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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东属亚热带高温高湿地区，储粮难度大，农户储粮装

具简单，加之缺乏科学储粮技术，粮食在储存过程中遭受虫

蚀霉侵鼠耗损失严重。据统计，全省农户储粮损失率平均为

8%左右，每年损失的稻谷约 80 万吨，按亩产 360 公斤计算，

折算约为 220 万亩单造农田的粮食产量。因此，做好农户科

学储粮工作，确保农户储粮安全，减少粮食储藏损失，相当

于开发了无形粮田，增加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民收入，是

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为普及科学储粮知识，减少农户储粮损失，我们组织有

关专家编写了这本指南，以提高农户科学储粮水平，希望藉

此对全省农户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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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稻谷的储藏特性

稻谷的谷壳较坚硬，对籽粒起保护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虫

霉危害及外界温、湿度的影响。因此，稻谷比一般成品粮容易储藏。

但稻谷具有不耐高温，易发热、结露，易生芽，易黄变的储藏特性，

需要特别注意。

稻谷不耐高温，过夏的稻谷容易陈化，烈日下曝晒的稻谷，或曝

晒后骤然遇冷的稻谷，容易出现“爆腰”现象。新收获的稻谷生理活

性强，入仓后积热难散往往会使上层粮温突然上升，引起粮堆发热。

高温入库和发热的稻谷，如未能及时降低温度，在季节转换时往往会

因堆内外温差形成结露。因大多数稻谷(如籼稻)无后熟期，在收获时

就已生理成熟，具有发芽能力，而且稻谷发芽所需的吸水量低，故稻

谷在收获时，如连遇阴雨，未能及时收割、脱粒、整晒，那么稻谷在

田间、场地就会发芽。储藏期间的稻谷，如果遇到结露、返潮或漏雨

等情况时，也容易发芽。生过芽的稻谷，其部分营养成分已被分解，

储藏稳定性也大为降低，即使经干燥处理，也不宜再进行储藏。稻谷

除收获期遇阴雨天气．未能及时干燥，使粮堆发热容易产生黄变外，

在储藏期间也容易发生黄变，这主要与储藏时的温度和水分有关。

二、稻谷储藏的基本要求

水分大、杂质多、不完善粒多的稻谷，容易发热霉变，不耐久储，

因此，提高入仓稻谷质量，是稻谷安全储藏的关键。要保持稻谷在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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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期间的质量稳定性，必须在入仓时达到“一干、二净、三饱满”的

基本要求。

一干：即稻谷要干燥，水分低。稻谷的安全水分标准，应根据品

种、季节、地区、气候条件考虑决定。一般籼稻含水量在 13.5％以下

方可入仓储藏。因此，粮食在储存前需通过晾晒或烘干，使粮食充分

干燥，达到手握干滑，口咬脆响的要求。

二净：即稻谷要干净，无虫杂。杂质和不完善粒越少越好。因此，

稻谷在储藏前需通过风扬、风车、筛子等清理除杂，除去粮食中的害

虫、各种有机和无机杂质，以减轻虫霉感染。均匀稻谷品质，增大稻

谷堆孔隙度。利于散发湿热。

三饱满：即稻谷籽粒成熟、丰满，未熟粒、不完善粒少。因此，

粮食的收割要适时，脱粒方法要恰当。

三、稻谷储藏前的准备

稻谷储存前，应做好收割、干燥、杂质清理、仓库与装具的准备

等一系列工作。

（一）适时收割

1.充分成熟

稻谷收割必须保证籽粒在充分成熟的条件下进行。稻谷的成熟度

对稻米的品质有明显的影响。随着成熟度的提高，出糙率、精米率、

整精米率、胶稠度等品质指标都有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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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早收割：会造成稻谷未熟粒增多，千粒重下降，品质降低，在

储存过程中易受虫霉菌危害。

过迟收割：若遇阴雨连绵天气，使稻谷在田间发芽、霉烂，造成

不应有的损失。

2.抢晴收割

稻谷收割季节，农户要密切注视当地的天气预报，抓住晴好天气，

及时收割。如收获时正值雨季，为了避免稻谷发芽或发霉，雨天收割

的稻谷必须人工干燥。应尽量摊薄透风，并经常翻动，或用排风扇等

机械加以吹干。待天晴后尽快摊晒，降低含水量。

3.及时脱粒

稻谷收割以后要及时脱粒、及时处理。可用打谷机人工进行或用

收割机进行机械化收割脱粒。人工收割时，最好边收割、边脱粒、边

整晒，及时将水分降低。

（二）晒干扬净

1.晾晒的方法

（1）看天择地 选择晴朗、微风的干燥天气和干燥、平整的场

地。严禁在沥青场地及公路上晒粮，以防稻谷污染。

稻谷出晒前，先将晒场清扫干净，晒热，避免上层与下层稻谷吸

湿散湿不均，影响干燥效果，一般上午 10时左右晒粮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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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薄摊勤翻 晒粮厚度要根据水分大小等因素而定，一般宜

薄不宜厚。勤翻有利于提高降水速度，并使降水速度相对一致。一般

每小时彻底翻动一次为宜。

（3）向阳起垄 目的在于增加粮食与阳光、空气的接触面积，

提高降水效果。

（4）合理降水 晾晒要根据稻谷自身的特性，适当掌握稻谷的

降水幅度，否则会损害稻谷品质。如稻谷会出现曝腰、加工时碎米率

提高等。

（5）适时储存 稻谷应在散热冷却后再储存。

2.清理的方法

稻谷中杂质的清理方法通常是采用农村常用的清理工具风车和

筛子，或选择有风的天气采用风扬的方法，将杂质清除干净。

（三）仓房与装具

一般来说，稻谷储藏的仓房与装具应具备以下基本要求：坚固结

实；隔热保温；能防鼠防虫防潮防水；具有良好的气密性；有适当的

通风条件。在稻谷储藏前，应对仓房或装具进行严格的检查、清扫与

消毒，消除仓内所有的缝隙和孔洞，消灭潜伏的虫鼠，保证仓内无仓

虫、无农药化肥污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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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稻谷储藏期间的虫霉鼠害防治

造成农户储粮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储粮害虫、霉菌和老鼠的为害。

因此，做好防虫、防鼠、防霉工作是确保农户储粮安全的关键。

（一）储粮害虫及其防治

储粮害虫体躯小、食性杂、繁殖快、适应性强，是影响农户储粮

安全的主要因素。

1.农户常见储粮害虫

农户储粮害虫主要有米象、谷蠹、赤拟谷盗、锈赤扁谷盗、锯谷

盗、书虱、豌豆象、绿豆象、麦蛾和印度谷蛾等。

这些害虫的生长发育一般要经过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虫期。

温度在 5-15℃以上才开始活动，温度在 22-30℃的条件下最适宜它们

生长发育。当温度上升到 40-45℃时，便处于昏迷状态；当温度达到

45-60℃时，短期内就会死亡。

(1)米象

米象严重为害各种谷物及种子、谷物加工品，还为害某些豆类、

油料、干果和药材等。

体长 2.3-3.5毫米，圆筒形，红褐色或暗褐色，有光泽。头部明

显伸长成象鼻状。

成虫在谷粒外面生活，以粮粒为食。雌虫产卵时，先在粮粒上钻

一小孔，然后将卵产在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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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幼虫、蛹均在粮粒内发育，直至变为成虫才爬出粒外。成虫

能飞，爬行快，有装死和向上爬的习性。成、幼虫均喜欢吃禾谷类粮

食，被危害的粮粒几乎被蛀成空壳或碎屑，常引起其它害虫的发生。

同时因自身的代谢活动，排出大量的粪便及散发的热量，导致储粮水

分增加，粮温升高，继而引起螨类和霉菌的发生，导致储粮发热霉变。

(2)谷蠹

谷蠹是我国重要储粮害虫之一，危害各种储存的粮食。谷蠹幼虫

是蛀食性的，在粮粒内部发育，被害的粮粒被蛀成空洞。

谷蠹成虫体长约 3毫米，圆筒形，红褐色至黑褐色，略有光泽。

前胸背板像帽子状位于头的上方，头隐藏在前胸背板下方。

谷蠹具有趋温性和群集性。有时由于密度过大，往往造成粮堆局

部发热，温度可达 37—38℃以上。

卵单粒或 2—3粒粘连在蛀空粮粒内或粮粒间。卵孵化出的幼虫，

自由爬行于粮粒间，从胚部蛀入粮粒内部危害。无侵入粮粒内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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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虫，只能在粮食的碎屑及破碎粮粒中危害，但仍能完成其发育。蛀

入粮粒内的幼虫，在粮粒内完成发育和变成蛹。直至羽化为成虫后才

爬出粮粒。

谷蠹飞行能力强，当温度上升到 30℃以下时，成虫常爬出粮面

飞行。谷蠹既耐干又耐热，含水量只 8-10％，温度在 35~39℃时能正

常发育。但谷蠹抗寒力差。在 0.6-2.2℃以下时，生存不超过 11天。

谷蠹在粮堆内的分布，以中、下层较多。

(3) 赤拟谷盗

赤拟谷盗的食性复杂，危害的范围很广，如稻谷、小麦、玉米、

高粱、豆类、薯干、油料、干菜、干果、药材、豆饼、麸糠、大米、

小米、面粉、酒曲等，其中对粉类和油料危害最严重。赤拟谷盗是面

粉加工厂的重要害虫之一。

成虫体长 3～4mm，长椭圆形，全身赤褐色，略有光泽。全身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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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小刻点，头部、前胸背板和鞘翅上的刻点大于小眼面的 1/2。

以成虫群集潜伏在包装、围席的夹缝、杂物或仓库、加工厂内的

一些缝隙中越冬；以幼虫或蛹越冬者颇少。成虫喜黑暗，具负趋光性，

有假死性，能飞翔。体内有臭腺，能分泌臭液污染粮食，使被污染的

面粉带有一种极难闻的霉臭味。

卵散产于粮粒表面、裂缝或碎屑下，卵外由粘液粘附着一些粉末

和碎屑，一般不易发现。幼虫一般为 6～7龄。幼虫老熟时常爬至粉

类表面化蛹。

(4)锈赤扁谷盗

锈赤扁谷盗的成虫和幼虫都可危害破碎和受损伤的原粮，如稻

谷、麦类、油料、豆类多种农产品与其加工产品，也可危害豆饼、大

米、粉类、酒曲、糕点、干菜、干果、药材等产品，

其中以在粉类和油料类中发生最多。成虫体长约 2毫米，比长角

扁谷盗稍大些。形态特征与长角扁谷盗相似，但有如下主要区别。触

角较短，雌、雄两性的触角均为念珠状；前胸背板呈倒梯形，后缘明

http://baike.baidu.com/view/6337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3370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5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56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252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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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地比前缘为短。耐低温和耐干燥性强，最适温度为 35度，在 32度、

相对湿度 90%时完成一代需 23 天。成虫寿命也较长，在 21度时为

260天。抗药性强，喜欢在阴湿粉尘或杂质较大的部位聚集，成虫多

数集结在粮堆表面的高处，或聚集在走道板上。擅飞翔，具有较强的

趋光性，喜食粉末，虽活动旺盛、繁殖迅速，但对粮食为害程度不大，

属第二食性害虫。常伴随着其他储粮害虫如玉米象、谷蠹、赤拟谷盗

等发生，一旦聚集易引起粮堆发热，危害储粮安全。

(5) 锯谷盗

锯谷盗是一种危害范围很广的储藏物害虫，对多数植物性储藏物

都会形成危害。如可危害粮食、油料的破损粒、成品粮、粮食和油料

的副产品，危害中药材、中成药、干果、干菜、蜜饯、干肉、烟草等。

锯谷盗喜欢吃破损的粮粒以及谷物的碎屑和粉末，粮食水分含量

越高，粮粒破碎越多，危害越严重。

成虫体长 2.0-3.5毫米，身体扁平，棕褐色。胸部两侧各有 6个

锯齿。

http://baike.baidu.com/view/11825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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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书虱

书虱属昆虫纲啮虫目，因为一些种类常生活在书丛中，也有一些

生活在谷物中。体长 1-10毫米。柔弱，有长翅、短翅、小翅或无翅

型种类。无翅的种类较少。头大，后唇基十分发达，呈球形凸出。口

器咀嚼式。前翅大，多有斑纹和翅痣，休息时翅常呈屋脊状或平置于

体背。腹部 10节，无尾须。米虱的为害通常是可以看得见的，主要

在高湿度的有霉菌污染的日用品上，三种主要米虱最适宜的条件是

25-30 °C、 70-80%的相对湿度（等同于 13％的粮食水份）。如果杀虫

剂的残留能被市场接受，可以用喷雾的方法对仓库的墙、地板和门房

进行处理，不要让药剂接触粮食和粮食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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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豌豆象

豌豆象雌虫一般在春天豌豆开花结荚时在田间产卵，卵产在豆荚

上，孵出的幼虫在变成蛹前将豆粒咬一圆孔，在变成成虫后才由此爬

出粒外。豌豆象只危害豌豆，不危害其它粮食。

成虫体长 4-5毫米，黄褐色。身体末端有 2个明显的黑斑。

(8)绿豆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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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豆象是一种世界性的危害储存豆类的害虫。绿豆、虹豆、赤豆、

蚕豆、豌豆、大豆、莱豆等均可危害。

绿豆象成虫体小，椭圆形，眼大而凸出。雄虫触角大而明显，像

梳子状。

成虫善飞，爬得快，有喜欢光和装死的习性。

(9)麦峨

麦蛾的幼虫可危害大麦、小麦、大米、稻谷、高梁、玉米、燕麦

等多种粮食，被害的粮食大部分被蛀蚀一空，尤以小麦和稻谷受害最

严重。雌虫少部分在仓内粮堆表层产卵，大部分则飞到田间的麦穗、

稻穗上产卵，孵化出的幼虫即蛀入麦粒或稻粒内危害。并随收获的粮

食带进仓内。

成虫翅展开时 12～15毫米。眼黑色，触角长丝状。前翅灰黄色，

呈竹叶形；后翅银灰色，呈菜刀形，边缘的毛特别长，约与翅面的宽

度等长。

刚羽化出来的成虫，经过一天就开始交尾，交尾后一天左右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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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产卵，卵一般产在小麦的腹面的沟中或稻粒端部的缝内。产卵深度

主要在粮堆表层 7～20厘米深处。每头雌蛾一生可产卵 63～124粒。

刚从卵中孵化出的幼虫，多从粮粒胚部蛀入粮粒内，被危害的粮粒多

被蛀空或胚部被吃掉，完全丧失发芽力。

(10)印度谷蛾

印度谷蛾可危害玉米、大麦、小麦、豆类、花生、油菜籽、干果

及多种中药材。幼虫吃粮粒胚部及种皮，并在粮堆表面吐丝结成“蜘

蛛网”，造成粮堆表面结露，并产生难闻的臭味，故称“封顶虫”。

成虫翅展开时约 18毫米。前翅翅面较窄的部分为黄白色，较宽

的部分为红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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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户储粮害虫的防治

农户储粮害虫的防治应坚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方针。把

工作重点放在“防”上，认真抓好入库前的基础性工作，尽量做到保

管期内粮食不生虫或少生虫。

在防治措施上，应坚持“安全、经济、简便、有效”的原则。做

到：

一要保证农户人畜安全；

二要做到花钱少；

三要操作简便；

四要效果显著。

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和传统方法，有效地防治储粮害虫。

(1)土法防治

土法防治指用天然的物质防治储粮害虫。

实验证明，含有挥发油和浓烈香味的调味品，如花椒、八角、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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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生姜、大蒜以及具有辛辣等刺激气味的树叶，如椿树叶、花椒叶、

柚叶、山苍子叶和苦楝根皮等，都有杀灭、麻痹、抑制和驱逐粮食害

虫的功能，而对粮食的品质则无任何影响。即使串上一些气味，在加

工储存过程中也会挥发掉，不影响食用。

具体做法是：1.对颗粒大、间隙宽的玉米、蚕豆、大豆、云豆等

杂粮，可在粮仓的底部和杂粮面层分别放上几十瓣八角，然后密封，

一年不会生虫。2.对于一些颗粒较小的粮食，如稻谷，可将花椒研细，

掺少量茴香粉，装入纱布袋中，按每 25公斤粮食放 50克的比例，分

装成若干小袋，散放在粮面上。也可用同样办法，把胡椒粉、五香调

料散放在粮食表层上杀灭害虫。大蒜头的杀虫功能尤高，可剥皮后埋

在粮食内或撒在粮面上均可。3.把晾干（切不可放在烈日下曝晒，以

防气味挥发过多，降低杀虫效用）的花椒叶、椿树叶、柚叶、山苍子

叶和苦楝根皮等，拌和在粮食内或用来压盖在粮面上，杀虫和驱虫效

果均很明显。

其它防虫小方法：

①白酒储粮 把装有 100克白酒的酒瓶，用纱布扎好瓶口，放入

距仓底部 30厘米深处装满粮食即可。

②陶缸或水泥缸储粮 在干净的缸底铺上 5至 6厘米厚的麦糠，

上面再用塑料薄膜或油布粘贴。将晒干的小麦或稻谷入缸，在粮面放

上铺 1—2层旧报纸。再用 2-3厘米厚的麦糠或草木灰，或晒干的槐

树叶等压盖，然后用土坯或水泥预制盖压严封实。

③细沙压顶储粮 将晒干的小麦趁热入仓，装至粮面距仓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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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时，在粮面上铺一层塑料布或两层旧报纸，用干净、干燥的细砂

将粮面压实、压严。

④柚子皮储粮 用小刀将柚子黄绿色表皮削下来，及时晒干后备

用。在各种豆类中按每 50公斤放入干柚子皮 1000克，充分拌匀，加

盖密闭熏杀害虫。每隔 3个月检查翻动一次，可一年内不生虫，食用

安全，不影响发芽率。

⑤生石灰压盖 在仓底部铺 2厘米厚的生石灰，再装入晒干后的

粮食，在粮面上盖 2厘米厚的生石灰，可保持粮食长期无虫。

⑥山苍子(或油)防虫 将粮食放在便于密闭的缸、坛或罐中，将

山苍子碾成细粉，用山苍子油更好(中药铺有售)，用小碟装好，放入

容器粮面上，然后将容器密封数天再开盖放气。取出山苍子以后密闭

贮存，粮食一般不会生虫。每 20公斤粮食只需 10多粒山苍子或 2粒

山苍子。这种方法还可以去除粮食中的黄曲霉毒素。

⑦草木灰压盖 在缸底部铺上 3厘米厚的碎草秸(以麦秸为佳)，

上面盖一层报纸，装入晒干后的小麦，待装至离缸口 5厘米左右时，

面层覆盖 1～2层旧报纸，再放入草木灰压盖，缸口用塑料薄膜扎住

封实。

⑧海带防虫 将晒干的海带放于粮食中，一周后海带可吸收粮食

中的部分水分，并可杀灭螨类及蛾类害虫。海带取出晒干后还可重复

使用，且不影响其食用价值。

⑨菖蒲和艾草防虫 取新鲜菖蒲和艾草，洗净晒干，每 500公斤

粮食中分别按上、中、下铺放三层，即可达到驱虫、杀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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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物理防治

①高温防治

日光曝晒 日光曝晒是干燥粮食、防霉、治虫的有效方法。一般

情况下温度 50℃左右持续 2～4小时，即可将害虫全部杀死。

沸水浸烫 这种方法适合于消灭数量不大的豆类中的蚕豆象、豌

豆象、绿豆象等害虫。处理时，先将水烧开，豆子放在适当大小的筐

内，再将装有豆子的筐浸入沸水中。蚕豆浸 30秒，豌豆浸 25秒，边

浸边搅拌。每次豆子数量不能过多，以保证豆子受热均匀，然后取出

放入冷水中冷却，凉后取出再摊开晾干，这种方法一般可以将虫全部

杀死，并且不影响豆子的发芽率。

②低温杀虫

仓外冷冻趁冷入仓 选择干燥寒冷的天气，准备好干净场地，在

气温最低时将虫粮薄摊在场地上，厚度为 7—10厘米，进行冷冻，连

续冷冻数日。在冷冻过程中，应勤加翻动，使温度均匀，以保证杀虫

效果。如遇降霜天气应堆起盖好，防止粮食水分增加。

仓内通风冷冻 在寒冷、干燥的冬天，把仓库门窗打开，利用自

然风力，通风换气，同时要经常翻动粮面，以便迅速降低粮温。如果

有风扇、风机也可以联合使用，以加速通风降温效果。当粮温下降到

或接近外界温度时，就可以停止通风、关闭门窗，使粮食继续保持低

温。

③筛子除虫

筛子除虫是利用粮粒和害虫的大小、形状不同，用适当大小筛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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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筛子，通过过筛使它们分开。农村中常用的有手筛、吊筛和溜筛，

对清除粮食中的害虫都可收到良好的效果。关键要注意选择筛孔的大

小。过筛时要控制过筛粮食的数量，在筛中粮食厚度以 2—3厘米为

宜。

④压盖粮面防虫

该法主要用来防治麦蛾成虫，阻止麦蛾成虫在粮面产卵；并能使

粮粒内羽化出来的成虫无法活动而死亡。同时，又是预防害虫感染的

一种好方法。

具体做法：

压盖时间，选择在新粮入仓后及时进行。

将仓顶的粮面耙平。

盖上无孔洞的塑料薄膜，粮面和薄膜之间要贴实。

把无虫的异种粮(如以豆类压盖小麦)装入洁净的麻袋，装 5-6成

满，缝好袋口。然后，严密地压在已摊平的粮面上。压盖要平紧密实，

袋与袋之间没有空隙。

注意：被压盖的粮食，水分不应超过 13％的安全储存标准，粮

温应保持正常，没有感染米象、谷蠢及其它甲虫。

(3)化学防治

①储粮安（高效谷物保护剂）

储粮安是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研制的高科技产品，于 2004年

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98120399.x），并荣获 2005年度中国粮油

学会科技三等奖，2006 年列入国家星火计划。储粮安采用国家允许

在粮食中使用的两种不同杀虫机制的高效低毒农药混配而成，不仅对



22

人畜毒性低，农药残留量极低，而且药效持久稳定，特别适合农户的

储粮使用。

储粮安对谷蠹、米象、玉米象、锈赤扁谷盗、长角谷盗、赤拟谷

盗、杂拟谷盗、书虱等主要仓储害虫有特效，可直接拌入稻谷、玉米、

小麦、大麦等原粮及种子粮中，不影响种子发芽率，对人畜安全，不

需密封，防虫有效期一年。

【用量】 1:2500，即每包储粮安（200克）用于 500公斤粮食中。

【用法】 将储粮安按比例均匀撒在晒干扬净的粮食中，然后装包储

存或直接放入粮仓储存。仓底及粮面撒上少许储粮安效果更佳。

【安全防护措施】

★撒药时必须戴纱布口罩和手套。

★在仓内施药时，要敞开仓房的门窗。

★施药前后不要饮酒。

★操作过程中禁止饮食和抽烟。

★不要用手擦脸和眼睛。

★施药完毕后，要用肥皂将手脸洗净，注意休息。

★禁止将药剂倒入河流和鱼池。

★若发生人员中毒，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注意事项】

★应尽可能施药均匀，保证获得良好药效。

★只能用于稻谷、麦类、玉米、高梁等原粮及种子粮的害虫防治；

不能用于成品粮，如大米、面粉等。

★施药后应有一个月的安全间隔期，然后才能加工食用，且在加

工前，应用风车将粉剂清除干净。

②防虫磷（70％优质马拉硫磷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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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虫磷是用于农村防治储粮害虫的主要药剂。对防治米象、锯谷

盗、长角扁谷盗、麦蛾等储粮害虫都很有效。

农户储粮一般采用各地粮食部门制作的防虫磷药糠。使用时按照

说明书上的要求将药糠均匀地拌合到粮食中，每层药糠间距保持在

30厘米以内，最后粮面再撒一层。

【安全防护措施】

★撒药糠时必须戴纱布口罩和手套。

★在仓内施药时，要敞开仓房的门窗。

★施药前后不要饮酒。

★操作过程中禁止饮食和抽烟。

★不要用手擦脸和眼睛。

★施药完毕后，要用肥皂将手脸洗净，注意休息。

★禁止将防虫磷药糠倒入河流和鱼池。

★若发生人员中毒，应及时送往医院治疗。

【注意事项】

★应尽可能施药均匀，保证获得良好药效。

★防虫磷只能用于稻谷、麦类、玉米、高梁等原粮及种子粮的害

虫防治；不能用于成品粮，如大米、面粉等。

★施药后应有四个月的安全间隔期，然后才能加工食用，且在加

工前，应将药糠用风车清除干净。

★粮食要干燥，粮食水分应在安全水分标准以内(即粮食含水量

在 13％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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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温不能超过 32℃。

★应尽量在原始虫口密度低的情况下施药。

★处理粮食中不应有谷蠹。

③保安定（50%甲基嘧啶磷乳油）

保安定是 50%甲基嘧啶磷乳油的商品名，因其对螨类有优异的

防治效果，也叫虫螨磷。甲基嘧啶磷具有触杀、胃毒和一定的熏蒸作

用，是一种广谱性的杀虫剂。虫螨磷杀虫效果明显优于防虫磷和敌敌

畏等，对米象、玉米象、谷蠹、锈赤扁谷盗、赤拟谷盗、杂拟谷盗、

锯谷盗等甲虫和蛾类、书虱、蜘蛛都有较好的防治效果，对螨类的防

治效果更好。甲基嘧啶磷对哺乳动物的毒性较小，属于低毒杀虫剂，

使用较为安全。

保安定可用作储粮保护剂，也可用于空仓杀虫剂、器材杀虫或

打防虫线，防效期达 6个月以上，是代替敌敌畏的理想药剂。

【用法与用量】

1.用作储粮保护剂，通常采用粮面拌药或局部粮食拌药的方法，

每公斤粮食使用 50%甲基嘧啶磷 10~20mg。

2.用作空仓或器材杀虫，一般 50%甲基嘧啶磷乳油的用量为

0.5~1.0g/m2，或兑水 50~100倍喷雾。

3.建议入粮前用本药剂对仓房通风口内外、仓门四周等进行处

理，入粮后对粮面、装粮线以上 0~1.5m高墙面、以及门窗、进人孔

等进行处理，可减轻书虱、螨类和蛾类等害虫的发生。

【安全防护措施】及【注意事项】参见防虫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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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仓无虫（甲基嘧啶磷热力烟雾剂）

仓无虫是空仓杀虫的新药剂，具有施用简单、杀虫谱广、高效

安全、见效快、省时、省工、省药等优点，特别适合空仓杀虫和粮食

加工厂防治储粮害虫。

仓无虫属于热力烟雾剂，在使用时借助烟雾机高速喷射出的高

速气流，瞬间形成直径为数微米的微滴分散悬浮弥漫在空气中，缓慢

沉积附着到仓库内各处，能有效杀死仓库地面、墙面、仓顶以及高空、

缝隙中的害虫，是空仓杀虫的理想药剂。

仓无虫发烟量大、杀虫效果好、残效期长，与一般烟雾剂相比

具有药效高、气味温和、对人体刺激性小等优点。

仓无虫的有效成分为甲基嘧啶磷，已被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

卫生组织推荐作为储粮保护剂，我国也已批准在储粮上使用。

【用法与用量】

与烟雾机配合施用，施药量一般为每立方米空间 1~3毫升，仓

库密封条件差或实仓时适当增加，施药后紧闭门窗 24h 以上效果更

好。

⑤凯安保（2.5%溴氰菊酯乳油）

凯安保是常用的储粮保护剂之一，也可用作空仓和器材杀虫。

凯安保的主要成分溴氰菊酯是目前杀虫活性最高的拟除虫菊酯

杀虫剂，具有杀虫谱广、用药量少、作用速度快、药效持续时间长等

特点，溴氰菊酯对害虫的作用方式以触杀为主。

凯安保对储粮害虫具有优异的杀虫效果，尤其是对谷蠹有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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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安保的药效期可达 8个月以上，对人畜低毒，使用方法和用量与保

安定相近，可以与保安定交替轮换使用，以提高杀虫效果、延长害虫

抗性的增长、以及延长药剂的使用期。

【安全防护措施】及【注意事项】参见防虫磷。

（二）储粮霉菌及其防治

1.霉菌对储粮的危害

(1)食用品质变坏

粮食霉变后，食用品质会不同程度地变坏。

(2)引起粮食变色变味

粮食霉变后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颜色变化，这些颜色是由于微生物

菌体本身的颜色和微生物的代谢产物的颜色等引起的；同时粮食霉变

后还会产生不同程度的霉味、酸味、酒味、臭味等。

(3)引起粮食带毒

粮食霉变后可能引起粮食带毒，其中有微生物本身分泌的毒素，

也有粮食微生物分解粮食成分而产生的有毒物质，而有些带毒物质可

能致癌。

(4)种用品质降低

粮粒的胚部最易受微生物侵蚀，因此，粮食霉变后将会降低发芽

率或丧失种用价值。

(5)工艺品质下降

粮食霉变后其重量、出米率、出粉率、出油率等均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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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农户储粮常见的霉菌

粮食上常见的霉菌有根霉、毛霉、曲霉、青霉等。其中曲霉和青

霉对储粮安全影响最大。这些霉菌很小，当粮食发霉时，我们可看到

粮食上会“长毛”，这就是霉菌。

(1)根霉

根霉属于中温、高湿性霉菌，大多喜欢氧气，有的能耐低氧，在

适宜条件下能很快导致高水分粮食霉烂变质。

(2)毛霉

毛霉对环境的适应性强，生长迅速，经常引起高水分粮食的发热

霉变。因不喜欢氧气，所以，在高水分密闭贮藏的粮食中，可引起粮

食变质。

(3)曲霉

曲霉菌广泛存在于各种粮食中。高水分粮食的变质，几乎都是曲

霉活动造成的。有些曲霉在代谢过程中能产生毒素(如黄曲霉毒素)而

使粮食带毒，危害人体健康。

(4)青霉

青霉分布极广，而且种类繁多，是对有机质破坏极强的一类霉菌。

青霉侵染粮食后，导致粮食生霉、“点翠”并损伤胚芽，有些青霉可

产生毒素，使粮食带毒。还有些具有浓烈的霉味或分泌色素，使粮食

变色变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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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户储粮防霉要点

(1)储存的粮食一定要干燥

对于水分偏高的粮食，可装入有通风装置的粮仓中进行通风，或

者充分晾晒后再入仓储存。

(2)注意底部的防潮

在粮食和地面之间一定要有防潮措施，可用沥青油毡或者塑料薄

膜作为防潮层进行防潮。

(3)防止仓房渗漏

遇到大雨或者阴雨连绵的天气，要勤检查仓顶是否漏雨，地面是

否渗水。

（三）鼠类及其防治

鼠类的适应性很强，从农村到城镇都有鼠类的活动。它不但偷吃

粮食、咬坏家具、衣物等，而且还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等多种疾

病。在农村，粮食丰收后，如果防鼠措施不力，老鼠便会大量繁殖，

造成极大危害。

农村常见的鼠类有小家鼠、大家鼠、黄胸鼠等。

1.常见鼠类

(1)小家鼠

体长 60—100毫米，尾长约为体长的三分之二。毛杂，背面有黑

灰色、间有灰褐色毛，或以灰褐色毛为多；腹部有灰白色至灰黄色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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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多为灰白色，嘴短。

(2)大家鼠

体长 150～250毫米，体粗大，鼻端圆钝，尾粗而短，其尾约为

体长的四分之三；耳较短；背毛褐色，腹毛灰白；足的背面毛近白色；

其尾背面毛为赤褐色，腹面毛为白色。体毛较稀。

(3)黄胸鼠

体长 130～190毫米，鼻端部尖锐；背毛棕褐色，腹毛呈土黄色；

足背面中央的毛为暗褐色，尾毛黑色。尾长过于体。

2.鼠类习性

(1)狡猾多疑

鼠的视觉能力在夜间较强，但视力不远。听觉、触觉和嗅觉非常

灵敏，环境中发生微小声响都能听到，较近距离新鲜食品散发的香味

也能嗅到。捕捉过老鼠的工具如不处理，鼠不会靠近。当环境条件稍

有改变或放置新物件时，鼠就警觉多疑，产生戒心，一连几天不去靠

近，并具有较强的印象反应和记忆能力。

(2)活动隐蔽

鼠的活动隐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栖息场所 家鼠都用自己的巢穴，尽管建巢的位置和构造不

同，但都比较隐蔽，一般不易被人发现。大家鼠多在仓房、货场堆垛

的地下筑巢，巢穴较深。小家鼠多在仓内食堆、机具、器材的隐蔽处

筑巢，巢穴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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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活动时间 大鼠、小鼠一般多夜间活动，特别是在粮食流动不

频繁的仓房，活动的规律性就更明显。活动高峰是黄昏后和黎明前，

整个夜间每隔几小时都有短时间的活动。当取食不足或饥渴时，则打

破夜间活动的习性，白天的任何时候也可出来窃取食物。

③行动路线 家鼠习惯于走暗避明，喜沿墙脚、堆边、垛空、袋

间、机具下面行走，尤喜走旧路，不轻易改道或开辟新路。

④出洞规律 据实践观察，鼠出洞时，一般是幼鼠先出洞，然后

是大鼠跟随其后，最后是老龄鼠至洞口窥测后才爬出洞来。

(3)善于攀登、跳跑、掘洞、啃咬

有的鼠攀登、爬行能力很强，能在墙壁、梁柱上攀爬，间距 1米

左右的粮堆，能一跃而过，奔跑迅速。掘洞可深达 1.5米；一般留有

两个以上洞口。小鼠能钻过直径 6毫米的孔隙，可以沿囤爬上爬下，

并在囤顶、草苫子下面做巢栖息。

据试验，鼠类的门齿，终生都在不断生长，每年约长 10厘米以

上。为保持正常的取食长度，取食后也要经常啃咬坚硬物件，啃磨门

齿。这就造成在仓、厂除盗吃粮油外，且具破坏器材、装具和仓、厂

建筑的作用。

(4)食性复杂，不耐饥渴

鼠的食性相当复杂，总的来说，人类吃的一切食物，鼠都能盗食。

因此，粮仓内储存的稻谷、小麦、玉米、大米、小米、豆类、油料等

都是它取食的对象。但是在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也有一定的偏食性和

选择性。鼠的耐饥渴能力差，当它栖息在干燥场所，又是取食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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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时，每天都要出洞寻找饮水。

(5)栖息场所变化

在农户家中的鼠类，随着季节气温的变化，其栖息活动范围也会

发生改变，并形成一定的规律性。在高温季节，喜在户外近水源阴凉

通风的场所活动和取食。在秋冬低温季节，则多从户外窜入户内和取

食做窝。

3.鼠类防治

(1)综合防治措施

①堵：经常清除杂物，搞好室内外卫生。把室内外鼠洞堵死、墙

根压实，使老鼠无藏身之地，才易被发现并便于捕杀。

②查：查鼠洞，摸清老鼠常走的鼠道和活动场所，为下毒饵、放

捕鼠器提供线索。

③饿：保管好食物，断绝鼠粮，清除垃圾，迫使老鼠吃诱饵。

④捕：用特制捕鼠用具如防鼠板、捕鼠笼、鼠夹、电猫、粘鼠胶

等诱捕。安放鼠笼(夹)要放在鼠洞口，应与鼠洞有一定距离，有时用

些伪装，可以提高捕杀效果：鼠笼上的诱饵要新鲜并勤换，应是鼠类

爱吃的食物。一般第一个晚上老鼠不易上笼，二、三天后上笼率会提

高。要勤查捕鼠器械，保持捕鼠器械干净、无异味。

⑤毒：灭鼠一般应采用安全、高效的慢性灭鼠药，如杀鼠迷、敌

鼠钠盐、溴敌隆等。通常可用小麦、稻谷、碎玉米等原粮作诱饵(要

勤换诱饵)，不宜用熟食，更不能用饼干、方便面等，以免被人误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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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饵必须选用一般食品不用的深蓝或黑色作为警告色。

毒饵应投放在老鼠容易接近的地方，每堆 30克毒饵，次日检查，

吃多少补多少，吃光加倍，连续检查，投放期至少应在 2周以上。

(2)注意事项

一定要购买国家规定能使用的鼠药，如溴敌隆、大隆和杀它丈等。

应到防疫站或爱卫会购买鼠药，一定不要从小商贩那里购买国家禁止

使用的急性鼠药(剧毒鼠药)。

不能同食物、饲料混放，以防人畜误食中毒。

要按规定用量投放毒饵，且要投到安全隐蔽的地方。居民点投放

毒饵，灭鼠期间要照顾好幼儿，同时管好禽畜，数天后将鼠药全部收

回，集中处理，并组织人员收集和掩埋鼠尸。

发现有人中毒应立即送往医院救治。

(3)常用灭鼠方法

①养猫捕鼠法

猫是老鼠的重要天敌。猫善跳跃和攀登，眼睛调节焦距的能力很

强，在漆黑的夜里也能“洞察一切”。猫的耳廓可自由转动，爪锋利，

能伸缩，掌部有肉垫，行走无声，常常出其不意地奔到老鼠跟前，置

鼠于死地。

②夹鼠板捕鼠法

首先要收藏好室内的食物，放置鼠夹时插牢诱饵。

横梁尖端铁锈磨干净，微微搭在架夹上，饵料一受力就能牵动弹

簧。听到鼠夹声要立即进行处理。捕到老鼠后，要及时清除夹上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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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气味。

连续捕鼠，鼠夹要经常更换地方。

③鼠笼捕鼠法

鼠笼规格：长 23厘米、宽 13厘米、高 11厘米；网眼直径不宜

大于 1厘米。

饵料：用家鼠爱吃的食物作诱饵。

放置地方：老鼠经常活动的地方。

④高分子胶粘鼠法

高分子粘鼠胶又称 101粘鼠胶，采用无毒的高分子材料，使其改

性而增强粘力制成的。

常温下是一种粘稠的树脂状液体，待溶剂挥发后，呈五色透明粘

性很大的膏状物。在温度 5—40℃的条件下，其粘效期可达 3个月以

上，而且越放越粘，始终保持胶状。使用时，只需将高分子粘鼠胶涂

布在硬纸板、木板上，涂层厚度约 1毫米左右。

⑤蜡梅根毒鼠法

腊梅根有毒。就地取材挖几节腊梅根，同大米、玉米、麦子等和

水煎熬，然后将这些煮熟的食物投放在老鼠出入的地方，老鼠吃后会

中毒死亡。

⑥石膏灭鼠法

用石膏、面粉各 100克，八角茴香少许(首先要将石膏和茴香碾

成粉末)，然后和面粉一起炒熟，放于鼠洞旁或鼠经常出没的地方。

注意在放石膏食饵之前，把所有的食物藏好，不让老鼠偷吃。当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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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极了就会跑出来吃石膏食饵，老鼠食后，因口渴而出来寻水喝，可

事先准备一盆水放在投食处，任其大饮，二、三小时后，就会活活胀

死。

⑦水泥灭鼠法

用米粉、玉米粉或黄豆粉等炒熟，拌上适量的干水泥，放上少许

香油，充分搅拌均匀后放在老鼠经常出没的地方。这种水泥食饵无药

味，有香味，老鼠爱吃。

食饵中的水泥有吸水凝固作用。老鼠食后口渴，就会找水喝，水泥遇

水即结成块，使肠胃阻塞，一、二天后就会死亡。食用了水泥食饵的

老鼠在未死前，因其痛苦发作，也会咬死其它老鼠。

五、稻谷的储藏方法

（一）保证入库稻谷质量 水分大、杂质多、不完善粒多的稻谷，

容易发热霉变，不耐久藏。因此，提高入库稻谷质量，是稻谷安全储

存的关健。如入库稻谷水分大，杂质多，应分等储存，及时晾晒或烘

干，并进行过筛或风选清除杂质。

（二）适时通风 新稻谷由于呼吸旺盛、粮温和水分较高，应适

时通风，降温降水。特别一到秋凉，粮堆内外温差大，这时更应加强

通风，结合深翻粮面，散发粮堆湿热，以防结露。有条件可以采用机

械通风。

（三）低温密闭 充分利用冬季寒冷干燥的天气，进行通风，使

粮温降低到 10℃以下，水分降低到安全标准以内，在春季气温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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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行压盖密闭，以便安全度夏。

（四）日常检查 经常检查仓房和粮堆的温度、水分以及虫、霉、

鼠害发生情况，发现问题要及时处理。

（五）特殊粮情的处理处理

1.稻谷发热霉变后的处理

稻谷发热霉变后，首先要查明原因，然后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处理：

(1)由于稻谷含水量增高而引起的发热霉变

应采取日晒降低水分；因含杂质过多而引起的发热霉变，则要采

取过筛或风选等办法除去杂质。

(2)由于粮堆结露引起的上层发热霉变

要勤翻粮面，降温散湿。如果上层发热霉变严重，则要将霉变波

及的粮层取出单独处理，除湿散热。

(3)因储粮害虫集聚而引起的发热霉变

应采取熏蒸杀虫或曝晒、过筛除虫等办法处理。

(4)由于下层粮食浸水、受潮等引起的发热霉变

要采取倒仓措施，将底部发热霉变的稻谷取出单独处理，同时检

查仓底和铺垫情况，及时处理所存在的问题。

(5)对于发热霉变的稻谷

应根据品质劣变情况确定取舍及用途。发热霉变的稻谷经过处理

后，应单独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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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水分稻谷的应急处理

广东属高温高湿地区，刚收获的稻谷属于高水分粮，如果没能及

时晒干，极易导致稻谷在储存过程中发热、生芽、霉变等现象的出现，

给农户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下面介绍几种高水分稻谷的简易而有效

的应急处理技术。

(1)自然缺氧法

先将刚收获脱粒后的湿粮，除去大型草、叶、泥土和沙石等杂质，

然后在室内或室外的地坪上，堆成 1米高左右、直径 1-2米的圆堆或

长条形，每堆 250-1500公斤，并在粮堆上插一根酒精温度计，再用

完好的塑料薄膜把整个粮堆覆盖好。然后在粮堆的四周地面上，挖一

个 10-20厘米宽、5-10厘米深的槽，将薄膜的边沿埋在槽内，上面有

稀泥糊盖好，抹平，保证整个粮堆严密无缝即可。如果在三合土晒坝

上或水泥地坪上堆放保管，边沿可不挖槽，直接用稀泥糊严也行。

注意事项：

①防止老鼠咬坏或小孩戳破塑料薄膜；

②密闭一天左右以后，薄膜内因二氧化碳大量增加而会使薄膜胀

气，这时可从边沿揭开一个缺口，放出一些气，然后再用稀泥糊好；

③这种方法在屋内外均可采用，一般湿粮水分在 18％以上可以

保管 5—7天，天气一旦转好要立即拆封摊晾和曝晒；

④种子粮不能采用这种方法，否则会影响发芽率。

(2)谷壳吸湿法

将炒干后的谷壳均匀地拌到稻谷里去。待谷壳吸湿以后风筛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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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壳，炒干后再拌合到稻谷里面去，如此反复数次，使稻谷水分下降。

一般每 100公斤稻谷用谷壳 10—15公斤。稻谷晒干以后要将谷壳风

筛干净。

此法也可用草木灰包在大块纱布中，埋到粮堆里吸湿后，取出来

更换干灰再埋进粮堆。如此反复几次，效果也好。

(3)生石灰吸湿法

即取 2.5公斤生石灰放在干燥的地坪上，用竹编的撮箕或小箩筐

盖好，上面堆放 100公斤湿粮，再用塑料薄膜密闭即可。如果湿粮数

量大，可按以上办法多放几处生石灰，分成几堆，密闭在一起。这种

方法效果好，不仅可以吸收湿粮中的水分，还可以在一星期内防止湿

粮的发热霉变。同时石灰照常可以使用。

(4)竹笼通风散热法

用竹篾编成若干个长圆筒形或半圆形的直径 50 厘米左右的竹

笼，一个连接一个地横卧在堆放粮食的场地上。然后将脱粒后的湿粮

清除大杂质，沿着竹笼的方向堆放在上面，直至把竹笼盖完为止(留

一头进口不要堆粮)。如果粮食较多，可以将竹笼放成两排或三排，

堆粮厚度以不超过 33厘米为宜。再将风车尾部的出风口和竹笼的进

口鼓风(如有条件用电风扇、排风扇或鼓风机更好)。每天鼓风 3～4

次，每次至少半小时，每鼓一次风，翻动一次粮堆。这样，湿粮的温

度可以随时散了，同时也可使稻谷水分降低。采用这种方法，湿粮在

一星期以内不会发热或生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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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现结露后的处理

稻谷结露后，易出现发热或霉变，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处理：

(1)严把稻谷水分关。

(2)秋冬季节适时通风降温，减少内外温差，春暖前对粮仓加强

密闭，防治外界高温空气与稻谷内相对低温的空气相遇引起结露。

(3)对烘干或晒干的热稻谷要冷却后进仓，热进仓稻谷应铺垫。

(4)对易返潮部位应经常检查，发现已结露稻谷，立即移出晾晒，

分层处理，以免造成更大损失。

六、稻谷储存装具

（一）常用装具

目前农户自储的粮食一般只是简单的用麻袋、编织袋装起来放置

在家中；或者自建简易粮仓来存放粮食。这样不仅不能防潮，还易引

起生虫、发霉，给农民朋友带来经济损失。

（二）推荐装具

为了保障我省农户能够更科学、更安全地储存稻谷，推荐各位农

户使用国家科学储粮示范仓。该示范仓是用彩钢板为材料制作的储粮

装具，仓体直径 1.18米，总高度 1.37米，储粮约 900公斤，坚固耐

用操作简便，防鼠防雀防潮，储存的粮食不易生虫、发霉，经济美观

且节省空间，正常使用年限 1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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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技术支持

农户在遇到储粮过程中遇到装具或药剂的使用问题，或者对药剂

有进一步需求时，可以联系技术支持单位广东省粮食科学研究所，将

有专业技术人员为您解答。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北路 222号越良大厦 306室

邮编：510310

联系电话：020-83642367 传真：020-83642402

联系人：冼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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