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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政府储备大米堆码作业技术指引

（试行）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省政府储备大米堆码作业相关的仓房和入库大米

基本要求、大米包装要求、包装大米堆码要求和作业安全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政府储备包装大米的堆码作业。广东省企业储备

包装大米的堆码作业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

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54 大米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规范

GB/T 2934 联运通用平托盘 主要尺寸及公差

GB/T 3716 托盘术语

GB/T 4995 联运通用平托盘 性能要求和试验选择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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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8946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T 10454 集装袋

GB/T 11651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

GB/T 16470 托盘单元货载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 17440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GB/Z 37925 粮食集装化包装仓储作业技术要求

GB 50320 粮食平房仓设计规范

LS 1206 粮食仓库安全操作规程

LS/T 1223 应急储备大米储藏技术规程

建标 172 粮食仓库建设标准

《成品粮应急储备库建设设计要点》（国粮办展〔2012）37 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政府储备大米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储备的用于调节社会大米供求总量、稳定粮食市

场，以及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或者其他突发事件等情况的储备大米。

3.2 包装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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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定规格的包装袋装载的大米。

3.3 粮食包装

为保护粮食品质，方便储运，按一定的技术要求制作的包装容器及材

料的总称。

3.4 包装材料

直接接触或可能接触供直接销售粮食的材料。

3.5 塑料编织袋

由编织布或编织布与塑料薄膜等经印刷、裁切、缝制或粘合制成（简

称袋）。

3.6 托盘

一种用来集结、堆存货物以便于装卸和搬运的水平板。其最低高度应

能适应托盘搬运车、叉车和其他适用的装卸设备的搬运要求。

3.7 滑板托盘

在一个或多个边上设有翼板的平板，用于搬运、存储或运输单元载荷

形式的货物或产品的底板。装载货物组成滑板托盘货载后，通常用装有推

拉装置的专用叉车装卸。

3.8 推拉装置

工业叉车上机械/液压动力装置的通用名称，用于滑板托盘在装货前

的收回和发送。

3.9 集装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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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柔性材料制成可折叠的袋式集装单元器具。

3.10 吊带软托盘

底部有基布，其它各面均无基布的全敞形集装袋，用于装载包装大米。

3.11 集装单元

用专门器具盛放或捆扎处理货物（大米）的标准规格的单元货件物品。

3.12 集装单元货载

货物（包装大米或集装单元）采用专用器具装载后，组成的运载整体。

根据器具的不同分为托盘货载、滑板托盘货载、软托盘货载和集装袋货载

等。

3.13 粮食包箱

按额定规格满载粮食的粮食包装单位，简称粮包。

3.14 自然多层堆码

不使用器具装载，粮包直接层层堆叠成垛的堆码形式。

3.15 星位

包装粮食在堆叠码垛时，层层堆叠，每层大小一致且独立成垛的最小

堆码组合单位。

3.16 星位形式

星位各层粮包的摆放形式，通常每层数量相同。每层粮包件数为 n

则称该种星位形式为 n 星，如每层 5 件的星位形式称为五星。

3.17 开星



5

包装粮食在堆叠码垛时，最底下一层的摆放形式。

3.18 重叠式堆码

逐件、逐层向上重叠堆码，一件压一件，各层码放方式相同，上下对

应，层与层之间不交错的堆码方式。

3.19 压缝式堆码

上层包装放在下层两件包装之间缝上的堆码方式。

3.20 交错式堆码

上下层包装相互交错堆叠的堆码方式。

3.21 薄皮层

堆码时，堆垛外侧形成一层宽度小于设计星位、与堆垛其它部分无交

错重叠的竖向粮包层。

3.22 散装仓

用于储存散堆状态粮食、仓壁能承受粮食侧压力的仓房。

4 基本要求

4.1 仓房基本要求

4.1.1 粮仓应远离污染源、危险源，避开行洪和低洼水患地区。

4.1.2 应选用原粮平房仓或楼房仓，或专用成品粮仓，仓房应具有良好防

火、防水、防雨、防风、防潮、隔热保温和通风性能，设有完善的防虫、

防鼠、防雀设施，应配有除湿装置，仓屋盖、墙体采取保温隔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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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宜采用低温、准低温储藏方式，仓房传热系数参照 GB/T 29890 的

要求，仓内宜采用机械制冷等控温措施和绿色安全的防虫杀虫技术，宜具

备缓苏进出仓条件。

4.1.4 仓房内地面应满足粮食堆码荷载要求，应用机械作业的还应满足物

流作业机械动态运行的荷载要求。

4.1.5 仓内地面应完好、平整、坚固、防潮。仓房内地面和墙面不应采用

对粮食有污染的面层或嵌缝材料。

4.2 入库大米基本要求

4.2.1 入库大米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和GB/T 1354 规定的质量要

求。

4.2.2 不同品种、不同等级、不同生产年份、不同规格、不同包装尺寸的

大米，应分别堆放。

5 大米包装要求

5.1 包装材料要求

5.1.1 大米包装宜选用塑料袋、塑料编织袋及纸袋等。

5.1.2 包装材料应符合 GB 9685、GB/T 17109 的规定和卫生安全要求。

5.2 物理性能要求

5.2.1 包装应耐磨损，并具有一定承重能力，跌落性能符合 GB/T 8946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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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采用抽气或充二氧化碳形成负压或真空的包装，按 GB/T 8946 的方

法经跌落试验后不开裂不漏气。

5.2.3 塑料编织袋包装的技术要求应符合附录 A的规定。

5.3 规格要求

5.3.1 包装规格应符合 GB/T 17109 的规定，包装规格宜采用 5kg、10kg、

15kg、25kg 或 50kg。

5.3.2 包装规格尺寸应利于堆放和运输，或与装载单元尺寸相匹配。已按

包装规格装好大米的粮包平摊后，长宽比约 3:2 为宜。50kg 规格的粮包，

缝口线至缝底线的长宜为 92±2cm、宽宜为 58±2cm。

5.3.3 包装尺寸的封口设计应留有足够余量，宜在包装外印刷或标注缝口

线位置范围。

5.3.4 非负压及非真空的包装，装粮填充系数 0.80～0.85 为宜。编织袋

包装应采用机械缝口，缝口宜卷折，缝针密度不小于 10针/100mm。

6 包装大米堆码要求

6.1 基本要求

6.1.1 仓内分垛堆放时，垛与垛之间留通道。主通道为作业与应急通道，

宽度应大于 2.0m；支通道为检查通道，宽度应不小于 0.6m。

6.1.2 堆垛距离墙不小于 0.5m、距离柱不小于 0.3m。散装仓堆放包装大

米时，在保证仓房安全和储粮安全的条件下，堆垛与墙、柱的距离可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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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但不应直接靠墙、柱堆码。

6.1.3 仓内应根据 6.1.2 堆垛与墙壁、柱的距离要求以及仓房平面标注地

面标线。

6.1.4 粮堆下应铺垫托盘或隔潮物料，避免粮包直接接触地坪。

6.1.5 堆粮后地坪最大荷载不大于设计荷载，堆码高度应确保储存安全、

设施及人员安全。

6.1.6 25kg 以下规格包装的应采用托盘或集装袋装载，形成集装单元后

堆码。25kg 及以上规格包装的可采用自然多层堆码，或形成集装单元后

堆码。

6.1.7 粮堆高度应不大于 4.5m，且不大于粮堆宽度，防范堆包滑动倾斜。

6.1.8 大米堆垛测温点的设置及测温电缆的布置应满足粮堆货位测温需

要。

6.2 自然多层堆码要求

6.2.1 采用自然多层堆码时，根据堆位大小选择不同星位堆码组合组成堆

垛。堆码前应参照附录 B选用或自行设计星位形式，形成星位形式设计方

案，按方案堆码，保证堆垛稳固。

6.2.2 自行设计星位形式时，宜遵循以下原则：

6.2.2.1 星位应采用压缝式与交错式结合的堆码方式，形成上下层交错堆

码。

6.2.2.2 上下层粮包应交错重叠，相邻两层两个粮包间重叠面积不大于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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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投影面积的三分之二。

6.2.2.3 上下层粮包的边线重叠长度尽量短，每个粮包与上层或下层粮包

的边线不宜完全重叠。

6.2.2.4 星位内不应形成比设计星位小的小星位或者薄皮层，星位内相邻

粮包间应紧贴不留有空隙。

6.2.3 相邻星位及堆位四角宜每隔 5-8 层铺设高摩擦系数材料。

6.3 集装单元堆码要求

6.3.1 25kg 以下规格的粮包，应采用托盘、滑板托盘、集装袋等专用器

具装载，组成集装单元货载后堆码存放。

6.3.2 装载器具的结构应完整无破损，结构强度应满足装载质量要求。

6.3.3 托盘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2934 的规定。托盘底铺板支承面不宜过

小，避免堆垛时对下层货物造成损坏，或因承载面不平整造成倾斜。

6.3.4 滑板托盘应具有足够的抗拉强度，以确保在推拉装置正常夹持翼板

并正常牵拉单元货物时翼板不发生断裂。滑板托盘受载面的摩擦系数应大

于滑板托盘下表面及粮包表面的摩擦系数。

6.3.5 吊带软托盘及集装袋均为底吊结构，技术要求应符合 GB/T 10454

规定，且安全系数不小于 6。

6.3.6 参照附录 B 的星位形式设计集装单元的堆码形式，按 6.2.2 要求将

大米包箱交错装载于器具上。超出装载器具边缘外的大米包箱部分不大于

15cm，货载整体高度不大于 15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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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7 货载的整体结构、尺寸及质量应与装载器具尺寸及其承载能力相适

应，并应符合机械作业及堆码存储的要求。货载应整齐、紧密、牢靠，宜

用拉伸薄膜、网、绳、布带等进行捆绑加固。50kg 袋装大米的吊带软托

盘单元应扎紧各边吊带，整个单元货载形成稳固整体。

6.3.8 货载堆垛时采用重叠式堆码，上下各层各边对齐、压实稳固，保持

每层平整，垛形整齐稳定。堆垛最上层宜内收垛顶，与次上层形成压缝式

堆码。

6.3.9 堆垛间距应满足堆码与机械作业的要求。

7 作业安全要求

7.1 基本要求

7.1.1 承储企业应对作业人员进行堆码专项技能培训和安全培训。作业

前，现场负责人应对实施作业的全体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告知作业内容、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及事故应急处置方案等内容。作业时，

现场负责人或安全员应在现场指挥和监督作业。

7.1.2 堆码或拆堆作业时，应设置边界与堆边距离不小于堆垛高度的警戒

区域，并设置作业通道及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 的要求，非

操作人员未经批准不得进入作业及警戒区域。

7.1.3 堆码的操作工人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作

业，不得从事非本工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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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装卸设备的额定荷载及提升高度等应符合作业要求，严禁超载超高

使用设备。装卸时，应确保货载稳固。

7.1.5 定期巡查堆垛稳固性。巡查或作业中发现堆垛倾斜、粮包松散或存

在坍塌危险等情况，应立即停止作业并疏散，及时汇报并加强警戒，经批

准后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堆码或加固，直至隐患消除。

7.2 堆码作业安全要求

7.2.1 堆码作业前，应清洁地坪，做好必要的铺垫。粮堆中和粮堆四周不

应留有散落大米，防止粮包滑动。堆码作业中如有粮食洒落应及时清理。

7.2.2 堆码前应做好堆位和星位设计方案，按设计方案进行堆码。现场负

责人应在作业现场确认开星有效，再按方案继续作业。如开星与设计方案

有差异，应调整设计方案后再作业。

7.2.3 堆星时粮包缝口朝里，从内到外逐次堆叠，层层紧密咬合。堆垛要

堆码整齐、稳固，避免歪斜，可拉线定位辅助堆码。

7.3 储藏过程作业安全要求

7.3.1 储藏期间，仓门、通道或堆垛四周应设置安全标示，安全标志应符

合 GB 2894 的要求。

7.3.2 用包装粮扦样器扦样时，扦样点应选择堆码稳固的粮包，并避开堆

边缘的粮包。

7.3.3 作业人员应按 GB/T 11651 正确选配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

7.4 拆堆作业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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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拆堆时，应整体有序推进，防止形成危险作业面，避免粮堆在分拆

的时候倒塌或叉车工操作失误而威胁到其他作业人员的安全。

7.4.2 吊带软托盘及集装袋单元堆垛出仓吊装时，如需人员上堆挂袋作

业，作业人员需佩戴好安全防护用具，经梯上粮堆顶后，确保安全的前提

下方可进行挂袋吊装作业。挂袋作业应设置声光信号，挂袋作业人员挂袋

后离开待吊集装单元货载并确认安全后发出声光信号，叉车工收到信号后

方可吊起货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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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附录）

大米包装塑料编织袋的技术要求

A.1 技术要求

A.1.1 质量要求

塑料编织袋的质量要求应符合附表 A1 规定。

附表 A.1 塑料编织袋的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线密度，g/km ≥111

经密度，根/100mm ≥40

纬密度，根/100mm ≥40

单位面积质量，g/m
2

≥100

缝针密度，针/100 mm ≥10

A.1.2 外观质量要求

外观质量应符合附表A.2的规定。

附表 A.2 塑料编织袋的外观质量要求

项目 要求

断丝 经、纬扁丝交错处不应同时断丝

清洁 油或其他明显污点，每平方米内 50 mm²以下的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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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于 3处，50 mm²以上的不应有

涂膜 不应渗水

粘合 不应渗水

褶皱 不应有使涂膜层或复膜层破裂的褶皱

切断 应无散边

缝合
应无缝线脱针、断线、未缝住卷折边现象；

袋缝线两端至少留 30 mm 线套或回针 20 mm 以上

A.1.3 物理性能要求

物理性能应符合附表 A.3 规定。

附表 A.3 塑料编织袋的物理性能要求

项目 要求

拉伸负荷,

N/50mm

经向 ≥665

纬向 ≥635

缝底向（双折） ≥325

涂膜袋和复膜袋的剥离力/（N/30 mm） ≥3.0

耐热性 无粘着、熔痕等异常情况

耐跌落性 袋不破裂，包装物不漏失

A.1.4 扁丝技术要求

塑料编织袋用扁丝应符合附表 A.4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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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A.4 塑料编织袋用扁丝的技术要求

项目 要求

相对拉伸负荷，N /tex ≥0.32

断裂伸长率 15%-30%

线密度偏差 ±10%

A.2 塑料编织袋及扁丝的检验方法

塑料编织袋及扁丝的检验按 GB/T 8946 的规定进行。

A.3 塑料编织袋的运输、贮存

A.3.1 塑料编织袋在运输过程中要轻装轻卸，避免日晒雨淋，保持包装完

整。

A.3.2 塑料编织袋应置于阴凉、洁净的室内贮存，贮存期从出厂日期算起，

不得超过十八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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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包装大米堆垛星位形式设计方案

B.1 粮包长宽比约为 3:2 的星位形式设计

名称 奇数层 偶数层 两层叠加

四星

五星

六星

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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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星

九星

十星

十一星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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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星 B

十二星 A

十二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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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星

十四星

十五星

注：十一星 B 适合包长稍大的粮包，即长宽比大于 1.5 而小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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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粮包长宽比约为 2:1 的星位形式设计

名称 奇数层 偶数层 两层叠加

三星

四星

六星

八星

十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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