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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伦教糕是广东典型的汉族特色糕点，因首创于广东顺德县伦教镇而得名，已有数百年历史。据修于

清代咸丰年间的《顺德县志》记载：“伦教糕，前明士大夫家每不远百里，泊舟就之。”可见至迟明代，

伦教糕已在顺德颇有口碑。其中还记载：“其实当时驰名者只一家，在华丰圩桥旁，河底有石，沁出清

泉，其家适设石上，取以洗糖，澄清去浊，非他人所用。” 

据说伦教新兴街街尾有一棵老木棉树，树旁原有一座由三块大石搭成的大石桥，在桥旁水流迂回处，

有一家专门经营白粥、糕点的小店，它就是《顺德县志》所说的那家制作伦教糕驰名的老店。相传店主

姓梁，他选用优质大米和“蚝壳井”水作为制糕的原料，他经营的糕点店生意红火。有一次，蒸松糕前

忘了放糕种，只靠米浆自然发酵，结果糕体变成类似俗语所说的“石脚糖糕”（发酵不起来），此糕口

感爽韧，远胜有点黏口的松糕。他下决定在制作技术和用料上加以改进，采用了优质靓米，经过多重工

序，使米浆洁白幼滑。后来还改用了粗白糖制作，运用蛋清的作用对糖水去除杂质。由于工序繁多，米

浆发酵时间长，店主晚饭后就要制作，待次日凌晨蒸糕，糕蒸好后让其搁凉。所以伦教糕不宜热卖，成

为适合凉吃的糕点。 

此后，伦教糕经几代相传，美名远播，成了省内外、港澳甚至东南亚的一款美点。伦教糕用大米发

酵蒸制而成，其糕体晶莹雪白，表层油润光洁，芳香清甜。伦教糕由于品质、风味特殊，特别在夏天为

广大消费者所喜爱，是岭南民间著名糕点，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伦教糕参考图片见图1: 

 

图1 伦教糕参考图片 

II 



DB4406/T XXXX—XXXX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78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及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 标准通用要求》制定。 

本文件由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佛山市顺德区产品质量协会、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伦教糕文化协会、佛山市顺

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伦教市场监督管理所、广东顺德梁桂欢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广东顺德欢姐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六科标准化服务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炜、梁嘉敏、刘晖、梁桂欢、何钊鸿、何雯静、梁子峰、何超鸿、何锦权、

王雨晨、欧阳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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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伦教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伦教糕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盛装、

贮存、保质期。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知识产权局[2021]第424号公告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伦教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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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317 白砂糖 

GB/T 1354 大米  

QB/T 2685 冰片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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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 

GB 4806.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GB 5009.23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酸度的测定 

GB/T 10457 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质量通则 

GB/T 20977 糕点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DBS 44/006 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非预包装即食食品微生物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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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伦教糕 Lunjiaogao  

在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用纯正晚籼稻谷为种源种植后精加工成籼米，并用经特殊净化和处静

置处理的水洗米后，完成浸泡、磨浆、煮糖、和浆、使用米浆自然发酵、蒸糕、冷却、切片等系列过程

而成的米糕，呈白色或黄色，以下简称“伦教糕”。 

3.2  

发酵 fermentation 
泛指利用微生物分解有机物，使之生成和积聚特定代谢产物，并产生能量的过程。 

3.3  

自然发酵 natural fermentation 
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进行发酵的过程。 

3.4  

种源 provenance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优质晚造籼稻谷，经逐年的播种、种植、收割后干燥保存，待第二年的时候再

用来做为种植晚籼稻的种子。 

3.5  

种植 plant 

选择土质肥沃的冲积旱地土壤进行栽种晚造籼稻谷的过程。 

3.6  

糕种 culture 

经发酵后内含活性菌的浆料。 

3.7  

浸泡水 special water 

符合GB 5749的水质，经过净水装置净化后，再静置一段时间后再使用的水。 

4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伦教糕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

的范围，即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现辖行政区域，见附录A。 

5 要求 

5.1 原辅材料要求 

2 



DB4406/T XXXX—XXXX 

主、辅料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1 主、辅料要求 

类型 名称 要求 

主料 大米 符合 GB/T 1354 中一等品要求的优质晚造籼稻谷 

辅料 

白砂糖或冰片糖 GB/T 317（白砂糖）或 QB/T 2685（冰片糖） 

糕种 — 

水 GB 5749 

注：所有主、辅料还应符合GB 2761、GB 2762、GB 2763的要求。 

5.2 器具要求 

5.2.1 不锈钢电蒸柜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4806.9要求。  

5.2.2 磨浆机:转速为 288r/min，其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4806.9要求。 

5.2.3 竹筛直径约为 1m，表面应无毛刺，无污染、虫蛀、霉变，其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4806.12的要

求。 

5.2.4 食品接触用不锈钢容器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4806.9要求。 

5.2.5 食品接触用塑料容器的安全卫生应符合 GB 4806.7要求。 

5.2.6 塑料自粘保鲜薄膜应符合 GB/T 10457和 GB 4806.7要求。 

5.3 生产加工卫生要求 

伦教糕的制作过程应符合GB 8957的要求。 

5.4 加工工艺要求 

应按附录B规定进行。 

5.5 技术要求 

5.5.1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2要求。 

表2 感官指标 

项 目 要求 

色泽 糕体呈白色或黄色，晶莹剔透有光泽。 

气味 有自然发酵米酸味 

口感与滋味 味道清甜、爽滑 

组织与形态 外形整齐，厚薄基本 

均匀，表面细腻。质地爽软、滑润而富有韧性，折时不留折纹。糕 

身孔眼横竖相间，均匀有序，粉质细腻，无粉块，不松散，不掉渣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5.5.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3的要求。 

 

3 

javascript:ShowStdInfo('GB%209684-2011')
javascript:ShowStdInfo('GB%209684-2011')
javascript:ShowStdInfo('GB%209684-2011')
javascript:ShowStdInfo('GB%209684-2011')
javascript:ShowStdInfo('GB%209684-2011')


DB4406/T XXXX—XXXX 

 

表3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分 % 40~60 

总糖 g/100g 18～30 

酸度 mL/10g ≤1.0 

总砷（以 As 计） mg/kg ≤0.5 

铅（以 Pb 计） mg/kg ≤0.2 

镉（以 Pb 计） mg/kg ≤0.1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5 

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及限量（白砂糖、冰片糖） 应符合 GB 2760 规定 

 

5.5.3 微生物指标 

应符合表4要求。 

表4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指    标 

菌落总数/（CFU/g）                       ≤1500 

大肠菌群/（MPN/100g）                   ≤30 

霉菌计数/（CFU/g）                        ≤100 

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应符合 GB 29921 要求 

微生物限量 应达到 DBS 44/006 要求的一类“满意”等级 

5.5.4 污染物限量 

应符合GB 2762的要求。 

5.5.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质量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食品添加剂的品种和使用量应符合 GB 2760 规定。 

6 试验方法 

6.1 原辅材料  

采用感官及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试验方法检验或验证有效期 12个月内的产品检验报告。 

6.2 感官要求 

取适量样品，采用感官目测、鼻嗅、口尝进行评定。 

6.3 理化指标 

6.3.1 水分：按 GB 5009.3中直接干燥法规定进行。 

6.3.2 总糖：按 GB/T 20977 中相应方法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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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酸度：按 GB 5009.239规定进行。 

6.3.4 总砷：按 GB 5009.11规定进行。 

6.3.5 铅：按 GB 5009.12规定进行。 

6.3.6 镉：按 GB 5009.15规定进行。 

6.3.7 黄曲霉毒素 B1 ：按 GB 5009.22规定进行。 

6.4 微生物指标 

6.4.1 菌落总数：按 GB 4789.2规定进行。 

6.4.2 大肠菌群：按 GB 4789.3规定进行。 

6.4.3 霉菌计数：按 GB 4789.15规定进行。 

6.4.4 沙门氏菌：按 GB 4789.4规定进行。 

6.4.5 金黄色葡萄球菌：按 GB 4789.10 中第二法规定进行。 

6.4.6 微生物限量：按 DBS 44/006规定的方法检验。 

6.5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检验按GB 2762的方法检验。 

7 检验规则 

7.1 感官检验 

7.1.1 产品在店内销售前或食用前应对表 2“感官指标”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传送和销售。 

7.1.2 同一批浆料制作、同一时间蒸制的伦教糕为一批。 

7.1.3 每批产品应进行 100%感官项目全检。 

7.2 型式检验 

7.2.1  有下列情况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 

b) 正式生产后，如主、辅材料、工艺、生产设备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c) 转产生产或停产超过半年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e) 监管部门要求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为 5.5条的所有要求。 

7.2.3 型式检验结果中，所有型式检验项目均为合格，判定本次型式检验合格。如微生物指标有一项

不合格时，则判定本次型式检验为不合格，并不得复检。其它项目如有不符合要求，可自同批产品中加

倍抽样复检不合格项目，若复检后仍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定本次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8 盛装、贮存、保质期 

8.1 盛装 

产品用盛装器皿，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 

8.2  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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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应贮存在卫生、清洁的冷藏库内，冷库须保持清洁，并定期消毒。产品堆放须离地面和库壁

15cm以上；做到专库专用，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及其它杂物混存。 

8.3 保质期 

为保证质量，伦教糕蒸制后至食用前保存应不超过2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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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伦教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现辖行政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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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伦教糕加工工艺 

B.1 配料比 

伦教糕的配料比应符合表B.1要求。 

表 B.1配料表 

                                                                            

单位为千克（kg）                                           

序号 原辅材料名称 净料量 

1 大米 50  

2 白砂糖或冰片糖 12.5 

3 糕种 10  

4 过滤静置后的水 25  

B.2 加工工艺 

B.2.1 洗米、泡米：把大米经过 3 次手工清洗后，按照米与水 1∶0.4 的比例进行浸泡，放置 10 h

后，重新换水待研磨。 

B.2.2 磨米浆：把大米与水的混合物磨成浆。 

B.2.3 调味、过滤：把适量的糖以清水煮成糖浆，加入到米浆内搅拌均匀，并滤去杂质。 

B.2.4 发酵：依次加入糕种，再次搅拌均匀后，盖好盖子并放置6-8个小时自然发酵。 

B.2.5 蒸糕、出笼、冷却：把发酵好的米浆倒入蒸笼，置入蒸炉装置蒸 40 分钟，出笼后放置到竹筛

冷却。 

B.2.6 切片、包装：待糕体凉透后，切片即食或者包装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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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佛山市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伦教糕》由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年 6月 

批准立项，由佛山市顺德区产品质量协会负责起草，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管理。 

二、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伦教糕主产于顺德，顺德区位于广东省的南部、珠江三角洲中部。毗邻省会广州市，

东连番禺，北接南海，西邻新会，南界中山市。顺德境内除少数山丘外，绝大部分为冲

积土壤，富含各种有机物质，适宜农作物生长。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位于北回归

线以南，气候类型为南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日照时间长，雨量充沛，常年温暖湿润，

四季如春，景色怡人。 

伦教糕长期以来以其传统的加工工艺、气候、土质、水源等品质特征一直在全国中

占有优势，具有地理标志产品的特征。2017年 10月，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提出了伦教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请，12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原国

家质检总局）公告受理了申请。2021年 5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批准桐城水芹等

3个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第 424号）》，顺德“伦教糕”获批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自即日起实施保护。 

为进一步推进伦教糕的地理标志保护工作，并向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进行该

产品的地方标准制定工作，并同意按照佛山市地方标准制定的要求进行意见征求。 

三、标准编制过程 

（一）佛山市地方标准立项  

1. 2022 年 4 月，佛山市顺德区产品质量协会填写了佛山市地方标准立项申报书， 

提交至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立项。 

2. 2022年 6月，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批准下

达 2022年佛山市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正式批准《地理标志产品 伦教糕》

地标立项。 

（二）准备阶段  

佛山市顺德区产品质量协会在在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立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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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工作组”）。工作组成员包含了申报伦教糕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时的工作成

员及企业、院校等，主要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伦教糕文化协会、佛山市顺德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伦教市场监督管理所、广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广东顺德欢姐伦教糕

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顺德梁桂欢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六科标准化服务有限公司

等代表组成。工作组广泛收集了伦教糕相关标准资料，明确了工作重点和进程安排。 

（三）编写及讨论阶段  

工作组在编制本标准时，对伦教糕的制作工艺、产品要求等进行了相关调研和分析

工作，并按照标准制定的要求，结合伦教糕市场实际情况，组织参与单位及相关单位和

专家对标准进行了多次的讨论、进行了意见征求、并形成了专家审查稿。 

1.2022年7月6日，工作组召开了地方标准启动会，参与人员有：伦教市监所、广东

顺德梁桂欢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顺德欢姐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产

品质量协会、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伦教糕文化协会等单位参与本次会议。会议对伦教

糕地方标准项目制定工作提出具体要求，讨论并确定了地方标准框架、任务分工以及下

一步工作计划等，强调了工作组成员需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完成标准的制定，技术关键指

标向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相关领域的专家征求意见，标准的拟定要具有伦教糕特色，

因地制宜，符合企业实际情况，为进一步高质量完成地方标准夯实基础。 

2.2022年7月13日，工作组召开第一次讨论会议，有佛山市顺德区伦教街道伦教糕

文化协会、伦教市监所、广东顺德梁桂欢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顺德欢姐伦教糕食

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产品质量协会等单位参与本次研讨会议。会上各单位对《地

理标志产品伦教糕》地方标准的初稿内容进行讨论并修改，就标准的基本框架及内容进

行了讨论，经过协商基本解决了该标准的制订方向，进一步明确了标准制订工作要求，

并实地考察、调研了相关工艺数据，会议对工作组成员分工及职责、工作进度及时限要

求作了具体安排。 

3.工作组走访和调研了欢姐广东顺德欢姐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伦教

街道伦教糕文化协会、广东顺德梁桂欢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等伦教糕生产厂家。在2022

年8月24日，工作组召开了第二次标准研讨会议，参会人员有伦教市监所、佛山市顺德

区伦教街道伦教糕文化协会、广东顺德梁桂欢伦教糕食品有限公司、广东顺德欢姐伦教

糕食品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产品质量协会等单位。本次会议对标准进行再次讨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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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进一步完善地方标准的先进性。 

4.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起草组全体成员的努力，通过讨论形成一致意见后，

确定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按佛山市地方标准制定的要求在相关标准化组织和单位进行

意见征求，并与2022年9月15日，工作组召开第三次地方标准讨论会议，参与人员有佛

山市顺德区产品质量协会编制组成员。会议结合意见征求表修改、完善标准，并针对标

准进行讨论及修改，使标准制定的各项技术指标更加科学合理，试验方法更加可行。 

四、标准编写原则及依据  

本文件的编制，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和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第78号《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的规定起草。  

本标准规定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根据《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规定》批准的范围。 

五、标准主要条款编制说明 

本标准中的主要条款的编制说明如下： 

（一）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中的术语和定义，是根据伦教糕的实际特点及标准的编写要求来确定的。 

《伦教糕 lunjiaogao》在地理标志产品产地范围内，用纯正晚籼稻谷为种源种植

后精加工成籼米，并用经特殊净化和处静置处理的水洗米后,完成浸泡、磨浆、煮糖、

和浆、使用米浆自然发酵、蒸糕、冷却、切片等系列过程而成的米糕，以下简称“伦教

糕”。伦教糕呈白色或黄色。 

《自然发酵 natural fermentation》利用自然环境中的微生物进行发酵的过程。 

《种源 provenance》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优质晚造籼稻谷，经逐年的播种、种植、

收割后干燥保存，待第二年的时候再用来做为种植晚籼稻的种子。 

《种植 plant》选择土质肥沃的冲积旱地土壤进行栽种晚造籼稻谷的过程。 

《糕种 culture》经发酵后内含活性菌的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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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泡水 special water》符合 GB 5749的水质，经过净水装置净化后，再静置一

段时间后再使用的水。 

（二）主要原材料要求 

大米、白砂糖或冰片糖、糕种根据企业的实际控制要求来确定的。 

（三）器具要求 

不锈钢电蒸柜、磨浆机、竹筛、食品用PE桶、塑料自粘保鲜薄膜等根据企业的实际

控制要求来确定的。 

（四）加工工艺要求 

加工工艺要求，附录 B,是根据伦教糕企业实际制作的特有的工艺来制定的。 

（五）技术要求 

1.感官要求 

项 目 要求 

色泽 呈白色或黄色，稍有光泽。 

气味 略带微酸、米香味。 

口感与滋味 清甜爽滑、有弹性。 

组织与形态 厚薄基本均匀，纵切面有横竖气孔，粉质细腻，无粉块。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2.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g/100g 40~60 

总糖 g/100g 18~30 

酸度 mL/10g  ≤1.0 

总砷（以 As 计）      mg/kg ≤0.5 

铅（以 Pb计）             mg/kg ≤0.2 

镉（以 Pb计）              mg/kg ≤0.1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5 

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及限量（白砂糖、冰片糖）） 应符合 GB 2760 规定 

3.微生物指标 

项        目 指         标 
菌落总数/（CFU/g）                       ≤1 500 
大肠菌群/（MPN/100g）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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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菌计数/（CFU/g）                        ≤100 
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应符合 GB 29921 要求 
微生物限量 应达到 DBS 44/006 要求的一类“满意”等级 

（六）试验方法 

1.原辅材料  

采用感官及按相应产品标准的试验方法检验或验证有效期 12个月内的产品检验报

告。 

2.感官要求 

取适量样品，采用感官目测、鼻嗅、口尝进行评定。 

3.理化指标 

水分：按GB 5009.3中直接干燥法规定进行。 

总糖：按GB/T 20977中相应方法规定进行。 

酸度：按GB 5009.239规定进行。 

总砷：按GB 5009.11规定进行。 

铅：按GB 5009.12规定进行。 

镉：按GB 5009.15规定进行。 

黄曲霉毒素B1按GB 5009.22规定进行。 

4.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按GB 4789.2规定进行。 

大肠菌群：按GB 4789.3规定进行。 

霉菌计数：按GB 4789.15规定进行。 

沙门氏菌：按GB 4789.4规定进行。 

金黄色葡萄球菌：按GB 4789.10中第二法规定进行。 

微生物限量检验按DBS 44/006规定的方法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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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检验按GB 2762的方法检验。 

（七）检验规则 

规定了感官检验、 型式检验及判定规则。 

（八）盛装、贮存、保质期 

盛装：产品用盛装器皿，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要求。贮存：产品应贮存在卫生、

清洁的冷藏库内，冷库须保持清洁，并定期消毒。产品堆放须离地面和库壁15cm 以上；

做到专库专用，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及其它杂物混存。 

保质期：为保证质量，伦教糕蒸制后至食用前保存应不超过24h。 

四、标准性质推荐 

本地方标准建议以推荐性标准进行发布和实施。 

五、标准编写规划 

本文件的编制，严格按照 GB/T 1.1-2020及相关标准、文件的规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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