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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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服务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武汉天歌生态科技发展公司、北京鸿达数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青岛市畜牧

兽医研究所、青岛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优质农产品开发

服务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玉东、宋翠平、戴廷灿、郭春敏、李秋洪、董国强、刘迎春、王述柏、李伟红、

梁瑞英、王晓燕、王冬根、刘坤、王淑婷。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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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产品生产技术准则 畜禽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类生态产品的产地生态环境、生态友善、生态饲养、生态防治、屠宰加工、产品质

量安全、质量管理、标志和标签以及生态消费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肉、蛋、奶等畜禽类生态产品的生产、评价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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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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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裝食品标签通则

GB 12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388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NY/T 3075 畜禽养殖场消毒技术

NY/T 3445 畜禽养殖场档案规范

农医发〔2017〕25号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农业部令 2010年 第 7号 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194号 发布药物饲料添加剂退出计划和相关管理政策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号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

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303号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

农业部公告 第 560号 兽药地方标准废止目录

农业部公告 第 2292号 在食品动物中停止使用洛美沙星、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 4种兽药

农业部公告 第 2625号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态农业 ecological agriculture

javascript:;
javascript:;


2

运用生态学原理，按照生态经济规律，依据农业和农作物特点，采用传统农业经验和现代科学技术，

进行生产和管理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其目的是保持和促进农业系统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3.2

生态饲养 ecological breeding

根据畜禽间的共生互补原理， 利用自然界物质循环系统，在一定的养殖空间和区域内，通过相应的技

术和管理措施，使畜禽在同一环境中共同生长，实现保持生态平衡、提高养殖效益的一种饲养方式。

3.3

生态产品 ecological products

遵循生态农业的原理和生态产品生产技术准则，经专业机构审核评定后，许可使用生态产品标志的产

品。

4 产地生态环境

4.1 畜禽养殖场应选择在远离城镇和居民区，地势较高，水源较充足，生态条件优良，无其他污染源，相

对隔离或有生物安全屏障的地区。有条件和政策允许的地方，蛋禽和肉禽可以选择在果园、山地、林下、

池塘和湖泊等生态优越的环境下放养。牛和羊等食草畜类可在生态条件优良的草地或牧场放养。

4.2 畜禽养殖场的环境应符合 NY/T 388的规定。

4.3 畜禽养殖场应设生活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各区域应科学设计和建设，布局合理，应相互隔离并

设有醒目标识。

5 生态友善

5.1 畜禽养殖场不应对环境的水质、土壤及空气造成破坏或产生不利影响。

5.2 在果园、林下、草地、牧场放养时，应定期或按批次进行场地交替放养，保证土壤肥力和草木的生长，

保持生态平衡。

5.3 草地放牧型农场的面积应符合载畜标准要求，放牧的畜禽数量不超过当地推荐的平均载畜量。

5.4 畜禽养殖场应控制恶臭污染、粪便污染、病原微生物污染、药物污染和病死畜禽尸体污染等。畜禽养

殖业污染物的排放应符合 GB 18596的规定。

5.5 畜禽粪便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无害化处理方法应符合 GB/T 36195的规定。

5.6 畜禽粪便的净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法：种养结合（粪便全量还田、堆肥发酵、

粪水肥料化、粪污能源化）、清洁回用（粪便基质化、粪便垫料化、粪便饲料化）和达标排放。

5.7 通过对粪便进行有机堆肥管理、对粪便臭气妥善处理、对粪便能源化回收利用处理，以减少畜牧业产

生的甲烷（CH4）和氧化亚氮（N2O）等温室气体的排放。

6 生态饲养

6.1 引种繁育

6.1.1 畜禽养殖场饲养的畜禽品种，应符合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303 号规定。

6.1.2 畜禽养殖场宜“自繁自养”，公母畜禽比例适当，对自有种畜禽应定期进行检验检疫。

6.1.3 提倡本交繁殖，也可采用人工授精等不会对畜禽遗传多样性产生严重影响的繁殖方法。

6.1.4 引进种畜禽应来自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畜禽场。新引进的畜禽，应在隔离舍进行定期隔

https://baike.so.com/doc/3127527-32963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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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饲养，经检疫合格后方可进场饲养。

6.1.5 畜禽养殖场的每栋饲舍宜采用“全进全出”饲养模式。

6.1.6 自繁自养的种畜禽场应建立种畜禽的系谱档案卡，利于品种保护和改良，系谱档案卡应长期保存。

6.2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6.2.1 应根据养殖畜禽不同生理阶段和营养需求配制饲料，原料组成宜多样化，营养全面，各营养素间相

互平衡。

6.2.2 饲料原料卫生指标应符合 GB 13078规定。

6.2.3 应保证草食动物每天应能获得满足其基础营养需要的粗饲料。

6.2.4 不应使用动物源性饲料原料（乳及乳制品除外）。

6.2.5 不提倡使用含有转基因成分原料的饲料。若必须使用时，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6.2.6 饲料添加剂使用应在农业农村部相关公告发布的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同时应符合农业部公告第

2625号的要求。

6.2.7 按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194 号的规定，不得使用添加促生长药物（中药类除外）的饲料添加剂。

7 生态防治

7.1 兽药使用

7.1.1 畜禽养殖应按照畜禽疫病防治的要求，科学合理使用兽药，尽量不用或少用兽药；确需使用兽药时，

应在执业兽医指导下进行。

7.1.2 应选择营养性制剂、微量元素、生物或微生物制剂及中草药制剂等防治畜禽疾病。

7.1.3 当以畜禽疾病治疗为目的时，抗生素或化学合成兽药使用在养殖期不足 12 个月的畜禽只可接受两个

疗程；养殖期超过 12 个月的，每 12 个月最多可接受四个疗程。

7.1.4 应严格遵守兽药停药期规定，不应滥用抗生素。

7.1.5 不应使用兴奋剂类、激素类和抗病毒药等违禁药物和人专用药物。禁用药品和化合物应符合农业农

村部公告第 250 号的规定；其他禁用药物应符合农业部公告第 560 号和农业部公告第 2292号的规定。

7.2 卫生防疫

7.2.1 畜禽养殖场应按农业部令 2010年 第 7号获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7.2.2 应制定和实施日常消毒制度，消毒技术按 NY/T 3075规定执行。

7.2.3 应保持各区域环境、地面、道路卫生清洁，适当进行环境绿化和道路硬化。

7.2.4 应做好灭蚊蝇、灭鼠、防鸟、防兽害等工作。

7.2.5 应制定适合本畜禽养殖场的免疫计划和免疫程序。对国家强制免疫的疫病，如口蹄疫、禽流感等，

按计划实施免疫。对其他疫病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免疫程序并实施免疫，并应积极配合或自行做好免疫

监测工作。

7.2.6 应对免疫后的畜禽施加耳标等免疫标识。

7.2.7 应严格执行国家疫情报告制度和相关要求。

7.2.8 出售、运输的畜禽和畜禽产品，应提前向当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后，方可出售和运输。

7.3 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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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畜禽不得露天堆放或随地抛弃。对病死或扑杀的畜禽及其产品应按农医发〔2017〕25号的规定，进

行无害化处理。

8 屠宰加工

8.1 畜禽养殖场获得屠宰资质的，可自行屠宰加工；未获屠宰资质的，应委托有资质的屠宰企业屠宰。

8.2 屠宰场的设计建设、设施配备、加工卫生和检疫等应符合 GB 12694的规定。

9 产品质量安全

应符合 GB 2761、GB 2762、GB 2763、GB 29921、GB 31650的规定和和相关产品标准的要求。

10 质量管理

10.1应建立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各种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定期开展质量管理培训。

10.2 畜禽场建立的养殖档案，应符合 NY/T 3445的规定。应按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要求建立电子养殖

档案。养殖档案中应保持可追溯生产全过程的详细记录，并且记录至少保存 5年，记录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内容。

a）畜禽出入场记录（品种、时间、数量、检疫证明、车辆消毒证明、交接人等）。

b) 养殖投入品的购买和使用记录（兽药、疫苗、饲料等）。

c) 生产记录（舍号、时间、品种、死淘数、存栏数、配种、分娩、孵化、产品产量、耗料量等）。

d) 免疫记录（舍号、免疫时间、存栏数量、疫苗名称、生产厂商、免疫方法、免疫剂量、免疫人员等）。

e) 疾病抗体监测记录（监测目标，时间、防疫员、监测结果等）。

f）疾病诊疗记录（舍号、时间、日（月）龄、发病数、病因、诊疗人员、用药名称、用药方法、诊疗

结果、停药时间、休药期等）。

g）场区和畜禽舍消毒记录（场所、方法、日期、消毒剂、剂量、消毒员等）

h）病死畜禽处理记录（畜禽编号、日期、数量、发病原因、剖检结果、无害化处理方法、操作员等）。

i）畜禽粪便处理记录（场所、方法、日期、操作员等）。

j) 畜禽产品质量检测报告和销售记录（时间、数量、去向等）。

k）活体畜禽和畜禽产品应按有关要求获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方可上市。有的地区还要求须同时获得肉品

质量合格证方可上市。

11 标志和标签

11.1 产品标志使用应符合《生态产品标志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产品储运包装上的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11.2 对于预包装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

12 生态消费

12.1 产品提供应遵循诚信、公正、严谨的原则，以建立生产者、销售者、消费者相互信任、合作和感恩

的友善关系。

12.2 产品包装应符合相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包装材料卫生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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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产品不应过度包装，应符合 GB23350 的规定。

12.4 产品包装宜使用可回收材料、容器及辅助物。

12.5 产品包装宜使用可生物降解的环保材料。

12.6 消费者和生产者宜将产品包装分类或重复使用，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低碳环境友好。

12.7 宜鼓励消费者参与生态产品的生产，了解生态产品的生产过程，让消费者建立健康、节约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理念。

13 运输

13.1 活体畜禽运输应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3.2 鲜、冻畜禽产品运输时，宜采用冷藏或保温冷链运输。

13.3 运输工具应保持清洁、卫生，无异味，不得与有毒、有污染或气味浓郁物品混装、混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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