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优质籼稻收储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在我国籼稻主产区，优质籼稻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其储备量也随之增加。

与普通籼稻相比，优质籼稻不耐储藏，品质陈化严重，承储企业负担沉重，消费

者对口粮品质不满意。为解决优质籼稻难以储藏的行业共性问题，编制优质籼稻

收储技术规程，用于指导我国优质籼稻收储工作。该标准的制定，对于提升行业

技术水平，减少粮食产后损失，规范优质籼稻收购和储藏环节的技术要求，确保

粮食安全十分必要。 

《优质籼稻收储技术规程》是根据《中国粮油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行）》

相关规定，经立项评审和立项公示等程序获中国粮油学会批准立项，批准文号：

中粮油学发[2019]7 号。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轻工大学、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储粮荆门直属库

有限公司、中储粮成都直属库有限公司、中储粮湖州直属库有限公司、湖北国家

粮食质量监测中心、广东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其中高校和科研院所3家，粮

食仓储企业4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2家。参与人员姓名、单位、分工如下： 

序号 姓名 单位 分工 

1 舒在习 
武汉轻工大学 主编 

全面负责 

2 王平坪 
武汉轻工大学 联络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唐洁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3 术语和定义 

4 蒋士勇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 

3 术语和定义 

5 张忠杰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

研究院 

6.1 入仓优质籼稻的干燥降水 

6 石天玉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

研究院 

4.2 设施设备条件 

7 付鹏程 
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

公司 

9.2 控温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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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胜强 
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

公司 

9.3 控水储藏 

9 高兴明 中储粮荆门直属库有限公司 5 入仓前的准备 

10 彭明文 
中储粮荆门直属库有限公司 10.3 控温控水管理（风管机控

温、墙体环流均温） 

11 周冰 中储粮成都直属库有限公司 7 入仓存放要求 

12 高钰钞 
中储粮成都直属库有限公司 10.3 控温控水管理（风管机控

温、内环流均温） 

13 张坚 中储粮湖州直属库有限公司 8 出仓要求 

14 闵炎芳 
中储粮湖州直属库有限公司 10.3 控温控水管理（蒸发冷谷

物冷却机控温、内环流均温） 

15 熊宁 

湖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 6.2 入仓优质籼稻品质质量要

求 

10.2 品质质量检测 

16 曾伶 
广东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 6．3入仓优质籼稻的卫生要求 

11 有害生物控制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起草牵头单位为武汉轻工大学，为了更好地完成标准编制工作，组

成了由 9家单位共同参与的标准起草组。起草组成员来自长期开展粮油储藏研究

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粮食仓储企业和粮食质量监测中心等单位，专业覆盖粮油储

藏、粮油品质检测、粮食干燥、害虫防治、企业管理等领域。起草组在广泛调研

和查阅国内外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初步的编制大纲。2018年 8月 17日，在

中国粮油学会团体标准粮食储藏与流通技术委员会第一届团体标准研讨会上，标

准起草牵头单位对标准框架结构及内容作了汇报，与会专家对包括标准名称在内

的内容提出了多条意见和建议。2018 年 11 月 21 日，在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和建

议的基础上，起草组对立项申请书和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并按期提交了立项申

请书和标准草案。2019 年 1月 30日，中国粮油学会下文批准本标准立项。起草

组成员经过协商和讨论，对标准编制内容进行了分工，确定了工作计划和标准实

施方案。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一）标准的编写原则 

本标准根据 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规则》及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二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

容的确定方法》的要求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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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遵循团体标准应具备“技术要求不低于强制性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

鼓励高于推荐性标准的要求”的基本原则进行编写。 

（二）提出本标准的依据 

与普通籼稻相比，优质籼稻的蛋白质、脂肪和色素等成分的含量较高，在储

藏过程中这些成分变化也快。而且优质籼稻的籽粒结构不同于普通籼稻，其颖壳

薄，尾端有细微裂缝，使其更易受到不利储藏条件的影响，所以优质籼稻不耐储

藏。优质籼稻在储藏过程中，重量损耗大，品质下降快，特别是优良的食味品质

下降更快，因此，保质减损是优质籼稻储藏的重要目标。 

仓储设施与设备的条件对优质籼稻的储藏至关重要，本标准须对仓房条件、

设施设备条件做出相应规定。 

收购入仓的优质籼稻质量是保质减损储藏的基础，水分含量、品质质量、卫

生指标等必须有明确规定，收购后入仓前优质籼稻的干燥降水环节，会对其加工

品质、食味品质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要对干燥降水的技术工艺做出规定，推广保

质烘干技术，以减少干燥过程对稻谷品质造成的不良影响。 

优质籼稻的入仓存放也要有原则性的要求。 

为保证出仓过程的作业安全和质量稳定，了解储藏全周期品质质量变化情

况，本标准应包括出仓要求方面的内容。 

大量的研究表明，温度是影响优质稻储藏品质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水分含

量。通过储藏期间的控温控水，可以达到优质籼稻保质减损储藏目标。储藏技术

与工艺部分要突出控温储藏、控水储藏的内容，控温可以保质，控水可以减损。 

优质籼稻控温控水储藏技术的实施效果，离不开储藏期间的规范化管理。储

藏期间的日常技术管理也是本标准的内容之一。 

此外，对于优质籼稻储藏中有害生物的控制要做出合理规定。 

（三）制定本标准的基础 

本标准起草单位武汉轻工大学、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中储粮

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长期开展粮油储藏、粮食干燥技术研究，在“粮食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和“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承担了大量粮油储藏的科研项目，

涉及到储粮机械通风、就仓干燥、气调、低温等多项技术和装备的开发，特别是

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武汉轻工大学承担的“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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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课题“粳稻和优质籼稻保质减损绿色储藏工艺优化与示范”已开展 3 年，在

我国优质籼稻主产区 4 个典型粮库开展试验与技术示范，取得了较多成果。中国

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荆门直属库、成都直属库、湖州直属库都是南方

优质籼稻主产区的代表性仓储企业，同时也是“十三五”课题的示范单位，三家

企业仓储条件优越、管理规范，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储藏优质籼稻的经验。

湖北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广东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是优质籼稻主产省份的

质量监测机构，都是国家标准《优质稻谷》（GB/T 17891—2017）的起草单位，

对优质籼稻储藏品质的检测与分析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 

（四）实验内容 

自 2016 年开始，已经在中储粮荆门直属库有限公司、中储粮成都直属库有

限公司、中储粮湖州直属库有限公司、中储粮益阳直属库有限公司开展优质籼稻

保质减损储藏技术试验与示范，主要从控温、控水、有害生物防治等方面开展工

作。各个试验示范库点的内容各有其侧重点，荆门库以墙体动态隔热、仓房吊顶、

风管机空调控温为主，成都库以墙体静态隔热、内环流均温、风管机空调控温为

主，湖州库则以稻壳包压盖、内环流均温、蒸发冷谷物冷却机控温技术为重点进

行实验。秋冬季机械通风和害虫的无公害防治也是实验的重要内容。 

（五）实际应用效果 

经过近 3 年的试验和实际应用，控温、控水及无公害虫霉防治技术取得了很

好的应该效果，与对照仓相比，延缓了优质籼稻品质质量的变化。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储藏期间优质籼稻不耐高温，对仓房围护结构的隔热性、气密性要求较高。

我国南方是优质籼稻主产区，属于第五、六、七储粮生态区，其中第五、七区湿

热持续时间长，是优质籼稻品质陈化最快的地区。参照《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的

规定，本标准提出储藏优质籼稻的仓房隔热性能要达到第五、七区的要求。鉴于

目前仓房气密性普遍不高，《粮油储藏技术规范》规定，新建平房仓（空仓）由

500Pa 降至 250Pa 压力半衰期不小于 40s，筒仓、浅圆仓不小于 60s，根据团体标

准技术要求不低于国家标准的原则，本标准提出，平房仓实仓 500Pa 降至 250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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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压力半衰期不小于 40s，筒仓、浅圆仓实仓不小于 60s。 

现行国家标准《优质稻谷》（GB/T 17891—2007）依据糙米的长度将优质籼

稻分为长粒形籼稻、中粒形籼稻、短粒形籼稻。为了方便加工，保证优质籼稻的

加工质量，本标准提出按籽粒形态（长粒、中粒和短粒）分开储存。 

优质籼稻储藏中的粮温目标值是一个关键性的技术指标。不同储粮生态区域

控温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即使是同一生态区域的不同企业，由于储粮的软硬件

存在差异也会有所不同。经过广泛调查和研讨，本标准提出不按区域划分粮温目

标值，而是规定 2 种控温储粮类型，即低温储藏和准低温储藏，分别按春、夏、

秋、冬季规定平均粮温和最高粮温目标值，由各储粮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控温

储粮类型，到达一年四季的控温目标。控温储粮类型与储藏周期的长短相关联，

低温储粮的保质储藏期 3 年，准低温储粮的保质储藏期 2 年，安全储藏期均为 3

年，满足国家关于稻谷储备期的要求。 

优质籼稻储藏中的水分目标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指标。水分含量高不利

于安全储藏，水分含量过低，不仅造成重量损失，而且不利于大米加工。由于新

收购的优质籼稻水分普遍偏高，不利于入仓后的安全储藏，因此第一个秋冬季要

通过烘干或就仓干燥的方式将水分控制在安全水分范围。本标准规定优质籼稻必

须采取低温储藏或准低温储藏，实现全年控温目标，故将第一年的水分目标值定

在 14%以内是可以实现安全储藏的。在后续的储藏过程中主要是控制水分不能过

快散失，出仓前的水分含量不低于 13%（现行国标规定优质籼稻质量指标水分≤

13.5%）。 

关于降温降水通风、降温保水通风、调质通风、防结露通风、排积热通风的

操作条件，新修订的《储粮机械通风技术规程》LS/T 1202 中均有规定，按照规

定选择通风时机，就能实现通风目的。 

（二）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是为了实现优质籼稻保质减损储藏目标而推荐使用的收储技术规程，

在选择控温储藏类型的基础上达到粮温控制目标值，能确保优质籼稻优良的品

质，减少水分损耗，提高大米的加工品质，满足广大消费者对优质粮油的需求，

在为仓储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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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无同类国际标准。 

五、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为新制定的团体标准，按照 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

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及 GB/T 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二部分：

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的要求编制，为优质籼稻收购和储藏技

术提供科学依据，与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强制性标准不存在任何

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尚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强制性，推荐性）的建议，特别是对建议批为强

制性标准的理由应充分说明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措施（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优质籼稻收储技术规程》团体标准起草组 

2019年 2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