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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屠宰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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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食堂的支撑与佐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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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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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宰与加工是羊产业后端产业，直接关系羊肉品质和“东乡贡羊”品牌的形象，

针对东乡县肉羊屠宰行业管理混乱、 “多、小、散、乱、差”现状和私屠滥宰习俗，

在辖区现代化伊康源肉联加工有限公司和东乡县锁南坝牛羊屠宰场正常营运、能够保

障群众屠宰肉羊的情况下，必须推进肉羊屠宰标准化建设，提升肉羊屠宰行业标准化

水平，实现肉羊屠宰机械自动化、运输冷链化、管理制度化、操作规范化、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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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以提高肉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 

国内有已制定的肉羊屠宰标准，初步形成了肉羊屠宰标准体系，但标准之间交

叉、重复甚至矛盾现象严重、且特点也不突出，相对猪禽产业总体上尚未形成一套完

整的肉羊屠宰标准体系，一定程度上制约国内肉羊屠宰行业发展。因此，建立健全肉

羊屠宰标准体系势在必行，特别是满足特色化、品牌化、民族化要求的肉羊屠宰技术

规程。 

本文件通过肉羊宰前要求、屠宰工艺要求、胴体处理和绿色肉羊屠宰与管理等

方面规范操作，为民族化、特色化、绿色化的“东乡贡羊”品牌肉羊屠宰，建立行之

有效、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技术规程，改变该区域公用品牌屠宰环节无标可依的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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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康源肉联

加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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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东乡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东乡贡羊协会提交《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屠宰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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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康源肉联加工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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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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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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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伊康源肉联加工有限公司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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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编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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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东乡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就东乡贡羊屠宰现状、存在问题

及未来行业发展赴养殖合作社和屠宰、餐饮企业进行调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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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

县畜牧业发展中心进行调研与座谈交流，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与建议；二是专题到屠

宰、分割、扶贫电商平台和东乡族群众以羊肉主要经营的县域、毗邻临夏市、兰州市

进行调研；三是深入全县主要肉羊规模养殖生产经营主体就屠宰活羊质量、羊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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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业督导和技术指导

过程中就修改稿再次征求参与东乡贡羊养殖、屠宰、冷链物流、营销、肉品检疫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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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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农产品产销协会邀请有关专家，对《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屠宰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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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和《甘肃省农产品

质量安全条例》《甘肃省家畜屠宰管理办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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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兽医局关于印发甘肃省牛羊定点屠宰执法检

查规范（试行）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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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要求为依据，结合东乡县肉羊屠宰行业建

设和肉羊屠宰现状，标准从宰前要求、屠宰操作程序、冷却、分割、冻结、包装、标

签标志和储存等方面提出要求，形成本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内容和指标。 

条文: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东乡贡羊屠宰的术语和定义、宰前要求、屠宰操作程序、冷却、分

割、冻结、包装、标签标志和储存及其他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屠宰厂(场)的屠宰操作。 

制定依据:本条规定了东乡贡羊屠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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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条列出了文件中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引用的文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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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 

3  术语和定义 

GB 12694、GB/T 19480 和 NY/T 322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术语羊屠体、羊胴体、红内脏、羊宝、同步检验、清真食品、清真羊

肉进行了定义。 

条文： 

4  宰前要求及管理 

4.1  宰前要求 

4.1.1  待宰羊应健康良好,并附有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 

4.1.2  运输车辆应通过车辆消毒池，活羊应经过 2 m 宽的生石灰带。 

4.1.3  屠宰前应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或动物卫生检疫机构委派

的驻场兽医按照农医发[2010]27 号附件 4和 GB 18393等实施检疫和检验，合格后方

可屠宰。 

4.1.4  确认健康个体送待宰圈，无病受伤个体送急宰。 

4.1.5  疑似病羊赶入隔离圈，正常饲养管理，确认病羊按 NY 467的规定处置，

无病羊正常屠宰。 

4.2  宰前管理 

宰前禁食静养 12 h～24 h，允许饮水，宰前 3 h 禁水。待宰时间超过 24 h的，

宜适量喂食。 

4.3  宰前检验 

按 NY 467的规定检验检疫。检疫人员对合格送宰羊签发《准宰证》。 

4.4  宰前准备 

4.4.1  送宰羊淋浴、 清洁体表杂物。 

4.4.2  宜按“先入栏先屠宰”的原则，分栏送宰，羊通过屠宰通道时，按顺序

赶送，不得采用硬器击打。 

4.4.3  按批次为单位屠宰时，在车间轨道上每批次之间设置明显的标识牌。。 

制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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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从屠宰前羊健康、报检、消毒、疑似病羊管理、签发《准宰证》、宰前禁食

禁水、送宰羊卫生清洁、动物福利等方面依据有关技术规程提出具体要求。 

条文： 

5  屠宰工艺要求 

东乡贡羊屠宰工艺流程见附录 A。 

5.1  挂羊 

 带编号的不锈钢吊钩挂住羊的右后蹄，经自动轨道送到放血工位，用扣脚链扣

紧羊后小腿，转挂至轨道链钩上，挂羊要迅速，从钩挂到放血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1.5 

min。 

5.2   阿訇屠宰、沥血 

    由阿訇从羊喉部下刀，横切断食管、气管和血管。屠宰放血刀应在 82 ℃以

上热水中消毒，每次轮换使用。放血时间不少于 5 分钟。 

5.3   剥皮 

5.4   取内脏 

5.4.1  取白内脏 

沿腹中线割开腹壁至剑状软骨处，将白内脏完整取出，放入指定容器中。 

5.4.2  取红内脏 

持刀紧贴胸腔内壁切开隔肌，拉出气管，同时将心、肝、肺从胸腔中取出，放入

指定容器中。 

5.5  检验 

按 GB 18393、NY 467 的规定对头、蹄、红白内脏、胴体等组织器官进行同步检

验检疫。 

5.6  胴体 

5.6.1  胴体修整 

割除腺体、淋巴结、淤血斑、伤疤、残存皮毛等。 

5.6.2  胴体清洗 

用高压清洗机冲洗胴体表面的浮毛、粪污、血污、腔内淤血及其他杂质。清洗用

水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 

5.6.3  胴体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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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肉营养品质与安全性检测评价》进行等级评定。 

5.6.4  副产品整理。 

制定依据 

本条挂羊、剥皮、取内脏、检验、胴体采标《T/CAAA 035-2020  羊屠宰技术规

程》，增加了阿訇屠宰与沥血、东乡贡羊胴体分级和东乡贡羊屠宰工艺流程等内容。 

条文 

6  冷却 

6.1  根据工艺需要对羊胴体或副产品冷却。冷却时，按屠宰顺序将羊胴体送入

冷却间，胴体应排列整齐，胴体间距不少于 3 cm。 

6.2  羊胴体冷却间设定温度 0 ℃～4 ℃ ,相对湿度保持在 85%～90% ,冷却时间

不应少于 12 h。冷却后的胴体中心温度应保持在 7℃以下。 

6.3  副产品冷却后，产品中心温度应保持在 3℃以下。 

6.4  冷却后检查胴体深层温度，符合要求的方可进入下一步操作。。 

制定依据 

本条采标《T/CAAA 035-2020  羊屠宰技术规程》具体操作要求。 

条文 

7  胴体处理 

7.1  分割加工 

成熟后完整胴体或二分体，直接出库销售或按照《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屠宰技术

规程》要求进行分割产品加工。 

7.2  冷冻贮藏 

胴体冷冻温度低于-25 ℃，冷冻处理 12 h～24 h，肉的中心温度应达到-15 ℃

以下，然后转入-18℃冷蔵库中贮藏。 

制定依据 

本条采标《T/CAAA 035-2020  羊屠宰技术规程》具体操作要求。 

条文 

8  包装、标签、标志和储存 

8.1  包装标签、标志 

产品包装标签、标志应符合 GB/T 191、GB/T 5737、GB 12694 和农业部令第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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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等的相关要求。 

8.2  低温冷藏 

分割肉宜采用低温冷藏。储存环境与设施、库温和储存时间应符合 GB/T 9961、

GB 12694等相关标准要求。 

制定依据 

制定依据 

本条采标《T/CAAA 035-2020  羊屠宰技术规程》具体操作要求。 

条文 

9  绿色肉羊的屠宰与管理 

9.1  专用生产线与设备 

绿色羊肉加工应配备专用设备，绿色肉羊的生产不存在冲顶加工。 

9.2  平行生产管理 

绿色羊肉生产加工与常规羊肉产品生产加工共用一条流水线，在绿色羊肉加工之

前或常规羊肉加工之后，应对生产车间生产线设施设备、生产工具、工作服等进行彻

底的清洁与消毒，并不得有清洗剂残留。应指派专门的人员全程监控清洁与消毒过程，

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生产，宰前检疫人员对发现不是绿色羊肉的羊群要全部退回，决

不能混入非绿色羊肉，并保留相应的记录。常规羊肉和绿色羊肉生产不可在同一天进

行。 

9.3   绿色产品包装 

绿色产品的包装，必须与非绿色的产品包装分开存放，并做好防护工作，使用前

用紫外线灯或臭氧进行 30 min 以上的消毒方可使用。绿色羊肉的包装应与非绿色羊

肉产品的包装区分明显，不会混用。 

9.4  绿色羊肉存贮与标识 

绿色产品与非绿色产品（包括常规产品和转换产品）要分开冷库内存放、库门有

明显标识，不许混放。产品出入库和库存量必须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并保留相应单据。 

9.5  绿色羊肉运输 

9.5.1  运输时对绿色与非绿色产品要分开进行运输、并有明显的标识，运输前

要检查车辆的卫生情况、并用 75%的酒精进行消毒后方可进行运输和销售。 

9.5.2  运输工具在装载绿色产品前应清洗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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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  绿色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避免与常规产品混杂或受到污染。 

9.5.4  在运输和装载过程中，外包装上的绿色认证标志及有关说明不得被沾污

或损坏。 

9.5.5  运输和装载过程必须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并保留相应的单据。。 

制定依据 

本条绿色食品东乡贡羊肉从屠宰生产线、运输、标识、记录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条文 

10  其他要求 

10.1  东乡贡羊产品为清真畜禽产品，屠宰加工、包装、冷链物流企业须具有清

真食品资质，屠宰、加工、包装、贮存、运输、销售须执行清真食品要求。 

10.2  经检验检疫不合格的肉品及副产品，应按GB 12694的要求和农医发（2017）

25 号的规定执行。 

10.3  产品追溯与召回应符合 GB 12694的要求。 

10.4  记录和文件应符合 GB 12694的要求。。 

制定依据 

本条明确东乡贡羊肉为清真食品，必须按照清真食品要求执行、且企业要具有相

应资质。 

  五、标准实施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影响及论证 

该团体标准从宰前要求、屠宰操作程序、冷却、分割、冻结、包装、标签标志和

储存等方面提出要求，参照执行，可确保特色屠宰、加工与运输，满足扩大消费者对

高档优质、绿色羊肉制品的需求，让广大穆斯林群众放心食用东乡贡羊，维护、宣传

品牌的认知度和知名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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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甘肃省农产品质量安全

条例》等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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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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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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乡贡羊屠宰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2 年 01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