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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是“蒙”字标产品认证标准之一。 

本标准相关条款采用标准如下： 

——第三章“产地环境要求”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河套小麦产地环境质量要

求》。 

——第四章“生产加工要求”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河套小麦”品种选用及

种子质量要求》、《“河套小麦”栽培技术规程》及巴彦淖尔“天赋河套”优质农产行业协会团体标准

《小麦加工技术规范》。 

——第五章“产品品质要求”主要技术指标采纳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河套小麦”原粮及小麦

粉》、巴彦淖尔“天赋河套”优质农产行业协会团体标准《小麦产品质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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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字标农产品认证要求  

河套小麦粉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河套小麦粉“蒙”字标认证的产地环境、生产加工、产品品质、检验规则及包装、标

签、运输、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河套小麦粉“蒙”字标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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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1部分：禾谷类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50  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总则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271  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7440  粮食加工、储运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 

GB 18083  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版〕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J 22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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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498  粮油检验 容重测定 

GB/T 5506.2  小麦和小麦粉 面筋含量 第2部分：仪器法测定湿面筋 

GB/T 5507  粮油检验 粉类粗细度测定 

GB/T 5508  粮油检验 粉类粮食含砂量测定 

GB/T 5509  粮油检验 粉类磁性金属物测定 

GB/T 5510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脂肪酸值测定 

GB/T 6920  水质 PH值的测定 玻璃电极法 

GB/T 7467  水质 六价铬的测定 二苯碳酰二肼分光光度法 

GB/T 7475  水质 铜、锌、铅、镉的测定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7485  水质 总砷的测定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银分光光度法 

GB/T 7494  水质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的测定 亚甲蓝分光光度法 

GB/T 11896  水质 氯化物的测定 硝酸银滴定法 

GB/T 11901  水质 悬浮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4614  小麦粉 面团的物理特性 吸水量和流变学特性的测定 粉质仪法 

GB/T 14615  小麦粉 面团的物理特性 流变学特性的测定 拉伸仪法 

GB/T 16489  水质 硫化物的测定 亚甲基蓝分光光度法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T 17138  土壤质量 铜、锌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39  土壤质量 镍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320  小麦品种品质分类 

GB/T 21119  小麦 沉降指数测定法 Zeleny试验 

GB/T 24905  粮食包装 小麦粉袋 

GB/T 35875  粮油检验 小麦粉面条加工品质评价 

GB/T 50087  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 

HJ 479  环境空气 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HJ 482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HJ 484  水质 氰化物的测定 容量法和分光光度法 

HJ 491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503  水质 挥发酚的测定 4-氨基安替比林分光光度法 

HJ 680  土壤和沉积物 汞、砷、硒、铋、锑的测定 微波消解/原子荧光法 

HJ 704  土壤 有效磷的测定 碳酸氢钠浸提-钼锑抗分光光度法 

HJ 803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828  水质 化学需氧量的测定 重铬酸盐法 

HJ 955   环境空气 氟化物的测定 滤膜采样/氟离子选择电极法 

HJ/T 51  水质 全盐量的测定 重量法 

LS/T 6102  小麦粉湿面筋质量测定方法--面筋指数法 

NY/T 3   谷类 豆类作物种子粗蛋白测定法（半微量凯氏法） 

NY/T 53  土壤全氮测定法(半微量开氏法) 

NY/T 421  绿色食品  小麦及小麦粉 

NY/T 889  土壤速效钾和缓效钾含量的测定 

NY/T 1094.2  小麦实验制粉 第2部分：布勒氏法 用于硬麦 

NY/T 1121.5  土壤检测 第5部分：石灰性土壤阳离子交换量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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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121.6  土壤检测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1739  小麦抗穗发芽性检测方法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 产地环境要求 

3.1 适宜气候 

3月～7月小麦生长季内，日平均气温为16℃～19℃，日较差为13℃～14℃。≥0℃积温为2200℃～

2500℃，日照时数为1400h～1500h，降水60mm～120mm。 

3.2 生态环境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河套灌区生态环境良好、无污染的地区。 

3.3 空气质量 

空气质量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环境空气污染物基本项目浓度限值 

污染物项目 平均时间 浓度限值 单位 检测方法 

总悬浮颗粒物 
日平均 ≤0.3 

mg/m3 GB/T 15432 
年平均 ≤0.2 

二氧化硫 
日平均 ≤0.15 

mg/m3 HJ 482 
年平均 ≤0.06 

二氧化氮 
日平均 ≤0.08 

mg/m
3
 HJ 479 

年平均 ≤0.04 

氟化物 
日平均 ≤3.5 

μ g/m
3
 HJ 955 

年平均 ≤7.5 

3.4 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农田灌溉水质量符合表2规定。 

表2 农田灌溉水质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pH 5.5～8.5 GB/T 6920 

总汞， mg/L ≤0.001 HJ 597 

总镉，mg/L ≤0.005 GB/T 7475 

总砷，mg/L ≤0.05 GB/T 7485 

总铅，mg/L ≤0.1 GB/T 7475 

六价铬，mg/L ≤0.1 GB/T 7467 

氟化物，mg/L ≤2.0 GB/T 7484 

化学需氧量/（mg/L）≤ ≤20 GB 11914 

石油类 ≤0.05 HJ 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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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土壤质量要求 

3.5.1 土壤环境质量 

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表3要求。 

表3 土壤质量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pH 7.5～8.5  NY/T 1377 

总镉，mg/ kg ≤0.4 GB/T 17141 

总汞，mg/ kg ≤0.4 GB/T 22105.1 

总砷，mg/ kg ≤15 GB/T 22105.2 

总铅，mg/ kg ≤50 GB/T 17141 

总铬，mg/kg ≤120 HJ 491 

总铜，mg/ kg ≤60 GB/T 17138 

3.5.2 土壤肥力要求 

土壤肥力要求应符合表4要求。 

表4 土壤肥力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有机质，g/kg ＞13 NY/T 1121.6 

全氮,g/kg ＞0.7 NY/T 53 

速效钾,mg/kg ＞180 NY/T 889 

有效磷,mg/kg ＞15 HJ 704 

阳离子交换量(cmol(+)/kg) 15～20 NY/T 1121.5 

4 生产加工要求 

4.1 品种选用要求 

4.1.1 一般要求 

4.1.1.1 选用通过国家或自治区品种审定或引种备案，适宜河套灌区种植的春小麦品种。 

4.1.1.2 品种抗病性达到《内蒙古自治区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标准》中相关要求。 

4.1.1.3 白皮小麦穗发芽抗性，达到 NY/T 1739中抗（MR)以上级别。 

4.1.2 品质要求 

品种品质达到GB/T 17320 《小麦品种品质分类》中筋以上品质指标要求，并满足表5要求。 

 

 

 

 



T/NMSP.MZB01.5—2019 

5 

表5 小麦品种选用品质指标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籽 

粒 

容重，g/L ≥790 GB/T 5498 

粗蛋白质（干基），% ≥13.0 NY/T 3 

实 

验 

磨 

粉 

面筋质（以湿基计），% ≥28.5 GB/T 5506.2 

沉淀值（zeleny 法），mL ≥30 GB/T 21119 

面团稳定时间，min ≥4.5 GB/T 14614 

面条评分,分 ≥80 GB/T 35875 

4.1.3 种子质量要求 

种子质量应符合GB 4404.1中对小麦种子质量要求，即：原种种子纯度≥99.9%，净度≥99.0%，芽

率≥85%，水分≤13%；大田用种种子纯度≥99.0%，净度≥99.0%，芽率≥85%，水分≤13%。 

4.2 栽培技术要求 

4.2.1 选地与整地 

4.2.1.1 选地 

选择耕层深厚，结构良好，有机质含量1%以上，且前茬未施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中等肥力以上地

块。 

4.2.1.2 秋整地与基肥  

秋耕翻18cm～24cm，每隔三年深松（35cm以上）或深翻（25cm以上）一次深度。结合耕翻，亩施（绿

色食品有机肥标准）腐熟有机肥2500kg～3000kg；封冻前进行浇水蓄墒。 

4.2.1.3  播前整地 

2月下旬～3月上旬，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4℃～-2℃时，适时耙磨整地，达到地平土碎。 

4.2.2 播种 

4.2.2.1 选用良种  

选择适应当地生态条件、优质、抗病、抗倒、适应性强的品种，品质指标符合4.1.2要求，种子质

量符合4.1.3要求。 

4.2.2.2 种子处理  

用福美双可湿性粉剂或粉锈宁按使用说明拌种，预防黑穗病和根腐病。 

4.2.2.3 播种期 

当日平均气温稳定在0℃～2℃，表土层解冻3cm～5cm，及时播种。 

4.2.2.4 播种 

选用种肥分层播种机播种，亩播量22.5kg～25.0kg；亩施磷酸二铵22.5kg～25.0kg或缓控释肥（养

分含量46%以上）50kg；行距10cm～15cm，播深3cm～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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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田间管理 

4.2.3.1 水肥管理 

小麦3叶到4叶及时浇分蘖水，亩灌水40m
3
～50m

3
，结合浇水每亩追施尿素10kg～15kg（施用缓控释

肥的不用追肥）。在一水后及时除草。小麦6叶到7叶露尖，适时浇拨节水，亩灌水50m
3
～60m

3
，弱苗地

块每亩追5.0kg～7.5kg尿素。抽穗期每亩灌水50m
3
～60m

3
，灌浆期每亩灌水40m

3
～50m

3
，在无风天进行。  

4.2.3.2 病虫害防治 

当蚜虫、粘虫发生达到防治指标（标准）时，用抗蚜威或苦参碱植物农药按说明防治，禁用氧化乐

果等高毒、高残留农药。 

4.2.4 收获要求 

在蜡熟末期适时进行机械收割，分品种单收、单晒、单贮。 

4.3 加工要求 

4.3.1 通则 

加工企业应获得食品生产许可证。河套小麦加工及后续过程和非河套小麦加工及后续过程相互间在

时间上或空间上分开。 

4.3.2 生产场所 

4.3.2.1 一般原则 

生产场所选址应遵守国家基本建设方针、执行国家技术政策、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应注意环境

保护，节约用地，尽可能不占或少占耕地。 

4.3.2.2 选址环境条件 

选址应选择工程地质、水文地质良好，气象条件适宜地区。不宜选择在抗震设防烈度9度及以上地

区。应避开滑坡、断层带、岩溶发育等地质地区，避开有可采矿藏、文化遗址等不利地段。为避免洪水、

潮水和内涝威胁，场地的防洪标准应不低于50年一遇。 

4.3.2.3 周边环境 

厂址应位于居民区及对空气含尘量有严格要求的单位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在全年主导风向不明显的

地区，以夏季主导风向为全年主导风向；远离易燃易爆及其他污染源，并避开其主导风向的下风侧。具

备满足生产、生活及发展规划所必须的给水、排水、供电、供热、通讯等基础设施。 

4.3.2.4 物流环境 

宜位于流向合理、集散便捷的集散地，并宜与粮油仓库就近建设；宜处于交通条件良好，具备大宗

货物运输装卸条件的地区。 

4.3.3 厂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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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1 功能与布局 

厂区内建筑物、构筑物的布置应满足功能需要，合理用地。厂区布局应结合当地气象条件，使建筑

物具有良好的朝向、采光和自然通风条件，并防止粉尘、噪声、易燃气体、有害气体等对周围环境的危

害。仓库位置宜靠近运输干线（铁路、公路、河道）及相关的生产车间或辅助车间。易燃、易爆、有毒、

有害物品仓库与其他车间的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防火、防爆的标准和规范。变、配电所及锅炉房

等动力车间位置宜靠近负荷中心。燃料堆场应设在厂区的下风侧，副产品的整理及其储运场所应隔离，

并处于下风侧。办公设施应设在厂区的下上风向位置，并应布置在便于生产管理、环境洁净、靠近主要

人流出入口、与城镇和居民住区联系方便的地点。 

4.3.3.2 厂区道路 

道路应保证路面平整、路基稳固、边坡整齐、排水良好，并应有完好的照明设施。应采用混凝土路

面或其他易于清洁和维护且不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路面。应具有与场外道路直通的干路，根据流量按照

GBJ 22确定厂内各级道路的宽度。仓库应设有便于出入及装卸作业的货物装卸通道与站台，通道宽度及

站台型式应适应常用货运车辆装卸作业与停车调车，消防车辆畅通无阻。 

4.3.3.3 厂区绿化 

在不妨碍工程管线的敷设与维修及不影响行车安全的条件下，应绿化厂区空地。厂区不应种植对生

产有害的植物。 

4.3.4 作业场所环境要求 

4.3.4.1 一般要求 

在加工作业场所，应控制加工过程、原料与制成品的存放环境条件，防止生物、化学、物理危害因

素损害原料与制品的质量和卫生安全；并避免加工与储运作业过程对人员和周边环境造成危害。 

4.3.4.2 消防与电气安全 

加工按照GB 50016规定，有甲、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车间和库房，其厂房（仓库）的耐火等级应

不低于二级；具有丙类火灾危险性的生产车间和库房，其厂房（仓库）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三级。厂区

建筑物的设置布局和功能划分应符合GB 50016的规定。属于气体和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的生产车间和库房，

其电气设备的选型、安装、检查和维护，均应符合GB 50058和GB 17440中的有关规定。对进出具有气体

爆炸危险场所的人员和物品，要制定符合防范标准要求的制度并严格执行。厂区内物料处理系统设计与

运行应符合GB 17440中有关规定。仓房和车间照明灯具应有防护罩，生产作业区应设置应急照明设备。 

4.3.4.3 环境卫生 

宜分别设置原料库、成品库、副产品库和包装材料库；若同一仓库储存性质不同物品时，应适当区

分阻隔。仓库的构造应以最有效地减缓库存原料、成品的品质劣化为原则，应有密闭和防止污染的构造，

并应有防止鼠鸟虫等动物侵入的装置及构造。仓库面积应满足作业顺畅进行，并易于维持整洁。制成品

散装仓的内壁材料应为食品级无毒材料，且应具有光滑、防潮性能，利于仓内物品流动且不残留。仓库

应有温度记录，必要时应记录湿度。加工车间设备布局和工艺流程应当合理，以避免交叉污染；并配备

必要的防虫、防鼠等设施。车间墙面应光洁、平整、不起灰、易清洗，具有防潮性能；墙面、地面、棚

面相接处宜有一定弧度。车间地面应铺设防潮、不透水、应清洗消毒的材料，且应平坦不滑，不得有侵

蚀、裂缝及积水。对输送管道及加工设备的食品接触面应制定定期清理制度，并按要求进行清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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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车间的厕所应为水冲式，且设置在车间外侧，备有洗手、消毒设施和通风排臭装置；其出入口不得

正对车间门，且应避开主要通道；其排污管道应与车间排水管道分设。 

4.3.4.4 粉尘与烟尘的控制 

在易发生粉尘外溢的原粮装卸点、设备衔接处、集尘箱、包装作业等区域应合理配置低压吸风除尘

系统。加工厂排入周围大气的灰尘浓度应符合GB 16297，以及GB 3095的相关规定。加工厂使用的锅炉

烟筒高度和大气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13271的规定，烟道出口与引风机之间应设置除尘装置。 

4.3.4.5 噪声的控制 

对噪声较大的设备宜酌情采取消声减震或隔音措施。车间内部噪声超过GB/T 50087规定的限值时，

应设置隔音休息室。加工场所对周边环境的噪声影响，应符合GB 12348的要求。位于城市的加工厂的噪

音影响，应至少满足GB 3096中3类标准的要求。加工厂与居住区之间所需的卫生防护距离，应符合     

GB 18083的要求。厂区布置应充分利用地形地貌及其他建筑物的声障作用，在防护地带内加强绿化，以

减少噪声污染，噪声污染源应与办公和生活区保持足够的距离。 

4.3.4.6 加工工艺用水 

加工工艺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 

4.3.4.7 污水排放要求 

加工过程产生的污水排放应符合GB 8978的相关要求。作业场所的排水系统应具有便于清理、保持

通畅的构造，并有适当的过滤或排除杂物的装置。 

4.3.4.8 包装物使用与处理 

应使用符合原料与制品包装标准的包装材料，不得使用无检验合格证明的包装材料。废弃包装物应

集中存放回收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4.3.4.9 辅料处理 

加工过程产生的副产品应建立相应仓库暂存，及时处理，不得随意露天丢弃。 

4.3.5 人员及机构要求 

4.3.5.1 机构及职责 

企业负责人应对企业质量管理全面负责。企业应设立质量管理部门负责质量管理、卫生管理、蒙字

标管理。企业应设立内部检查员负责本标准规定的体系内部检查工作。一般应由质量管理负责人兼任。

质量管理部门设检验室，负责原料、制品、成品的质量、卫生检验分析工作。质量管理部门应根据检验

结果，有执行临时停止生产和产品出厂的权力。 

4.3.5.2 教育培训 

企业应制定培训计划，组织各部门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参加各种职前、在职培训和学习，以增加员工

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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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3 食品加工人员健康 

应建立并执行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加工人员每年应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上

岗前应接受卫生培训。食品加工人员如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

染病，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或有明显皮肤损伤未

愈合的，应当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工作岗位。进入食品生产场所前应整理个人卫生，防止污染

食品。进入作业区域应规范穿着洁净的工作服，并按要求洗手、消毒；头发应藏于工作帽内或使用发网

约束。进入工作区域不应佩戴饰物、手表，不应化妆、染指甲、喷洒香水；不得携带或存放与食品生产

无关的个人用品。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从事与食品生产无关的其他活动后，再次从

事接触食品、食品器具、食品设备等与食品生产相关的活动前应洗手消毒。 

4.3.5.4 来访者 

非食品加工人员不得进入食品生产场所，特殊情况下进入时应遵守和食品加工人员同样的卫生要求。 

4.3.6 质量手册 

应编制河套小麦生产、加工、经营质量管理手册，应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a) 生产、加工、经营者简介； 

b) 管理方针和目标； 

c) 组织机构图及其相关岗位的责任和权限； 

d) 标识管理； 

e) 可追溯体系与产品召回； 

f) 内部检查； 

g) 文件和记录管理； 

h) 客户投诉处理； 

i) 持续改进体系。 

4.3.7 原辅材料要求 

4.3.7.1 原料 

原料应满足如下规定： 

a) 应符合 GB 2715、GB 2761、GB2762、GB 2763中的相关要求。原料应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经验收不合格的食品原料应在制定区域与合格品分开放置并明显标记，并应及时进行退货等处

理； 

b) 原料加工前应进行感官检验，必要时应进行实验室检验；检验发现涉及食品安全项目指标异常

的，不得使用； 

c) 原料运输及储存中应具备防雨防尘设施。原料运输工具和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良好，必要时

需进行清洗消毒； 

d) 原料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及其他物质同时装运，防止原料受到污染。原料仓库应设专人管理，

建立管理制度，定期（至少每周 1次）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的原料，仓库出货

顺序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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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7.2 食品相关产品 

食品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等食品相关产品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采购食品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等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产品的合格证明文件，实

行许可管理的食品相关产品还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 

b) 食品包装材料等食品相关产品必须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c) 运输食品相关产品的工具和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良好，并能提供必要的保护，避免污染食品

原料和交叉污染； 

d) 食品相关产品的贮藏应有专人管理，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相关产品。仓库出货顺序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4.3.8 质量控制 

4.3.8.1 生产流程 

生产加工流程见图1。 

小麦 配麦

清理（筛
选/去石/
打麦、洗
麦、磁选

等）

水分调节
（包括润

麦）

研磨或碾
压（磨粉
机或石碾
面粉机，

松粉机）

筛理（平
筛，高方

筛）

清粉（清

粉机）
成品包装

图 1  生产加工流程图 

4.3.8.2 原粮清理 

入磨原料必须经过筛、打、磁选、风选、去石等清理过程。风网系统的设备、除尘器、风机、管道

应合理组合，使之处于最佳工作状态，以保证清理除尘，吸风效果良好。 

4.3.8.3 制粉 

制粉车间必须配备粉尘过滤设备，防止车间内粉尘超标。制粉车间粉尘浓度不得超过10mg/m³，排

出室外的空气粉尘浓度不得超过150mg/m³。小麦粉输入成品打包工序之前，必须经过磁选。磁选金属物

含量不得超过产品标准中磁性金属物的限量。 

4.3.8.4 容易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 

参见附录A。 

4.3.9 文件与记录 

应符合GB 1322的规定。加工企业应具备有害生物防治记录和加工、贮存、运输设施清洁记录。加

工企业应具备原料小麦收获记录，包括品种、数量、收获日期、收获方式、生产批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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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0 内部检查 

应建立内部检查制度，以保证河套小麦粉生产、加工、经营管理体系及生产过程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内部检查应由内部检查员来承担。内部检查员的职责是： 

a) 对本企业管理体系进行检查； 

b) 对本企业生产、加工过程实施内部检查，并形成记录； 

c) 配合蒙字标认证机构的检查和认证。 

5 产品品质要求 

5.1 原粮品质要求 

5.1.1 原粮感官要求 

应符合GB 2715的规定。 

5.1.2 原粮质量要求 

小麦籽粒质量要求符合表6规定。 

表6 小麦籽粒质量要求 

项     目 项     目 检测方法 

籽粒 

容重，g/L ≥770 GB/T 5498 

水分，% ≤12.5 GB 5009.3 

不完善粒，% ≤6.0 

GB/T 5494 
杂质，% 

总量 ≤1.0 

矿物质 ≤0.5 

粗蛋白质，%（干基） ≥13 NY/T 3 

气味、口味 正常 GB/T 5492 

实验磨粉 

面筋质，%（以湿基计） ≥28 GB/T 5506.2 

面团稳定时间，min ≥4 GB/T 14614 

最大拉伸阻力，（EU） ≥220 GB/T 14615 

能量，cm
2
 ≥65 NY/T 1094.2 

5.2 小麦粉品质要求 

5.2.1 小麦粉感官要求 

具有该产品固有的性状、色泽，气味口味正常、无异味。 

5.2.2 小麦粉质量要求 

小麦粉质量要求符合表7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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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小麦粉质量要求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灰分（干基），% ≤0.70 GB 5009.4 

面筋质（以湿基计），% ≥ 26.0 GB/T 5506.2 

面筋指数 ，% ≥ 70 LS/T 6102 

稳定时间，min ≥ 3.0 GB/T 14614 

面条品尝评分，分 ≥75 按照 GB/T 17320 附录 B 面条评价 

加工精度 按实物标样 按实物标准样品对照检验 

粗 细 度 
全通 CB30 筛，留存 CB36

号筛≤10% 
GB/T 5507 

含砂量，% ≤ 0.02 GB/T 5508 

磁性金属物，g/kg ≤ 0.003 GB/T 5509 

水分，% ≤ 14.5 GB 5009.3 

脂肪酸值，mgKOH/100g 

（以干物计） 

≤ 50 
GB/T 5510 

气味、口味 正常 GB/T 5492 

5.2.3  净含量 

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检验方法按照JJF 1070个规定执行。 

5.3 卫生限量要求 

5.3.1 真菌毒素限量指标 

应符合NY/T 421的规定。 

5.3.2 农药残留限量指标 

应符合NY/T 421的规定。 

5.3.3 污染物限量指标 

应符合NY/T 421的规定。 

5.3.4 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不得添加过氧化苯甲酰、溴酸钾。 

6 检验规则 

6.1 抽样 

小麦粉抽样方法按GB 5491执行。 

6.2 产品组批 

同原料、同工艺、同设备、同班次加工的同种产品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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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出厂检验 

每批出厂产品应进行检验，产品合格后，方可出厂。 

6.4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b)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c)  国家质量主管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7 包装、标签、运输、贮存要求 

7.1 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 17109和 GB/T 24905的规定要求。 

7.2 标志和标签 

标签应符合GB 7718和GB 28050的要求及“蒙”字标认证标识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7.3 运输 

运输器具应清洁干燥、无污染，并有防尘、防雨雪设施。 

7.4 贮存 

袋装产品应放在清洁、干燥、通风、无污染的专用库房中；包装物件应码放距地面、墙壁20cm以上，

注意防虫、防鼠、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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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容易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 

A.1 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超标 

自2011年5月1日起,禁止在面粉生产中添加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不得生产、

销售食品添加剂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有关面粉(小麦粉)中允许添加过氧化苯甲酰、过氧化钙的食

品标准内容自行废止。 

A.2 灰分 

灰分应符合表A.1规定。 

表A.1 灰分 

等级 灰分，%（以干物计） 检测方法 

特制一等 ＜0.70 

GB 5009.4 
特制二等 ＜0.85 

标准粉 ＜1.10 

普通粉 ＜1.40 

A.3 含砂量 

含砂量应符合表A.2规定。 

表A.2 含沙量 

等级 含砂量% 检测方法 

特制一等 ＜0.02 

GB/T 5508 
特制二等 ＜0.02 

标准粉 ＜0.02 

普通粉 ＜0.02 

A.4 磁性金属物 

磁性金属指标应符合表A.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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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3 磁性金属物 

等级 磁性金属物 g/kg 检测方法 

特制一等 ＜0.003 

GB/T 5509 
特制二等 ＜0.003 

标准粉 ＜0.003 

普通粉 ＜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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