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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安全储粮是粮食部门贯彻国家粮食安

全战略、守住管好“天下粮仓”的重要任

务，是粮库的基本职责。要确保粮油储存安

全，必须坚决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的方针，坚持“谁储粮、谁负责，谁坏粮、

谁担责”的原则，着力解决好基层粮库安全

储粮作业和管理问题，尤其是要指导一线保

管员、仓储科长、粮库分管负责人、粮库主

要负责人在安全储粮上切实履职尽责，及时

检查、监测、分析粮情，采取有效管理措施

和科学保粮方法，预防和处置各种储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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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隐患，不断提高安全储粮的能力和水平。

长期以来，广大粮食仓储工作者为保

证储粮安全进行了大量探索实践，积累了

丰富经验；粮食科技人员不断攻关，取得

了一系列储粮科技成果，制定了大量标准

规范。为使粮库的负责人及仓储部门做到

“应知应会应责”，粮库管理人员知道如

何管、具体保管人员知道如何做，使各项

仓储制度标准真正落地，实现“通俗化”，

便于一线管理和作业人员易懂易记好操

作，把技术性知识变成制度性要求，促进

行动自觉、行为规范，国家粮食局在制定

《粮油储存安全责任暂行规定》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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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组织国家粮食

局安全储粮与安全生产技术指导专家组等

多位行业一流专家和粮库代表编写了《粮

油安全储存守则》，以期本守则成为粮库

工作人员安全储粮的行为准则。

本守则紧扣粮库安全储粮，坚持问题

导向。在编写过程中，按照储粮作业流程

梳理常见风险和隐患，有针对性地凸显关键

技术和管理环节，对粮食入仓与质量控制、

环境巡查与鼠雀防治、粮情检查检测与分析

报告、储粮温湿度控制、虫霉防治、简易仓

囤储粮、异常粮情处置、粮食出仓作业、植

物油脂储存等环节，重点阐明应做什么、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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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做，对粮库不同层级、不同岗位的相关人

员提出工作要求和技术指导，预防和避免粮

油储存事故的发生。

201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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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粮食入仓与质量控制

1.入仓作业准备

粮食入仓前，仓储管理部门要检查仓

房，确认仓房无破损、渗漏、返潮等现象，

门窗和照明灯等能正常使用；要清洁仓房，

有活虫时进行空仓杀虫，采用国家允许使

用的杀虫剂进行杀虫处理，制定空仓杀虫

方案，经批准后实施，做好隔离工作。空

仓杀虫药剂及用量见表 1。

设备管理部门要清洁和调试设备，确

保作业期间输送清理和仓储工艺等设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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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运行。

表 1 空仓杀虫药剂及用量

种

类

食品级惰

性粉
磷化铝 敌敌畏

溴氰

菊酯

用

量

3～5

g/m
2

3～6

g/m
3

0.1～0.2

g/m
3

0.1～2

g/m
3

注：敌敌畏仅用于空仓和环境杀虫，严禁喷施或落

入储粮中；溴氰菊酯应以烟雾剂形式用于空仓杀虫。

2.入仓粮食质量要求

入粮时，按批量扦取样品，检测粮食

水分和杂质含量。入仓粮食水分含量宜控

制在当地安全水分以下，杂质含量应严格

控制在 1.0%以内。对于水分、杂质含量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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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粮食，应经过干燥、清理，达到要求

后，方可入仓。

入仓粮食应按种类、等级、收获年度

分开储藏。已感染害虫的粮食应单独存放，

并根据虫粮等级按规定处理。

3.入仓作业要求

入仓作业流程主要包括质检扦样、检

斤称重、布设通风地上笼（横向通风无需

布设）、卸粮清杂、质量抽检、输送入仓。

入仓过程中，提高机械化进仓水平，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自动分级（浅圆仓、立

筒仓入仓时采用布料器、减压管等）和防

止测温电缆移位。做好防虫、防鼠、防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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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加强对全流程的除尘防尘工作，保

护环境。

入满粮后，应进行平整粮堆粮面、铺

设粮面走道板、布置粮情测控系统、通风

均温均湿、防虫防霉、密闭压盖等作业。

粮库管理人员要对入仓全过程进行跟

踪检查，保证入仓粮食符合储存要求，并

在入仓粮食质量控制单上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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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环境巡查与鼠雀防治

4.环境巡查

应检查库区内有无残粮、垃圾、污水、

杂草等，并及时清理干净；应安排人员巡

更，检查仓顶、仓壁、门窗、挡水墙等是

否完好，特别是在大风、雨雪等恶劣条件

下，及时检查仓房设施、通风设备、熏蒸

器具、气调系统、挡鼠板、防雀防虫网等，

确保各项设施性状完好、使用正常。

5.防鼠措施

清洁并保持库区环境卫生；硬化仓库



6

四周地坪，封堵鼠洞；密实仓库（囤基）

地坪、墙角、檐口孔洞缝隙；在仓门处安

装防鼠板。

6.灭鼠措施

（1）诱捕：将装有诱饵的捕鼠器械（鼠

夹、鼠笼、粘鼠板等）放置在老鼠活动线

路上，诱杀老鼠。

（2）毒杀：将鼠药掺入老鼠喜食的食

物中，或采购毒鼠诱饵放置在老鼠经常出

没处，毒杀老鼠。

（3）熏杀：将器材库、运输工具（轮

船、车皮等）密封后，按要求投放磷化铝、

氯化苦、敌敌畏等熏蒸剂，熏杀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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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雀措施

仓门悬挂防雀帘；在仓窗、排风扇口、

环流风机罩、简易仓囤檐口及顶部通风口

等位置安装防雀网；所有穿墙管道、配电

间电缆管两端应密实处理；配电箱门要密

实无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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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粮情检查检测与分

析报告

8.粮情检查分析报告

保管员应认真执行粮情检查制度，每

天做好工作日志，发现问题及时上报。

粮库仓储管理部门负责人应每周对粮

情进行全面检查，做好记录，每半个月形

成粮情报告，及时上报粮库负责人。

粮库分管负责人应每月对粮情进行全

面检查，形成粮情分析报告，及时报粮库

主要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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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库主要负责人应每季度对粮情进行

全面检查或重点抽查，召开粮情总结分析

会，形成粮库安全储粮报告，及时按规定

上报。

发现安全储粮问题和隐患，应及时采

取相应处理措施，逐级督导。

9.人工入仓日常粮情检查

人员入仓前，应确认安全，特别是气

体浓度安全后方可进仓。进仓后，检查粮

食色泽气味；观察仓内有无虫茧网、鼠雀

迹；检查仓温仓湿、粮温粮湿；检查粮堆

是否有结露、板结、发热、霉变等现象。

有条件的粮库可取样进行粮食籽粒霉菌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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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检测（检测方法与评价指标参见附录

1）。对未采用计算机测温的粮堆，或计算

机测温的盲区、粮温异常点、系统故障点，

或易发生问题的部位，应进行人工检测检

查、记录检测结果。

根据人员入仓检查粮情的情况，采用粮

食水分快速检测仪（器）或抽样送检，检测

问题部位粮食水分，进一步分析粮情风险。

按GB/T 29890的方法取样，筛检害虫，

并鉴定害虫种类，测算虫口密度、确定虫

粮等级。

10.计算机检测粮情

采用计算机测温的，传感器布置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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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规范，系统工作正常。应检测“三温两

湿”，粮温检测周期见表 2。应将检测结

果记入粮情（粮温）报表（格式参见附录

2 和 3），并至少保留一个储藏周期。

表 2 粮温检测周期建议

储粮情况
检测周期

（粮温低于 15 ℃）

检测周期

（粮温高于 15 ℃）

安全水分粮、

基本无虫粮

15 天内

至少检测 1 次

7 天内

至少检测 1 次

半安全水分粮、

一般虫粮

10 天内

至少检测 1 次

5 天内

至少检测 1 次

危险水分粮
5 天内

至少检测 1 次

每天

至少检测 1 次

危险虫粮

处理后的 3 个月内
7 天内至少检测 1 次

新收获粮食

入仓后 3 个月内
适当增加检测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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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储粮温湿度控制

11.新粮入仓均粮温

新入仓的粮食宜采用6～12 m3/h·t的

单位通风量进行均温通风，通透粮堆，当粮

堆温度梯度≤1 ℃/m，房式仓粮堆上层与底

层温差≤3 ℃，筒式仓粮堆上层与底层温差

≤10 ℃时，即视为粮温均匀。

12.夏秋粮仓排积热

夏秋季节仓温或表层粮温明显高于外

温，应适时自然通风或开启排风扇排积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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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仓温和表层粮温。排积热期间对门窗

和排风扇口等处做好防虫工作。

13.秋冬通风降粮温

在满足允许通风降温的条件时，秋冬季

节应采取竖向或横向等机械通风措施降低

粮温。通风判定条件按LS/T 1202标准执行。

北方地区可采用自然通风，利用气温低的环

境条件，缓慢降低粮温。

14.春季隔热保冷心

冬季通风后，春季宜做好仓房密闭隔

热，有条件可做粮面压盖，保持粮堆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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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夏季控温去热皮

夏季应控制仓温和表层粮温。在东北、

华北、西北地区，夏季利用粮堆冷心冷量，

通过环流通风，降低粮堆表层和侧壁的较

高粮温（粮堆热皮）。其他地区可采取空

调或谷冷机等人工冷源控温。

16.季节交替防结露

春夏交替季节应做好仓房或粮堆密闭

隔热，阻止外界热空气进入仓房或粮堆，

防止在粮堆表层以及其他易受外界影响的

部位发生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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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交替季节应随外温的下降适时通

风，逐步降低仓温、粮温，减少温差，薄

膜密封粮堆必要时揭膜，预防结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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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虫霉防治

17.防虫线和防虫网

在仓房门窗、排风扇口、通风口等处

布置和喷施食品级惰性粉、溴氰菊酯或防

虫磷等防虫剂，布设宽度大于 10 cm的防

虫线，用于日常防虫。在门窗处布设 80

目以上防虫网。

18.绿色安全防治储粮害虫

应尽可能减少储粮化学药剂的使用，

优选温控防虫、粮面密封薄膜防虫。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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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情况下，可采取食品级惰性粉（参见附

录 4）和气调等绿色安全的物理防虫技术

以及生物防治技术。

19.储粮防护剂防虫

储藏时间超过 1 年的粮食，宜对粮堆

底层和上层 30 cm厚的粮食施用防护剂或

食品级惰性粉，按标准剂量施用。采用喷

雾机械施用防护剂时，应在皮带输送机输

送粮食入仓时定点定量施药；防护剂的载

体应使用与储粮种类相同的粮食糠壳；使

用防护剂的操作人员应经过培训，施用的

防护剂应经过国家农药等管理部门登记和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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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熏蒸气调防治害虫

粮温 15 ℃以上的一般虫粮，应在 15

天内进行除治；严重虫粮应在 7 天之内进

行除治；危险虫粮应立即隔离并在 3天内

进行彻底的杀虫处理。基本无虫粮和粮温

不超过 15 ℃的一般虫粮，应加强检测，

做好防护工作，不需进行杀虫处理。

熏蒸杀虫时，粮库仓储管理部门应根

据害虫种类和虫粮等级，制定熏蒸方案，

经粮库负责人审核后报当地粮食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并严格按储粮化学药剂管理和

使用规范的要求组织实施。具体熏蒸方法

可采取自然潮解常规熏蒸、环流熏蒸、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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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熏蒸、间歇施药熏蒸、磷化氢二氧化碳

混合熏蒸、双低熏蒸、帐幕熏蒸，也可采

取氮气气调等储粮方法杀虫。

实施熏蒸、气调作业前，粮库分管仓

储工作负责人、仓储部门负责人、安全员

应当按照粮食熏蒸、气调作业单的内容，

逐项检查，签字确认。熏蒸投药或气调充

氮后，应定期检测气体浓度，必要时补充

药量或氮气，确保杀虫效果。熏蒸和气调

作业完成后，由仓库保管员和粮库仓储部

门负责人共同签字确认。

21.储粮霉变防治

控制入仓粮食水分和杂质含量，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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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通风、低温、准低温储粮等技术，预

防消除粮堆结露。当储粮出现发热生霉迹

象时，应及时向粮堆或局部粮堆通入臭氧

或采用磷化氢熏蒸杀灭霉菌、抑制发热。

已经发霉的粮食要及时清理出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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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简易仓囤储粮

22.简易囤储粮

（1）基本要求

应具备“九防”“四处理”基本功能。

“九防”是指防火、防潮、防雨雪、防风、

防鼠、防雀、防虫、防霉变、防溻底等九

项安全储粮预防功能；“四处理”是指必

须配备有效的粮情检测、熏蒸杀虫、通风

降温、隔热保温等四项安全储粮处理的基

本措施。粮库负责人必须严格把关，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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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基本要求的，不得储粮。

（2）入粮作业

入粮前，做好简易囤堆基、包装和苫

盖材料等的杀虫消毒处理，按 GB/T 29890

要求执行。

入粮时，应从简易囤的中心点均匀入

粮，防止偏载，减少杂质自动分级和防止

粉尘飞扬。

简易囤的测温电缆按环形布置，水平

方向相邻电缆间距不大于 5 m，垂直方向

间距不大于 3 m，距粮面、囤底、囤壁 0.3～

0.5 m。

（3）粮情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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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易囤粮温 15 ℃以下时，5 天内至少

巡测一次；粮温15 ℃～25 ℃时，3天内至

少巡测一次；粮温超过25 ℃以上时，每天

巡测一次。每月随机抽查粮温、水分、虫害、

霉变等情况；恶劣天气及时检查粮情。将检

查结果记入粮情（粮温）报表（格式参见附

录3）。

通过扦样或结合测温点的布置，对粮

食水分分层取样或在线检测。表层、上层

粮食水分适当增加检测的点位和频次；表

层粮食水分应每周检测一次；中上层粮食

水分每月至少检测一次；在季节转换时，

应增加粮堆表层水分的检查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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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一年以上的粮食，应增加粮情检

测频次。

（4）储粮措施

入粮后，应对粮堆表层进行防虫防霉处

理。在简易囤四周、底部等部位应喷布防虫

线，根据粮食储藏期限和周围环境条件喷布

杀虫剂或食品级防霉剂。在季节交替及虫害

高发期应增加喷布频次。

简易囤可采用“圭”字型地上笼通风

道，在密封囤体的条件下，采用竖向压入

和吸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机械通风，宜选

6～15 m3/h·t 的单位通风量。

主要害虫达 2 头/kg 以上，应密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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囤后进行熏蒸杀虫。

粮堆水分分层严重、局部结露、高温

发热等情况发生时，及时采用通风等处理

措施。通风达不到要求时须翻倒粮堆表层、

拆囤、倒囤处理。简易囤储粮上层结露时，

适时揭开篷布，翻动粮面，进行自然散湿

处理。

（5）出粮作业

打开囤对称的出粮口同时出粮，使其

流速一致，缓慢均匀出粮，防止出现囤身

偏载、倾倒。或从囤底部中心处用绞龙出

粮，形成囤中心的环形粮堆，防止囤身倾

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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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罩棚储粮

罩棚储粮主要采取围包散储和包装粮

堆垛的储藏形式。

（1）基本要求

应具备“九防”“四处理”基本功能。

应对包装麻袋消毒，以免交叉感染，引发

粮食虫害等隐患。不得使用塑料编织袋装

粮做围包散存的挡粮墙。

（2）入粮作业

入粮过筛除杂，多点进粮，减少杂质

自动分级和防止粉尘飞扬，机械化入仓处

理应尽量减少粮食破碎。应科学设计通风

系统，合理布置通风道，减少通风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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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跑、漏风，确保通风效果。围包散储

的围包码垛挡粮墙厚度应保证装粮后承载

安全。布设挡粮墙要与粮食入仓同步进行。

挡粮墙搭建时不宜采用输送机输送粮包，

所使用的所有麻袋要完整、无破损、无污

染、无害虫，挡粮墙下部应采用新麻袋。

在挡粮墙的长边每间隔 3m 进行加固加厚

处理，每搭设一层要及时清理麻袋上的粮

粒和杂物，再搭另一层。挡粮墙高度不大

于 5 m，单一（每区）罩棚的总储量不大于

20000 t。

（3）储粮措施

粮情检测系统和传感器的布置要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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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式仓相同（粮温检测记录报表参见附录

2）。

应对粮堆表层进行防虫防霉处理，方

法和要求与简易囤的相同。主要害虫达 2

头/kg以上，应密封粮垛后进行熏蒸杀虫。

（4）出粮作业

应先撤除挡鼠网、板，再揭下苫盖物。

拆除堆垛挡粮墙的顺序是由上到下、由外

向内逐层移开粮包，拆除挡粮墙的高度、

宽度应与粮堆自流角相一致。应边出粮边

拆除挡粮墙下面的垫底材料。如分批次出

粮，应保证粮情检测设备、通风系统能正

常工作。出粮期间，要由专人实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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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粮堆垛及设施歪斜，应立刻停止出粮

并及时处置。出粮后，应及时对场地、相

关设备和器材进行清洁整理。

24.钢结构散装房式简易仓储粮

挡粮结构必须能够承受在动静载荷下

的粮堆侧压力，应提供钢结构散装房式简

易仓设计部门的测算依据。

必须配套可有效实施的粮情检测、通

风和熏蒸工艺设备，粮情检测要求与房式

仓的相同，对粮情异常部位经人工复查确

认后及时采取通风、熏蒸技术措施，确保

安全储粮。

季节交替期，加强对粮堆表层、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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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角、过道板下粮食进行结露和霉变检查。

高温季节应适时翻动粮面，排散粮堆

顶层积热。密闭苫盖时可先在粮面铺设一

层吸湿隔热材料，再用苫布覆盖，预防结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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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异常粮情处置

25.发热粮处置

采用粮温比较、取样分析、虫霉检测、

感官检查等方法，综合判断，发现粮堆发

热部位，分析原因，采取相应处置措施。

害虫引起的发热，应采取熏蒸防治措

施，杀灭害虫，再通风降低粮温。

杂质多或后熟作用引起的粮堆发热，

应清除杂质，杂质不易清除时可通过打探

管，通风降温、消除发热点。

表层粮堆发生轻微结块发热时，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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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结，松散度降低，应翻动粮面，开启门

窗自然通风散湿散热。无自然通风条件的

应密闭仓房，内部利用除湿机，吸湿散热，

或进行密闭熏蒸，降低粮温。

水分过高结块霉变引起的局部粮堆发

热，应先采取机械通风、仓内翻倒、翻仓

倒囤、谷冷通风或熏蒸抑菌等措施降低粮

温，再采取就仓通风干燥或出仓晾晒、烘

干等措施降低水分。

全仓或粮堆大部出现结块发热，应及时

翻仓倒囤，或出仓干燥。

26.结露处置

粮堆表层结露时，应适时通风、除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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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翻动粮面。

低温粮仓、地下粮仓储粮出现结露时，

如外界温度、湿度较高，严禁开仓通风，

可使用谷物冷却机、除湿机或吸潮剂等处

理。

粮面密封膜内结露时，应揭开薄膜，

晾干结露水，驱散粮面表层水分。

仓顶仓壁结露时，应采取措施防止结

露水流入粮堆。

27.高水分粮处置

粮食水分高于当地安全水分 3 个百分

点以上的高水分粮，一般情况不许直接入

仓储存。因气候条件等特殊原因收购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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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粮，应通过晾晒、烘干机干燥、通风

干燥、谷冷降温降水等方法将水分降至安

全水分以下，再入仓储藏。

在储藏期间，局部高水分粮，应采取

机械通风、就仓干燥等降水措施。必要时

局部挖掘粮食，移出粮仓晾晒干燥。

发现特殊粮情后，仓储管理部门要分

析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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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粮食出仓作业

28.出仓作业前准备

粮食出仓作业前，粮库仓储管理部门

统筹做好各项准备：协助粮油质量检验员

取样化验，检验粮食质量，评定等级；完

成粮面粮膜、走道板、测温电缆、膜下熏

蒸环流管道、挡鼠板等器材的拆除整理存

放工作；准备出仓相关的设施设备；粮库

有关人员核查储粮账卡、出库单、检化验

单无误后，安排出仓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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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出仓作业

出仓作业中，应提高机械化水平和效

率，降低劳动强度，做好防虫、防鼠、防

雀工作，加强除尘防尘工作，保护环境。

核实粮食数量、质量和进度，配合监督检

查。

选择合理的作业时间和作业方式，冷

热粮面应常翻动，防止温差过大引起结露；

减少机械碾压、抛撒等作业损耗。

分批次出仓时，一个批次结束后，应

平整粮面，避免温差过大造成粮堆结露，

避免检温系统、熏蒸系统和通风系统无法

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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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出仓结束整理

粮食出仓结束后，清理器材，打扫仓

房场地，整理地脚粮。做到不留残粮，不

留缝隙孔洞、杀灭储粮害虫，重点对虫茧、

垃圾、蜘蛛网等进行清扫，不留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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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植物油脂储存

31.入库前准备

油脂入库要考虑油库区局部地基下

沉，应均衡整个油罐区的承载压力。对油

罐、管路、加热管、阀门、油泵、电器、

温度计、压力计、流量计等进行检查和清

洁，确保清洁无渗漏、无破损、通气孔畅

通，油泵润滑充足、转动灵活、密封良好，

所有设备、仪器、仪表运转正常；第一次

使用的油罐，内壁应涂抹同类油脂。检查

确保进油管线合理，需要开启的阀门和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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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无误，防止混油。准备负责人应填写

油罐入油准备单并签字。

32.入库质量要求

储存的油脂符合国家标准和卫生规

范，不得将非食用油脂储存在食用油库

中。食用植物油脂应按品种、等级、生

产年度分开储藏；压榨与浸出、转基因

与非转基因油脂应分开储存。油库不得

存放溶剂含量超过 300 ppm 的油脂。油

罐已有油脂需要补罐前，应认真核对现

存油脂和补充油脂品种、检测级别，严

防混油。质量检验负责人应填写油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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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检验单并签字。

33.油脂入库作业

每个油罐应建立独立的档案，油脂入

库前，储油管理负责人应检查油罐入油准

备单和油脂检测质量单并签字。符合入罐

储存要求的，填写入库作业单并签字后，

实施作业。所有单据应存档。

在入库过程中，应安排人员巡视检查，

查验罐体有无变形和跑冒滴漏问题，发现

情况应立即停止进油进行处置。单罐油脂

储藏量不应超过检定容积，未检定容积的

油罐，装油量应低于罐壁上沿 0.3 m。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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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完毕后，每个罐（垂直方向）布设不少

于 3 个测温点，其中上层和底层测点位置

分别距液面和罐底的距离为 0.5 m。完成

作业后，关闭阀门，应查验入库油脂数量

和质量，及时封闭罐体，填写入仓油脂数

量质量检验单并签字。

34.储油期间作业

（1）“防溢油”管理

每天都应检查液位高度，确认储油数

量正常；确认油罐底部阀门关闭良好并上

锁；对储油数量波动异常的要及时分析原

因并处理。定期检查油罐区地坪是否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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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异常沉降情况；检查油罐罐壁防腐层

是否完好，有无严重锈蚀、腐蚀等情况；

检查罐壁焊缝有无渗漏、裂纹等异常情况，

若有异常及时倒罐进行维修。对新装入油

脂的油罐及相应设备，第一周应每天检查

一次完好情况，之后每 7 天检查一次；应

检查护油堤和浸出油脂管路连接部门的密

封情况，如果发现密封出现故障等应及时

修复。

（2）“保质量”管理

在常规储存条件下，植物油脂储存时

间不宜超过 2 年。

严格按照要求开展雨中三查，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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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顶的通光孔、计量孔密封性的检查，避

免雨雪水渗流入油罐内影响储油品质。

储存期间每15天至少检测1次油罐和

罐外气温，并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要求定

期对库存油脂开展取样检测工作，跟踪储

油品质变化，对品质变化异常的及时分析

并处理。有条件的可采用油罐空间充氮气

调保质储藏技术、抗氧化剂储藏技术、罐

体保温及防辐射热等技术。

35.出库作业

（1）出油前的准备

出库前，按《粮食质量安全监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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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质量检测，出具检测报告。检查

输油管道系统和输油设备是否满足使用要

求，检查方法和入库作业时相同；仓储管

理部门要检查油罐的呼吸阀或透气孔的状

态是否完好，避免油罐出油后罐内形成负

压导致罐体吸憋事故的发生。应检查油库

区局部地基下沉情况，均衡整个油罐区的

承载压力。

（2）出油作业监控

出油作业中，保持油罐通气孔畅通，

加强对油罐液位的跟踪，防止超发或者罐

内油脂出空和油泵空转；要检查输油系统，

正常作业期间严禁操作阀门，防止管道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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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应尽量缩短出库时间，操作完毕后及

时封闭罐体。冬季出库时，加热已经凝固

的油脂要缓慢，减少局部升温过快对油脂

质量的影响。

（3）出油后，按规定清理维护油泵、

管道、阀门、油罐等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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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粮粒霉菌孢子检测

参考储粮害虫检测布点，在粮堆扦取

10 g 粮食样品，通过清洗-过滤-镜检，观

察统计危害霉菌孢子数，对储粮的安全性

进行评价，标准参见下表。

储粮霉菌危害的安全性评价表

级别
危害霉菌孢子数

(个/g)

安全性

评价
主要危害霉菌

Ⅰ ＜1.0×10
5

安全 未出现危害霉菌生长

Ⅱ
1.0×10

5
～

9.9×10
5

临界(关键

控制区)

以灰绿曲霉为主，后期，会出

现少量白曲霉等的生长。

Ⅲ
1.0×10

6
～

9.9×10
6

危害

灰绿曲霉生长优势逐渐被白

曲霉替代，并会出现少量其他真

菌的生长。

Ⅳ ≥1.0×10
7

严重危害
以白曲霉为主，后期会出现一些

黄曲霉、青霉等危害真菌的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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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麦、玉米和大豆检出的霉菌孢子

数达到 3×105个/g、稻谷检出的霉菌孢子

数达到 9.9×105个/g时，需要采取翻动粮

面、单管或多管通风、谷冷通风等降水措

施，抑制霉菌继续生长。



某 号 房式仓粮情（粮温）报表

粮食品种 天气 检测时间： 年/ 月/ 日/ 时

行（X）
列（Y） 层（Z）

1 2 3 4 5 6 7 8 9 10 … Y

1

1

(表层)

2

3

…

X

1

2

2

3

…

X

1

…

2

3

…

X

1

Z

(底层)

2

3

…

X

仓温(℃) 仓湿(%)
气温
(℃)

气湿(%)

各层粮温(℃)

1 层 2 层 3层 4 层 整仓

最高
最
低

平
均

最
高

最
低

平
均

最
高

最低 平均
最
高

最低
平
均

最
高

最
低

平均

生产年份 数量(kg) 粮堆尺寸（m） 长×宽×高

入仓水分（%) 当前水分(%) 产地

色泽、气味 面筋吸水量/(%)

脂肪酸值(KOH/干基/mg/100g) 品尝评分值/(分)

入仓时间 年/ 月/ 日/

检测人 保管员

报表模板

附录 2 房式仓粮情（粮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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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东南角最上层点（表中左上角）为第一个

检测点，其位置采用先长度方向(X 行)，再宽度方

向(Y 列)，最后高度方向（Z 层)的顺序描述，坐标

为（1-1-1）点，含义是：行、列、层。



附录 3 筒式仓和简易囤粮温
日报表格式

XX库粮情检测数据报表

仓房名称: 仓房类型: 检测日期: 天气状况:

实际储量: 粮食品种: 入仓时间: 等 级:

收获年份: 入仓水分: 保管单位: 保 管 员:

其他:

层号（Z） θ
R

1 2 3 … n

1

1
2
3
…
m

2

1
2

3
…
m

1
2
3
…

m

k

1
2
3
…
m

仓温： 气温： 仓湿： 气湿：
层数 1 2 … k 整仓

最高温 …
最低温 …
平均温 …

检测结果分析及处理意见



51

注：规定 R 轴代表筒式仓和简易囤的半径方向

布置电缆的圈数（中心点为 0,），Z 轴代表仓房的

高度方向层数（自上向下），θ代表距离中心点 R

圈圆弧方向上逆时针计算的点号。中心测温点是（必

须设）中心电缆的表层点，为(r=0)圈，从中心点（电

缆）向外的各圈记为 1,2,3,…，m 等。θ为从正北

半径的某圈上，逆时针计算的点号，正北半径的点

为 1，逆时针计数时分别是 1,2,3,…，n 等。Z 为从

上向下的层数，表层为记为 1，依次向下 2,3…，k

等。排序方法是：若点标记为 Q[R,θ,Z]，则最表

层中心点位置标记为 Q[0,0,1]。从表层中心点正北

方向第一圈的第一个检测点，标记 Q[1,1,1],沿该

点所在圆弧沿逆时针方向下一个检测点为第二检测

点，依次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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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食品级惰性粉防虫技术

食品级惰性粉是符合 GB25576 要求的

食品添加剂，按 GB2760 的推荐添加量用做

原粮抗结剂。研究发现，该食品级惰性粉

兼具物理杀虫防虫作用（简称惰性粉）。

杀虫机理是惰性粉粒落入害虫关节，磨损

节间膜，导致害虫死亡。

（1）惰性粉空仓杀虫。适用于各种未

入粮的空仓杀虫处理，用粉量为 0.25～

0.5 g/m3。使用喷粉机，将惰性粉喷施到

空仓内，关闭仓房门窗及通风口，密闭 7～

10 天，达到彻底杀虫目的。

（2）惰性粉防虫线。按 120 g/m2的

用粉量，在门、窗、通风道口和排风扇口

布置宽 10～20 cm 的惰性粉防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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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惰性粉气溶胶防虫。竖向通风选

用大于 0.0025 m3/s/m2单位面积通风量，横

向通风大于 0.015 m3/s/m2，按 10～30 g/t

计算用粉量。用喷粉机在仓内或通风道空间

形成气溶胶，在气流牵引下施入粮堆。

（4）粮堆表层拌合惰性粉防虫。人工

将惰性粉拌合到30～50 cm厚的粮堆表层。

宜采用喷粉机向粮面施粉，人工拌合。用

粉量见下表。

惰性粉拌合处理不同粮种粮堆表层的用粉量

粮种 用粉量

小麦 100 g/t (粮) 50 g/m
2
（粮面)

玉米、稻谷 150 g/t (粮) 75 g/m
2
（粮面)

大豆 50 g/t (粮) 25 g/m
2
（粮面)

糙米 100 g/t (粮) 50 g/m
2
（粮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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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惰性粉防治粮堆局部害虫。适用

于各种粮堆表层的局部虫害处理。按 200

g/m2的用粉量，测量计算局部虫害危害面

积，确定用粉量，直接向局部危害区表层

30～50 cm 施粉、拌合即可。

（6）包装粮表面惰性粉防虫。根据粮

堆面积按 2～5 g/m2的用粉量，将惰性粉

均匀的撒在包装粮堆表面即可。成品粮库

可参照此方法防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