使用多个“磁场和电场感应器”标题下所述“磁强计”的“磁场梯度计”;

4.下列设备的“补偿系统”:
(a)使用光学泵激发或核子推动力(质子/奥弗豪泽)“技术”且“灵敏度”在频率为1赫时低于(优于)每平

方根赫20pT(均方根)的“磁强计”,加之使用光学泵激发或核子推动力(质子/奥弗豪泽)“技术”以便这些传

感器的“灵敏度”在频率为1赫时低于(优于)每平方根赫2pT(均方根)的“磁强计”;
(b)“灵敏度”在频率为1赫时低于(优于)每平方根赫兹8毫微伏特每米的水下电场传感器。

—52—

ww
w.
mo
fc
om
.g
ov
.c
n



(c)题为“磁场和电场传感器”的第1节◈26所述、可使这些传感器的“灵敏度”在频率为1赫时低于(优于)
每平方根赫3pT/米(均方根)的“磁场梯度计”。

5.包含题为“磁场和电场传感器”的第1或第2节中所述“磁强计”的水下电磁接收器。
软件

专为“开发”或“生产”题为“光学”的一节中所列物项而设计的“软件”。
技术

用于“开发”或“生产”本清单所列任一物项的“技术”。
(六)海洋系统、设备和部件

系统、设备和部件

1.下列专为水下使用而设计、不依靠空气的动力系统:
(a)符合以下任一条件、不依靠空气动力的布雷顿或郎肯循环发动机系统:
(1)专为去除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再循环发动机废气颗粒物而设计的化学洗涤或吸收系统;
(2)专为使用一种单原子气体而设计的系统;
(3)专为消除频率低于10千赫的水下噪音而设计的消音装置或封闭设备,或用于缓解冲击的专用安装

设备;或
(4)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系统:

a.专为对反应产物加压或燃料改质而设计;

b.专为存贮反应产物而设计;及

c.专为在100千帕或以上的压力下排放反应产物而设计;

2.符合以下所有条件、不依靠空气动力的柴油循环发动机系统:
(a)专为去除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再循环发动机废气颗粒物而设计的化学洗涤或吸收系统;
(b)专为使用一种单原子气体而设计的系统;
(c)专为消除频率低于10千赫的水下噪音而设计的消音装置或封闭设备,或用于缓解冲击的专用安装

设备;及
(d)经专门设计、不会不断排放燃烧产物的排气系统;

3.输出功率超过2千瓦、符合以下任一条件且不依靠空气的燃料电池动力系统:
(a)专为消除频率在10千赫以下的水下噪音而设计的消音装置或封闭设备,或用于缓解冲击的专用安

装设备;或
(b)符合以下所有条件的系统:
(1)专为对反应产物加压或燃料改质而设计;
(2)专为存贮反应产物而设计;及
(3)专为在100千帕或以上的压力下排放反应产物而设计;

4.符合以下所有条件、不依靠空气动力的斯特林循环发动机系统:
(a)专为消除频率低于10千赫的水下噪音而设计的消音装置或封闭设备,或用于缓解冲击的专用安装

设备;及
(b)专为在100千帕或以上的压力下排放燃烧反应产物而设计的排气系统;

5.具有下列所有特性的泵喷推进系统:
(a)输出功率超过2.5兆瓦;且
(b)使用不同的喷嘴和流量调节轮叶技术,以提高推进效率或减少推进器产生的水下辐射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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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

用于海洋系统、设备、组件、测试、检验和“生产”设备及其他相关技术的“软件”。
技术

用于海洋系统、设备、组件、测试、检验和“生产”设备及其他相关技术的“技术”。
(七)航空航天和推进

系统、设备和部件

1.下列专为制造燃气涡轮发动机叶片、轮叶或“尖端罩”而设计的设备、工具或装置:
(a)定向凝固或单晶铸造设备;
(b)下列由耐火金属或陶瓷制成的铸造工具:
(1)陶芯

(2)膜壳(模具)
(3)陶芯和膜壳(模具)配套组合

(c)定向凝固或单晶添加剂生产设备。
(八)具有军事意义的其他项目

1.下列防护服及其部件:
(a)不按军事标准或规格或其等同标准或规格制造的软防弹衣及专门为其设计的部件;
(b)提供等于或低于IIIA级(美国全国司法学会 NIJ0101.06防弹服防弹性能标准,2008年7月)或国

家等同标准的防弹保护的硬防护服插板。
注:本段不适用于用户随身携带用以保护其个人安全的防护服、针对仅源自非军事爆炸装置的碎片和

爆炸提供正面保护的防护服以及针对仅由刀、尖物、针头所致创伤或钝性创伤提供保护的防护服。

2.下列加速度计及专为其设计的部件:
(a)具有下列任一特征的线性加速度计:
(1)规定运作时的线性加速度水平小于或等于15g并具有以下任一特性:

a.一年内的零偏稳定性相对于固定校准值小于(优于)130microg;或

b.一年内的标度因素稳定性相对于固定校准值小于(优于)130ppm;
(2)规定运作时的线性加速度水平大于15g但等于或小于100g并具有以下任一特性:

a.一年内的零偏重复性小于(优于)1250microg;且

b.一年内的标度因素重复性小于(优于)1250ppm;或
(3)设计用于惯性导航或制导系统且规定可在线性加速度水平大于100g时运作;
注:上述段落不适用于测量振动或冲击的加速度计。
(b)规定可在线性加速度水平大于100g时运作的角加速度计或旋转加速度计。

3.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陀螺仪或角速度传感器及专为其设计的部件:
(a)规定可在线性加速度水平小于或等于15g时运作且具有以下任一特性:
(1)量程小于每秒500度并具有下列任一特征:

a.经在1g环境中为时一个月的测量,零偏稳定性相对于固定校准值小于(优于)0.5度/小时;或

b.“角度随机游走”小于(优于)或等于每平方根小时0.0035度;或
注:本段不适用于“转子陀螺仪”。
(2)量程大于或等于每秒500度并具有下列任一特性:

a.经在1g环境中为时3分钟的测量,零偏稳定性相对于固定校准值小于(优于)4度/小时;或

b.“角度随机游走”小于(优于)或等于每平方根小时0.1度;或
注:本段不适用于“转子陀螺仪”。
(b)规定可在线性加速度水平大于100g时运作。

4.具有下列任一特征的“惯性测量设备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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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惯性测量设备或系统”带有用于测量速度和方向变化,以便在对准后无须外部参考即可确定或维

持航向或位置的加速度计或陀螺仪。“惯性测量设备或系统”包括:
–姿态及航向参考系统;
–陀螺罗盘;
–惯性测量单元;
–惯性导航系统;
–惯性参考系统;
–惯性参考单元。
注2:不适用于经一个或多个会员国的民航管理局认证可用于“民用飞机”的“惯性测量设备或系统”。
(a)为“飞机”、陆地车辆或船只设计,可在不使用“定位辅助参考”情况下提供定位,经正常对准后可达

到下列任何“精确度”水平:
(1)“循环误差概率”等于或小于(优于)0.8海里每小时;
(2)所行距离“循环误差概率”等于或小于(优于)0.5%;或
(3)24小时期间总漂移量“循环误差概率”等于或小于(优于)1海里;
(b)装有嵌入式“定位辅助参考”,设计用于“飞机”、陆地车辆或船只,可在丧失所有“定位辅助参考”长

达4分钟后提供定位,“精确度”等于或小于(优于)10米“循环误差概率”;
(c)设计用于“飞机”、陆地车辆或船只、可确定航向或真北方位并具有下列任一特性:
(1)最高操作角率小(低)于500度/秒,且不使用“定位辅助参考”时航向“精确度”等于或小于(优于)

0.07degsec(纬度)(相当于在纬度45度上的6弧分均方根);或
(2)最高操作角率等于或大(高)于500度/秒,且不使用“定位辅助参考”时航向“精确度”等于或小于

(优于)0.2degsec(纬度)(相当于在纬度45度上的17弧分均方根);
(d)提供多维度加速度测量或角速度测量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1)规定在不使用任何协助参考资料的情况下,沿任何轴运作的上文所述加速度计及陀螺仪;或
(2)为“太空级”且可提供沿任何轴的“角度随机游走”都小于(优于)或等于每平方根小时0.1度的角速

率测量方法。

5.工作深度超过1000米的载人系留潜水器。

6.航空燃气轮机,但不包括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航空燃气轮机:
(a)经一个或多个会员国的民航管理局认证;及
(b)旨在为非军用载人“航空器”提供动力,且民航管理局为装有此类特殊发动机型的“航空器”出具下

列任何证书:
(1)民用类证书;或
(2)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承认的等效文件。
(九)清单所用术语的定义

本文载有按字母顺序罗列的清单所用术语的定义。
“精确度”
(通常以不精确度来衡量)即某一指示值与认可标准值或真值的最大正负偏差。
“主动飞行控制系统”
通过自主处理多个传感器的输出,然后提供必要的预防指令来实现自动控制,防止不必要的“飞机”和

导弹运动或结构载荷的功能。
“粉碎”
将材料压成或磨成颗粒的过程。
“补偿系统”
包括主标量传感器、一个或多个参考传感器(例如矢量磁强计)以及可降低平台刚体旋转噪音的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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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
“基质”以及由出于特定目的或多个目的而出现的颗粒、晶须、纤维或其任何合成物构成的一个附加相

或多个附加相。
“III/V化合物”
由门捷列夫周期分类表中IIIA和 VA族元素(例如砷化镓、砷化镓铝和磷化铟)组成的多晶或二元或复

合单晶产物。
“仿形控制”
根据指定下一个所需位置以及该位置所需进给速率的指令而运行的两个或多个“数控”运动。这些进

给速率相互变化,从而产生期望的形状(参考ISO/DIS2806-1980)。
“临界温度”
(有时称为转变温度)一种特定“超导”材料的“临界温度”是指该材料失去对直电流的全部阻力时的

温度。
“基于数据的参考导航”(“DBRN”)系统

使用先前测量的地理绘图数据的各种来源,以在动态条件下提供精确导航信息的系统。数据源包括测

深图、恒星地图、重力图、磁图或三维数字地形图。
“开发”
涉及批量生产之前的所有阶段,如:设计、设计研究、设计分析、设计概念、原型的组装和测试、试点生产

方案、设计数据、将设计数据转换为产品的过程、配置设计、集成设计和布局。
“扩散粘结”
将至少两个单独的金属片牢固地连接成单件,该单件的接合强度与最薄的材料相同,连接的主要机理

是原子在界面上的相互扩散。
“电子组装”
可连接在一起执行一个或多个特定功能、可进行整体替换且通常可拆卸的多个电子部件(即“电路元

件”、“分立部件”、集成电路等)。
“等效密度”
投影到光学表面上的每单位光学区域的光学元件的质量。
“纤维或丝状材料”包括:
(a)不间断单纤丝;
(b)不间断的细线和粗丝;
(c)胶带、织物、无序毡和编织物;
(d)短切纤维、短纤维和相干纤维毯;
(e)任何长度的单晶或多晶晶须;
(f)芳族聚酰胺浆粕。
“光控飞行系统”
在飞行期间采用反馈来控制飞行器、通过光信号对执行器发出命令的主要数字飞行控制系统。
“电传飞行控制系统”
在飞行期间采用反馈来控制飞行器、通过电子信号对执行器发出命令的主要数字飞行控制系统。
“焦平面阵列”
不管是否带有读出电子器件、在焦平面中运作的单个检测器元件的一个线性或二维平面层或平面层

组合。
注:该定义不包括单个检测器元件的堆叠或在元件内不执行时间延迟和积分的任何两个、三个或四个

元件检测器。
“分数带宽”

—92—

ww
w.
mo
fc
om
.g
ov
.c
n



“瞬间带宽”除以中心频率,以百分比表示。
“跳频”
通过离散步骤的随机或伪随机序列改变单个通信频道的传输频率的“扩频”形式。
“气体雾化”
通过高压气流将金属合金熔融流变成直径为500微米或更小的液滴的过程。
“磁力梯度计”
用于通过仪器外部的来源检测磁场的空间变化。包括多个“磁强计”和有关电子设备,其输出是磁场梯

度的量度之一。(另见“本征磁力梯度计”)
“磁强计”
用于通过仪器外部的来源检测磁场。包括一个磁场传感元件和有关的电子设备,其输出是磁场的量度

之一。
“基质”
填充颗粒、晶须或纤维之间的空间且基本上连续的相。
“机械合金化”
通过机械冲击使元素和母合金粉末粘合、压裂和再粘合的合金化过程。可以通过添加适当粉末将非金

属颗粒融入合金。
“熔体淬取”
通过将旋转的冷冻块的短段插入熔融金属合金的槽中,“快速凝固”合金并淬取带状合金产品的过程。
“熔体纺丝”
通过将熔融金属流冲撞旋转冷却块,使其“快速凝固”形成薄片、带状或棒状产品的过程。
“单光谱成像传感器”
可从一个不连续的光谱带获得成像数据。
“多光谱成像传感器”
可同时或连续从两个或多个不连续的光谱带获得图像数据。带有二十多个不连续的光谱带的传感器

有时称为超光谱成像传感器。
“数字控制”
由一利用(通常在运行过程中引入的)数字数据的设备对一过程实施的自动控制(参考ISO2382)。
“等离子体雾化”
在惰性气体环境中使用等离子炬将熔融流或固体金属变成直径为500微米或更小的液滴的过程。
“生产”
指生产的所有阶段,如:产品工程、制造、集成、组装(安装)、检验、测试和质量保证。
“脉冲压缩”
将持续时间长的雷达信号脉冲编码和处理为一个持续短时间的雷达信号脉冲,同时保持高脉冲能量的

好处。
“雷达跳频”
在伪随机序列中使脉冲雷达发射机的载波频率在脉冲之间或脉冲组之间进行改变且改变的幅度等于

或大于脉冲带宽的技术。
“雷达扩频”
使用随机或伪随机编码将来自频带相对较窄的信号所产生的能量扩展到更宽的频带上的调制技术。
“辐射灵敏度”
辐射灵敏度(mA/W)=0.807×(单位为纳米的波长)×量子效率

技术说明

量子效率通常以百分比表示;然而,在该公式中,量子效率表现为小于一的十进制数字,例如78%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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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78。
“实时处理”
由提供所需服务水平的计算机系统在外部事件的刺激下、不计系统的负载、在保证的响应时间内、将数

据作为可用资源的函数对其进行的处理。
“机器人”
一种操作机制,可以是连续路径,也可以是点对点品种,还可以使用传感器,且具有以下所有特征:
(a)多功能;
(b)能够通过三维空间的各种运动定位或引导材料、零件、工具或特殊装置;
(c)包括三个或更多个闭环或开环,其中可包括步进电机在内的伺服装置;且
(d)通过教授/重播方式或电子计算机(可以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即意味着无机械干预),具备“用户编

程能力”。
注:上述定义不包括以下设备:

1.仅可人工/遥控操纵手控制的操作机制;

2.固定序列操作机制,即一种根据机械固定编程运动进行操作的自动移动装置。该程序受固定止动器

(如销或凸轮)的机械限制。无法使用机械、电子或电气手段改变运动顺序和路径或角度的选择;

3.机械控制变量序列操作机制,即一种根据机械固定编程运动进行操作的自动移动装置。该程序受固

定但可调整的止动器(如销或凸轮)的机械限制。在固定编程模式中,运动顺序和路径或角度的选择可变。
只能通过机械操作来完成对一个或多个运动轴中编程模式的改变或修改(例如改变销或转换凸轮);

4.无伺服控制变量序列操作机制,即一种根据机械固定编程运动进行操作的自动移动装置。该程序可

变,但序列只会在收到来自机械固定电气二元装置或可调节止动器的二元信号后进行;

5.定义为笛卡尔坐标操纵器系统的堆垛起重机,作为存储箱垂直阵列的组成部分而制造,设计用于为

存储或回收目的而获取这些存储箱内的物品。
“旋转雾化”
通过离心力将熔融金属流或熔池变成至直径为500微米或更小的液滴的过程。
“信号处理”
通过诸如时间压缩、过滤、焠取、筛选、关联、卷积或定义域之间的变换(例如,快速傅里叶变换或沃尔什

变换)的算法来处理来自外部且承载信息的信号。
“软件”
采用任何有形表现形式的一个或多个“程序”或“微程序”的集成。
“源代码”
对可由程序系统转换成设备可执行形式(“目标代码”(或目标语言))的一个或多个进程的便捷表达

方式。
“太空级”
为在离地球表面100公里以上的高度进行操作而设计、制造或通过成功测试证明合格。
注:通过测试确定特定物品为“太空级”并不意味着相同生产运行或模型系列中的其他物品不经单独测

试也为“太空级”。
“特定模数”
系指在温度为296±2K(23±2℃)和相对湿度为(50±5)%的条件下测量的杨氏模量,相当于 N/m2除

以比重 N/m3。
“特定抗张强度”
系指在温度为296±2K(23±2℃)和相对湿度为(50±5)%的条件下测量的极限拉伸强度,相当于 N/

m2除以比重 N/m3。
“喷溅淬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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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熔融金属流冲撞冷却块,使其“快速凝固”形成薄片产品的过程。
“扩频”
使频带较窄的通信频道里的能量扩展至更宽的能谱的技术。
“扩频”雷达———见“雷达扩频”
“超导”
指能够失去所有电阻(即可获得无限导电性并在不产生焦耳热的情况下携带巨大电流)的材料(即金

属、合金或化合物)。
技术说明

材料的“超导”状态可分别表现为“临界温度”、作为温度函数的临界磁场以及作为磁场和温度两者函数

的临界电流密度。
“超塑成形”
通过加热使金属变形的过程,此类金属通常属于达到常规拉伸强度试验在室温下确定的断裂点时伸长

率低(小于20%)的金属,经加热在加工过程中实现延伸,伸长率可提高至少两倍。
“技术”
产品的“开发”、“生产”或“使用”所需要的具体信息。信息采用“技术数据”或“技术援助”的形式。
技术说明

1.“技术数据”包括蓝图、计划、图表、模型、公式、表格、在其他媒体或设备(如磁盘、磁带和只读存储器)
上编写或记录的工程设计和规格、手册以及说明等多种形式。

2.“技术援助”可包括教育、技能、培训、工作知识和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技术援助”可包括“技术数

据”的转让。
“时间常量”
使用光刺激使当前增量达到最终值的1-1/e倍(即最终值的63%)所需的时间。
“尖端罩”
附接到发动机涡轮机壳体内表面的(固体或分段)固定环部件或位于涡轮机叶片外部末端处的特征,主

要在固定部件和旋转部件之间提供气体密封。
“飞行总控”
“飞机”状态变量和飞行路径的自动控制,以响应关于目标、危险或其他“飞机”的数据的实时变化,满足

任务目标。
“单向重复定位精度”
机床单轴按照ISO230-2:2014之3.21或国家相当标准界定的R↑和R↓(前向和后向)的较小值。
“使用”
运行、安装(包括现场安装)、维护(检查)、修理、大修或翻修。
“用户编程能力”
允许用户通过除下列方法以外的其他方法插入、修改或替换“程序”的能力:
(a)接线或互连的实际变化;或
(b)功能控制的设置,包括参数的输入。
“真空雾化”
通过暴露于真空,使溶解气体快速释放,从而将金属熔融流变成直径为500微米或更小的液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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