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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德阳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提出。 

本标准由德阳市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协会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四川凤凰酒业有限公司、四川省东圣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广汉金雁酒业、

四川白云池酒业、四川九里春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绵竹碧坛春酿酒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唐建华、王思思、莫纪平、汪维宏、朱福全、冯元陶、胡平、杨明月、陈鹏郦、

王俊杰。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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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香型白酒企业生产技术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浓香型白酒企业生产技术管理规范的酿造地理环境、生产必要条件、生产过程控制要

求和管理制度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德阳市行政区域内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浓香型白酒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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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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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1 小麦 

GB 1353 玉米 

GB/T 1354 大米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8231 高粱 

GB 89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 

GB/T 5009.48 蒸馏酒与配制酒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Z 1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酿造地理环境  

北纬31°，亚热带湿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降水充沛。年平均气温15℃～17℃。年平均

日照时数1000～1300小时，日平均气温终年高于0℃，≥0℃积温5500～6000℃，年总降水量900～950

毫米。 

4 生产必要条件 

4.1 厂房和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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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房建筑、设备应按照白酒生产工艺流程合理布局，能满足生产工艺、卫生管理、设备维修的要求，

人流、物流设置合理，避免交叉污染。应具备与生产相适应的原料库、制酒车间、酒库、包装车间和成

品库。 

4.1.1 原料库 

原料库应阴凉、通风、干燥、洁净，并有防虫、防鼠等设施。 

4.1.2 粉碎车间 

原料粉碎车间的设计与设施应能满足原料除杂(土杂物)、粉碎、防尘的工艺技术要求。架空构件和

设备的安装位置应便于清理，防止和减少粉尘积聚。 

4.1.3 制酒车间 

白酒车间的设计与设施应能满足白酒配料、糖化发酵、蒸馏的工艺技术要求。操作场所应具有通风

条件；场地坚硬、宽敞、平坦、排水良好。 

4.1.4 酒库 

必须有防火、防爆、防尘设施，库内应阴凉干燥。 

4.1.5 包装车间 

包装车间必须远离锅炉房和原材料粉碎、制曲、贮曲等粉尘较多的场所，应能防尘、防虫、防鼠。

灌酒间应与洗瓶间、外包装间分开。 

4.1.6 成品库 

成品库的容量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库内应阴凉、干燥通风，并有防火设施。 

4.2 设施和设备 

4.2.1 企业应具备基本的白酒生产设备，包括： 

a) 原料粉碎设备：粉碎机； 

b) 蒸馏设备：甑桶、甑锅、冷凝器；  

c) 发酵设备：黄泥老窖池； 

d) 贮酒设备：陶坛、不锈钢罐； 

e) 灌装设备：洗瓶机、灌装机； 

f) 供汽设备：符合 GB 8951的规定； 

g) 检验检测设备：符合 GB 14881的规定。 

4.2.2 与原辅料、半成品和成品直接接触的机械设备、容器、管道和工具等，均应采用无毒、易清洗、 

无异味及不与其起化学反应的材料制作。 

4.2.3 各生产车间、酒库应根据工艺技术要求，配备温度计、酒度计等，酒库应配备消除静电装置和

酒精浓度报警装置，并配备符合消防安全要求的相关消防器材。 

4.2.4 酒库、包装车间、成品库应使用防爆开关和灯具，并有安全防护措施。 

4.2.5 设备所用的润滑剂、冷却剂等不应对料液或容器造成污染。 

4.2.6 与设备连接的主要固定管道应标明管内物料名称及流向。 

4.2.7 用于生产及检验、试验的仪器、装置、仪表、量具、衡器等，其适用范围和精密度应符合生产

和检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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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丢糟存放应在远离生产车间的适当地点，及时清理。 

4.2.9 应保存有设备及其布置的图纸。 

4.3 人员 

4.3.1 卫生管理 

4.3.1.1 从事白酒生产的人员应身体健康，并有有效健康证明。 

4.3.1.2 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防止污染。 

4.3.1.3 在进入灌装车间前，应进行洗手更衣，穿戴整洁工作服，保持双手洁净；在进入其他生产车

间，也应穿戴工作服，并进行简单的洗手更衣。 

4.3.1.4 工作期间不应有抽烟、饮食、饮酒或其他有碍操作的行为。 

4.3.1.5 生产区域不应带入和存放个人生活用品。 

4.3.2 教育培训 

4.3.2.1 企业应建立人员培训制度，确保员工具备相应岗位所需技能水平。 

4.3.2.2 新进人员应进行岗前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4.3.2.3 应定期对员工进行白酒生产和安全理论知识培训，并对培训内容和培训效果进行评估。 

4.3.2.4 培训应有记录，并存档。 

4.4 原料 

4.4.1 水源 

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4.4.2 高粱 

符合 GB/T 8231 的规定。  

4.4.3 玉米 

符合 GB 1353 的规定。  

4.4.4 大米 

符合 GB/T 1354 的规定。  

4.4.5 糯米 

符合 GB/T 1354 的规定。 

4.4.6 小麦 

符合 GB 1351 的规定。 

4.4.7 大麦 

应籽粒饱满，色泽金黄，具有大麦固有的香气，无病斑粒，无霉味和其他异味，符合相应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 

5 生产过程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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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基本生产流程 

 

图1 基本生产流程 

5.1.1 班前准备 

5.1.1.1 生产设施要求 

a) 保证晾堂、设备及工器具洁净； 

b) 保证设备、电器线路运行良好。 

c) 检查电器线路是否完好，设备是否运转正常，发现问题，立即通知维修人员检查并进行维修，

以确保安全生产；将蒸馏设备冲洗干净，底锅加水以淹没蒸汽盘管为标准，安放好甑桶； 

d) 停产 15 天及以上，应将工器具用 85℃以上的热水冲洗干净，定置定位摆放，晾干备用。 

5.1.2 原料处理 

5.1.2.1 工艺要求： 

a)  粮粉未、曲粉末根据实际生产能力调整，原料粉碎各厂有异，冬季和夏季也可适当调整； 

b) 稻壳清蒸后使用，不应有生糠等杂味。 

5.1.2.2 操作方法 

a)  原粮和曲药验收合格后，粉碎到合适的粗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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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将验收合格的稻壳清蒸穿汽后蒸 30～60 分钟，熟糠出甑摊晾冷却后再收堆待用。 

5.1.3 开窖起糟 

5.1.3.1 工艺要求： 

a) 达到规定的发酵期后方可开窖； 

b) 要保持好窖池周围及堆糟坝的清洁卫生。母糟中不得混入窖泥及其它杂物； 

c) 母糟要分层存放。 

5.1.3.2 操作方法： 

a) 清扫干净窖池周围及堆糟坝残渣； 

b) 把窖皮泥截成方形小块，揭开窖皮泥，运至踩泥池中备用； 

c) 清除干净母糟中混入的封窖泥、霉烂糟； 

d) 将母糟起运至面糟堆放处，面糟起出后打扫干净窖池四周卫生。将面糟收拢成堆，拍紧拍光，

并撒一层熟糠壳，打扫干净四周场地； 

e) 逐层分甑、平行向下起母糟，起一甑后将窖壁清扫干净； 

f) 要勤舀（抽）黄水； 

g) 分层堆放母糟，踩紧拍光，并撒上一层熟糠以减少酒份挥发； 

h) 对母糟、黄水进行感官鉴定，结合化验数据，对上排工艺和发酵情况进行总结，决定下排入窖

条件。 

5.1.4 配料与拌和 

5.1.4.1 工艺要求： 

a) 酿酒原料采用多粮； 

b) 每甑投粮量根据甑容及粮糟比决定； 

c) 根据出窖母糟水分含量及粮食的粉碎度，确定润粮时间和润粮用量水； 

d) 拌和要均匀，不应有疙瘩、灰包。 

5.1.4.2 操作方法： 

a) 根据上排母糟发酵情况，参照上排配料，并结合时令，确定本排配料，粮糟比一般控制在 1：

4-5； 

b) 取每甑所需母糟并刮平，把润好的粮粉铲到母糟上，拌和均匀后，倒上投粮重量 23-27%左右

的熟糠，打扫干净四周场地；上甑前对上一轮拌和均匀并倒上熟糠的糟堆进行拌和操作，拌和

均匀后收成堆，打扫干净场地四周卫生。 

5.1.5 制曲 

5.1.5.1 根据中高温大曲特点制定制曲工艺规程和操作规范，并严格执行。 

5.1.5.2 制曲车间的设备、墙壁及地面应符合制曲工艺要求。 

5.1.5.3 在制曲和曲块储存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再次发酵、霉变和减轻酒曲害虫危害。 

5.1.6 蒸粮摘酒 

5.1.6.1 工艺要求： 

a) 上甑要做到疏松平坦，来汽一致，轻撒匀铺，探汽上甑，控制好上甑时间； 

b) 上甑时间不低于 35 分钟； 

c) 蒸馏要做到缓火流酒，量质摘酒、分级并坛贮存，酒精度 65 %vol 以上； 

d) 蒸粮要做到内无生心，外无粘连，熟而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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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2 操作方法： 

a) 上甑前检查底锅水是否足够，清洁；活甑是否安放平稳；蒸汽压力是否适当。在甑箅上撒薄薄

一层熟糠后开始上甑，上甑期间不能穿汽； 

b) 待甑内快穿汽时，立即盖上甑盖，连接过汽筒，准备摘酒； 

c) 摘酒时，应使用干净搭酒布，防止异物进入摘酒桶； 

d) 控制蒸汽和冷却水的大小，调节流酒温度和速度； 

e) 按质量要求、尝评、分段、看花摘酒，分级存放，断花后关闭冷却水； 

f) 粮糟摘完酒后，加大蒸汽压力开始蒸粮； 

g) 根据窖期长短，出窖糟含酸量、层次决定冲酸时间。 

5.1.7 出甑、打量水 

5.1.7.1 工艺要求： 

a) 量水水温要求在 90 ℃以上； 

b) 量水用量原则：控制入窖糟水分在 50 %～54 %范围内； 

c) 打量水应做到洒开泼匀，使粮糟吃水均匀，上下一致。 

5.1.7.2 操作方法： 

a) 粮糟出甑后立即拉平、收拢； 

b) 根据季节和粮糟情况，洒入 80℃以上的量水，量水要洒开、洒匀，使粮糟充分吸收水份。 

5.1.8 摊晾、下曲 

5.1.8.1 工艺要求： 

a) 摊晾要做到温度均匀； 

b) 下曲温度依环境温度而定； 

c) 曲药用量为投粮量的 18-22 %左右，根据季节进行调整，要撒开撒匀，拌和彻底； 

d) 要尽量缩短摊晾时间，避免杂菌污染。 

5.1.8.2 操作方法： 

a) 将打完量水的粮糟铺撒在摊晾床或晾糟机上，铺撒要做到薄厚均匀； 

b) 使粮糟迅速均匀地降温； 

c) 将定量好的曲粉均匀地撒在已摊晾的粮糟上面，拌和均匀，收拢成堆，要求无夹层、无疙瘩、

无灰包。 

5.1.9 入窖发酵 

5.1.9.1 工艺要求： 

a) 根据出窖糟及黄水鉴定情况，并结合时令，确定入窖温度； 

b) 入窖粮糟感官标准：柔熟不腻，疏松不糙； 

c) 入窖时，粮糟应四方倒开，倒匀，松紧一致； 

d) 窖皮泥踩制柔熟标准：柔软细腻，粘性强，含水适度； 

e) 封窖要求窖边纵横一条线、窖帽高低一致； 

f) 窖皮泥厚度控制在 15 cm 以上，窖池和粮糟应全部密封； 

g) 在清光窖皮泥后，应每日清抹窖皮，确保其不裂口、不生霉。 

5.1.9.2 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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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起完母糟后检查窖内窖泥是否垮塌，垮塌的窖泥回泥坑作为窖皮泥接种培养使用，根据需要更

换已脆化折断的窖钉，用老熟的窖泥修补窖壁； 

b) 入窖前将一定数量的黄水、尾酒和曲药均匀地撒在窖底和窖壁四周； 

c) 将粮糟运至窖内，测量并记录入窖温度； 

d) 踩窖时先沿窖边踩，再踩至中心，冬季踩花脚，夏季踩密脚，要求呈“人”字或“一”字型，

踩紧、拍光，随后测量入窖温度； 

e) 每窖入满后，立即踩紧拍光； 

f) 粮糟拍光后，可按工艺要求撒上少许曲药； 

g) 将窖皮泥直接搭在面糟上，整窖搭完后，将封窖泥刮平、抹光； 

h) 封窖完毕，应打扫干净窖池、窖皮泥池周围及过道卫生，冲洗干净生产工具。 

5.1.10 窖池管理 

5.1.10.1 工艺管理： 

a) 每天检查窖池密封情况和发酵情况； 

b) 保持窖皮泥湿润、无裂口或裂缝； 

c) 窖皮泥表面不应有杂物存在； 

d) 落实管窖人，杜绝烂糟。 

5.1.10.2 操作方法： 

a) 清扫窖坎，保持洁净； 

b) 定时观察窖内升温情况，做好记录。 

5.1.11 入库陈酿 

5.1.11.1 工艺要求 

a) 基础酒经尝评、分析后，按质分级入库陈酿； 

b) 陈酿设备采用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陶坛或不锈钢贮酒罐。 

5.1.11.2 操作方法 

a) 组织尝评人员对当天收集的基础酒进行尝评、分析，并划分质量等级； 

b) 将基础酒分级入库陈酿，做好入库记录和标识，并持续跟踪基础酒在陈酿过程中的质量状况； 

c) 根据生产情况及时并坛。 

5.1.12 勾兑、调味  

5.1.12.1 工艺要求： 

a) 在进行酒体设计之前应充分了解市场需求； 

b) 加浆用水应经处理，硬度达到要求后方可使用； 

c) 基础酒达到贮存期方可用于成品酒的生产。 

5.1.12.2 操作方法： 

a) 酒体设计：根据产品需要，确定产品的质量标准和风格特点； 

b) 检验每坛（或罐）基础酒的酒质，评定感官特征，测定其理化指标及微量成分，确定其质量等

级； 

c) 小样组合：根据各成品酒的质量标准要求，以每坛（或罐）基础酒的质量记录为依据，逐坛或

罐）品尝，选出各种基础酒。将选好的基础酒，根据每坛（或罐）基础酒的重量，按比列分别

取 20 ml～50 ml 混匀，使其基本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将组合好的基础小样，加浆至所需酒度，

进行尝评，并进行理化指标检验，若指标符合要求，小样组合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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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样调味：根据成品酒的质量要求，结合小样的优、缺点，选择适当的调味酒进行调味，并记

录调味酒的种类、添加数量及量比关系； 

e) 大样组合：根据最后确定的小样组合方案，将各酒样所代表的各坛（或罐）基础酒按比例抽入

大型勾兑容器，每抽入 1 组，要充分搅拌均匀。取酒样与小样相比较，如在理化和感官指标

上有较大差异，应查明原因，进行必要调整； 

f) 加浆降度和澄清过滤：根据成品酒的酒度要求，对组合完毕的基础酒进行加浆降度。并按比例

加入酒用活性炭等符合食品卫生要求的沉淀剂，充分混匀，沉淀一定时间后进行过滤和感官检

验； 

g) 大样调味：根据小样调味确定的调味方案，计算出各调味酒的总需量。将其加入勾兑容器中，

充分搅拌均匀，取样进行感官和理化指标检验，应与小样调味结果及成品酒质量要求一致，否

则重调。 

5.1.13 包装  

5.1.13.1 工艺要求： 

a) 计量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b) 包装容器和包装材料质量应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相关要求； 

c) 洗瓶和洗盖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5.1.13.2 操作方法： 

a) 捡瓶：在洗瓶前认真对瓶子进行检查，捡出破瓶。瓶子高度、规格、色泽均应一致； 

b) 洗瓶：洗瓶前检查水温、水质、水压等是否符合洗瓶要求，洗瓶过程中，随时检查所洗酒瓶是

否干净，瓶内无积水； 

c) 灌装：灌装前，先用水彻底清洗灌装机，再用所包装酒反复浸洗灌装机三次，以免开始部分被

管道污染。检查酒是否有失光、浑浊、渣子等现象，确定酒质干净后才能开始灌装。应测量酒

度和做好冷冻试验，同时应确定不同酒瓶的装酒线，保证定量准确； 

d) 压盖：将灌装定量完毕的瓶装酒进行压盖，压盖要做到平齐无歪斜、旋到位、压到位、美观、

无渗漏脱落、开启方便； 

e) 照酒：根据不同分工，进行照酒检验，剔除不合格酒； 

f) 装盒：根据瓶子和包装盒种类，直立、端正、平稳地将酒瓶放入盒内； 

g) 装箱：将装好的酒盒或灌装好的瓶装酒平稳地放入箱内，不少装、错装，放入合格证； 

h) 封箱入库：用胶带或其它封箱材料封箱，应封平，包装箱不应有破损现象。成品酒入库前应清

点好数量，标上班次、品种和数量等，并做好入库记录。 

5.2 产品质量安全控制 

5.2.1 关键控制环节为：配料、发酵、贮存、勾兑调味、成品。 

5.2.2 白酒生产过程中，应对以下关键指标进行控制，符合 GB 2757的要求： 

a) 避免感官质量缺陷：如色泽、香气、口味、风格等与产品标识相符； 

b) 酒精度与包装标识相符； 

c) 固形物不超标； 

d) 甲醇、氰化物等指标不超标，塑化剂符合国市监食生[2019]214号要求。 

5.3 贮存和运输 

5.3.1 产品的贮存环境和运输应避免日光直射、雨淋、冰冻和撞击。 

5.3.2 成品应按生产日期、品名、包装形式及批号分别码放，加以适当标示，并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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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每批成品应经检验，符合产品质量标准后，方可出库，一般采用“先进先出”的原则。 

5.3.4 成品的贮存应有记录，成品应做进出库记录。内容包括批号、出库时间、地点、对象、数量等。 

5.3.5 装卸时应轻拿轻放，不应与有腐蚀、有毒、有害的物品一起放置。 

6 管理制度要求 

6.1 基本要求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GB 14881、GB 8951等规定，

建立管理制度。 

6.2 人员管理制度 

6.2.1 制定从业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6.2.2 制定生产、质量、技术、检验等各部门职责及相关人员岗位职责及其任职资格规定。 

6.2.3 制定不同岗位人员的考核制度。 

6.2.4 制定定期进行食品质量安全、加工技术、质量管理、法律法规和职业道德等方面培训计划。 

6.3 采购管理制度 

6.3.1 制定采购制度，有原辅材料供应商评价办法，保证采购的原辅料、包材等符合相应的标准规定。 

6.3.2 制定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有不合格原辅材料拒收等处理办法，按照制定的验收标准，对进厂的

原辅料、包材等进行验收、记录。 

6.4 生产过程管理制度 

6.4.1 制定生产设备设施管理制度。 

6.4.2 制定生产设备设施和工器具的维护保养、检修制度。 

6.4.3 制定停产复产记录与复产前生产设备、设施安全控制制度。 

6.4.4 制定过程检验管理制度。 

6.4.5 制定生产过程中关键控制点管理制度。 

6.4.6 制定不合格管理制度及纠正措施。 

6.4.7 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信息管理制度。 

6.4.8 鼓励企业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P）对生产过程进行食品安全控制。 

6.5 安全防护制度 

6.5.1 制定厂区环境、生产车间、库房等的安全卫生管理制度。 

6.5.2 制定防火防爆安全管理制度。 

6.5.3 制定生产人员安全操作与个人卫生管理制度。 

6.5.4 制定虫害控制制度。 

6.5.5 制定生产设备设施和工器具的清洗清洁制度。 

6.5.6 制定清洁剂、消毒剂等化学品的使用制度。 

6.5.7 制定原辅物料及半成品、成品周转、贮存、运输管理制度；贮存条件应符合相应标准规定。 

6.6 检测与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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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 制定检验制度，包括过程检验、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的管理规定。出厂产品应当符合产品标准，

产品经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6.6.2 企业应制定检验室管理制度，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和检验能力，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

验人员按规定检验方法检验，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保存完备。 

6.6.3 企业应制定检验设备管理制度，建立检验设备台账，按要求对检验设备进行检定或校准，并定

期维护保养，设备档案齐全。 

6.6.4 企业应制定产品留样制度，按要求保留样品。留样至少保留 2 年。 

6.7 信息记录管理制度 

6.7.1 制定信息记录管理制度。记录信息应当覆盖食品生产加工全过程，保证记录的信息完整。应至

少对以下生产信息建立完整的记录系统，所有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并具有可追溯性，记录保存期不

少于 2 年。 

6.7.2 原辅料采购记录应包括供应商评价记录、合格供应商名单、采购记录、采购合同、验收记录、

供应商证明。 

6.7.3 生产过程及安全防护记录应包括人员培训及考核记录、人员健康检查记录、人员卫生记录、厂

区环境卫生记录、车间环境卫生记录、除虫灭害记录、设备设施维护保养检修记录、设备设施清洁记录、

投料记录、各关键控制点监控记录、过程检验记录、物料出入库记录、成品出入库记录、不合格原辅物

料处置记录、不合格产品处理记录、停产复产记录； 

6.7.4 成品检验记录应包括检验原始记录、检验报告、检验留存样品记录。 

6.7.5 产品追溯记录应包括成品生产记录、成品销售记录、产品召回记录、退货处置记录、消费者投

诉受理记录、食品质量安全风险收集记录、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记录。 

6.7.6 鼓励建立电子信息记录制度，对原辅物料查验、生产过程的关键工序及过程检验、出厂检验等

全过程记录形成真实的数据信息。 

6.8 产品追溯、召回制度和自查、投诉管理制度 

6.8.1 建立产品追溯制度，确保从原料（配料）采购到最终产品及销售都有记录，信息详实程度能够

实现原料（配料）到销售环节的全过程跟踪，并可追溯到每个环节的责任人。 

6.8.2 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确保出厂产品在出现安全质量问题时及时发出警示，必要时召回；对召回

的产品采取补救、无害化处理、销毁等措施，并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报告召回和处理情况。 

6.8.3 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并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 

6.8.4 建立消费者投诉处理制度，妥善处理消费者提出的意见和投诉。 

6.8.5 鼓励建立产品信息网站查询系统，提供标签、外包装、质量标准、出厂检验报告等信息，方便

网上查询。 

6.9 文件管理制度 

6.9.1 企业产品所执行的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标准、产品标准、检测方法标准及其他相关标准；应有

生产所用原辅物料、包材的现行有效的标准。白酒生产所涉及的主要标准参见附录 A（注意标准版本的

更新）。 

6.9.2 应制定设备操作规程、工序关键控制点作业指导书。 

6.9.3 制定文件管理制度，包括文件的起草、修订审查、批准、撤销、印制及保管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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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白酒生产涉及标准 

表A.1 白酒生产涉及标准 

序号 类别 标准代号 标准名称 

1 

基础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2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3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4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5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6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7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8 GB/T 15109 白酒工业术语 

9 GB 895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

产卫生规范 

10 
产品相关 

GB 275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 

11 GB/T 10781.1 浓香型白酒 

12  

原辅料 

GB 2715 粮食卫生标准 

13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14 

包材相关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15 GB/T 24694 玻璃容器白酒瓶 

16 QB/T 4254 陶瓷酒瓶 

17 

方法标准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18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19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20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21 GB/T 10346 白酒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22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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