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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订背景及任务来源 

1、标准制定的背景 

近年来，甘肃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以发展现代丝路寒旱农业为总抓手，构建

起了以“牛羊菜果薯药”六大优势特色产业为主导、地方特色农产品为补充的农业产

业新格局，培育壮大了一批“独一份”“特别特”“好中优”“错峰头”的特色优质农

产品，锻造出了享誉市场的“甘味”农产品金字招牌，借助“甘味”农产品品牌聚合

效应，甘肃省农产品不仅稳占国内市场，而且走向国际市场。《中国品牌》杂志社区

域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举办的“2021 中国区域农业品牌影响力指数”评选中，“甘味”

品牌在超过 1000 个入围品牌中脱颖而出居 100 强榜首位。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

地理标志农产品展现出的天然有机、绿色化、特色化、优质化是“甘味”农产品的内

在特质，建立特色农产品产地环境监测评价体系、营养品质检测评价体系、质量安全

追溯监管体系和生产技术标准化体系，是确保“甘味”农产品内在独特品质、质量安

全的前提，是“甘味”品牌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的保障，是“陇菜出甘”走

向超市、大中城市实体体验店和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食堂的佐证。甘肃蓝天“福景

堂”马铃薯淀粉、甘肃德美地缘“德美果”苹果、甘肃纯洁高原“一年一穗”藜麦、

甘肃德清源“德清源鸡蛋”等品牌已先行“跨出”，为宣传推介和品牌做强、永续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东乡贡羊”作为第一批入选“甘味”区域公用农产品“好

中优”品牌，在东乡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马秀兰书记的亲自部署下，通过国家

商标总局注册登记，纳入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申报获得全国性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和绿色食品认证。新时期羊产业高效高质发展，必须强力推进“三品一标”（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培育和标准化生产）工作，但东乡贡羊饲养管理至今无标可依，

生产、销售市场混乱，极不利于东乡贡羊品牌的创新、公众良好认知和可持续发展。 

东乡族群众素有养羊的传统，农村居民 96.5%群众饲养羊，俗有“无羊不成家”

的传统。东乡肉羊产业在扶贫攻坚和接续的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得到跨越式、空前大

发展，饲养量由 2008年的 89.45 万只增加到 2021 年的 180万只，以规模求发展，已

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的多重约束。做大做强做优羊产业，必须促进生产方式转变，

向科技、全产业链和品牌要高附加值和增收，特别是依托“公司+合作社+农户”或“公

司+科技+村民委员会+基地”模式，通过统一规划圈舍建设、统一品种改良、统一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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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灭病、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出栏规格、统一产品回收及分户饲养，推进“小群体、

大规模”养殖基地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生产优质、绿色、差异化产品，是特色肉羊

产业向质量、效益、绿色环保并举发展的必由之路。肉羊绿色养殖虽有标可依，但局

限于饲养方式，且受地域、资源环境约束、品牌对产品特殊性要求的约束，在生产中

推广应用可操作性不强，局限于特殊生态环境和民族性，东乡贡羊饲养管理在一定程

度上也是无标可依，极不利于东乡贡羊肉品质提升、品牌化生产。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1 年 8 月，东乡族自治县东乡贡羊协会向东乡族自治县委、县政府提出《“甘

味”区域公用品牌东乡贡羊营养品质评价与标准化生产》建议，县委、县政府指定东

乡县农业农村局负责管理，东乡族自治县东乡贡羊协会负责标准制定工作。2021 年 9

月，兰州天舜畜牧养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东乡县畜牧

业发展服务中心、甘肃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草畜绿色研究所、甘肃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

室、伊东羊业科技有限公司向东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东乡贡羊协会提交《绿色食

品  东乡贡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项目立项建议书。2021 年 10月，东乡族自治县东

乡贡羊协会批准该团体标准立项，要求于 2022 年 10月完成该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起草单位 

牵头单位: 兰州天舜畜牧养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参加单位: 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甘肃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草畜绿色研究所、

东乡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甘肃省绿色食品管理办公室、伊东羊业科技有限公司。 

（三）标准编制组成员 

总负责人:杨杜录，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农业推广研究员、甘肃省领军人才、

甘肃省优秀人才、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个人，负责标准制定的总体规划与编制工作

的组织协调; 

标准起草成员: 窦晓利，甘肃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草畜绿色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自科，

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农业推广研究员；孟宪煜，东乡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

畜牧师；杨国胜，东乡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高级兽医师；刘东花，甘肃省畜牧技术

推广总站畜牧师。 

 (四)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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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实验数据资料收集阶段。2018年 3 月～2020 年 12月，标准主要编制单

位、承担东乡县肉羊主导产业技术帮扶任务的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联合甘肃省农

科院绿色草畜研究所，就东乡贡羊品牌打造培育和标准化生产开展一系列的饲养管理

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不断修订-完善—示范推广中，取得翔实、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并收集标准编制详尽的背景材料。编制组成立后，有针对性检索了有关参考、引用资

料，并进行归纳整理。 

2、起草工作组成立与标准大纲制定阶段。2021 年 11 月，为了顺利推进标准制

定，兰州天舜畜牧养殖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委托甘肃省畜牧技术推广总站牵头成立标准

编制起草工作组，组织标准编制与协调工作。并邀请标准起草工作组成员、领域内专

家进行多次会议讨论，制定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工作分工与各阶段时

间进度。 

3、实地调研阶段。2021 年 12 月，项目立项后，标准编制单位利用技术帮扶在

东乡县轮回技术指导的便利条件。一是到县由农业农村局、畜牧业发展中心、草原技

术推广站和肉羊养殖主要乡镇畜牧兽医站进行调研与座谈交流，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与建议；二是专题到 24 个乡镇畜牧兽医站、乡镇扶贫工作站、帮扶驻村第一书记进

行调研，查询收集相关资料；三是深入全县主要肉羊规模养殖生产经营主体肉羊圈舍、

田间地头就肉羊养殖品种、养殖规模、饲草料生产、屠宰加工、产品营销和产品检验

检测等情况基线调研，广泛咨询、收集与查阅有关资料。 

4、标准编制阶段。2021 年 1月～2022 年 2月，组织编写组就标准涉及的主要内

容在综合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按照分工组织标准编制、对遇到问题、难以把握

的操作环节及时组织讨论。 

5、讨论稿征求意见与修改阶段：2022 年 2～3 月，结合“东乡县 2022 年乡村产

业振兴肉羊高效养殖技术全员普及培训班”在各乡镇集中培训的机会，委托东乡族自

治县畜牧业发展中心邀请有关省内技术帮扶科研院校的专家、部分乡镇畜牧兽医站的

负责人、部分东乡贡羊生产经营主体的代表对标准讨论稿内容进行意见征求与座谈讨

论，根据专家和代表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在此基础上，在技术进村入户帮扶、

科技示范过程中就修改稿再次征求参与东乡贡羊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技术人员的意

见及建议，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6、组织专家评审。2022 年 4 月 23 日，由东乡族自治县东乡贡羊协会、甘肃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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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产品产销协会邀请有关专家，对《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进

行专家评审。 

三、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

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理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甘味”品牌东乡贡羊团体标准制修订程序》以及《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 

四、编制依据与主要条款说明 

根据现代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肉羊养殖营养调控、环境控制、繁殖控制要求，，

结合东乡县肉羊生产实际，标准从产地环境、场址选择与羊舍修建、原料和饲料添加

剂选择、饲养管理、动物疫病防控、资料备份和病（死）羊及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技

术提出要求，形成本标准中的技术内容和指标。 

条文: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东乡贡羊养殖的产地环境、场址选择与羊舍修建、原料选用、饲养

管理、动物疫病防控、病（死）羊及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各环节应遵循的准则和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饲养管理 

制定依据:本条规定了东乡贡羊饲养管理所涉及的技术内容及适用范围。 

条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

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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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依据: 

本条列出了标准中规范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引用的文件清单。 

条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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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规定了术语东乡贡羊、全混合日粮、羊场废弃物的定义。特别是社会上争议

大的东乡贡羊从历史溯源、遗传性状和外貌特征等方面通过研究、考察调研和鉴定进

行了定义。 

条文： 

4  产地环境 

4.1  产地环境质量 

东乡县地处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过渡带，海拔 1735～2664 m，年平均气温 5.6℃，

大于 0℃的积温 2346℃，年均降水量 535 mm，年蒸发量高达 1437 mm，年日照时 2497 

h，无霜期 138 天，夏季中午炎热，早晚凉爽，冬季较长，昼夜温差较大，属温带半

干旱气候。以农牧业生产为主，无工矿业，天蓝、地绿、水清、空气洁净,产地环境

质量符合 NY 391要求。 

4.2  产地饲草料生产 

草原类型为温性草原，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 66%，自然生长的 100多种牧草，由

于干旱少雨，牧草含水量少，干物质含量高。主要以本氏茅、小白蒿、引果芥等为主，

其中野枸杞、野草莓、苦苣菜、车车蔓和野百合等药用牧草和间杂的野葱野蒜等调味

牧草是羊日常采食牧草。种植饲用牧草以玉米和紫花苜蓿为主。由于特殊生长环境、

独特的牧草种类和民族文化特质，生产的东乡贡羊肉风味独特、品质佳，深受广大消

费者青睐。 

制定依据 

本条从产地生态环境、饮用水源和采食饲草料方面论证了好地产好草，好草喂好

羊、好羊产好肉，产地自然洁净，产品天然绿色。 

条文： 

5  场址选择与羊舍修建 

5.1  选址应符合《畜牧法》《动物防疫法》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等

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不在禁养区和限养区内建场，应按照耕地非农化、非粮化要求，

尽可能选在地势高燥、排水良好、便于防疫的废弃地、空闲地、生荒地等非基本农田。 

5.2  联户小区选址应符合国家土地利用发展规划和村镇建设发展规划，经自然

资源、环保、规划等部门审批，建设按照《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

案管理办法》和《东乡县 2021 年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方案》要求。水电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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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生产生活需要，道路可保障中型及以上车辆进出。 

5.3  规模化羊场建设按同源引种、自繁自育、分阶段饲养、同进同出的饲养工

艺设计，布局、功能区划分和羊舍修建应符合 NY/T 2665 要求，且青贮池、蓄水池、

粪污处理池和兽医诊疗室、消毒室等配套设施基本齐全。 

5.5  羊舍修建应因地制宜，体现经济、实用、卫生清洁和方便操作的原则，能

够满足品种、年龄、性别、生产阶段、不同用途羊的需要，地面、墙、棚应便于消毒、

清洁卫生。联户小区羊舍修建按照《东乡县 2021 年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方

案》执行。羊舍应通风、采光良好。空气中有毒有害气体含量应符合 NY/T 388 的规

定。 

制定依据 

本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畜禽规模

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法规，《甘肃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规范暨备案管理办法》

和《东乡县 2021 年规模养殖场（养殖小区）建设方案》要求方面，对饲养场地、养

殖场功能区布局、卫生防疫、外环境控制和生产排放污染物无害化处理进行定义。 

条文 

6  原料和饲料添加剂选择   

6.1  选择与使用要求 

日粮配置的饲草饲料，以当地自产大宗农副产品为主，辅以适当外购，外购饲料

应符合 NY/T 471 要求。饲料添加剂来源于国家农业农村部批准使用的种类和品种，

符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和 NY/T 471 中 6.2、附录 A 规定。优先使用微

生物制剂、酶制剂、天然植物添加剂和有机矿物质。不得使用含有食用清真食品的少

数民族公民禁忌成分的饲料或饲料添加剂。 

6.2  饲草种植和收割 

种植饲草饲料的肥料以农家肥料、有机肥料和微生物肥料为主，肥料选择与使用

符合 NY/T 394 规定。种植饲草病虫害防治以生物防治为主，农药选择和使用符合 NY/T 

393 规定。 

6.3  饲料种类和加工调制 

燕麦、苜蓿青干草调制按照 DB62/T 2317-2013、DB62/T 2954-2018 要求操作，

青贮玉米按照 NY/T 2696 要求制作。青绿饲料、青贮饲料和干草、秸秆等粗饲料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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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加工调制应符合 NY/T 471 有关规定 

6.4  饲草料贮藏 

规模化羊场应有饲料原料库、饲料加工间、饲料成品库、饲草棚(库)和青贮设施。

生产绿色食品的饲料原料、饲草、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贮藏应与生产非绿色食品同类

严格区分管理，标识清晰、分类存放。生产绿色食品的饲料原料、饲草、饲料和饲料

添加剂的贮藏应符合 NY/T 471 中 6.3 规定。 

     制定依据 

本条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饲草料种植《NY/T 393  绿色食品 农

药使用准则》《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和饲养投入品使用《NY/T 471  绿

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要求，对东乡贡羊生产从饲草料种植到饲养投入品使

用进行定义，生产过程严格按照绿色食品生产的要求，并不得使用含有食用清真食品

的少数民族公民禁忌成分的饲料或饲料添加剂。 

    条文 

7  饲养管理 

7.1  饲养方式 

非禁牧山区，利用草山草坡终年放牧，但在冬春季节早晚适当补饲自产草料或刈

割的野生牧草；禁牧区，农作物生长季的春夏两季舍饲养殖，饲草以刈割野生青绿牧

草和自产紫花苜蓿、燕麦等青干草和为主，秋冬季节庄稼收获后，在草山草坡、田间

地埂晚出早归放牧，补充饲草是玉米、小麦秸秆粗饲料、紫花苜蓿、燕麦等青干草和

刈割野生青干草混合草，补充饲料是自产玉米、小麦、蚕豆、麸皮、豆渣为主的混合

料。 

7.2  不同生理阶段羊的饲养管理 

羔羊出生后应及早吃好初乳，早期补饲，程序化免疫接种，防寒保暖，搞好卫生

清洁，增强运动。育成羊以放牧为主，视膘情补饲优质青干草、青贮饲草等，或补饲

250 g～350 g混合精料。成年羊饲养包括种公羊、空怀母羊、妊娠母羊和哺乳母羊。

应按照不同生理阶段羊的营养需要合理配制全混合日粮，强化饲草料多样化搭配，满

足种公羊、空怀母羊、妊娠母羊和哺乳母羊的营养需要。育肥羔羊进行舍饲强度或补

饲+放牧育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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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依据 

本条依据不同生理阶段、不同生产用途羊对营养的需求，按照不同的饲养方式，

对饲喂饲草料种类、补饲量进行定义，并对饮水、管理提出具体要求。 

条文 

8  疫病防控 

8.1  免疫接种 

对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国家强制免疫的疫病进行全覆盖免疫，羊肠毒血症等疫

病因病设防，卫生防疫应符合 NY/T 473 要求。 

8.2  疫病监测 

定期开展羊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的监测，监测方法按照国家有关防

治规范执行；对布鲁氏菌病采取检测净化的方法进行防控，有计划推进动物疫病净化

创建场、示范小区。 

8.3  疫病控制 

巡圈随时掌握羊群健康状况，若发现可疑羊只，应立即隔离，发现肉羊染疫或疑

似染疫的，按照动物疫情报告管理的有关规定，尽快依程序报告疫情。确诊发生羊口

蹄疫、小反刍兽疫和羊布鲁氏菌病时，按照国家防治规范执行；对发生羊口蹄疫疫点、

疫区内所有羊只进行扑杀。扑杀的动物要按照农医发(2017)25号规范处置。 

8.4  卫生消毒 

定期对涉及的人员、车辆、饲养用具、饮水、羊舍、道路、羊场环境、垫料和粪

污等彻底、全覆盖消毒。消毒剂应选择符合 NY/T 472 的规定，不同类型的消毒剂交

替使用。 

制定依据 

本条依据农业部《兽药管理条例》和《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等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从免疫接种、疫病监测、疫病控制、卫生消毒、防鼠防虫

等生物安全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条文 

9  病（死）羊及废弃物无害化处理 

病死羊按《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要求处理，对并病羊尸体及病

羊粪尿、垫草、用具等全面消毒，并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以防造成扩散污染。病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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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羊不得出售、屠宰、转移或食用。粪便按 GB/T 36195 规定无害化处理。经无害化

处理后直接还田利用的应符合 GB/T 25246的规定，生产有机肥料的应符合 NY 525的

规定，生产有机-无机复混肥的应符合 GB/T 18877的规定。 

制定依据 

本条依据农业部《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及有关生产废弃物无害

化处理技术规范，对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粪便无害化处理、粪便及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进行具体要求与规范。 

  五、标准实施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影响及论证 

该团体标准的实施，可使将含抗生素饲料添加剂、瘦肉精和激素等国家命令禁止、

伊斯兰群众忌讳的饲喂品拒之门外，东乡贡羊饲养管理按照绿色食品的要求生产，整

体提高东乡贡羊胴体整齐度、肉产品质量，亦可为政府相关部门在产品质量监管方面

提供技术支撑，为东乡贡羊肉生产经营主体市场竞争搭建公正、科学的技术平台。 

六、与国内政府主导制定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协调情况，

采用国际标准的先进程度 

本标准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相协调，未采用国际标准。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1、编制过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兽

药管理条例》等法规。 

2、本标准的格式、编制和表达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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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编制。 

3、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八、是否涉及专利（涉及专利的应作出必要专利声明） 

本标准中未涉及相关专利。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通过广泛征求意见，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十、标准实施的计划、方案 

如果本标准通过东乡族自治县东乡贡羊协会批准发布，建议相关单位采取以下措

施贯彻落实： 

一是及时印制标准文本，送至东乡县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等行政管理部门，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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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至东乡县各市场生产经营主体。 

二是县特色农产品开发中心牵头组织本标准的宣贯培训，将标准技术内容全面、

准确传达到东乡县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及各东乡贡羊生产企业，使本标准的技术要求真

正落到实处。 

三是认真汇总、分析标准实施后的社会经济效益，总结成功经验，查找问题和不

足，为进一步提升标准的先进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提供依据。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饲养管理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2 年 01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