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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为规范从业者的从业行为，引导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向，为职业技能鉴定提供

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客观需

要，立足培育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粮

食和物资储备局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粮油）仓储管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8年版）》（以下简称《标准》）。

一、 本《标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以下

简称《大典》）为依据，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编制技术规程（2018年版）》

有关要求，以“职业活动为导向、职业技能为核心”为指导思想，对（粮油）仓

储管理员从业人员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规范细致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

平和理论知识水平进行了明确规定。

二、本《标准》依据有关规定将本职业分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

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和一级/高级技师五个等级，包括职业概况、基本要求、

工作要求和权重表四个方面的内容。本次修订内容主要有以下变化：

——对“职业名称、职业定义”进行了修订。

——删除了“培训要求”的内容。

——对“申报条件”进行了修订。

——对“基础知识”进行了精简。

——总结近几年粮食行业职业教育、职业培训、技能鉴定的经验教训，展望

行业发展趋势，对“职业功能”重新划分，对“工作内容”进一步梳理，对“技

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

——对“权重表”进行了适当的调整。

三、本《标准》起草单位有：江苏省连云港工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山东商

务职业学院、安徽科技贸易学校、中储粮（北京）徐辛庄直属库有限公司、重庆

市粮油行业协会、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中粮集团、黑龙江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主要起草人有：许方浩、黎海红、李学强、高肃君、杨龙德、尹国彬、

刘天寿、周凤英。

四、本《标准》审定单位有：中国粮食研究培训中心、南京财经大学、河

南工业大学、武汉轻工大学、辽宁省粮食科学研究所、安徽科技贸易学校。审定

人员有：唐柏飞、赵广美、宋伟、万忠民、王若兰、白旭光、吕建华、田书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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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在习、曹毅、吴刚。

五、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得到了福建经贸学校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

此一并致谢。

六、本《标准》业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批准，自

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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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仓储管理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1 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粮油）仓储管理员

1.2 职业编码

4-02-06-01

1.3 职业定义

从事粮食、油料及植物油脂（以下简称粮油）的入库、检查、质量控制、出

库以及相关账卡处理等仓储管理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技能共设五个等级，分别为：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

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外，常温；噪声、粉尘；需要登高，接触有毒、有害物质；有时在低

氧或受限空间作业。

1.6 职业能力特征

身体健康，眼、手、足动作协调；视觉、味觉、嗅觉、形体知觉、空间感正

常；具有一定的学习、分析、推理和判断能力；具有语言文字表达和交流能力；

具有一定的数字运算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初中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1）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①工作 1年（含）以上。

（2）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学徒期满。

①
相关职业：仓储人员、粮油加工人员、饲料加工人员，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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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6年（含）以上。

（3）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
②
或相关专业

③
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

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院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

并具有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

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

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高等职业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

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3）取得大专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工作 2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1）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

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2）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

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职业院校的本专业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工作 3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的本

专业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②
本专业：粮油储运与检验技术、粮食工程、粮油储藏与检测技术、食品科学与工程、粮食工程

（082703），下同。
③
相关专业：农产品保鲜与加工、农产品营销与储运、粮油饲料加工技术、现代物流、农产品保

鲜与加工、农产品营销与储运、食品加工与检验、农产品加工与质量检测、农产品流通与管理、

食品加工技术、食品贮运与营销、粮食工程技术、物流管理、工程物流管理、冷链物流技术与管

理、植物科学与技术、种子科学与工程、植物保护，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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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

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以及综合评审。理论知识考试以笔试、机考等

方式为主，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应掌握的基本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技

能考核主要采用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主要考核从业人员从事本职业

应具备的技能水平；综合评审主要针对技师和高级技师，通常采取审阅申报材料、

答辩等方式进行全面评议和审查。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 60 分（含）

以上者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中的监考人员与考生配比不低于 1：15，且每个考场不少于 2

名监考人员；技能考核中的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为 1：10，且考评人员为 3人以

上单数；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时间不少于 90min；技能考核时间不少于 60min；技师、高级

技师综合评审时间不少于 3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在标准教室进行；技能考核在具有必备的设备、工具与材料、

通风条件良好、光线充足和安全措施完善的场所或粮油仓库进行。

2 基本要求

2.1 职业道德

2.1.1 职业道德基本知识

2.1.2 职业守则

（1）遵纪守法，保守秘密。

（2）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3）团结协作，廉洁公正。

（4）执行规范，文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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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基础知识

2.2.1 粮油仓储管理基础知识

（1）粮油品种基础知识。

（2）粮油营养成分基础知识。

（3）粮油质量标准基础知识。

（4）粮油检验基础知识。

（5）储粮微生物基础知识。

（6）储粮害虫及防治基础知识。

（7）储粮（储油）围护结构基础知识。

（8）粮油仓储管理及技术发展基础知识。

（9）中国粮食安全基础知识。

（10）常见粮油储藏特性基础知识。

2.2.2 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1）粮油仓库安全生产基础知识。

（2）粮油仓储管理职业卫生基础知识。

（3）环境保护基础知识。

2.2.3 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相关知识。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关知识。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相关知识。

（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知识。

（5）《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6）《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相关知识。

（7）《粮油仓储管理办法》相关知识。

（8）《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相关知识。

（9）国家颁布的其他粮食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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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作要求

本职业标准对五级/初级工、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

/高级技师的技能要求和相关知识要求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的要求。

3.1 五级/初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粮

油

出

入

库

管

理

1.1 粮油

出入库准备

1.1.1 能按要求使用干粉灭火器等防

火器材进行防火作业

1.1.2 能按要求使用防汛器材进行防

汛作业

1.1.3 能按要求清理粮仓、货场

1.1.4 能按要求准备简易储粮货位

1.1.5 能按要求准备粮油出入库器材

1.1.6 能按要求核查油罐呼吸阀和油

脂出入库管线

1.1.1干粉灭火器等防火器材使用方

法

1.1.2 沙包、塑料薄膜等粮库防汛器

材使用方法

1.1.3粮仓清洁卫生的方法与相关要

求

1.1.4 简易储粮设施的要求

1.1.5 粮油出入库仪器、设备种类与

查验方法

1.1.6油罐呼吸阀和油脂出入库管线

核查方法

1.2 粮油

出入库作业

1.2.1 能凭感官判别常见粮油品种

1.2.2 能凭感官判定粮油杂质，判断

误差不超过 1 个百分点

1.2.3 能凭感官判定粮油水分，判断

误差不超过 2 个百分点

1.2.4 能凭感官判断粮油的色泽、气

味

1.2.5 能按规定对出入库粮油进行扦

样

1.2.6 能按规定填写、核对出入库凭

证

1.2.7 能按规范操作带式输送机装卸

粮油

1.2.8 能使用溜筛、滚筒筛清理粮食

1.2.9 能按规定堆放散装粮油

1.2.1 粮油品种识别方法

1.2.2 粮油的杂质、水分、色泽、气

味判定方法

1.2.3 粮油扦样方法

1.2.4 粮油仓库凭证填写方法

1.2.5 粮堆的物理特性

1.2.6带式输送机的结构及操作方法

1.2.7 溜筛、滚筒筛的操作方法

1.2.8 堆放散装粮油方法

1.3 粮油

出入库收尾

1.3.1 能根据规定填写储存粮油货位

卡

1.3.2 能根据出入库凭证登记粮油保

管账

1.3.3 能按要求整理粮面

1.3.4 能按要求对器材整理、归位、

建卡

1.3.1 粮食货位卡填写方法

1.3.2 油脂货位卡填写方法

1.3.3 粮油保管账登记方法

1.3.4 整理粮面方法

1.3.5 出入库器材整理、归位、建卡

方法

2.

粮

情

检

查

2.1 检查

储粮温度

2.1.1 能按规定布置储粮环境温度检

测点

2.1.2 能使用温度计、电子测温仪表

检查储粮“三温”，并绘制“三温”曲

线图

2.1.1布置储粮环境温度检测点方法

2.1.2 温度检测仪表使用方法

2.1.3 绘制“三温”曲线图方法

2.2 检查

储粮湿度

2.2.1 能按规定布置储粮环境湿度检

测点

2.2.1布置储粮环境湿度检测点方法

2.2.2 湿度检测仪表相关知识



8

2.2.2 能使用干湿球温度计等仪器检

测储粮环境湿度，并绘制仓湿、气湿

曲线图

2.2.3 绘制仓湿、气湿曲线图方法

2.3 检查

粮堆气体成

分

2.3.1 能使用电子气体检测仪检测粮

堆内的氧气气体浓度

2.3.2 能使用电子气体检测仪检测粮

堆内的二氧化碳气体浓度

2.3.1 粮堆气体成分相关知识

2.3.2 电子气体检测仪相关知识

2.4 检查

储粮害虫

2.4.1 能设置检查储粮害虫取样点

2.4.2 能使用害虫选筛检查害虫数量

2.4.3能借助简单工具识别10种常见

储粮害虫

2.4.1设置检查储粮害虫取样点方法

2.4.2 害虫选筛使用方法

2.4.3 识别 10 种常见储粮害虫方法

2.5 检查

鼠雀

2.5.1 能检查仓房、粮堆是否有鼠类

活动

2.5.2 能检查仓房内外是否有麻雀等

雀类活动

2.5.1 鼠类的品种、习性基础知识；

2.5.2 麻雀的品种、习性基础知识

3.

粮

情

控

制

3.1 控制

储粮温度

3.1.1 能采用自然通风方法降低粮温

3.1.2 能采用排风扇降低仓温

3.1.1 储粮“三温”变化规律

3.1.2 粮堆的气流特性

3.1.3储粮自然通风降温原理及方法

3.1.4 排风扇通风操作方法

3.2 控制

储粮水分

3.2.1 能采用晾晒方法降低粮油水分

3.2.2 能采用自然通风方法降低粮面

水分

3.2.1 粮油晾晒降水原理与方法

3.2.2储粮自然通风降水原理与方法

3.3 控制

粮堆气体成

分

3.3.1 能利用密封材料密封粮堆，降

低粮堆内氧气气体浓度

3.3.2 能利用密封材料密封粮仓，降

低粮仓内氧气气体浓度

3.3.1密封粮油仓库门窗和粮堆的材

料及操作方法

3.3.2粮堆气体成分与粮油储藏的关

系

3.4 防治

储粮害虫

3.4.1 能安装防虫网

3.4.2 能使用物理机械等方法除虫

3.4.1 安装防虫网方法

3.4.2物理机械等清除储粮害虫方法

3.5 储粮

鼠雀防治

3.5.1 能使用灭鼠器材等防治老鼠；

3.5.2 能使用防雀网防止鸟类进入仓

库

3.5.1 防鼠器材使用方法

3.5.2 灭鼠器材捕杀老鼠方法

3.5.3防雀网防止鸟类进入仓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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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四级/中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粮

油

出

入

库

管

理

1.1 粮油

出 入 库 准

备

1.1.1 能按规定进行空仓杀虫

1.1.2 能对常用输送设备进行调试和一

般故障排除

1.1.3 能对滚筒筛进行调试和一般故障

排除 1.1.4 能对油泵、输油管线进行调

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1.1.5 能按要求检查空仓储粮性能

1.1.6 能按要求清理油罐内积存油脚

1.1.1 空仓杀虫方法

1.1.2 喷雾器操作方法

1.1.3 带式输送机的调试和一般故障

排除方法

1.2.4 滚筒筛的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方法

1.1.5 油泵、输油管线进行调试和一

般故障排除方法

1.1.6 检查空仓储粮性能方法

1.1.7 清理油罐内积存油脚方法

1.2 粮油

出 入 库 作

业

1.2.1 能凭感官判定常见粮食等级

1.2.2 能凭感官判定粮油杂质，判断误

差不超过 0.5 个百分点

1.2.3 能按规范操作斗式提升机、螺旋

输送机装卸粮食

1.2.4 能使用振动筛等设备清理粮食

1.2.5 能凭感官判定粮油水分，判断误

差不超过 1 个百分点

1.2.6 能凭感官判定植物油脂的色泽、

气味、滋味、透明度

1.2.7 能使用台秤、汽车衡计量入库粮

食数量

1.2.8 能按要求堆码包装粮油

1.2.9 能使用计算机辅助粮油出入库作

业

1.2.1 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等粮

食等级感官判定方法

1.2.2 粮油杂质感官判定方法

1.2.3 粮油水分感官判定方法

1.2.4 植物油脂的色泽、气味、滋味、

透明度感官判定方法

1.2.5 斗式提升机、螺旋输送机装卸

粮食操作方法

1.2.6 振动筛等设备清理粮食方法

1.2.7 台秤、汽车衡计量粮食方法

1.2.8 堆码包装粮油方法

1.2.9 计算机辅助粮油出入库作业操

作流程及方法

1.3 粮油

出 入 库 收

尾

1.3.1 能核算出库后粮油保管损耗 1.3.1 粮油保管损耗核算相关知识

2.

粮

情

检

查

2.1 检查

储粮温度

2.1.1 能使用计算机粮情检测系统检查

储粮温度

2.1.2 能按规定检查植物油脂温度

2.1.1 计算机粮情检测系统检查储粮

温度方法

2.1.2 使用标准温度计校正粮情测控

系统的温度检测结果方法

2.1.3 检查植物油脂温度方法

2.2 检查

储 粮 湿 度

水分

2.2.1 能使用计算机粮情检测系统检查

储粮湿度

2.2.2 能按检测水分要求扦取粮食样品

2.2.3 能使用快速检测仪测定粮油水分

2.2.4 能按要求检查粮堆结露情况

2.2.1 计算机粮情检测系统检测储粮

湿度方法

2.2.2 检测水分扦取粮食样品方法

2.2.3 粮油水分快速检测仪操作方法

2.2.4 粮油储藏安全水分相关知识

2.2.5 检查粮堆结露方法

2.3 检查

粮 堆 气 体

成分

2.3.1 能使用仪器检查磷化氢气体浓度

2.3.2 能使用仪器检查磷化氢气体泄露

情况

2.3.1 磷化氢气体相关知识

2.3.2 磷化氢气体浓度检测方法

2.4 检查

储粮害虫

2.4.1 能利用储粮害虫检测设备检查害

虫

2.4.2 能借助简单工具识别 20 种常见

储粮害虫

2.4.1 储粮害虫检查方法

2.4.2识别 20种常见储粮害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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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粮

情

控

制

3.1 控制

储粮温度

3.1.1 能利用机械通风降低储粮温度

3.1.2 能利用隔热保温材料控制储粮温

度

3.1.3 能采用空调器降低储粮表面温度

3.1.4 能采用单管通风降低储粮局部温

度

3.1.1 储粮机械通风设备相关知识

3.1.2 储粮机械通风降温操作方法

3.1.3 粮堆隔热保温操作方法

3.1.4 空调器降温操作方法

3.1.5 单管通风机操作方法

3.2 控制

储粮水分

3.2.1 能利用机械通风降低储粮水分

3.2.2 能通过堆码通风垛降低包装粮水

分

3.2.1 机械通风降水操作方法

3.2.2 堆码通风垛降水操作方法

3.3 控制

粮 堆 气 体

成分

3.3.1 能使用设备对塑料薄膜热合

3.3.2 能使用粘合剂对塑料薄膜粘补

3.3.1 塑料薄膜热合设备原理与结构

3.3.2 塑料薄膜的热合、粘补方法

3.4 防治

储粮害虫

3.4.1 能使用储粮防护剂制作防虫线

3.4.2 能使用防护剂防治储粮害虫

3.4.3 能安全使用正压式空气呼吸器

3.4.4 能使用磷化铝进行常规熏蒸作业

3.4.1 防虫线制作方法

3.4.2 储粮防护剂基础知识

3.4.3 防护剂防治储粮害虫方法

3.4.4 正压式空气呼吸器使用方法

3.4.5 熏蒸药剂磷化铝相关知识

3.4.6 磷化铝常规熏蒸流程及操作方

法

3.5 储粮

鼠害防治
3.5.1 能使用灭鼠药剂毒杀老鼠

3.5.1 灭鼠药剂基础知识

3.5.2 药剂毒杀老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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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三级/高级工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粮

油

出

入

库

管

理

1.1 粮油

出入库准备

1.1.1 能按要求对粮油仓库防潮层、隔

热层进行检查和维护

1.1.2 能提出仓库漏雨处理方案

1.1.3 能制定入库粮油存放方案

1.1.4 能对斗式提升机、螺旋输送机进

行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1.1.5 能对振动筛等设备进行调试和

一般故障排除

1.1.6 能对通风设备进行调试和一般

故障排除

1.1.7 能按要求检查空罐储油性能

1.1.1 粮油仓库防潮层、隔热层检查和

维护方法

1.1.2 制定入库粮油存放方案相关知

识

1.1.3 斗式提升机、螺旋输送机等输送

设备的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方法

1.1.4 振动筛等清理设备的调试和一

般故障排除方法

1.1.5 通风设备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方法

1.1.6 检查油罐储油性能方法

1.2 粮油

出入库作业

1.2.1 能凭感官判定油料的等级

1.2.2 能感官识别粮油霉变粒、损伤

粒、虫蚀粒

1.2.3 能使用吸粮机等设备装卸粮食

1.2.4 能使用流量计、打尺的方法计量

油脂数量

1.2.5 非连续累计料斗秤称量粮食数

量

1.2.1 常见油料等级感官判定方法

1.2.2 粮油霉变粒、损伤粒、虫蚀粒识

别方法

1.2.3 吸粮机等装卸设备操作方法

1.2.4 粮食包装相关知识

1.2.5 使用流量计、打尺计量油脂数量

方法

1.2.6 非连续累计料斗秤使用方法

1.3 粮油

出入库收尾

1.3.1 能按要求检查粮食库存实物，

核查账实是否相符

1.3.2 能按要求检查植物油脂库存实

物，核查账实是否相符

1.3.1 库存粮食实物检查相关知识

1.3.2 库存植物油脂实物检查相关知

识

2.

粮

情

检

查

2.1 检查

储粮温度

2.1.1 能分析储存粮油温度变化原因

并判断变化趋势

2.1.1 储存粮油温度变化原因、趋势分

析方法

2.1.2 粮油温度与储藏的关系

2.2 检查

储粮水分

2.2.1 能分析储存粮油水分变化原因

并判断变化趋势

2.2.1 储存粮油水分变化原因、趋势分

析方法

2.2.2 粮油水分与储藏的关系

2.3 检测

粮堆气体

2.3.1 能用比长式磷化氢检测管检测

粮堆内的磷化氢气体浓度

2.3.2 能用奥氏气体分析仪检测粮堆

内的氧气和二氧化碳气体的浓度

2.3.1 比长式磷化氢检测管使用方法

2.3.2 奥氏气体分析仪检测氧气和二

氧化碳气体浓度的方法

2.4 检查

储粮害虫

2.4.1 能对体视显微镜进行操作、保养

与维护

2.4.2 能借助体视显微镜识别 30 种常

见储粮害虫

2.4.3 能根据储粮害虫检测结果确定

虫粮等级

2.4.1 体视显微镜基本知识

2.4.2 识别 30 种常见储粮害虫的方法

2.4.3 确定虫粮等级标准方法

2.5 检查

粮油质量指

标

2.5.1 能检测小麦（玉米）的容重

2.5.2 能检测稻谷的出糙率

2.5.3 能检测大豆的纯粮率

2.5.4 能检测粮油的水分

2.5.5 能检测粮油的杂质

2.5.1 容重器操作方法

2.5.2 砻谷机操作方法

2.5.3 谷物选筛操作方法

2.5.4 水分检测设备操作方法

2.5.5 杂质检测仪器操作方法

3.
3.1 控制

储粮温度

3.1.1 能按要求操作谷物冷却机降低

储粮温度

3.1.1 谷物冷却机操作方法

3.1.2 通风机均衡粮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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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

情

控

制

3.1.2 能用通风机均衡粮温 3.1.3 环流均温相关知识

3.2 控制

储粮水分

3.2.1 能按要求处理粮堆结露

3.2.2 能用机械通风设备均衡粮堆水

分

3.2.1 处理粮堆结露方法

3.2.2 通风设备均衡粮堆水分方法

3.3 控制

粮堆气体成

分

3.3.1 能检查密封粮仓的气密性

3.3.2 能检查密封粮堆的气密性

3.3.3 能使用自然降氧方法控制粮堆

气体成分

3.3.4 能使用化学降氧方法控制粮堆

气体成分

3.3.1 粮仓（粮堆）气密性检测方法

3.3.2 气调储粮基础知识

3.3.3 粮堆自然降氧操作方法

3.3.4 粮堆化学降氧操作方法

3.4 防治

储粮害虫

3.4.1 能采用磷化氢环流熏蒸方法防

治储粮害虫

3.4.2 能制定磷化氢环流熏蒸方案

3.4.3 能制定磷化氢常规熏蒸方案

3.4.1 环流熏蒸基础知识

3.4.2 环流熏蒸设备操作方法

3.4.3 磷化氢熏蒸方案制订方法

3.5 防治

鼠雀

3.5.1 能制定粮油仓库鼠类防治方案

3.5.2 能对粮油仓库灭鼠效果进行调

查

3.5.1 粮油仓库鼠类防治方案制定方

法

3.5.2 粮油仓库灭鼠效果调查方法

3.6 防治

储粮发热霉

变

3.6.1 能分析粮油发热霉变原因

3.6.2 能用防霉剂抑制储粮发热霉变

3.6.1 储藏粮油发热、霉变基础知识

3.6.2 储粮防霉剂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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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二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粮

油

出

入

库

管

理

1.1 粮油

出入库准备

1.1.1 能制定改进仓房隔热防潮的实

施方案

1.1.2 能制定改进仓房气密性的实施

方案

1.1.3 能制定出入库机械设备匹配方

案

1.1.4 能对砻谷机、容重器、水分杂

质检测设备进行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1.1.5 能测定通风机参数并进行使用

合理性评价

1.1.6 能对谷物冷却机进行调试和一

般故障排除

1.1.7 能对流量计进行调试和一般故

障排除

1.1.8 能对非连续累计料斗秤进行调

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1.1.9 能对环流熏蒸设备进行调试和

一般故障排除

1.1.10 能对吸粮机进行调试和一般

故障排除

1.1.11 能对堆包机进行调试和一般

故障排除

1.1.12 能对新仓进行压仓试验

1.1.1 改进仓房隔热防潮性能方法

1.1.2 改进仓房气密性方法

1.1.3 粮油出入库机械设备匹配方

案制定方法

1.1.4 砻谷机、容重器、水分杂质检

测设备的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方法

1.1.5 通风机参数测定方法

1.1.6 谷物冷却机调试和一般故障

排除方法

1.1.7 流量计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方法

1.1.8 非连续累计料斗秤的调试和

一般故障排除方法

1.1.9 环流熏蒸设备调试和一般故

障排除方法

1.1.10 吸粮机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方法

1.1.11 堆包机调试和一般故障排除

方法

1.1.12 新仓压仓试验操作方法

2.

粮

情

检

查

2.1 检查

粮堆气体成

分

2.1.1 能设计粮堆气体成分检测实施

方案

2.1.1 设计粮堆气体成分检测实施

方案的方法

2.2 检查

储粮害虫

2.2.1能借助仪器设备识别常见10种

储粮害虫的幼虫

2.2.1 识别 10 种储粮害虫幼虫的方

法

2.3 检查

粮油储藏品

质

2.3.1 能够根据检测结果判定小麦、

稻谷、玉米、大豆的宜存情况

2.3.1 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等粮

食储存品质指标判定方法

2.4 检查

发热霉变

2.4.1 能判断发热、霉变原因

2.4.2 能判断发热类型及阶段

2.4.3 能判断霉变类型及阶段

2.4.1 发热类型及阶段判定方法

2.4.2 霉变类型及阶段判定方法

3.

粮

情

控

制

3.1 控制

储粮温度

3.1.1 能制定储粮机械通风降温实施

方案

3.1.2 能制定低温储粮实施方案

3.1.1 储粮机械通风降温实施方案

制定方法

3.1.2 低温储粮技术实施方案制定

方法

3.2 控制

储粮水分

3.2.1 能制定控制储粮湿热转移措施

的预案

3.2.2 能制定防止粮堆结露的措施和

应急处理预案

3.2.3 能利用连续式、间歇式低温慢

速烘干机降低粮油水分

3.2.4 能利用高温快速烘干机降低粮

油水分

3.2.1 储粮湿热转移的机理

3.2.2 粮食烘干基础知识

3.2.3 连续式、间歇式低温慢速烘干

机操作方法

3.2.4 高温快速烘干机操作方法

3.2.5 就仓干燥降低储粮水分操作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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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能就仓干燥降低储粮水分

3.3 控制

粮堆气体成

分

3.3.1 能利用充氮气的方法进行气调

储粮

3.3.2 能利用充二氧化碳的方法进行

气调储粮

3.3.1 充氮气气调储粮操作方法

3.3.2 充二氧化碳气调储粮操作方

法

3.4 防治

储粮害虫
3.4.1 能使用硫酰氟熏蒸剂防治害虫 3.4.1 硫酰氟熏蒸操作方法

3.5 防治

储粮发热霉

变

3.5.1 能用气调方法预防霉变的发生

3.5.2 能采用化学法控制粮堆发热

3.5.3 能制定不同发热、霉变粮油的

处理方案，并组织实施

3.5.1 气调法防霉操作方法

3.5.2 化学法控制粮堆发热操作方

法

3.6 储粮

效益分析

3.6.1 能对粮油储藏过程的成本、效

益进行分析

3.6.1 粮油储藏的过程监控、数据采

集、效益分析方法

4.

培

训

指

导

4.1 培训
4.1.1 能对本职业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高级工进行技能培训
4.1.1 技能培训基础知识

4.2 指导
4.2.1 能对本职业五级/初级工、四级

/中级工、三级/高级工进行技能指导
4.2.1 技能指导的方法及要求

4.3 撰写

技术报告
4.3.1 能撰写专业技术报告

4.3.1 专业技术报告撰写的要求与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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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一级/高级技师

职业

功能
工作内容 技能要求 相关知识要求

1.

粮

油

出

入

库

管

理

1.1 粮油

出入库准备

1.1.1 能对仓房储粮性能实施改造

1.1.2 能根据工艺对出入库仓储设备

进行改造

1.1.3 能对粮库常见机电设备进行维

修改进

1.1.4 能对粮油低温（连续、批量）

烘干设备进行保养和维护

1.1.5 能对粮油高温烘干设备进行保

养和维护

1.1.6 能对油罐防水性能及耐压性能

进行检查

1.1.1 仓房储粮性能改造方法

1.1.2 出入库仓储设备相关知识

1.1.3 粮油低温（连续、批量）烘

干设备保养和维护方法

1.1.4 粮油高温烘干设备保养和维

护方法

1.1.5 油罐防水性能及耐压性能检

查方法

2.

粮

情

检

查

2.1 检查

储粮害虫

2.1.1 能检查我国进境植物检疫性害

虫

2.1.2 能检测储粮害虫的抗药性水平

2.1.1 检疫性害虫检查方法

2.1.2 储粮害虫抗药性检测方法

2.2 检查

粮油储藏品

质

2.2.1 能依据检测结果判定植物油脂

储藏情况

2.2.1 植物油脂储藏品质检测和判

定方法

3.

粮

情

控

制

3.1 控制

储粮温度

3.1.1 能使用地源热泵等新能源控制

储粮温度

3.1.1 地源热泵等新能源控制储粮

温度相关知识

3.2 控制

储粮水分

3.2.1 能制定稻谷、玉米高温保质烘

干技术方案

3.2.1 控制高温烘干过程中稻谷、

玉米品质的方法

3.3 防治

储粮害虫

3.3.1 能制定磷化氢抗药性害虫的防

治方案

3.3.1 制定磷化氢抗药性害虫防治

方案的方法

3.4 控制

储粮品质

3.4.1 能按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真菌

毒素消减方案

3.4.1 粮食污染相关知识

3.4.2 真菌毒素消减方法

4.

粮

油

储

存

工

艺

设

计

4.1 低温

储存粮油
4.1.1 能设计低温储粮工艺 4.1.1 低温储粮工艺设计相关知识

4.2 控制

储粮水分
4.2.1 能设计储粮调质通风工艺

4.2.1 储粮调质通风工艺设计相关

知识

4.3 气调

储粮
4.3.1 能设计气调储粮工艺 4.3.1 气调储粮工艺设计相关知识

4.4 储粮

效益分析

4.4.1 能根据市场需要和储藏成本制

定粮油储藏与轮换总体方案并做出效

益预测

4.4.2 能制定粮油储藏与加工的对接

协调问题处理方案

4.4.1 粮油轮换相关政策

4.4.2 粮油营销相关知识

4.4.3 粮油加工相关知识

5.

培

训

指

导

5.1 培训

5.1.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人员进

行技能培训

5.1.2 能编写培训讲义

5.1.1 二级/技师及以下人员进行

技能培训方法

5.1.2 培训讲义编写方法

5.2 指导
5.2.1 能对二级/技师及以下人员进

行技术指导
5.2.1 技术指导的要求及方法

5.3 撰写

技术报告
5.3.1 能撰写专业技术报告

5.3.1 专业技术报告撰写的要求

及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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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权重表

4.1 理论知识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基本

要求

职业道德 5 5 5 5 5

基础知识 20 15 10 5 5

相关

知识

粮油出入库管理 30 30 25 25 20

粮情检查 25 25 30 30 25

粮情控制 20 25 30 30 20

粮油储存工艺设计 - - - - 20

培训指导 - - - 5 5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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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技能要求权重表

技能等级

项目

五级/

初级工

（%）

四级/

中级工

（%）

三级/

高级工

（%）

二级/

技师

（%）

一级/

高级技师

（%）

技能

要求

粮油出入库管理 50 50 25 20 20

粮情检查 25 25 25 20 20

粮情控制 25 25 50 50 25

粮油储存工艺设计 - - - - 25

培训指导 - - - 10 10

合计 100 100 10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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