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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籽饼粕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橡胶籽饼粕的术语和定义 、质量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 、标签和标识以及包装 、存
储和运输的要求 。
本标准适用于商品橡胶籽饼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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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ＧＢ５００９．４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６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ＧＢ／Ｔ５４９０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ＧＢ／Ｔ５５１５ 粮油检验 粮食中粗纤维素含量测定 介质过滤法
ＧＢ／Ｔ８９４６ 塑料编织袋通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０３５８ 油料饼粕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的测定
ＧＢ／Ｔ１０３６０ 油料饼粕 扦样
ＧＢ１３０７８ 饲料卫生标准
ＧＢ／Ｔ２４９０４ 粮食包装 麻袋
ＬＳ／Ｔ３１２３ 橡胶籽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
３．１
橡胶籽饼 狉狌犫犫犲狉狊犲犲犱犮犪犽犲
橡胶籽仁经压榨提取油后所得的物料 。
３．２
橡胶籽粕 狉狌犫犫犲狉狊犲犲犱犿犲犪犾
橡胶籽仁经预榨出浸出或直接浸出提取油脂并除去溶剂后得到的物料 。
４ 质量要求
４．１ 原料要求
原料橡胶籽应符合 ＬＳ／Ｔ３１２３ 的规定 。
４．２ 质量指标
橡胶籽饼粕的质量指标见表 １。

１

犔犛／犜３３１８—２０１９
表 １ 橡胶籽饼粕质量指标
项目
色泽
形状
气味
水分含量／％
粗蛋白质含量 （干基 ）／％
粗脂肪含量 （干基 ）／％
粗纤维含量 （干基 ）／％
总灰分含量 （干基 ）／％

≤
≥
≤
≤
≤

橡胶籽饼质量指标
褐色或深褐色
圆形 、方形 、片状或瓦块状
具有橡胶籽饼固有的气味 ，无异味
１２．０
２０．０
８．８
２５．５
１２．０

橡胶籽粕质量指标
浅褐色或褐色
粉状 、颗粒状或松散的片状
具有橡胶籽粕固有的气味 ，无异味
１２．０
２１．０
３．０
１２．５
８．０

４．３ 真实性要求
不得掺入橡胶籽饼粕以外的任何其他物质 。
４．４ 卫生指标
按照 ＧＢ１３０７８ 和国家有关标准的规定执行 。
５ 检验方法
５．１ 扦样 、分样 ：按照 ＧＢ／Ｔ１０３６０ 执行 。
５．２ 色泽 、形状和气味检验 ：取适量的样品于洁净透明的玻璃器皿中 ，在自然光线下 ，观察其色泽 、形
态 ，并嗅其气味 。
５．３ 水分含量检验 ：按照 ＧＢ／Ｔ１０３５８ 执行 。
５．４ 粗蛋白质含量检验 ：按照 ＧＢ５００９．５ 执行 。
５．５ 粗纤维含量检验 ：按照 ＧＢ／Ｔ５５１５ 执行 。
５．６ 粗脂肪含量检验 ：按照 ＧＢ５００９．６ 执行 。
５．７ 总灰分含量检验 ：按照 ＧＢ５００９．４ 执行 。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检验一般规则
按照 ＧＢ／Ｔ５４９０ 执行 。
６．２ 产品组批
同一批次 ，同一生产线生产的包装完好的产品为一组批 。
６．３ 出厂检验
形状 、色泽 、气味 、水分 、粗蛋白质 、粗脂肪应按生产批次抽样检验 ，粗纤维 、总灰分应按原料批量定
期抽样检验 ，并出具检验报告 。 检验合格 ，方可出厂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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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型式检验
当原料 、设备 、工艺有较大变化或质量监督部门提出要求时 ，均应进行型式检验 。 检验项目按第 ４
章的规定执行 。
６．５ 判定规则
产品的各项指标中有一项不合格时 ，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
７ 标签和标识
７．１ 应在包装物上或随行文件中标明产品名称 、原料橡胶籽产地和收获年度等内容 。
７．２ 当橡胶籽饼粕加入添加剂时 ，应在标签中标注添加剂的产品名称和在橡胶籽饼粕中的含量 。
８ 包装 、储存和运输
８．１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应无毒 、无害 、无污染 ；包装应封口严密 、结实 ，无破损 。 使用麻袋包
装时 ，应符合 ＧＢ／Ｔ２４９０４ 的规定 。 使用塑料编织袋包装时 ，应符合 ＧＢ／Ｔ８９４６ 的规定 。
８．２ 储存
产品应储存在阴凉 、通风 、干燥的地方 ，防潮 、防霉变 、防虫蛀 。 不得与有毒有害物质混存 。
８．３ 运输
应使用清洁 、卫生的运输工具 ，产品运输时应有防雨 、防晒措施 ，避免产品在运输中曝晒 、雨淋及剧
烈震动和撞击 ，避免渗漏 、污染和标签脱落 ，且不得与有毒 、有害物质或其他有污染的物品混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