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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肉分割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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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节奏

加快，自我保健意识增强，消费观念开始由只求温饱向追求小康、奔向富裕演变，对

羊肉产品的需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过去的家庭自已采购加工，逐步向加工精细、

包装精致、方便烹调、安全卫生的小包装分割肉及熟制品的工业生产方向转化。国内

专家预测，未来的肉类市场竞争，首先是产品质量，其次才是价格与服务的竞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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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竞争中取胜，必须具各营养、安全、卫生、健康、方便的产品。肉制品的质量高

低，将成为市场竞争的首要因素。东乡贡羊生产行业传统原始的加工方式和以整片胴

体形式销售的生产模式已经无法适应迅速发展的需求，羊肉精深加工技术进步已经成

为羊肉产品深加工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东乡县羊肉屠宰加工在脱贫攻坚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期

间，已按照行业现代化的水平，建设基础设施设备好、生产工艺先进、装备配套的分

割生产线和冷藏链物流体系, 具备改变以销售胴体或原料为主的被局面，具备羊肉

“变大为小、变粗为精、变生为熟、变废为宝”的产品调整方针。从原料到产品必须

要制定相应的标准，有标可依，才能使产品生产合理化、规范化，提高冷却肉、分割

肉、小包装肉和直接食用的熟肉制品在羊肉消费中的比重，提高产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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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

县锁南山城手抓美食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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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乡贡羊肉分

割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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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乡族自治县锁南山城手抓美食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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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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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都，东乡族自治县锁南山城手抓美食城董事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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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东乡贡羊屠宰精细化分割现

状、存在问题及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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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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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分割、冷链物流、营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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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羊肉餐馆等经营主体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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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色农产品产销协会邀请有关专家，对《绿色食品  东乡贡羊肉分割技术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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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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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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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和

精细化分割和未来羊肉消费者趋势现状，在采标《NY/T 1564-2021 畜禽肉分割技术

规程 羊肉》的基础上，从东乡贡羊手抓羊热鲜、冰鲜熟肉和生鲜、冷冻胴体肉分割

的术语和定义、原料要求、分割车间基本要求、分割方式、分割程序及要求、标签、

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具体要求，形成本标准中的主要技术内容和指标。 

在《NY/T 1564-2021 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羊肉》基础上，·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文件名称，将“畜禽肉分割技术规程 羊”修改为“绿色食品  东乡贡

羊肉分割技术规范”； 

——修改了“范围”，将“本文件规定了羊肉分割的术语和定义、原料要求、分

割车间基本要求、分割方式、分割程序及要求、标签、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要求”，

修改为“本标准规定了东乡贡羊手抓羊热鲜、冰鲜熟肉和生鲜、冷冻胴体肉分割的术语和定义、

原料要求、分割车间基本要求、分割方式、分割程序及要求、标签、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要

求”。 

——修改“规范性引用文件”，增加 GB 7718、GB 19303、GB 14891.1-1997、GB 

2726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 47 号部长令《辐照食品卫生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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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3 术语和定义”，增加“3.5手抓羊肉”定义。 

条文： 

3.5  手抓羊肉  Mutton eaten with hands 

手抓羊肉是生活在我国西北的蒙、藏、回、维等民族喜爱的传统食物，相传有近

千年的历史，因直接用手抓食而得名。手抓羊肉分割、烹调、吃法各民族均有差异。

东乡贡羊手抓羊肉是河州饮食文化的代表作，一般带骨，多切成条形或块状，历史最

悠久、知名度最高、盛行东西南北中。东乡手抓羊肉吃法有两种，即热抓、冰抓。 

制定依据： 

本条规定了我国西北以少数民族的传统食物，又历史最悠久、知名度最高、盛行

东西南北中手抓羊肉的定义。 

——修改“7 分割程序及要求”，增加“7.1  东乡手抓羊肉胴体修整”、“7.6  热

鲜、冰鲜熟羊肉分割”。 

条文： 

7.1  东乡手抓羊肉胴体修整 

东乡贡羊手抓肉是指羊屠宰胴体割除腺体、淋巴结、淤血斑、伤疤、残存皮毛等，

并用洁净水冲洗胴体表面的浮毛、粪污、血污、腔内淤血及其他杂质，完整胴体入锅

烹调。 

7.6   热鲜、冰鲜熟羊肉分割 

7.6.1  煮熟 

热鲜、冰鲜熟羊肉是指羊屠宰胴体精心修整后完整胴体入锅，添加专用调料，用

传统工艺煮熟，按照颈部、肩部（前腿）、肋部、腰部和后腿部分割的熟热鲜、冰鲜

羊肉。 

7.6.2  煮熟条件要求 

热鲜、冰鲜熟羊肉加工企业的工厂设计与设施、卫生管理、生产过程、卫生质量

控制和人员等方面的基本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9303有关规定。 

7.6.3  熟制品感官与卫生要求 

热鲜、冰鲜熟羊肉原料要求、感官要求、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食品添加剂

和食品营养强化剂应符合 GB 2726要求。 

7.6.4  福照熟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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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照熟肉的原料要求、辐照包装、剂量限制与照射要求、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和

细菌指标应符合 GB 14891.1-1997要求。 

7.6.5  分割 

7.6.5.1  颈肉 

俗称血脖子，包括环椎、枢椎和第 1～7 颈椎及有关肌肉组成。从脖子寰椎到第

7 颈椎与第 1胸椎纵向切割，将颈部肉与肩部分离而得的带骨肉。 

7.6.5.2   肩肉 

包括左右肩胛骨、肩甲软骨、肱骨、桡尺骨、桡骨和腕骨及有关肌肉组成，刀从

左右肩胛骨、肩甲软骨和胸椎、肋骨自然连接的肌肉之间分割所得带骨肉。 

7.6.5.3   肋骨肉 

包括左右第 1～13 胸椎、肋骨、剑状软骨、胸骨、鹰嘴及有关肌肉组成，分割时

刀从第 7 颈椎与第 1胸椎、第 13 胸椎与第 1腰椎纵向切割胴体所形成带骨肉（不包

括肩胛骨、肩胛软骨及所附肌肉）。 

7.6.5.4   腰肉 

指第 1～6腰椎有关肌肉（第 1～6腰椎和第 1～4荐椎的有关肌肉）。分割时刀从

第 1腰椎到第 1荐椎（第 1腰椎到第 4 荐椎）之间纵切，在距离眼肌大约 10 cm 处平

行于腰椎骨缘纵切，所形成骨骼及相关肌肉。不包括腰腹肉。腰腹肉另作他用。 

7.6.5.5  后腿肉 

包括第左右髂骨、坐骨、股骨、胫骨、膝盖骨、跟骨及有关肌肉组成等，分割时

刀自胴体的第 6 腰椎第 1荐椎、髂骨与胸椎连接处纵切所得的带骨肉，包括荐椎及有

关肌肉，但不包括尾椎及有关肌肉。 

7.6.5.6  尾巴肉 

由第尾椎及有关肌肉组成，分割时自胴体尾巴根部即第 4 荐椎处切开，包含尾椎、

肌肉及其他组织。 

制定依据：东乡贡羊手抓肉烹调、分割、摆放上桌、吃法独具特色、别具一格，

为此，从生鲜胴体修整、热鲜与冰鲜熟羊肉分割、煮熟条件、熟制品感官与卫生、福

照熟肉、分割提出具体要求。 

——修改“8 标签、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增加“8.1.2 热鲜、冰鲜熟羊

肉及产品分割标志”、“8.2.2  热鲜、冰鲜熟羊肉及产品”、“8.3.2  热鲜、冰鲜熟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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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及产品储存”、“热鲜、冰鲜熟羊肉及产品运输”。 

——增加附录 B“热鲜、冰鲜煮熟带骨手抓羊肉分割、分割方法与命名标准”和

“图 B.1 生鲜胴体分割示意图”、“图 B.2  热鲜熟胴体分割图”、“图 B.3  热鲜熟胴

体部位分割图”、“图 B.4  热鲜熟胴体部位细分割图”。 

——将“附录 B”修改为“附录 C” 

  五、标准实施后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期影响及论证 

该团体标准从东乡贡羊手抓羊热鲜、冰鲜熟肉和生鲜、冷冻胴体肉分割的术语和

定义、原料要求、分割车间基本要求、分割方式、分割程序及要求、标签、标志、包

装、储存和运输等方面提出要求，参照执行，可确保特色东乡贡羊、精细化分割加工、

储存、运输，满足不同消费者对高档优质、绿色生鲜、冷冻生羊肉和热鲜、冰鲜熟羊

肉制品的多样化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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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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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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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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乡贡羊肉分割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编制组 

2022 年 01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