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装米饭加工生产线》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推荐性国家标准计

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2〕17 号），计划号

20220203-T-607，项目名称“包装米饭加工生产线”进行制定，由全国食品加工

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51）归口，主要起草单位：南京乐鹰商用厨房

设备有限公司、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项目周期 22个月。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2年 4月 22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国家标准计划后，为了更好

地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本着公开、透明原则，全国食品加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秘书处采用公众号等形式向全社会征集起草单位。征集起草单位期间，江苏大

学等主动申请参与起草工作，秘书处综合考虑后决定吸纳上述单位参与本标准，

并于 2022年 5月 16日成立了由生产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组成的国家标

准起草工作组，并由南京乐鹰商用厨房设备有限公司牵头。 

2022 年 5月 27 日，秘书处采用网络会议形式组织起草工作组召开国家标准

计划项目启动会。会上，起草工作组就项目工作计划、人员分工、标准大纲等内

容进行讨论，制定了项目进度计划安排，明确了相关工作人员分工。 

标准起草工作组成立后，开展了以下工作： 

1）通过收集相关标准、学术论文、相关行业报告及企业产品等信息，向生

产企业和用户单位了解行业情况及产品性能，调研了解包装米饭生产机械与包装

米饭生产企业实际需求以及企业在生产和使用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搜集包装米饭

加工生产线的相关资料，为标准的起草打好基础。 

2）对与包装米饭加工生产线的相关标准进行深入学习理解，检索、查询了

国内外有关包装米饭类的标准，对包装米饭加工生产线有关的技术要求、技术指

标进行了深入分析、探讨和理解。 



3）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针对标准中的技术指标，起草工作组除了与生产

企业（设备厂）、用户（食品生产企业）进行了面对面线下交流外，还通过视频、

电话等线上方式，听取各方面对标准制定的建议和意见，了解国内外同类机械设

备的先进技术资料和生产线的运行状况，明确了标准中技术指标的要求。 

2020 年 8 月，起草工作组在大纲的基础上，形成了该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初

稿。 

2022 年 9 月，起草工作组采用线上视频会议的形式，组织召开了国家标准

《包装米饭加工生产线》（征求意见稿初稿）讨论会。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行

业专家、高校教授、秘书处工作人员对标准的总体框架、主要内容、核心概念进

行了讨论，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会后，起草工作组对征求意见稿初稿

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经标准起草工作组组长审核后报秘书处。 

（2）征求意见阶段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由南京乐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轻工业杭州机电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大学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1）先进性及实用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企业标准、试验检测报告，分析设备

生产方和使用方生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检测数据等，适应当前包装米饭生产设

备的发展需要，在技术指标上、生产安全上、环保要求上，力求实现先进性与实

用性并重，既鼓励企业发展先进设备、保障产品质量的提升，又考虑到企业发展

的现状，满足企业在设备设计、制造、使用和管理上的需要。 

2）最大开放性原则 



本标准关键性的标准化要求突出在性能、安全、卫生和环保要求上，对于为

实现这些要求而采用的方法，则采用开放的态度，不作限制，给企业更大的空间

运用现代先进的方法对机械进行设备、制造和管理。 

3）兼容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等相关

标准的规定起草，在编制过程中考虑了与相关标准的协调，引用相关标准，也使

本标准容易被其他标准所引用，使标准具有良好的协调统一性。 

2、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写》、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部分：产品标准》等相关标准

的规定起草，参照 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卫生》、GB/T 5226.1—2019《机械

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T 19891—2005《机械

安全 机械设计的卫生要求》、GB/T 16855.1—2018《机械安全 控制系统安全相

关部件 第 1部分：设计通则》等近 40项标准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 GB/T 20001.10—2014《标准编写规则 第 10 部分：产品标准》

的编写要素，共分为八章，主要技术内容如下： 

关于“标准范围” 

标准米饭生产线，以大米的的清洗作为起始点，以米饭包装喷码作为结束点。

不包含米饭预包装后的装箱、打包、堆垛。不包括水处理、空气净化等设施。 

标准该阶段内的设备、配置、各项技术要求要求进行规范。对相应的试验方

法进行了规定。界定了本标准的术语。 

关于“术语和定义” 

1）、术语“包装米饭”：按照国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和 CAC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发布的《预包装食品标识通用标准》中定义的“预包

装食品”，本标准规定的包装米饭即预包装米饭，是预包装食品的一种，行业内

习惯叫做包装米饭。 

2）、针对本标准的技术内容，为便于准确理解和使用，对“包装米饭加工生

产线”、“生产效率”、“填充精度”、“包装米饭合格率”给出了定义。 



关于“基本配置及工作条件” 

1）基本配置 

生产线主要单元由大米清洗，上空盒，米充填，灭酶，注水、一次封口，蒸

饭，二次封口，二次灭菌、冷却，吹干，包装及装箱。原本整线还包含真空检测，

但实践证明，良好的封口条件下，全格率可以达到 99.7%。所以，可以把真空检

测作为选配设备。 

2）工作条件 

根据生产实际，提出了生产线正常运行必要的工作条件。主要包括工作电源、

压缩空气、饱和水蒸气、冷却低温水、封口置换用氮气、生产用自来水、包装材

料。饱和水蒸气、冷却低温水等。 

关于“要求” 

1）基本要求 

增加本条“基本要求”，主要考虑到质量鉴定、政府质量监督部门等相关方

的需要，相关内容需要在标准中明确。所以增加生产线图样及设计文件的要求，

生产线布局、操作、维护和维修的要求，生产线成套性、附件、备品和备件的要

求，外购件的要求，以及联锁、通讯、紧急急停按钮等安全附件的要求。 

2）生产线设计 

考虑了连接、结构、装配应符合的规定。 

作为食品生产设备本条主要考虑可能会影响到食品卫生，对相关结构、外购

件、零部件提出了要符合 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卫生》的要求。 

考虑到大米的色泽为白色，如果所用非金属材料同为白色，不宜分辨，不利

观察，标准规定非金属材料不应采用白色材料。 

灭菌后，不应再有人工操作，因此标准规定在设计阶段就必须考虑设备的无

人操作设计。 

3）外观质量 

食品机械，须表面光洁，以此作为基础保证食品的卫生。因此对外露加工表

面、外露非加工表面镀层、涂漆、焊缝、外露管道等做了要求。 

4）机械、电气安全 

本条主要规定机械安全和电气安全方面的安全要求，以避免对操作人员、生



产线、企业造成伤害或者经济影响，主要包含安全设计、安全防护、安全警示标

志、紧固件、防护装置、固定设施（如楼梯、阶梯、栏杆、工作平台等设置要求）、

液压系统、气压系统、蒸汽系统、配电柜、导线等方面。 

安全设计符合 GB/T 15706，安全防护符合 JB/T 7233，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2894，固定设施符合 GB 17888，气动系统符合 GB/T 7932，标志符合 GB 2894，

电气元件防护等级应不低于 GB 4208的规定，导线相关要求符合 GB 5226.1。 

5）卫生要求 

因是食品生产设备，标准需考虑材料的选用问题。GB 16798《食品机械安全

卫生》中明确规定了与食品接触材料的要求，本标准中的与大米、米饭等食材接

触的材料要求符合 GB 16798。 

同时考虑食物的滞留性，设备的清洗要求，需对表面的粗糙度进行规定。本

标准规定表面粗糙度 Ra值不应大于 0.8 μm。这是一个制造商可以达到的精度。 

6）性能要求 

本条主要规定生产线整线的技术要求。整线性能主要考虑设计产能、生产效

率、耗电量、耗气量、耗水量以及噪声等指标，体现节能、环保的编制思维。生

产线的运行状况、包装米饭的合格率均为生产线的技术指标。 

米饭生产线是一条连续生产的生产线，生产线是否运行正常直接影响到常能、

效率和消耗，因此对停机次数、累计停机时间提出了 8h 内停机不超过 4 次，累

计时间不超过 1h的要求。 

单机设备主要包括大米清洗设备、上空盒设备、米充填设备、灭酶釜、注水

及封口设备、蒸饭设备、二次封口设备、灭菌及冷却设备、吹干设备、真空检测

设备（可选）、称重检测、金属检测设备、喷码设备、控制系统。 

除生产线的技术要求外，标准对各工段设备的性能提出了要求，以保证生产

线技术指标的完成： 

洗米机 最主要的控制点在于对大米的损伤度，因此，提出了碎米率的概念，

经实验，10%的碎米增加率是合适的指标。 

封口机 封口机涉及到的是封口前的配水和封口后膜的贴合力及易撕开能力。

标准对这些进行了规定。同时，线膜切换、膜跑偏纠正要求自动化控制。 

蒸饭设备、灭菌及冷却设备  标准不规定隔热材料及隔热厚度，仅规定了隔



热外表面的温度要求，主要是从节能、环保、安全方面考虑，a）减少设备热量

损失，减少能耗；b）控制隔热层外表面温度，防止人员误接触受伤，造成人员

伤害。 

吹干  喷码需在表面干燥的情况下才可，生产线设有吹干设备，吹干程度将

由有工艺参数确定。 

关于“试验方法” 

表面粗糙度 Ra 值：采用通用的仪器和方法进行。 

密封性：采用传统的密封性检测方法。 

生产效率：以 1h的生产能力作为考核，以盒计。 

包装米饭净含量偏差：生产线运行平稳后，按 JJF 1070 的要求抽取 1 h 内

相同生产条件下的盒装湿米或包装米饭，用最大量程为 500g，精度为 0.01g 的

电子秤，称取包装米饭质量，计算净含量偏差值。 

包装米饭封口试验：生产线运行平稳后，按 JJF 1070 的要求抽取 1 h 内相

同生产条件下的盒装湿米或包装米饭，用胶带子固定在拉力计上，进行撕开试验，

观察撕开力是否在 15 N～30 N之间。另抽取一组，将底剪开，清理干净米饭后，

倒入红色墨水，静放 5 h，观察墨水有无渗出。 

包装米饭合格率：稳定生产情况下，抽取 1 h内湿米充填的数量，统计包装

米饭合格品数，计算包装米饭合格率。 

停机次数、累计停机时间：以空运行计。 

空运转噪声：按 JB/T 7232测量。 

碎米增加率：清洗前随机抽取 30 g 米，清点碎米数量。清洗后随机抽取的

30 g米，清点碎米量。计算清洗前、后碎米增加率。抽取 3次，计算平均值。 

灭菌釜内蒸汽温度分布均匀性：采用可自动存储温度变化数据的温度测量仪，

在釜内均匀分布放 6个点。对比每个点的温度变化曲线，不超过 1 ℃。 

配水精度：在空盒状态下，配水量分别设定为 60g、80g、100g，各取 10盒，

用最大量程为 500g，精度为 0.01g的电子秤称重。 

蒸饭、灭菌设备表面温升：用量程为 0 ℃～100 ℃，精度为 1 ℃的温度计，

测定表面温度，并计算与室温的差值。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起草组收集了以下生产试验数据：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可以为米饭生产线企业检验最终产品、判断产品的符合性提供

准则。生产企业可以在生产流程中设置试验、检验等环节，通过利用标准中规定

的可证实的技术要求和证实方法，逐项验证、判定产品是否合格，及时掌握所生

产的产品是否与标准中规定的指标相符合。通过标准的发布，提供一套明确公开

的产品性能特性及其指标，从而为各方提供了明示的可交流的依据，为贸易活动

建立了规则。为供需双方签订合同提供技术基础，为采购提供技术规范，促进技

术交流和贸易。 

六、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

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属于食品加工机械标准体系“食品加工过程专用设备”中类，“蒸煮

设备”小类。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由全国食品加工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生产企业、

用户、第三方等开展标准培训和宣贯工作，使标准使用者能科学合理地采用本标



准，更好地发挥本标准的作用，把标准的内容落到实处。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1、为了更好地开展标准制定工作，本着公开、透明原则，全国食品加工机

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采用公众号等形式向全社会征集起草单位。征集起草

单位期间，江苏大学等主动申请参与起草工作，秘书处综合考虑后决定吸纳上述

单位参与本标准。2022年 5月 27日，秘书处采用网络会议形式组织起草工作组

召开国家标准计划项目启动会。 

2、本标准牵头单位“南京乐鹰商用厨房设备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进行工商变更，企业名称更改为“南京乐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