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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冷链委’）系隶属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具有全国性社团法人资格
的社会团体）的分支机构，是该社会团体的组成部分，从成立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冷链物流标准化工作。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
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冷标委’）（SAC/TC269/SC5）是由国家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成立，是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业务指导下的专业标准化技术组织，负责冷链物流领域内的标准化工作。冷链委与冷标委合署办公。
《目录手册》收集了我国已颁布的现行冷链物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共计 230 余项。其内容按基础性标准、设施设备
标准、技术作业与管理标准进行分类，以便使用者进行查询。标准的应用和推广首先要让标准的使用方了解标准，为此，中国物流与
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连续四年完成《冷链物流标准目录手册》的整理
和更新工作。《目录手册》可供冷链物流标准化工作者、冷链物流专业研究人员、冷链物流企业管理者、冷链物流从业人员参考、学
习、使用。
《目录手册》中收集的标准目录为 2018 年 9 月 1 日以前发布的与冷链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由于
标准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加之国家标准委正在开展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复审清理工作，本《手册》所选取的标准可能会修订、废止
或转化，在购买相关标准时请注意采用标准现行有效文本。因时间仓促，疏漏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联系方式：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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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副产品、食品冷链物流基础标准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GB/T 14440-1993

低温作业分级

管理

1993-06-10

1994-01-01

规定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作业环境冷强度大小及其对人体机能影响程度的级别。
本标准适用于对低温作业实施劳动保护分级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和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

GB7718－2004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基础

2011-04-20

2012-04-20

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本标准不适用于为预包装食品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提供
保护的食品储运包装标签、散装食品和现制现 售食品的标识。

GB/T 18517-2012

制冷术语

基础

2012-11-05

2013-03-01

本标准界定了制冷术语。本标准适用于制冷专业的产品制造、工程设计、
施工、维护管理以及科研、教育等领域.
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的分类和冷链物流的基本要求。适用于冷链物流管理。

GB/T 28577-2012

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基础

2012-06-29

2012-10-01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冷链物流分类和冷链物流的基
本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冷链物流管理。

GB/T 30643-2014

GB51157－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通
则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基础

2014-12-31

2015-09-01

基础

2016-04-15

2016-12-01

求 第 1 部分：仓储 配送

本标准适用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最终使用的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物流建筑设计。不适用于具有重大危险
源的火药、炸药、化工品类的危险品物流建筑。
《物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要求》的本部分对物流从业人员仓储、配送作业

物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要
WB/T 1055-2015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标签的基本原则、制作要求和标注内容。

管理

2015-10-21

2012-02-01

作业与作业管理

与作业管理的职业能力提出了规范性要求，适用于各类物流企业在仓储、
配送的作业和作业管理，生产、商贸流通等企业的物流相关部门可参照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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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要求》的本部分规定了物流从业人员运输、运输

物流从业人员职业能力要
WB/T 1055-2015

求 第 2 部分：运输 运输

管理

2015-10-21

2012-02-01

作业与作业管理
JB/T 7249-1994

制冷设备 术语

代理作业与作业管理的职业能力要求。本部分适用于公路运输、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水路运输和运输代理等各类物流企业的运输、运输代理作业和
作业管理，生产、商贸流通等企业的物流相关部门可参照使用。

基础

1994-07-18

1995-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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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制冷设备中使用的主要术语及其含义。

二、农副产品、食品冷链物流设施设备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库建立和实施 HACCP 体系的总要求以及文件、良好

GB/T 24400-2009

食品冷库 HACCP 应用规
范

管理

2009-09-30

2010-03-01

操作规范(GMP)、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标准操作规程(SOP)、有害
微生物检验和 HACCP 体系的建立规程等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食品冷库企业
HACCP 体系的建立、实施和相关的评价活动。
本规范适用于采用氨、氢氟烃及其混合物为制冷剂的蒸汽压缩式制冷系统，

GB 50072-2010

冷库设计规范

方法

2010-01-18

2010-07-01

以钢筋混凝土或砌体结构为主体结构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冷库，不适用
于山洞冷库、装配式冷库、气调库。
规定了冷库设计、施工、运行管理及制冷系统长时间停机时的安全要求。

GB 28009-2011

冷库安全规程

管理

2011-12-30

2012-12-01

适用于以氨、卤代烃等为制冷剂的直接制冷系统及间接制冷系统的冷库。
其他类型的冷库和制冷系统可参照执行。不适用于作为产品出售的室内装
配式冷库。

冷库
冷库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GB/T 30103.1-2013

第 1 部分：温度和湿度检

GB/T 301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各种类型冷库主要性能参数温度和湿度的检测
方法

2013-12-17

2014-11-01

测
GB/T 30103.2-2013

冷库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第 2 部分：风速检测

表面温度、环境温度、制冷剂温度、冷风机入出口温度和湿度的测定。
方法

2013-12-17

2014-11-01

冷库热工性能试验方法
GB/T 30103.3-2013

第 3 部分：围护结构热流

方法。本部分适用于各型冷库的所有冷间及制冷系统中温度和湿度分布、

GB/T 301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各种类型冷库主要热工性能的风速参数检测方
法。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型冷库的所有冷间内有关风速分布的测定。
GB/T 30103 的本部分规定了土建冷库及装配式冷库保温性能中围护结构热

方法

2013-12-17

2014-11-01

量检测

流量和传热系数的检测方法。本部分适用于各种类型新旧冷库冷间隔热性
能和对能耗影响的计算。
本标准规定了冷库制冷、电气、给排水系统,库房建筑及相应的设备设施运

GB/T 30134-2013

冷库管理规范

管理

2013-12-07

2014-12-01

行管理、维护保养要求和食品贮存管理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贮存肉、禽、
蛋、水产及果蔬类的食品冷库,贮存其他货物的冷库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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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1157-2016

物流建筑设计规范

方法

CB 3040-1978

冷藏库舱口盖

产品

2016-04-15

2016-12-01
1979-07-01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改建的物流建筑设计，不适用于具有重大危险
源的火药、炸药、化工品雷的危险品物流建筑。
冷藏库舱口盖用于在室内甲板上通孔的冷藏库。
本标准规定了以硬质聚氨脂泡沫为隔热层组合而成的船用食品冷库(以下

CB/T 4266-2014

船用食品冷库

产品

2014-05-06

2014-10-01

简称冷库)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及储存。本标准适用于冷库的制造和验收。
标准规定了组合冷库产品分类和型号、技术条件、性能试验方法、检验规

JB/T9061-1999

组合冷库

产品

1999-07-12

2000-01-01

则、标志、包装和储存的要求。标准适用于以硬质聚氨酯或聚苯乙烯泡沫
塑料为隔热层、金属材料为面板的大、中、小型组合和组合气调冷库。其
他面板材料的冷库可参照标准。

冷库
SBJ 11-2000
SBJ 16-2009

冷藏库建筑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附条文说明)
气调冷藏库设计规范

方法

2000-6-21

2000-8-1

方法

2009-4-2

2009-12-1

本规范适用于以氨或氢氟烃、氢氯氟烃及其混合物为制冷剂的制冷系统及
公称体积大于或等于 500 立方米的土建和装配式气调冷藏库。
本规范适用于冷藏间公称容积 500m3 及以上，以氨、氢氟烃和含氢氯氟烃

SBJ 17-2009

室外装配冷库设计规范

方法

2009-04-02

2009-12-01

为制冷剂的压缩式制冷系统并储存食品的单层室外装配冷库设计，不适用
于其他非室外装配形式的冷库。
标准规定了冷库节能运行技术规范的基本要求、冷库建筑的节能要求、制

SB/T 11091-2014

冷库节能运行技术规范

管理

2014-07-30

2015-03-01

冷系统运行中的节能操作条件、制冷设备运行中的节能条件和制冷系统与
设备维护的节能操作等要求。标准适用于 500m3 以上的冷库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冷库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环境要求、设计要求、存

DB12T 557-2015

冷链物流 冷库技术规范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放设备、温控系统、安全要求及使用规范。适用于食品与原料的冷冻冷藏
场所。

DB3502Z 030.1—2015

食品冷链物流 第 1 部分：
冷库技术与管理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冷库的类型、功能、设计要求、辅助设备、温控系统、应用

管理

原则、安全管理及日常管理与维护保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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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冷库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环境要求、设计要求、存

冷库

DB12/T 3010-2018

冷链物流 冷库技术规范

管理

2018-04-12

2018-06-1

放设备、温控系统、安全要求及使用规范。本标准适用于食品与原料的冷
冻冷藏场所。
本标准规定了散装乳冷藏罐的设计、结构和性能要求及有关的试验方法。

GB/T 10942-2001

散装乳冷藏罐

产品

2001-02-02

2001-09-01

本标准适用于农尝乳收集点的二次乳量(24h)和四次乳量(48h)自动控制的
固定式或移动式散装乳冷藏罐。

GB/T 21001.1-2007

冷藏陈列柜 第 1 部分: 术
语

基础

2007-07-27

2007-12-01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的术语和定义。本部分不
适用于制冷自动售货机和拟用于餐饮的非零售用的冷藏陈列柜。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的结构、特性和性能的要

GB/T 21001.2-2007

冷冻
冷藏
设备

冷藏陈列柜 第 2 部分: 分
类、要求和试验条件

求，同时也规定了冷藏陈列柜的试验条件、试验方法、分类方法、分级方
方法

2007-07-27

2007-12-01

法和由制造商提供的产品标志及产品特性信息。本部分不适用于制冷自动
售货机和拟用于餐饮的非零售用的冷藏柜；也不包括在陈列柜内展示的食
品种类。

GB/T 21001.3-2010

冷藏陈列柜 第 3 部分：试
验评定

本部分规定了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的安全和性能的试验评定
方法

2010-08-09

2010-12-01

方法和评定依据标准。本部分适用于用于销售和陈列食品的冷藏陈列柜。
本部分不适用于制冷自动售货机和拟用于餐饮的非零售用的冷藏柜。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保存箱的术语与定义、分类与命名、要求、试验方法、

GB/T 20154-2014

低温保存箱

产品

2014-12-05

2015-12-01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封闭式电动机驱动压
缩式低温保存箱（以下简称低温箱）。

GB/T 31550-2015

冷链运输包装用低温瓦楞
纸箱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运输包装用低温瓦楞纸箱(以下简称为纸箱)产品的分类、
产品

2015-5-15

2016-01-01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冷链运输
与贮存商品包装用低温单瓦楞纸箱、双瓦楞纸箱的设计、生产及检验。
标准规定了冷链温度记录仪的产品分类和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

GB/T 35145-2017

冷链温度记录仪

产品

2017-12-29

2018-07-01

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贮藏要求。适用于电子式冷链温度记录仪，不适
用于机械走纸式记录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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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589-2016

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外
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

标准规定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的限值。 标准
方法

2016-07-26

2016-07-26

适用于在道路上使用的汽车(最大设计总质量超过 26 000 k9 的汽车起重
机除外)、挂车及汽车列车。不适用于军队装备的专用车辆。
标准规定了车辆运输车的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GB/T 26774-2016

车辆运输车通用技术条件

管理

2016-07-26

2016-07-26

随车文件、运输、贮存等。适用于在道路上行驶的专门为运输汽车设计的
货车、挂车及列车，运载其他类车辆的专用车可参照执行。

JB/T 4783-2007

低温液体汽车罐车

产品

2007-08-28

2008-02-0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液体汽车罐车罐体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包装、标志和标识等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柜的术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JB/T 7244-1994

冷冻
冷藏
设备

食品冷柜

产品

1994-07-18

1995-07-01

则、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电动机驱动压缩机的食品冷
柜。 本标准中的食品冷柜包括冷柜陈列冷柜。

JB/T 4784-2007

JB/T 12908-2016

JT/T 650-2006

低温液体罐式集装箱

冷链物流用蓄冷超导箱式
转运设备 技术条件
冷藏保温厢式挂车通用技
术条件

产品

2007-08-28

2008-02-0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液体罐式集装箱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
装、标志和标识等要求。
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用蓄冷超导箱式转运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基本

管理

2016-10-22

2017-04-01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等。 标准适用于不
同类型、规格的冷链物流用蓄冷超导箱式转运设备。

方法

2006-02-20

2006-05-01

本标准规定了冷藏保温厢式挂车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本
标准适用于在道路上使用的冷藏保温厢式挂车。
本标准规定了保温车、冷藏车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QC/T 449-2010

保温车、冷藏车技术条件
及试验方法

管理

2010-08-16

2010-12-01

使用说明书、随车文件、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定型汽车底盘改
装的保温车、冷藏车和保温半挂车、冷藏半挂车，其它型式的保温车、冷
藏车亦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奶罐车的术语、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QC/T 23-2014

鲜奶运输车辆

管理

2014-10-14

2015-04-01

和标、运输、贮存等。本标准适用于定型汽车底盘改装的装运生鲜奶的罐
式汽车及罐式半挂汽车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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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T 1805-1986
SN/T 1995-2007

SB/T 11092-2014

WB/T 1060-2016

冷冻
冷藏
设备

加冰冷藏车通用技术条件
进出口食品冷藏、冷冻集
装箱卫生规范
多温冷藏运输装备技术要
求及测试方法
道路运输 食品冷藏车功
能选用技术规范

T/DGSWLHYXH 002

冷链物流 运输车辆作业

—2018

管理规范

2004-04-01

方法
管理

2007-12-24

2008-7-1

标准规定了进出口食品冷藏、冷冻集装箱卫生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口
食品冷藏、冷冻集装箱检验。
标准规定了多温冷藏运输装备的分类和标记、技术要求、测试方法和检验

方法

2014-07-30

2015-03-01

规则等。标准适用于多温冷藏汽车、多温冷藏集装箱等各类多温冷藏运输
装备。其他型式的多温多空间冷藏运输装备可参照标准执行。

方法

2016-10-24

2017-01-01

管理

2018-04-28

2018-05-08

标准规定了食品冷藏车的一般要求、其他要求、产品标识、功能选用。 标
准适用于道路运输食品冷藏车。
本标准适用于冷冻冷藏食品运输用冷藏车的设施要求和作业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链用塑料蓄冷包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编码、技术要求、

T/TJWL 001—2018

食品冷链用塑料蓄冷包

产品

2018-12-24

2018-12-29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存储、运输和产品寿命等内容。 本标
准适用于食品冷链中由蓄冷剂和包装用塑料复合膜构成的塑料蓄冷包。
本标准规定了规定了蓄冷材料及产品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编码、技术要求、

T/TJWL 002—2018

食品冷链用塑料蓄冷板

产品

2018-12-24

2018-12-29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存储、运输和产品寿命等内容。 本标
准适用于食品冷链中由蓄冷剂和塑料成型材料（塑料盒）构成的塑料蓄冷
板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链用塑料软包材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编码、技术要求、

T/TJWL 003—2018

食品冷链用塑料软包材

产品

2018-12-24

2018-12-29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存储、运输和产品寿命。本标准适用
于食品冷链中由蓄冷剂和多层共挤膜构成的塑料软包材。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链用蓄冷剂的术语和定义、产品编码、技术要求、试

T/TJWL 004—2018

食品冷链用蓄冷剂

产品

2018-12-24

2018-12-29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存储以及不合格品、废弃品的处
置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冷链物流特别是食品冷链物流配送中使用的冷链
蓄冷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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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2T 558-2015
DB12T559-2015

DB3502Z 030.6—2016

DB3502Z 030.7—2016

DB11/T 3011-2018

冷链物流

运输车辆设备
要求

冷链物流 保温容器技术
要求
食品冷链物流 第 6 部分：
运输车辆技术规范
食品冷链物流 第 7 部分：
保温容器通用规范

冷链物流 运输车辆设备
要求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食品运输车辆的车厢性能、车辆装备、车体标识及运输
作业要求。适用于冷冻冷藏食品运输车辆的设施要求与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食品运输保温容器的规格、材料、性能和试验方法。适
用于不带供电装置的低温食品运输保温容器。
本标准规定了运输车辆的类型、车厢性能、车辆装备、使用管理及运输特

管理

2016-01-27

2016-02-01

殊冷链食品的要求，适用于冷藏、冷冻食品运输用冷藏车的设施要求与管
理。
本部分规定了保温容器的基本要求、主要技术指标和参数、 试验方法。

管理

2016-01-27

2016-02-01

本部分适用于不带供电装置并利用蓄冷器实现冷藏、冷冻功能的冷链食品
运输用保冷箱和保冷柜。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食品运输车辆术语和定义、车厢性能、车辆装备、车体

管理

2018-04-12

2018-06-01

标识及运输作业要求。适用于冷冻、冷藏食品、农产品运输车辆的设施要
求与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的术语、定义、缩略语和符

GB/T 30768-2014

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
膜、袋

号、分类、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本标
产品

2014-07-08

2015-03-01

准适用于厚度小于 0.30 mm,以食品级包装用原纸与塑料为基材,经复合工艺
生产的食品包装用纸塑复合包装材料的膜、袋。本标准不适用于液体食品
包装。

包装

本标准规定了液体食品包装用纸板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GB/T 31122-2014

液体食品包装用纸板

产品

2014-09-03

2015-02-01

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制作液体食品包装用纸
板。
本标准规定了固体食品包装用纸板的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

GB/T 31123-2014

固体食品包装用纸板

产品

2014-09-03

2015-02-01

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与食品直接接触的固体
食品用包装纸板，不适用于冷冻食品包装用纸板、食品包装用瓦楞纸板、
淋膜纸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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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副产品、食品冷链物流技术与管理标准
分类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类别

发布日期

实施日期

规定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机械式冷藏集装箱堆场应具备的技术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

GB/T 13145-1991

机械式冷藏集装箱 堆场
技术管理要求

管理

1991-08-31

1992-04-01

于港口及中转站所设置的冷藏集装箱专用堆场。 本标准所规定的堆场适于
堆存 1AA 和 1A、1CC 和 1C 型机械式冷藏集装箱。不适用于堆存装载危险
品的机械式冷藏集装箱。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仓储的入库作业、储存作业、出库作业、环境控制、安
全控制及信息处理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公共低温仓库的仓储作业活动，

GB/T 31078-2014

低温仓储作业规范

管理

2014-12-22

2015-07-01

自营低温仓库的仓储作业活动可参照执行。本标准不适用于人工调控气体
成分的低温仓库、仓储作业自动化的低温仓库、储存危险品或有毒有害物
品的低温仓库，以及国家相关部门有特殊要求的低温仓库的仓储作业活动。

综合
GB/T 31086-2014

GB/T 36080-2018

GB/T 36088-2018

JB 6898-1997

JB/T 12908-2016

物流企业冷链服务要求与
能力评估指标

条码技术在农产品冷链物
流过程中的应用规范

冷链物流信息管理要求

低温液体贮运设备 使用
安全规则

冷链物流用蓄冷超导箱式
转运设备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物流企业从事农产品、食品冷链服务所应满足的基本要求，
管理

2014-12-22

2015-07-01

以及物流企业冷链服务类型、能力级别划分及评估指标。本标准适用于物
流企业的农产品、食品冷链服务及管理。
标准规定了条码技术在农产品冷链物流过程中的编码规则、符号表示、检

管理

2018-03-15

2018-10-01

测与质量评价。适用于农产品获取、加工、冷的贮藏、冷链运输及配送、
冷藏销售等关键冷链物流环节条码技术的应用。

管理

2018-03-15

2018-10-01

管理

1997-03-04

1997-10-1

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信息管理原则、信息内容和信息管理要求。适用于冷
链物流各环节信息的记录和应用。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液体贮运设备以下简称设备的安全要求和措施事故处
理。本标准适用于氧氮氩低温液体容器以下简称容器及槽车的低温液体贮
运设备。本标准对于二氧化碳液体贮运设备可参照使用。
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用蓄冷超导箱式转运设备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要求、

管理

2016-10-22

2017-04-01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不同类型、规格
的冷链物流用蓄冷超导箱式转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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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11151-2015

T/CFLP 0005-2017

冷链配送低碳化评估标准
冷链物流从业人员能力要
求

管理

2015-11-09

2016-09-01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等级、主要职责及职业能力要

管理

2017-05-09

2017-06-01

求。 本标准适用于冷链物流从业人员的考核与评估，冷链物流从业人员的
聘用、教育和职业培训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冷链运营联盟会员企业的各类温控食品冷链运营管理。

T/WD 101-2017

冷链运营管理规范

管理

2017-04-25

2017-06-01

其它企业的温控食品冷链运营管理、药品冷链运营管理，可参照本标准执
行。 面向消费者个人的末端冷链运营管理，不适用本标准。

综合

T/CCCA 0001-2016

DB12T 560-2015

DB22T 2468-2016

DB12T 3012-2018

冷链物流配送中心通用作
业规范
冷链物流

温度检测与要
求规范

冷链物流技术要求
冷链物流 温湿度要求与
测量方法

2016-12-27

管理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管理

2016-05-31

2016-07-1

方法

2018-04-12

2018-06-1

管理

2014-12-11

2014-12-30

本标准规定了主要低温食品的储、运、销作业的温度测量仪器、测量方法、
测量要求、测量位置和温湿度要求。适用于主要低温食品的物流保鲜作业。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过程的包装、交付、运输、储藏、发运等环节的技
术要求内容。适用于冷链物流运营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食品农产品储、运、销作业的温湿度环境要求、测量方
法、测量位置。适用于低温食品农产品的物流保鲜作业。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企业在运作过程中的基本要求、人员要求、设施设

DB 22/T 2226-2014

冷链物流企业运作规范

备要求、运作流程等方面的具体内容。适用于冷链物流企业以及生产、流
通企业的冷链物流部门。

DB 44/T 1696-2015

GB/T 22918-2008

冷链物流配送中心作业规
范
易腐食品控温运输技术要
求

2016-02-05

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易腐食品控温运输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运输基本要求、装载
管理

2008-12-31

2009-08-01

的公路、铁路、水路及上述各种运输方式的多式联运的运输管理。

食品
GB/T 24616-2009

冷藏食品物流包装、标志、

要求、运输途中要求、卸货要求和转运接驳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易腐食品

管理

2009-11-15

2010-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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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冷藏食品物流过程中的包装、标志、运输和储存要求。本标

运输和储存

GB/T 28843-2012

GB/T 29372-2012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
求
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管理
规范

准适用于物流过程中的各类冷藏食品。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冷链物流的追溯管理总则以及建立追溯体系、温度信息
管理

2012-11-05

2012-12-01

采集、追溯信息管理和实施追溯的管理要求。 适用于预包装食品从生产结
束到销售之前的运输、仓储、装卸等冷链物流环节中的追溯管理。

管理

2012-12-31

2013-07-14

本标准规定了食用农产品保鲜贮藏基本要求、贮藏前的准备、贮藏及运输
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果蔬、肉类、水产品等的保鲜贮藏。
本标准规定了餐饮冷链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包装、储存、分拣、装卸搬

WB/T 1054-2015

餐饮冷链物流服务规范

管理

2015-10-21

2016-02-01

运、运输配送、交接、服务质量的主要评价指标。本标准适用于餐饮食材
在流通过程中的冷链物流服务及管理。

WB/T 1046-2012

易腐食品机动车辆冷藏运
输要求

管理

2012-03-24

2012-07-01

标准提出了易腐食品机动车辆冷藏运输的技术要求及操作、设备维护要求。
适用于易腐食品道路机动车辆冷藏运输活动。
"本标准规定了生乳贮存和运输的术语和定义、贮运工具、贮运工具的清洗

NY/T 2362-2013

生乳贮运技术规范

管理

2013-06-03

2013-08-01

食品

消毒、生乳贮存和生乳运输。适用于生鲜乳收购站、牧场、奶牛养殖合作
社和生乳运输部门。"

SB/T 10428-2007

SB/T 10678-2012

SB/T 10824-2012

初级生鲜食品配送良好操
作规范
主食冷链配送良好操作规
范

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
溯技术规范

管理

2007-07-24

2007-12-01

本标准规定了初级生鲜食品配送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资源管理、配送过
程控制和产品召回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初级生鲜食品配送组织。
本标准规定了主食冷链配送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资源管理、配送过程控

管理

2012-03-15

2012-06-01

制、产品追溯与召回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主食加工配送、冷链物流等企
业。
本标准规定了速冻食品二维条码识别追溯规范的术语和定义、追溯的原则

管理

2012-12-20

2013-06-01

和目标、系统功能、追溯信息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对速冻食品原辅料选
用、加工、储运、配送及销售过程信息的可追溯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速冻食品物流规范的术语和定义、速冻食品物流流程、速冻

SB/T 10827-2012

速冻食品物流规范

管理

2012-12-20

2013-06-01

食品品质要求、包装、标签与标志、运输和储藏、配送、销售和召回的要
求。本标准适用于速冻食品的流通环节。

第 12 页 共 30 页

SB/T 10828-2012

豆制品良好流通规范

管理

2012-12-20

2013-06-01

本标准规定了豆制品良好流通规范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豆制品销售链中
采购、流通加工、贮存、运输、销售等流通环节中的任何组织。
本标准规定了易腐食品冷藏链各环节中环境空气温度和食品温度的检测要

SB/T 10928-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温度检测
方法

求和方法。
方法

2013-01-23

2013-09-01

本标准适用于易腐食品在冷藏链加工、贮藏、运输、销售各环节及环节间
的环境空气温度、食品或其包装的表面温度和食品中心温度的测量。通过
冷藏链流通的其他货物，其有关温度测量方法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NY/T 2117-2012

双孢蘑菇.冷藏及冷链运
输技术规范

管理

2012-02-21

2012-05-01

本标准规定了鲜销或加工用的双孢蘑菇采收后的冷藏及冷链运输技术规
范。适用于人工栽培的新鲜双孢蘑菇、双环蘑菇的冷藏及冷链运输。
本标准规定了货物航空冷链运输的温度范围分类及设备设施、包装及标识、

MH/T 1058-2014

货物航空冷链运输规范

管理

2014-10-22

2014-12-01

操作要求、运输文件、货物接收、地面仓储、货库与停机坪地面运输、装
机、飞行过程中温度控制、卸机及交付、不正常运输处理和运输信息及服
务的要求。适用于货物航空冷链运输。

食品
T/DGSWLHYXH 001

冷链物流 低温食品温控

—2018

技术与管理规范

T/HZBX 017—2018

冷链物流 低温食品履历
追溯管理规范

T/SYWLXH 0007—

食品冷链物流技术管理规

2018

范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的冷库储存和运输环节的作业管理机制、储存温湿
管理

2018-04-28

2018-05-08

度控制技术、运输温度控制技术、作业人员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
于低温食品在储存、运输环节中的温湿度控制。
本标准适用于冷链产业中低温食品从供货至展售的过程追踪，涵盖各环节

管理

2018-08-01

2018-08-20

与其对应作业的质量状况。本标准规范了包括冷藏、冷冻、生鲜等低温食
品冷链物流履历追溯管理的总则、体系建立、信息管理及实施。

管理

2018-09-03

2018-11-11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在销售流通过程中的冷链物流操作、冷藏存储管理、运
输、批发、加工、配送、贸易等环节的温度控制、产品卫生质量管理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食品生产流通领域冷链技术与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冷链

T/DLQG 2002.2—2018

食品生产流通 第 2 部分：
冷链技术与管理规范

管理

2018-08-18

2018-09-18

流程、包装、运输、储藏、分拣及配送、批发与零售、产品召回管理、冷
链物流废弃物管理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冷链过程管
理（不包括快递方式的宅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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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动物性火锅食材（以下简称火锅食材）在冷链物流中的分类、
T/CQLC 005—2019

动物性火锅食材冷链物流
作业操作规范

管理

2019-01-28

2019-04-01

冷链物流流程，以及火锅食材在冷链物流仓储、运输、配送和门店销售过
程中的温度控制和冷链作业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重庆火锅食材冷链物流的
温度控制与作业管理。

食品

DB12T 565-2015

DB12T 564-2015

DB12/T 3016-2018

DB12/T 3017-2018

低温食品冷链物流履历追
溯管理规范

低温食品储运温控技术

低温食品储运温控技术要
求

低温食品冷链物流履历追
溯管理规范

本标准规范了包括冷藏、冷冻、生鲜等低温食品冷链物流履历追溯管理的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展售的过程追踪，涵盖各环节与其对应作业的质量状况。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储存、运输、销售温度控

管理

2018-04-12

2018-06-01

DB3502Z 030.8—2016

食品冷链物流 第 9 部分：
多温共配技术与管理规范

食品冷链物流 第 8 部分：
质量追溯管理规范

适用于低温食品在储存、运输、展售作业中的温(湿)度管理。

技术、储存温度控制技术和运输温度控制技术。适用于低温食品在储存、
运输、展售作业中的温度管理。
标准规定了包括冷藏、冷冻、生鲜等低温食品冷链物流履历追溯管理的术

管理

2018-04-12

2018-06-01

语和定义、总则、建立履历追溯体系、履历记录和履历保存要求。适用于
冷链产业链中低温食品流通过程追溯。

管理

2016-01-27

2016-02-01

管理

2016-01-27

2016-02-01

制要求
DB3502Z 030.9—2016

本标准规范了冷库储存、运输作业所需的温度控制与程序管理机制与技术。

本标准规定了低温食品储运温控技术的术语和定义、作业管理要求、信息

食品冷链物流 第 2 部分：
DB3502Z 030.2—2015

总则、体系建立、信息管理及实施。适用于冷链产业中低温食品从供货至

本标准规定了果蔬、水产品、禽畜肉等冷链食品在储存、运输、销售环节
的温度控制要求及温度测量仪器、测量方法、测量要求、测量位置。
本部分规定了多温共配技术与管理的基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利用保温容器进行的多样、少量冷链食品的多温共配。
本部分规定了食品冷链物流质量追溯信息、质量流程管理信息及实施追溯

管理

2016-01-27

2016-02-01

的基本要求。适用于冷链食品在储存、运输、销售等冷链物流环节中的追
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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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861-2010
GB/T 26544-2011

GB/T 27624-2011

GB/T 29568-2013

水产品流通管理技术规范
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通用
要求
养殖红鳍东方鲀鲜、冻品
加工操作规范

农产品追溯要求 水产品

管理

2010-06-30

2011-01-01

管理

2011-06-16

2012-01-01

本标准规定了对水产品流通过程采购、运输、贮存、批发、销售环节和对
相关从业人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鲜、活和冷冻动物性水产品的流通。
标准规定了航空运输水产品包装的基本要求、包装材料、包装容器和包装
方法。适用于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 不适用于有特殊要求的水产品包装。
标准规定了养殖红鳍东方鲀(Takifugurubripes)加工的基本条件、专用设施、

管理

2011-12-30

2012-04-01

原料、暂养、操作规程、检验以及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养殖
红鳍东方鲀鲜、冻品的加工。

管理

2013-07-19

2013-12-06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供应链可追溯体系的构建和追溯信息的记录要求。本
标准适用于水产品供应链中各组织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标准规定了冻裹面包屑虾的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

GB/T 21672-2014

冻裹面包屑虾

产品

2014-09-30

2015-03-01

水产
品

装、运输和贮存。标准适用于将新鲜或速冻的虾仁、凤尾虾、蝴蝶虾、虾
球等裹面包屑或挂浆的速冻产品或预炸品。
本标准规定了冻裹面包屑鱼的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

GB/T 22180-2014

冻裹面包屑鱼

产品

2014-09-30

2015-03-01

贮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将鲜鱼、冻鱼、冻鱼片或由碎鱼肉组成的冻鱼
条和鱼块裹面包屑或挂浆的冻结产品或预炸品。
本标准界定了冻虾产品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冻虾产品的试验方法、检验

GB/T 30889-2014

冻虾

产品

2014-09-30

2015-03-01

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以对虾科（Penaeidae）
、
长额虾科（Pandalidae）、褐虾科（Crangonidae）、长臂虾科（Palaemonidae）
为原料，加工的生的、预煮的、冻全虾、冻无头虾产品。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的基本要求、接收地作业、运输、仓储

GB/T 31080-2014

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规范

管理

2014-12-22

2015-07-01

作业、加工与配送、 货物交接、包装与标志要求和服务质量的主要评价指
标。 本标准适用于鲜、活、冷冻和超低温动物性水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冷链
物流服务。水产品生产过程中涉及的水产品冷链物流服务可参照执行。

GB/T 34767-2017

水产品销售与配送良好操
作规范

管理

2017-11-01

2018-05-01

第 15 页 共 30 页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销售操作的基本要求、批发要求、配送要求、零售要
求和人员管理。本标准适用于水产品销售与配送活动的质量控制。

WB/T 1100-2018

JT/T 436-2001

MH 1007-1997

水产
品

SC/T 9020-2006

活体海产品冷链物流作业
规范

鱼粉船舶运输安全技术要
求

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标准

水产品低温冷藏设备和低
温运输设备技术条件

标准规定了鲜活甲壳类海产品冷链运输规范的定义、基本要求、包装材料、
管理

2018-7-16

2018-8-1

暂养、包装、装载、运输配送、货物交接、服务质量的主要评价指标。适
用于鲜活海产品在活体运输过程中的第三方冷链物流服务及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鱼粉的船舶运输安全的基本技术要求，适用于我国进口第 9

管理

2001-02-28

2001-06-01

类鱼粉、联合国编号 2216 的远洋船舶运输:第 4.2 类鱼粉远洋船舶运输的
要求参照《国际海运危规》的规定。

管理

1997-01-03

1997-03-01

本标准规定了民用航空水产品运输的包装要求、包装材料及包装方法。 本
标准适用于除有特殊要求外的水产品航空运输包装。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低温（-30℃~-70℃）冷藏、运输设备的技术条件。本

管理

2006-07-10

2006-10-01

标准适用于水产品低温（-30℃~-70℃）冷藏、运输设备的设计、制造以及
产品检验。
本标准规定了冻鱼贮藏的温度、湿度、冻鱼堆垛、包冰衣、贮藏期限和卫

SC/T 3006-1988

冻鱼贮藏操作技术规程

管理

1988-11-01

1989-04-01

生要求。适用于各种海、淡水冻鱼的贮藏。其他水产冷冻品的贮藏也应参
照使用。
本标准规定了冷冻、冰鲜、活体水产品储运装备在设计、制造、安装及操

SC/T 6041-2007

水产品保鲜储运设备安全
技术条件

管理

2007-12-18

2008-03-01

作等的安全技术条件。适用于冷库、冻结机、输送机、制冰机、冰柜、海
上收鲜船、活鱼运输箱、活鱼运输车船，以及增氧装置、杀菌装置等水产
品保鲜储运设备。

T/FSAS 19—2018

T/HZBX 019—2018
T/SYWLXH 0010—
2019

鲜活水产品冷链物流技术
规范
水产品类冷链物流操作规
范

海产品冷链物流管理规范

管理

2018-07-01

2018-07-10

管理

2018-08-01

2018-08-20

本标准规定了鲜活水产品冷链物流的的术语和定义、低温暂养过程和物流
配送过程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水产品相关货品的储存、运输、展售等处理作业。本标
准规定了水产品冷链物流的货品包装与标识、储存、运输、展售关键作业
流程的基本要求。

管理

2019-02-18

2019-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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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适用于海产品冷链物流操作管理，包括仓储、配送、冷冻、冷藏、
流程、终端销售、质量与信息管理等环节。

DB 44/T 1430-2014

水产
品

冷冻水产品流通冷链管理
技术规范

2015-02-10

管理

食品冷链物流 第 4 部分：
DB3502Z 030.4—2015

水产品储存、运输、销售

管理

2015-12-24

2016-01-01

管理

2018-04-12

2018-06-01

作业规范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在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中的术语和定义、关键作业
流程与流通加工（包装、标识）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水产品冷链物流的术语和定义、包装与标识、贮存、运输、

DB12/T 3015-2018

水产品冷链物流操作规程

展售关键作业流程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冷冻水产品及相关制品的贮存、
运输、展售等环节。

GB 9959.1-2001

鲜、冻片猪肉

产品

2001-07-20

2001-12-01

本标准规定了鲜、冻片猪肉的术语、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
识、贮存、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生猪经屠宰、加工的鲜、冻片猪肉。
本标准规定了鲜、冻禽产品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签、标

GB 16869-2005

鲜、冻禽产品

产品

2005-03-23

2006-01-01

志、包装、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禽经屠宰、加工、包装的鲜
禽产品或冻禽产品，也适用于未经包装的鲜禽产品或冻禽产品。
本标准规定了鲜、冻肉生产的术语和定义，用于生产鲜、冻肉的动物饲养
要求，屠宰动物的运输要求，屠宰动物的要求，屠宰厂、肉品企业设施、

肉类

GB/T 20575-2006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
范

管理

2006-09-14

2007-01-01

设备要求、卫生要求，过程控制，检验检疫的要求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
供人类消费的鲜、冻猪、牛和羊肉产品，包括售出后直接或经进一步加工
后供食用的鲜、冻猪、牛和羊肉产品，但不包括其他法规规定的家禽、鱼
类与野生动物。
本标准规定了直接用于销售或进一步加工的可食用鲜、冻肉的相关术语和

GB/T 20799-2006

鲜、冻肉运输条件

管理

2006-11-28

2007-03-01

定义、运输时的包装要求、温度和时间、卫生条件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
鲜、冻肉的运输管理。
标准规定了分割鲜、冻猪瘦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GB/T 9959.2-2008

分割鲜、冻猪瘦肉

产品

2008-08-12

2008-12-01

检验规则、标识、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以鲜、冻片猪肉按部位分割
后，加工成的冷却（鲜）或冷冻的猪瘦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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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了鲜、冻四分体牛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和
GB/T 9960-2008

鲜、冻四分体牛肉

产品

2008-06-27

2008-10-01

检验规则、标志、贮存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牛经屠宰加工、冷加
工后，用于供应市场销售、肉制品及罐头原料的鲜、冻四分体牛肉。
标准规定了鲜、冻胴体羊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

GB/T 9961-2008

鲜、冻胴体羊肉

产品

2008-08-12

2008-12-01

验规则、标志和标签、贮存及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羊经屠宰加工、
检验检疫的鲜、冻胴体羊肉。
标准规定了鲜、冻分割牛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技术要求、检

GB/T 17238-2008

鲜、冻分割牛肉

产品

2008-06-27

2008-10-01

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鲜、冻带骨
牛肉按部位分割、加工的产品。
标准规定了鲜、冻兔肉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

GB/T 17239-2008

鲜、冻兔肉

产品

2008-08-12

2008-12-01

肉类

则和标签、标志、包装、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健康活兔经屠宰、加
工的鲜兔肉或冻兔肉。

GB/T 21735-2008

肉与肉制品物流规范

管理

2008-05-07

2008-12-01

GB/T 22289-2008

冷却猪肉加工技术要求

管理

2008-08-12

2008-10-01

GB/T 26604-2011

肉制品分类

基础

2011-06-16

2011-12-01

GB/T 28640-2012

NY/T 2534-2013

SB/T 10381-2012

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
规范

生鲜畜禽肉冷链物流技术
规范

真空软包装卤肉制品

标准规定了肉与肉制品在商业的物流环节及其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技术要
求。 本标准适用于肉与肉制品在商业物流环节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标准规定了冷却猪肉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加工技术要求、标志、标签、包
装、贮存和运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冷却猪肉的生产与加工。
标准规定了肉制品分类的原则及其分类。适用于肉制品的生产、销售和检
验。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肉的冷却冷冻处理、包装及标识、贮存、装卸载、运输、

管理

2012-07-31

2012-11-01

节能要求以及人员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鲜畜禽肉从运输准备到实
现最终消费前的全过程冷链运输管理。
本标准规定了生鲜畜禽肉冷链物流过程的术语和定义、冷加工、包装、贮

管理

2013-12-12

2014-04-01

存、运输、批发及零售的要求。适用于生鲜畜禽肉从冷加工到零售终端的
整个冷链物流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产品

2012-08-06

201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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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真空软包装卤肉制品术语和定义、原料、辅料和食品添加剂、
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召回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 3.1 定义产品的生
产、检验和销售。

SB/T 10730-2012

SB/T 10731-2012

SB/T 10746-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技术要求
禽畜肉

易腐食品冷藏链操作规范
畜禽肉
猪肉及猪副产品流通分类
与代码

本标准规定了猪、牛、羊和鸡、鸭、鹅等肉类食品(以下简称畜禽肉)在冷藏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于供人类食用的冷却、冷冻畜禽肉。 本标准不适用于肉类制品。
本标准规定了猪、牛、羊和鸡、鸭、鹅等肉类食品在冷藏链中的加工、贮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SB/T 10747-2012

SB/T 10748-2012

SB/T 10749-2012

SB/T 10408-2013

WB/T 1059-2016

T/HZBX 020—2018

与代码
羊肉及羊副产品流通分类
与代码
禽肉及禽副产品流通分类
与代码
中央储备肉冻肉储存冷库
资质条件
肉与肉制品冷链物流作业
规范
畜禽肉类冷链物流操作规
范

藏、运输、销售各环节及环节间的操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供人类食用的
冷却、冷冻畜禽肉。 本标准不适用于肉类制品。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肉类
牛肉及牛副产品流通分类

链中的加工、贮藏、运输、销售各环节及环节间的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

本标准规定了猪肉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分类与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猪肉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口、研发等环节。
本标准规定了牛肉及牛副产品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码方法、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分类与代码。本标准适用于牛肉及牛副产品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
口、研发等环节。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本标准规定了羊肉流通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写方法、分类与
代码。本标准适用于羊肉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口、研发等环节。
本标准规定了禽肉的分类原则及方法、代码结构、编码方法、分类与代码。
本标准适用于禽肉生产、统计、采购、销售、出口、研发等环节。
本标准规定了中央储备冻肉储存冷库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设施设备、

管理

2014-04-06

2014-12-01

管理、安全、人员、资信、出入库管理及其他要求等方面的要求。本标准
适用于中央储备冻肉储存冷库的确立、管理和公检。

管理

2016-10-24

2017-01-01

管理

2018-08-01

2018-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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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规定了肉与肉制品冷链物流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冷链作业、包装
与标识等。 标准适用于肉与肉制品冷链物流过程中的控温与作业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储蓄肉相关货品的储存、运输、展售等处理作业。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肉品冷链物流的术语和定义、货品包装与标识、储存、
DB12T 562-2015

畜禽肉冷链物流操作规程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肉类

运输、展售关键作业流程的基本要求。适用于从事畜禽肉相关货品的储存、
运输、展售等处理作业。

DB3502Z 030.5—2015

食品冷链物流 第 5 部分：
畜禽肉储存、运输、销售
作业规范

管理

2015-12-14

2016-01-01

本标准规定了禽畜肉在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中的术语和定义、关键作业
流程与流通加工（包装、标识）的基本要求。

DB12/T 3013-2018

畜禽肉冷链物流操作规程

管理

2018-04-12

2018-06-01

本标准规定了畜禽肉冷链物流的术语和定义、包装与标识、贮存、运输、
展售关键作业流程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畜禽肉及其制品的贮存、运输、
展售等环节。
本标准规定了辣根贮藏的采收和质量要求、贮藏准备、人库与堆码、贮藏

GB/T 17240-1998

辣根贮藏技术

管理

1998-03-02

1998-10-01

条件、贮期管理和贮藏期等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辣根的自然冷却贮藏
及机械冷却贮藏。
本标准规定了杏贮藏用果实的基本条件、采收方法、贮藏容器、预处理、
冷藏技术、检验方法及果实出库质量。本标准适用于有贮藏价值的普通杏

GB/T 17479-1998

杏冷藏

管理

1998-08-28

1999-01-01

(prunus armeniaca L)的栽培品种生长的供鲜食或加工用果实的冷藏。主要
有以下品种：红玉杏、红榛杏、红金玉杏、白玉杏、华县大接杏、大偏头、
串枝红、骆驼黄、兰州大接杏、玉吕克、仰韶黄、沙金红、杨继、拳杏、

果蔬

荷苞杏、金妈妈。
GB/T 8867-2001

蒜苔简易气调冷藏技术

方法

2001-07-20

2001-12-01

GB/T 18518-2001

黄瓜 贮藏和冷藏运输

管理

2001-11-12

2002-05-01

本标准规定了蒜台简易气调冷藏中所必须的技术条件和操作方法。本标准
适用于蒜台的冷库简易气调冷藏。
本标准规定了专供鲜销或加工用黄瓜（Cucumis sativus L.）的贮藏及远距
离运输的条件。本标准适用于黄瓜贮藏和冷藏运输。
本标准规定了农副产品绿色批发市场管理使用的术语和应遵循的原则。以

GB/T 19220-2003

农副产品绿色批发市场

管理

2003-06-23

2012-01-11

及对农副产品绿色批发市场场地环境、设施设备、商品质量、商品管理、
交易管理、市场管理、市场信用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综合农副产品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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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和蔬菜、水果、肉禽蛋及水产品等专业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零售市场管理使用的术语和遵循的原则，以及对农副产
GB/T 19221-2003

农副产品绿色零售市场

管理

2003-06-23

2012-01-11

品绿色零售市场场地环境、设施设备、商品质量、商品管理、现场食品加
工、定牌食品生产、市场管理、市场信用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经营农副
产品的零售场所。
本标准规定了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经营环境、经营设施设备和经营管理的技

GB/T 19575-2004

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技术
规范

管理

2004-08-13

2010-07-28

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申请设立和运营中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也适用于包
含农产品批发交易活动的其他类型的批发市场，大宗农产品电子交易市场
除外。

GB/T 20372-2006

花椰菜 冷藏和冷藏运输
指南

管理

2006-06-30

2006-10-01

果蔬

本标准规定了鲜销或加工用的不同种类花椰菜的冷藏和远距离冷藏运输的
方法，本标准涉及的花椰菜隶属于芸薹术甘蓝种以花球为产品的一个变种。
本标准规定了鲜食苹果冷藏用果的入贮果质量要求和贮前准备、预冷、入

GB/T 8559-2008

苹果冷藏技术

管理

2008-08-07

2008-12-01

库要求、贮期管理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生产的各类苹果品种鲜果的
冷藏。
标准规定了水果和蔬菜（以下简称为“冷藏品”）在冷库条件下物理因素

GB/T 9829-2008

水果和蔬菜 冷库中物理
条件 定义和测量

方法

2008-06-17

2008-10-01

的定义和物理参数的有效测量方法。这些物理因素包括：温度、相对湿度、
空气循环流率和换气率。 本标准适用于水果和蔬菜在冷库贮藏中的有关物
理因素的定义和有关测量方法的解释。
本标准规定了各品种鲜食葡萄冷藏的采前要求、采收要求、质量要求、包

GB/T 16862-2008

鲜食葡萄冷藏技术

管理

2008-08-07

2008-12-01

装与运输要求、防腐保鲜剂处理、贮前准备、入库堆码和冷藏管理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生产的各类鲜食葡萄果实的冷藏。

GB/T 21720-2008

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

管理

2008-05-04

20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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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农贸市场经营环境要求、经营设施设备要求和经营管理要求。
适用于申请开业和运营中的农贸市场。

GB/T 22502-2008

超市销售生鲜农产品基本
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超市销售生鲜农产品的环境要求、基础设施设备要求、工具
管理

2008-11-04

2009-01-20

容器及包装材料要求、从业人员要求、供应商要求和交易技术要求。本标
准适用于经营生鲜农产品的超市。
本标准规定了薄膜包衣种子技术要求、质量检验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

GB/T 15034-2009

芒果.贮藏导则

管理

2009-03-27

2009-10-01

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小麦、水稻、玉米、棉花、大豆、高粱、谷子等农作
物的薄膜包衣种子，其他农作物薄膜包衣种子可参照执行。

GB/T 16870-2009

果蔬

GB/T 23244-2009

芦笋 贮藏指南

水果和蔬菜 气调贮藏技
术规范

管理

2009-11-15

2009-12-01

本标准规定了保存芦笋的条件及达到条件的办法。本标准适用于贮藏后的
芦笋直接消费、生产加工。
标准规定了水果和蔬菜气调贮藏的规程与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果蔬，

管理

2009-03-28

2009-08-01

特别适用于呼吸跃变型水果、蔬菜，如苹果、梨、香蕉和蒜薹等的气调贮
藏。
标准规定了新鲜根菜类蔬菜的冷藏和冷藏运输的技术条件。适用于无茎的

GB/T 25867-2010

根菜类 冷藏和冷藏运输

管理

2011-01-10

2011-06-01

根菜类蔬菜在大容量的贮藏库中进行长期冷藏和冷藏运输。不适用于带叶
的根菜类蔬菜，其只能做短期贮藏。适用于萝卜、菊牛蒡、胡萝卜、辣根、
根用香芹、根甜菜和类似的根菜类作物。

GB/T 25868-2010

早熟马铃薯 预冷和冷藏
运输指南

标准给出了用于直接食用或者用于加工的早熟马铃薯的预冷和冷藏运输的
管理

2011-01-10

2011-06-01

指南。适用于采后直接销售的早熟马铃薯，一般是在完全成熟前采收，且
外皮易除去。

GB/T 25869-2010

洋葱 贮藏指南

管理

2011-01-10

2011-06-01

GB/T 25870-2010

甜瓜 冷藏和冷藏运输

管理

2011-01-10

20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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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给出了洋葱在使用或者不使用人工制冷条件下的贮藏指南，目的是使
其长期贮藏并在新鲜状态下销售。标准适用的范围参见附录 A。
标准规定了甜瓜(CucumismeloL.)在冷藏和冷藏运输前的处理,以及冷藏和
冷藏运输的技术条件。适用于早、中、晚熟甜瓜的栽培品种。

GB/T 25871-2010

结球生菜 预冷和冷藏运
输指南

管理

2011-01-10

2011-06-01

标准给出了结球生菜预冷和冷藏运输的指南。适用于结球生菜的预冷和冷
藏运输。
标准给出了种用、食用或加工用马铃薯在通风贮藏库中的贮藏指南。标准

GB/T 25872-2010

马铃薯 通风库贮藏指南

管理

2011-01-10

2011-06-01

给出的贮藏方法有利于种用马铃薯的生长潜力和出芽率，以及食用马铃薯
的良好烹饪品质。标准的贮藏方法适用于温带地区。

GB/T 25873-2010

结球甘蓝 冷藏和冷藏运
输指南

管理

2011-01-10

2011-06-01

标准规定了结球甘蓝在冷藏和冷藏运输前的操作，以及冷藏和冷藏运输的
指南。适用于结球的食用甘蓝。
本标准规定了新鲜蔬菜贮藏与运输前的准备、贮藏与运输的方式和条件、

GB/T 26432-2010

新鲜蔬菜贮藏与运输准则

管理

2011-01-14

2011-06-01

贮藏与运输的管理等准则。本标准适用于新鲜蔬菜的贮藏与运输,包括加工
配送用的新鲜蔬菜。

果蔬

标准规定了李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贮藏方
GB/T 26901-2011

李贮藏技术规程

管理

2011-09-29

2011-12-01

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的技术要求。
适用于李果实的商业贮藏。
标准规定了桃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贮藏方

GB/T 26904-2011

桃贮藏技术规程

管理

2011-09-29

2011-12-01

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技术要求。适
用于桃果实的商业贮藏。
标准规定了杏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贮藏方

GB/T 26905-2011

杏贮藏技术规程

管理

2011-09-29

2011-12-01

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技术要求。适
用于杏果实的商业贮藏。

GB/T 29373-2012

GB/T 31273-2014

农产品追溯要求 果蔬

速冻水果和速冻蔬菜生产
管理规范

管理

2013-07-01

2012-12-31

本标准规定了果蔬供应链可追溯体系的构建和追溯信息的记录要求。本标
准适用于果蔬供应链中各组织可追溯体系的设计和实施。
本标准规定了速冻水果和速冻蔬菜生产管理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总则、文

管理

2014-10-10

2015-03-11

件要求、原料要求、厂房、设施和设备、人员要求、卫生管理、生产过程
的控制和质量管理等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速冻水果和蔬菜的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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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3129-2016

GB/T 35105-2017

LY/T 1651-2005

新鲜水果、蔬菜包装和冷
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
鲜食果蔬城市配送中心服
务规范
松口蘑采收及保鲜技术规
程

管理

2016-10-13

2017-05-01

管理

2017-12-29

2018-07-01

本标准规定了新鲜水果、蔬菜包装、预冷、冷链运输的通用操作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新鲜水果、蔬菜的包装、预冷和冷链运输操作。
本标准规定了鲜食果蔬城市配送中心的术语和定义、总则、一般要求、服
务流程及要求、产品追溯、投诉处理、评价与改进等。 本标准适用于鲜
食果蔬城市配送中心的服务与管理。

管理

2005-05-16

2005-12-01

本标准规定了松口蘑(松茸)[Tricholomamatsutake(S.Ito et Imai)Sing]的术
语和定义、生境条件、采收和保鲜要求。适用于松口蘑的采收和保鲜。
本标准规定了贮藏板栗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与采后处理、贮藏

果蔬

LY/T 1674-2006

板栗贮藏保鲜技术规程

管理

2006-08-31

2006-12-01

方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以及检验的技
术要求。适用于壳斗科栗属植物的板栗。
本标准规定了甜樱桃贮藏果实的采收和质量要求、库房准备和预冷、码垛、

LY/T 1781-2008

甜樱桃贮藏保鲜技术规程

管理

2008-01-01

2008-12-01

贮藏保鲜技术、贮藏管理、出库、包装、运输及货架期。适用于甜樱桃贮
藏,其他樱桃品种可参照执行。

LY/T 1841-2009

猕猴桃贮藏技术规程

管理

2009-06-18

2009-10-01

LY/T 1833-2009

黄毛笋在地保鲜技术

管理

2009-06-18

2009-10-01

NY/T 1198-2006

梨贮运技术规范

管理

2006-12-06

2007-02-01

管理

2006-12-06

2007-02-01

NY/T 1202-2006

NY/T 1203-2006

豆类蔬菜贮藏保鲜技术规
程

茄果类蔬菜贮藏保鲜技术
规程

本标准规定了猕猴桃的采收与质量要求、贮藏前准备、采后处理与入库、
贮藏方式与贮藏条件、贮藏管理、贮藏期限、出库、包装与运输等。
本标准规定了黄毛笋和黄毛笋在地保鲜的术语和定义、在地保鲜技术、采
收、分级、包装。适用于黄毛笋在地保鲜。
本标准规定了贮运对梨果实的质量要求、采收成熟度、采收要求、冷藏条
件、气调贮藏、库房管理、检测方法、贮运注意事项及运输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豆类蔬菜贮藏保鲜的采收和质量要求、贮藏前库房准备、预
冷、包装、入库、堆码、贮藏、运输及出库等技术要求。适用于菜豆、豇
豆、豌豆和毛豆新鲜豆类蔬菜的贮藏。
本标准规定了茄果类蔬菜贮藏保鲜的采收和质量要求、贮藏前库房准备、

管理

2006-12-06

2007-02-01

预冷、包装、入库、堆码、贮藏、运输及出库等技术要求。 适用于辣椒、
甜椒、茄子、番茄和樱桃番茄新鲜茄果类蔬菜的非制冷贮藏和机械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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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1394-2007

浆果贮运技术条件

管理

2007-06-14

2007-09-01

本标准规定了浆果贮藏和运输的术语和定义、贮运用果的要求，贮运前的
处理、贮藏技术条件、包装运输方式和条件。适用于浆果的贮藏和运输。
本标准规定了荔枝果实的术语和定义、采收要求、采后处理、冰温贮藏要

NY/T 1401-2007

荔枝冰温贮藏

管理

2007-06-14

2007-09-01

求、贮藏期限及出库指标。适用于妃子笑、黑叶、白腊、淮枝等荔枝品种，
其他品种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龙眼和荔枝果实的采收、采后处理保鲜工艺条件、贮藏运输

NY/T 1530-2007

龙眼、荔枝产后贮运保鲜
技术规程

管理

2007-12-18

2008-03-01

要求、贮藏期限指标。本标准适用于储良、石硖、古山二号、东壁、乌龙
岭等龙眼品种和妃子笑、黑叶、白腊、玉荷包、桂味、糯米糍、淮枝等荔
枝品种，其他品种可参照执行。

果蔬

本标准规定杨梅鲜果的采收和质量要求、分级、预冷、贮藏、包装、运输
NY/T 2315-2013

杨梅低温物流技术规范

管理

2013-06-03

2013-08-01

以及销售等低温物流技术。 适用于东魁和荸荠种等杨梅品种的低温物流，
其他品种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NY/T 2320-2013

干制蔬菜贮藏导则

管理

2013-06-03

2013-08-01

NY/T 2380-2013

李贮运技术规范

管理

2013-09-23

2014-01-01

NY/T 2381-2013

杏贮运技术规范

管理

2013-09-23

2014-01-01

本标准规定了干制蔬菜入库前要求、包装、入库、贮藏管理、出库及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热风干制蔬菜的贮藏。
本标准规定了鲜李贮运的贮前质量与采收要求、库房与入库要求、冷藏条
件、出库与贮后质量、运输和检验。本标准适用于鲜李的贮藏和运输。
本标准规定了鲜杏贮运的贮前质量与采收要求、库房与入库要求、冷藏条
件、出库与贮后质量、运输和检验。本标准适用于鲜杏的贮藏和运输。
标准规定了梨的冷藏技术要求、冷藏梨的检验规则和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

SB/T 10060-1992

梨冷藏技术

管理

1992-08-14

1992-12-01

用于鸭梨、茌梨的中、长期冷藏。其他如雪花梨、长把梨、香水梨、秋白
梨、蜜梨、库尔勒香梨也可参照使用。

SB/T 10091-1992

桃冷藏技术

管理

1992-12-30

1993-06-01

SB/T 10286-1997

洋葱贮藏技术

管理

1997-04-09

1997-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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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鲜桃冷藏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运输。
本标准适用于鲜桃中、晚熟品种的冷藏。
本标准规定了洋葱通风库和冷库贮藏的采收与质量、贮藏前准备、贮藏条
件及管理的一般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我国直接消费的新鲜洋葱的贮藏。

SB/T 10287-1997

叶用莴苣( 生菜) 预冷与
冷藏运输技术

本标准规定了叶用莴苣（生菜）预冷与冷藏运输的采收与质量、包装与标
管理

1997-04-09

1997-12-01

志、预冷方法、冷藏运输条件与管理的一般技术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我国
直接消费的新鲜叶用莴苣（生菜）预冷与冷藏运输。
标准规定了水果和蔬菜的气调贮藏原则与技术。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水果和
蔬菜（尤其是苹果、梨和香蕉）。气调贮藏具体应用到每种产品时，除了
保持最佳的温度和相对湿度，氧气含量也低于正常水平的 21%（体积分数），

SB/T 10447-2007

水果和蔬菜 气调贮藏原
则与技术

管理

2007-12-28

2008-05-01

气体的分压也会降低。 气调贮藏时氧气的含量不能低于 1.5%（体积分数），
因为在缺氧状态下，水果和蔬菜会进行无氧呼吸，产生发酵作用，果实表
面也会褐变。 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会导致二氧化碳含量过高 8%～10%（体

果蔬

积分数），引发各种生理病害（二氧化碳伤害），从而导致产品质量的下
降和重量的减少。
SB/T 10448-2007
SB/T 10449-2007

热带水果和蔬菜包装与运
输操作规程
番茄 冷藏和冷藏运输指
南

方法

2007-12-28

2008-05-01

管理

2007-12-28

2008-05-01

标准规定了热带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包装与运输操作方法，目的是使产品在
运输和销售过程中能保持其质量。
本标准规定了番茄冷藏和冷藏运输之前的操作以及冷藏和冷藏运输过程中
的技术条件。 本标准不适用于加工用番茄。
本标准规定了黄瓜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等级、包装、标识

SB/T 10572-2010

黄瓜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03-01

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密刺型黄瓜流通的经营和管理,其他类型黄
瓜的流通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青椒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SB/T 10573-2010

青椒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03-01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鲜食灯笼形青椒和粗牛角椒的经营和
管理,其他品种青椒的流通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番茄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SB/T 10574-2010

番茄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03-01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毛粉番茄的经营和管理,其他品种番茄
的流通可参照执行。

SB/T 10575-2010

豇豆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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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豇豆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青皮、白皮豇豆流通的经营和管理,紫

皮豇豆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冬瓜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
SB/T 10576-2010

冬瓜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03-01

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黑皮冬瓜流通的经营和管理,其他种类
的冬瓜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鲜食马铃薯(简称马铃薯)的术语和定义、商品质量基本要求、

SB/T 10577-2010

鲜食马铃薯流通规范

管理

2010-12-14

2011-03-01

商品等级、包装、标识和流通过程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马铃薯流通的经营
和管理,种薯、加工用薯、彩色马铃薯不适用于本标准。

SB/T 10714-2012

果蔬

芹菜流通规范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本标准规定了芹菜流通的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标识和流
通过程要求。适用于叶用芹菜(不含香芹)流通的经营和管理,不适用于根芹。
本标准规定了胡萝卜(DaucuscarotaLinnaeus)在使用或不使用人工制冷条件

SB/T 10715-2012

胡萝卜贮藏指南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下达到最佳贮藏效果的贮藏方法。 适用于胡萝卜的冬季贮藏。应用的局限
性参见附录 A。

SB/T 10716-2012

SB/T 10717-2012

甜椒冷藏和运输指南

栽培蘑菇冷藏和冷藏运输
指南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本标准给出了鲜食甜椒(Capsicumannum L.)在短期存放、冷藏和冷藏运输过
程中的贮藏方法。 适用于加工用甜椒。本标准应用的局限性参见附录 A。
本标准给出了鲜食或加工用栽培蘑菇(双孢菇,Agaricusbisporus L.)的冷藏和
长距离冷藏运输的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水果蔬菜类易腐食品(以下简称果蔬)在预冷、冷藏、运输、销

SB/T 10728-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技术要求
果蔬类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售等环节及环节间的技术要求和包装标识要求。本标准适用于未经加工或
经初级加工,供人类食用的新鲜蔬菜(包括食用菌)、水果等。 本标准不适用
于速冻果蔬类易腐食品。

SB/T 10729-2012

易腐食品冷藏链操作规范
果蔬类

本标准规定了水果蔬菜类易腐食品在采后、预冷、冷藏、运输和销售等环
管理

2012-08-06

2012-11-01

节及环节间的操作规范。 本标准适用于未经加工或经初级加工,供人类食用
的新鲜蔬菜(包括食用菌)、水果等。 本标准不适用于速冻果蔬类易腐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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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芦笋的商品质量基本要求,商品等级、包装、标识和流通过程
SB/T 10966-2013

芦笋流通规范

管理

2013-04-16

2013-11-01

要求。适用于白芦笋和绿芦笋的流通经营和管理,其他类型的芦笋可参照执
行。

SN/T 1881.2-2007

进出口易腐食品货架贮存
卫生规范

本部分规定了进出口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包装、货架贮存的卫生要求。
管理

2007-04-06

2007-10-16

本

部分适用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货架贮存，包括水果及叶菜类、茎菜类、根
菜类、花菜类、茄果类、瓜菜类、豆菜类和新鲜食用菌类货架贮存。

T/CQLC 002—2019

重庆脐橙冷链作业规范

管理

2019-01-28

2019-04-01

T/CQLC 004—2019

白萝卜冷链作业规范

管理

2019-01-28

2019-04-01

T/CQLC 003—2018

保鲜花椒冷链作业规范

管理

2019-01-28

2019-04-01

T/NTJGXH 042—2018

花椰菜冷链物流技术规程

管理

2018-09-30

2018-10-01

T/NTJGXH 041—2018

黄秋葵冷链物流技术规程

管理

2018-09-30

2018-10-01

本标准规定了重庆脐橙的采收、贮藏、运输、配送、交接要求。 本标准适
用于重庆脐橙的冷链储运。

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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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白萝卜的采收、采后处理、冷藏、运输要求。本标准适用于
白萝卜的冷链储运。

本标准规定了保鲜花椒的原料、加工、贮藏、运输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保
鲜花椒的冷链储运。

本标准规定了花椰菜冷链物流采收、预冷、原料整理、速冻加工、冷链运
输、贮藏、加工配送、销售、工作人员、质量追溯、生产记录的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黄秋葵冷链物流采收、预处理、原料整理、速冻加工、冷链
运输、贮藏、加工配送、销售、工作人员、质量追溯、生产记录的要求。

T/NTJGXH 040—2018

荠菜冷链物流技术规程

管理

2018-09-30

2018-10-01

本标准规定了荠菜冷链物流采收、预冷、原料预处理、速冻加工、冷链运
输、贮藏、加工配送、销售、工作人员、质量追溯、生产记录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蔬果相关货品的储存、运输、展售等处理作业。 本标准

T/HZBX 018—2018

蔬果类冷链物流操作规范

管理

2018-08-01

2018-08-20

不包括速冻类蔬果产品。本标准规定了蔬果冷链物流的术语和定义、货品
包装与标识、储运、运输、展售关键作业流程的基本要求。

T/NTJGXH 022—2018

速冻糯玉米冷链物流技术
规程

管理

2018-08-15

2018-09-01

本标准适用于速冻糯玉米的冷链物流。适用于速冻糯玉米的原料采收和质
量要求、原料处理、预冷、原料贮藏、速冻加工、冻藏、运输等技术要求。

果蔬
本标准规定了果蔬冷链物流的术语与定义、货品包装与标识、储存、运输、
DB12T 561-2015

果蔬冷链物流操作规程

管理

2015-06-18

2015-07-01

展售关键作业流程的基本要求。适用于从事果蔬相关货品的储存、运输、
展售等处理作业，不包括速冻类果蔬产品。

食品冷链物流 第 3 部分：
DB3502Z 030.3—2015

果蔬储存、运输、销售作

管理

2015-12-24

2016-01-01

业规范
DB 14/T 941-2014
DB 13/T 2009-2014

DB 36/T 896-2015

大久保桃冷链物流技术规
程
梨冷链运输技术规程

赣南脐橙适温冷链物流技
术规程

通加工（包装、标识）的基本要求。

2015-01-30

管理

管理

规定了果蔬在储存、运输、销售过程中的术语和定义、关键作业流程与流

2014-01-25

2014-02-10

本标准规定了梨冷链运输的环境控制条件，包括预冷与运输温度、湿度、
气体成分、运输包装等技术要求。适用于梨的冷链运输。
本标准规定了冷链物流的术语和定义以及赣南脐橙采收、贮藏、分级、包

管理

2015-12-21

2016-03-15

装、运输、展售过程的基本要求。适用于赣南脐橙的采收、贮藏、运输、
展售等处理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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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规定了果蔬冷链物流的术语和定义、包装与标识、贮存、运输、展
DB12/T 3014-2018

果蔬冷链物流操作规程

管理

2018-04-12

2018-06-01

售关键作业流程的要求。适用于初级果蔬冷链物流的贮存、运输、展售等
环节。

GB/T 30590-2014

冷冻饮品分类

基础

2014-09-30

2015-02-01

本标准规定了冷冻饮品的术语、定义和分类。本标准适用于冷冻饮品的生
产、检验和销售。
本标准规定了冰淇淋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原辅材料、技术要求、生

GB/T 31114-2014

冷冻饮品 冰淇淋

产品

2014-09-03

2015-04-01

产过程控制、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召
回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定型预包装冰淇淋的生产、检验和销售，不适用
于现制现售的软冰淇淋制品。

饮料

本标准规定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
GB/T 31121-2014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

产品

2014-09-03

2015-06-01

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标准适用于以水果和（或）
蔬菜（包括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实）等为原料，经加工或发酵制成
的液体饮料。
本标准规定了雪糕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原辅材料、技术要求、生产

GB/T 31119-2014

冷冻饮品 雪糕

产品

2014-09-03

2015-04-01

过程管理、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召回
的要求。本标准适用于雪糕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注：资料主要来源于 2018 版《物流标准目录手册》，其中重点突出的标准是由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物流专
业委员会牵头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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